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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USR 計畫與神農街住戶共同籌劃鼠年燈展  

大華網路報  (2019-11-26 19:29)  

   
台南市文化協會以往於神農

街舉辦花燈展的現場情形。  
南臺科大師生與住戶討論鼠

年花燈彩繪內容的情形。  
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

海報。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台南市文化協會繼狗年、豬年合辦花燈展，帶來六萬人潮，除將

神農街元宵燈展推進全國花燈展行列外，也成為豬年台南市政府推薦的五大燈展之一，在此效

益下，雙方再次攜手合辦「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因受到前二年燈展濃厚過節氛圍的

鼓舞，神農街的住民也從狗年 11 戶、豬年增加為 37 戶，到目前已有 51 戶報名參加鼠年燈

展，反應熱烈。由於周邊住戶們也熱情參與，鼠年燈展的場域將往藥王廟段擴展，精彩可期。 

南臺科大計畫團隊為厚植神農街為往昔五條港的港街文化特質，神農街燈展從狗年就定調為以

神農街、北勢港 (南勢港 )、當年生肖與住戶的老屋特質四個方向來設計彩繪花燈，鼠年的花燈

展當然也不例外。為協助神農街各戶與巷弄、港道、角落設計花燈，共計有 133 位學生參與花

燈彩繪自主專題學習課程，投入神農街鼠年花燈展的活動。計畫團隊也於日前規劃了三場讓學

生認識神農街與住戶相見歡的活動，共同討論「我家花燈」的主題、數量、樣式、掛法等議題，

學生並與住戶創建群組作為後續溝通與討論的平台，一起為鼠年神農街燈展打拼。  

除了主場神農街段外，神農街轉康樂街可延伸至往昔南河港接官亭、風神廟與西羅殿的重要郊

商文化場域，其中西羅殿也參與了鼠年神農街燈展，該段花燈在第二期 USR 計畫向幼兒作文

化教育厚植地方文化的主旨下，將由歸仁紅瓦厝國小與吳郭魚藝術教室的小朋友以生肖、五條

港為主題彩繪花燈。此外神農街的住戶念念不忘 2012-2014 年懸掛宮燈，所形塑的老街燈會

氛圍是大家共同的美好記憶，因此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決定從倉庫找出當年花燈，將懸掛於

港道遺址，藉此行銷並教育賞燈民眾五條港的港街空間與貿易經濟的文化特徵，讓大家知道港

道就在神農街後的巷弄。因應燈展範圍擴大，計畫團隊也將上募資平臺籌措經費，期盼圓滿的

完成燈展，持績厚植郊商文化與增加國際曝光度。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鼠年燈展不只南臺的學生與住戶踴躍參與，學生與住戶同心協力籌

劃燈展外，因應場域的擴大也首次與國小及藝術教室合作，是 USR 計畫團隊在地文化深耕與

人才培育的落實。歡迎大家明年 1 月 19 日到 3 月 1 日到神農街區來賞燈，看看不一樣的鼠年

神農街。  

（蔡清欽報導）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1126/334533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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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USR 計畫與神農街住戶共同籌劃鼠年燈展  

2019-11-26 19:29:46 大華網路報  

   
台南市文化協會以往於神農

街舉辦花燈展的現場情形。  
南臺科大師生與住戶討論鼠

年花燈彩繪內容的情形。  
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

海報。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台南市文化協會繼狗年、豬年合辦花燈展，帶來六萬人潮，除將

