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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港區域為舊時府城商貿門戶與通往安平

之交通要道，冠蓋雲集、商業繁華，五條主

要港道 : 新港墘港、佛頭港、南勢港、南河港、

安海港，是郊商賴以運輸的重要憑藉。 

 

時至今日，除了存留往日繁盛的痕跡， 同時

亦轉型為結合傳統特色與創新商業模式的各

式店家。 

 

  

 

認識五條港、北勢港、  
北勢街與郊商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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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圖片授權 

循著水仙宮、北勢街(神農街)以及接官亭石坊

的路線探訪，除瞭解昔日郊商貿易的興衰起

落，郊商如何經營與府衙的關係，官商間透

過何種模式携手治理地方，以及郊商受政權

更迭影響而被迫轉型的樣貌，歷歷在目。 

 

本區著名的一姓一廟之特殊宗教文化現象，

是觀察 府城「千廟之城」美名的典型代表。 

 

聯境組織、角頭文化的原始意涵，以及因碼

頭文化所衍生的常民生活習慣、 美食，至今

仍深深烙印在府城的街道與巷弄。 



台南市曾「點亮台南議起SHOW」燈會，向屏東台灣燈會借來花燈，
還自行設計七彩時光隧道、燈光秀等。 
 
2018月津港燈節今年燈節以「相約」為主題，由策展團隊邀請國內
外藝術家及大專院校徵件作品帶來全新視覺創作，共有48組件藝術
燈景。 
 
連續三年舉辦的『府城成功燈會』鄭成功祖廟鄰近原日本勸業銀行臺
南支店(現土地銀行臺南分行)和林百貨，今年的『2018春節元宵府城
成功燈會』。 

五條港往昔與近年的元宵花燈展的發展 
與台灣花燈彩繪的資料收集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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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調：認識神農街  

五條港是昔日清朝時存在於今臺南市中西區裡

的五條商用港道，由北到南分別是新港墘港、

佛頭港、南勢港（或稱北勢港）、南河港與安

海港。 

 

而神農街是位屬於南勢港這地帶的從今臺南市

協進國小西南往東北回溯至今神農街南邊後，

平行神農街延伸至今臺南水仙宮前，其中有一

分岔通向海安宮。 

圖 
片 
出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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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港有各自的港道，匯聚在一起流入臺南舊

運河, 最後會進入鹽水溪，從四草湖出海。 

當時各港均有各姓分據工作地盤，各自以原鄉

信仰成為心靈寄託而建立廟宇。 

 

「神農街」以街底主祀神農氏的藥王廟起名，

過去因位於南勢港(或名北勢港)北側又曾名

「北勢街」。 

 

神農老街位於港區的正中央，是早期商業最

繁華的地區，有許多著名的民俗活動源自這

裡，聽說因為神農街的建築產權複雜不易改建，

因此保留了大部分清朝與日治時期的外觀結構，

更是目前府城保存最完善的老街。 感謝圖片授權 



認 養 與 溝 通  

小 組 認 養 花 燈 彩 繪 的 住 戶 與 初 次 溝 通  

135號肥貓故事館的訪談  

第一次初次訪談，正好碰上肥貓故事館

的店主，當天有事正好不在店裡，我們

仍然有到現場觀看過店面環境的樣子，

以利後面的燈籠設計，能夠符合肥貓故

事館的風格。現場觀看店家的樣子，非

常的舒服、舒適，帶著現在流行的簡單

設計，大多留白為主，因為店主不在的

關係，所以我們先選擇了白色冬瓜燈籠，

後續再連絡店家討論。 

  

開始畫燈籠前，我們透過老師給我們的店

家手機，聯絡到了肥貓故事館的店主，留

下店主給我們的LINE，我們將我們的想法

畫下了草圖傳給店主，店主表示燈籠簡單

就好，店家剛好是賣咖啡，以及店裡有貓

咪陪伴所主打的店家，所以請我們寫上

「肥貓咖啡」做出貓咪的特徵去變化，加

上咖啡以及店貓的賓士貓圖樣。 

  