神農街元宵燈展推進全國花燈展行列外，也成為豬年台南市政府推薦的五大燈展之一，在此效

益下，雙方再次攜手合辦「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因受到前二年燈展濃厚過節氛圍的

鼓舞，神農街的住民也從狗年 11 戶、豬年增加為 37 戶，到目前已有 51 戶報名參加鼠年燈

展，反應熱烈。由於周邊住戶們也熱情參與，鼠年燈展的場域將往藥王廟段擴展，精彩可期。 

南臺科大計畫團隊為厚植神農街為往昔五條港的港街文化特質，神農街燈展從狗年就定調為以

神農街、北勢港 (南勢港 )、當年生肖與住戶的老屋特質四個方向來設計彩繪花燈，鼠年的花燈

展當然也不例外。為協助神農街各戶與巷弄、港道、角落設計花燈，共計有 133 位學生參與花

燈彩繪自主專題學習課程，投入神農街鼠年花燈展的活動。計畫團隊也於日前規劃了三場讓學

生認識神農街與住戶相見歡的活動，共同討論「我家花燈」的主題、數量、樣式、掛法等議題，

學生並與住戶創建群組作為後續溝通與討論的平台，一起為鼠年神農街燈展打拼。  

除了主場神農街段外，神農街轉康樂街可延伸至往昔南河港接官亭、風神廟與西羅殿的重要郊

商文化場域，其中西羅殿也參與了鼠年神農街燈展，該段花燈在第二期 USR 計畫向幼兒作文

化教育厚植地方文化的主旨下，將由歸仁紅瓦厝國小與吳郭魚藝術教室的小朋友以生肖、五條

港為主題彩繪花燈。此外神農街的住戶念念不忘 2012-2014 年懸掛宮燈，所形塑的老街燈會

氛圍是大家共同的美好記憶，因此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決定從倉庫找出當年花燈，將懸掛於

港道遺址，藉此行銷並教育賞燈民眾五條港的港街空間與貿易經濟的文化特徵，讓大家知道港

道就在神農街後的巷弄。因應燈展範圍擴大，計畫團隊也將上募資平臺籌措經費，期盼圓滿的

完成燈展，持績厚植郊商文化與增加國際曝光度。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鼠年燈展不只南臺的學生與住戶踴躍參與，學生與住戶同心協力籌

劃燈展外，因應場域的擴大也首次與國小及藝術教室合作，是 USR 計畫團隊在地文化深耕與

人才培育的落實。歡迎大家明年 1 月 19 日到 3 月 1 日到神農街區來賞燈，看看不一樣的鼠年

神農街。（蔡清欽報導）  【大華網路報】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cdnews/20191126/index-

57476778679589250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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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USR 計畫與神農街住戶共同籌劃鼠年燈展  
百餘位自主學習課程學生參與厚植在地文化教育 http://www.cntimes.info 2019-11-26 19:29:46 

   
台南市文化協會以往於神農

街舉辦花燈展的現場情形。  
南臺科大師生與住戶討論鼠

年花燈彩繪內容的情形。  
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

海報。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台南市文化協會繼狗年、豬年合辦花燈展，帶來六萬人潮，除將
神農街元宵燈展推進全國花燈展行列外，也成為豬年台南市政府推薦的五大燈展之一，在此效
益下，雙方再次攜手合辦「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因受到前二年燈展濃厚過節氛圍的
鼓舞，神農街的住民也從狗年 11 戶、豬年增加為 37 戶，到目前已有 51 戶報名參加鼠年燈
展，反應熱烈。由於周邊住戶們也熱情參與，鼠年燈展的場域將往藥王廟段擴展，精彩可期。 
 
南臺科大計畫團隊為厚植神農街為往昔五條港的港街文化特質，神農街燈展從狗年就定調為以
神農街、北勢港 (南勢港 )、當年生肖與住戶的老屋特質四個方向來設計彩繪花燈，鼠年的花燈
展當然也不例外。為協助神農街各戶與巷弄、港道、角落設計花燈，共計有 133 位學生參與花
燈彩繪自主專題學習課程，投入神農街鼠年花燈展的活動。計畫團隊也於日前規劃了三場讓學
生認識神農街與住戶相見歡的活動，共同討論「我家花燈」的主題、數量、樣式、掛法等議題，
學生並與住戶創建群組作為後續溝通與討論的平台，一起為鼠年神農街燈展打拼。  
 