與店主溝通的過程非常快速了解，雖然我

們沒有當面與店主進行訪談，但是使用

LINE的聯絡，店主都很清楚的說出燈籠需

要我們繪畫的圖樣，過程中我們還收到了

店家的賓士貓當作參考，進行燈籠的繪畫

更加地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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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訪談去了五條港行號二樓的工作室，圍在桌邊跟

店家討論店家，過程中聽到了很多台南的歷史、台南的

特色和店家販售的圖樣和產品，跟店家的過程得到了很

多知識。 

 

我們依討論內容統整我們的主題，依魚、茶葉、台南在

地特色(裁縫)、過年窗花(搭配豬年)、台南市花與港口，

也討論出燈籠掛置位置橫式掛置比較有整體感也好閱讀。 

 

過程中店家很有經驗也很有想法，提供我們許多意見，

使我們在討論過程中更加順利更有方向繪製花燈內容。 

 

79號五條港行號訪談  



96號牛皮器的訪談  
  

因為去年就有跟店家合作過了，然後

被通知說今年繼續幫他們畫。 

老闆娘說，跟去年一樣放店家的

LOGO，然後再加上豬年的圖案，所

以我們就幫 

店家的燈籠畫上金豬，而且要是冬瓜

燈籠。 

2 0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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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田調資料與 
認養住戶討論YYY彩繪花燈方向 

過程中知道店家對於繪製花燈很清楚也很有想

法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店家談了許多包括他

們設計的商品、布料商品和相關用具(量尺、裁

縫剪刀、熨斗)，和台南特色在地文化、茶相關

內容、港口。 

 

也提到燈籠底色很重要，建議有店家的標題，

注意繪製方式及打燈呈現的效果，依當天我們

邊聽敘邊筆記以下的重點。 

5 



79號五條港行號  
的花燈草圖的發想  

一開始有訪問商家，確定了很多商家的特色，以

及可以運用在燈籠上的元素。其中包含海港、漁

獲、茶類、拼花、裁縫、過年特殊剪貼六種類型。 

 

為什麼會選這幾類的原因在於台南五條港會令人

聯想到的是海港漁獲，而五條港行號這間店早期

也有裁縫的特色，他們現在假日也有舉辦茶會活

動。過年紅色特殊喜慶的類別是店家特別提出，

是希望他們的店門口能夠有喜慶活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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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號牛皮器的花燈草圖的發想 

老闆娘藉由LINE和牛皮器討論，想延續去年紅色燈籠

搭金色圖案的風格，並希望融合今年的生肖-豬。 

 

最後的結果為牛皮器店面的標準字共三個，背面寫上氣

墊鞋三個字。還有兩顆金豬燈籠，背面分別為牛皮器的

logo以及牛皮器三個字。一共五顆紅色燈籠。 

 

討論1： 

將96號牛皮器想要的風格與內容畫出草圖。由於老闆娘已

有確定的草稿方向，所以牛皮器由石淳羽負責畫金豬，盧靖

怡負責畫字體，老闆娘對於風格上並無要求，所以我們用自

己的風格畫出了我們心目中的燈籠，老闆娘也很滿意。 

 

討論2： 

 使用簡潔明瞭並復古的牛皮器明體字樣，將神農街的以及

港道一帶復古的商業氣息帶入燈籠當中。 

 

討論3： 

如何將豬年生肖的喜慶樣貌帶入花燈，我們使用充滿喜氣的

紅色燈籠象徵過年，並用貴氣的金色的豬搭上中國風的圖騰

紋樣，讓燈籠充滿豬年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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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老師討論巷子的風格:起初牛皮器只有釋出文字的

編排設計，被老師駁回，後來追加了精緻的金豬圖

樣設計，符合了店家的需求，老師也同意。 

 

發想與繪製草圖，關於花燈的風格這方面，牛皮器

思考了很久，由於老闆娘交給我們全權負責，所以

我們考慮到老闆娘較為傳統的中國人思想，使用了

中國風的圖紋花邊以及當店設計的標準字，繪製了

現在看到的牛皮器燈籠的樣子。 



135號肥貓故事館的  
花燈草圖的發想  

起初與店主討論時，對方表示希望愈簡單愈好，並

且在燈籠上要有「肥貓咖啡」的字樣與貓咪圖案，

其餘隨我們自行構思。 

 