除了主場神農街段外，神農街轉康樂街可延伸至往昔南河港接官亭、風神廟與西羅殿的重要郊
商文化場域，其中西羅殿也參與了鼠年神農街燈展，該段花燈在第二期 USR 計畫向幼兒作文
化教育厚植地方文化的主旨下，將由歸仁紅瓦厝國小與吳郭魚藝術教室的小朋友以生肖、五條
港為主題彩繪花燈。此外神農街的住戶念念不忘 2012-2014 年懸掛宮燈，所形塑的老街燈會
氛圍是大家共同的美好記憶，因此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決定從倉庫找出當年花燈，將懸掛於
港道遺址，藉此行銷並教育賞燈民眾五條港的港街空間與貿易經濟的文化特徵，讓大家知道港
道就在神農街後的巷弄。因應燈展範圍擴大，計畫團隊也將上募資平臺籌措經費，期盼圓滿的
完成燈展，持績厚植郊商文化與增加國際曝光度。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鼠年燈展不只南臺的學生與住戶踴躍參與，學生與住戶同心協力籌
劃燈展外，因應場域的擴大也首次與國小及藝術教室合作，是 USR 計畫團隊在地文化深耕與
人才培育的落實。歡迎大家明年 1 月 19 日到 3 月 1 日到神農街區來賞燈，看看不一樣的鼠年
神農街。  
 
（蔡清欽報導）   
【大華網路報】  
http://www.cntimes.info/docDetail.jsp?coluid=108&docid=104924019 



新聞剪報                                       秘書室製作 

  
南臺科大 USR 計畫與神農街住戶共同籌劃鼠年燈展  百餘位自主學習課程學

生參與厚植在地文化教育  
2019-11-26 09:24:10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91126 09:23:45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台南市文化協會繼狗年、豬年合辦花燈展，帶來六萬人潮，除將
神農街元宵燈展推進全國花燈展行列外，也成為豬年台南市政府推薦的五大燈展之一，在此效
益下，雙方再次攜手合辦「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因受到前二年燈展濃厚過節氛圍的
鼓舞，神農街的住民也從狗年 11 戶、豬年增加為 37 戶，到目前已有 51 戶報名參加鼠年燈
展，反應熱烈。由於周邊住戶們也熱情參與，鼠年燈展的場域將往藥王廟段擴展，精彩可期。 
 
南臺科大計畫團隊為厚植神農街為往昔五條港的港街文化特質，神農街燈展從狗年就定調為以
神農街、北勢港 (南勢港 )、當年生肖與住戶的老屋特質四個方向來設計彩繪花燈，鼠年的花燈
展當然也不例外。為協助神農街各戶與巷弄、港道、角落設計花燈，共計有 133 位學生參與花
燈彩繪自主專題學習課程，投入神農街鼠年花燈展的活動。計畫團隊也於日前規劃了三場讓學
生認識神農街與住戶相見歡的活動，共同討論「我家花燈」的主題、數量、樣式、掛法等議題，
學生並與住戶創建群組作為後續溝通與討論的平台，一起為鼠年神農街燈展打拼。  
 
除了主場神農街段外，神農街轉康樂街可延伸至往昔南河港接官亭、風神廟與西羅殿的重要郊
商文化場域，其中西羅殿也參與了鼠年神農街燈展，該段花燈在第二期 USR 計畫向幼兒作文
化教育厚植地方文化的主旨下，將由歸仁紅瓦厝國小與吳郭魚藝術教室的小朋友以生肖、五條
港為主題彩繪花燈。此外神農街的住戶念念不忘 2012-2014 年懸掛宮燈，所形塑的老街燈會
氛圍是大家共同的美好記憶，因此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決定從倉庫找出當年花燈，將懸掛於
港道遺址，藉此行銷並教育賞燈民眾五條港的港街空間與貿易經濟的文化特徵，讓大家知道港
道就在神農街後的巷弄。因應燈展範圍擴大，計畫團隊也將上募資平臺籌措經費，期盼圓滿的
完成燈展，持績厚植郊商文化與增加國際曝光度。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鼠年燈展不只南臺的學生與住戶踴躍參與，學生與住戶同心協力籌
劃燈展外，因應場域的擴大也首次與國小及藝術教室合作，是 USR 計畫團隊在地文化深耕與
人才培育的落實。歡迎大家明年 1 月 19 日到 3 月 1 日到神農街區來賞燈，看看不一樣的鼠年
神農街。  
新聞來源：中央社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cna/20191126/index-
15747314506616918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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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 USR 計畫與神農街住戶共同籌劃鼠年燈展  百餘位自主學習課程學

生參與厚植在地文化教育  
中央社／  2019.11.26 09:24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91126 09:23:45)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台南市文化協會繼狗年、
豬年合辦花燈展，帶來六萬人潮，除將神農街元宵燈展推進全國花燈展行列外，也成為豬年台
南市政府推薦的五大燈展之一，在此效益下，雙方再次攜手合辦「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
展」。因受到前二年燈展濃厚過節氛圍的鼓舞，神農街的住民也從狗年 11 戶、豬年增加為 37
戶，到目前已有 51 戶報名參加鼠年燈展，反應熱烈。由於周邊住戶們也熱情參與，鼠年燈展
的場域將往藥王廟段擴展，精彩可期。  
 
南臺科大計畫團隊為厚植神農街為往昔五條港的港街文化特質，神農街燈展從狗年就定調為以
神農街、北勢港 (南勢港 )、當年生肖與住戶的老屋特質四個方向來設計彩繪花燈，鼠年的花燈
展當然也不例外。為協助神農街各戶與巷弄、港道、角落設計花燈，共計有 133 位學生參與花
燈彩繪自主專題學習課程，投入神農街鼠年花燈展的活動。計畫團隊也於日前規劃了三場讓學
生認識神農街與住戶相見歡的活動，共同討論「我家花燈」的主題、數量、樣式、掛法等議題，
學生並與住戶創建群組作為後續溝通與討論的平台，一起為鼠年神農街燈展打拼。  
 
除了主場神農街段外，神農街轉康樂街可延伸至往昔南河港接官亭、風神廟與西羅殿的重要郊
商文化場域，其中西羅殿也參與了鼠年神農街燈展，該段花燈在第二期 USR 計畫向幼兒作文
化教育厚植地方文化的主旨下，將由歸仁紅瓦厝國小與吳郭魚藝術教室的小朋友以生肖、五條
港為主題彩繪花燈。此外神農街的住戶念念不忘 2012-2014 年懸掛宮燈，所形塑的老街燈會
氛圍是大家共同的美好記憶，因此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決定從倉庫找出當年花燈，將懸掛於
港道遺址，藉此行銷並教育賞燈民眾五條港的港街空間與貿易經濟的文化特徵，讓大家知道港
道就在神農街後的巷弄。因應燈展範圍擴大，計畫團隊也將上募資平臺籌措經費，期盼圓滿的
完成燈展，持績厚植郊商文化與增加國際曝光度。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鼠年燈展不只南臺的學生與住戶踴躍參與，學生與住戶同心協力籌
劃燈展外，因應場域的擴大也首次與國小及藝術教室合作，是 USR 計畫團隊在地文化深耕與
人才培育的落實。歡迎大家明年 1 月 19 日到 3 月 1 日到神農街區來賞燈，看看不一樣的鼠年
神農街。  
 
資料來源：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s://www.stust.edu.tw/ 
訊息來源：南臺科技大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6499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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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受到前二年燈展濃厚過節氛圍的鼓舞，神農街的住民也從狗年 11 戶、豬年增加為 37
戶，到目前已有 51 戶報名參加鼠年燈展，反應熱烈。由於周邊住戶們也熱情參與，鼠年燈展
的場域將往藥王廟段擴展，精彩可期。  
南臺科大計畫團隊為厚植神農街為往昔五條港的港街文化特質，神農街燈展從狗年就定調為以
神農街、北勢港 (南勢港 )、當年生肖與住戶的老屋特質四個方向來設計彩繪花燈，鼠年的花燈
展當然也不例外。為協助神農街各戶與巷弄、港道、角落設計花燈，共計有 133 位學生參與花
燈彩繪自主專題學習課程，投入神農街鼠年花燈展的活動。計畫團隊也於日前規劃了三場讓學
生認識神農街與住戶相見歡的活動，共同討論「我家花燈」的主題、數量、樣式、掛法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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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厚植地方文化的主旨下，將由歸仁紅瓦厝國小與吳郭魚藝術教室的小朋友以生肖、五條
港為主題彩繪花燈。此外神農街的住戶念念不忘 2012-2014 年懸掛宮燈，所形塑的老街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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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鼠年燈展不只南臺的學生與住戶踴躍參與，學生與住戶同心協力籌
劃燈展外，因應場域的擴大也首次與國小及藝術教室合作，是 USR 計畫團隊在地文化深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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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緒勳台南報導】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台南市文化協會繼狗年、豬年合辦花燈
展，帶來六萬人潮，除將神農街元宵燈展推進全國花燈展行列外，也成為豬年台南市政府推薦
的五大燈展之一，在此效益下，雙方再次攜手合辦「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因受到前
二年燈展濃厚過節氛圍的鼓舞，神農街的住民也從狗年 11 戶、豬年增加為 37 戶，到目前已
有 51 戶報名參加鼠年燈展，反應熱烈。由於周邊住戶們也熱情參與，鼠年燈展的場域將往藥
王廟段擴展，精彩可期。  
南臺科大計畫團隊為厚植神農街為往昔五條港的港街文化特質，神農街燈展從狗年就定調為以
神農街、北勢港 (南勢港 )、當年生肖與住戶的老屋特質四個方向來設計彩繪花燈，鼠年的花燈
展當然也不例外。為協助神農街各戶與巷弄、港道、角落設計花燈，共計有 133 位學生參與花
燈彩繪自主專題學習課程，投入神農街鼠年花燈展的活動。計畫團隊也於日前規劃了三場讓學
生認識神農街與住戶相見歡的活動，共同討論「我家花燈」的主題、數量、樣式、掛法等議題，
學生並與住戶創建群組作為後續溝通與討論的平台，一起為鼠年神農街燈展打拼。  
除了主場神農街段外，神農街轉康樂街可延伸至往昔南河港接官亭、風神廟與西羅殿的重要郊
商文化場域，其中西羅殿也參與了鼠年神農街燈展，該段花燈在第二期 USR 計畫向幼兒作文
化教育厚植地方文化的主旨下，將由歸仁紅瓦厝國小與吳郭魚藝術教室的小朋友以生肖、五條
港為主題彩繪花燈。此外神農街的住戶念念不忘 2012-2014 年懸掛宮燈，所形塑的老街燈會
氛圍是大家共同的美好記憶，因此團隊與台南市文化協會決定從倉庫找出當年花燈，將懸掛於
港道遺址，藉此行銷並教育賞燈民眾五條港的港街空間與貿易經濟的文化特徵，讓大家知道港
道就在神農街後的巷弄。因應燈展範圍擴大，計畫團隊也將上募資平臺籌措經費，期盼圓滿的
完成燈展，持績厚植郊商文化與增加國際曝光度。  
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表示，鼠年燈展不只南臺的學生與住戶踴躍參與，學生與住戶同心協力籌
劃燈展外，因應場域的擴大也首次與國小及藝術教室合作，是 USR 計畫團隊在地文化深耕與
人才培育的落實。歡迎大家明年 1 月 19 日到 3 月 1 日到神農街區來賞燈，看看不一樣的鼠年
神農街。  
http://tn.news.tnn.tw/news.html?c=6&id=139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