因此4顆燈籠草圖上的構想由肥貓咖啡四字加上貓

咪的特徵去做變化，在字體中加入貓咪耳朵、眼睛、

尾巴或腳掌，做出趣味的變化，燈籠則是選擇與店

家外觀較為合適的白底冬瓜燈籠。 

 

另外的兩個燈籠設計則是依照第二次討論時請店主

提供的店貓照片，畫上賓士貓的背影和咖啡杯，整

體設計為黑白二色加上金色顏料勾勒的邊框，做出

店主希望的簡單呈現卻不失趣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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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所有屋主討論草圖  
確立燈籠風格  

過程中反覆與店家討論，發現到燈籠與畫圖上的預

期有點落差，所以多花了兩三天做重新修改。 

 

像是漁港的部分及茶類的部分，店家還有老師認為

需再多加一些圖樣，才能令畫面更加豐富。 

 

抑或是加上均勻的顏色為底色，才不會讓整顆燈籠

白白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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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稿繪製、修正  

將與住戶溝通過後定案的草圖方向製作成精稿圖，

使用電腦繪圖製成彩色的電子檔，繪製呈現在花

燈上的感覺，以及正反面所呈現的主要圖面，完

成繪圖後再與住戶討論以及修正。 

 

在將圖傳給住戶後，與住戶溝通及討論，逐一修

正成住戶所想要的樣式，如圖給住戶看過後，住

戶覺得花燈的正面主要的畫面很好，由於花燈掛

於高處，風一吹會選轉，怕側面會過於單調，所

以覺得側邊可再增加一些小圖案增加花燈的豐富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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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紙、鉛筆、粉筆、 
排筆進行打稿、上底色 

就每人所負責的住戶與巷弄花燈開始繪製花燈。 
 
先利用、鉛筆、粉筆、排筆在花燈上進行打稿，起初
先畫一個大圓確認圖案位置。接著依照確定的位置開
始畫精細的草圖。 
 
依照精稿的彩圖先對大面積的顏色，進行第一次的塗
色，上色時留下些許空白處填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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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乾後再進行第二次的上色，第二次上色完之後先
描黑邊。 
 
等乾後再進行第三次的上色，在描一次黑邊，完全
乾燥後再用紅色將多餘突出的毛邊修掉。   



花燈細部的繪製與處理 

最初先確定字體位置與大小，每一個字的都先用鉛

筆線框出確切位置 

 

之後寫出骨架並加入貓咪的元素，再重新用鉛筆描

繪出外框與細部圖案並修正線條。 

 

上色前會再次確定草稿位置與正確度，第一次上色

先用粗的平圖筆繪製大面積色塊，後用細筆勾勒收

邊。 

 

第二次加深黑色字體的飽和度，因去年有過一次繪

製經驗，因此知道顏料飽和度須提高才不會在亮燈

時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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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使用金色壓克力繪製邊框，顏料基本乾了之後

再用白色壓克力修飾白底上誤塗的顏料，四顆字體

的冬瓜燈籠大致上算是完成了。 

 

之後貓咪和咖啡杯的圖案則是按照請店主提供的店

貓照片做草稿，用鉛筆修正貓咪的外型。 

 

確定好花紋的位置與照片無誤才開始上色， 

 

用黑色壓克力去平塗，盡量保持表面平整，確保不

會有多餘的顏料殘留或是飽和度不佳而透光，也適

用金色壓克力做邊框勾勒並修補白底。 



與屋主討論花燈成品 
及修改與上防水漆 

將完成的花燈逐一拍照，以及將花燈旋轉360度拍成影

片傳給住戶做最後確認以及圖面最後的修正跟修改。 

住戶們都會理解我們，相信我們的想法及看法，當然當

中有些住戶們還是會很堅持他們所想要的，我們還是會

去修改盡量完成住戶們所想要的。 

 

與住戶們討論好修改地方後再進行修改，但由於花燈的

材質加上是使用壓克力去繪畫，在修改上實在不易，所

以在這方面相當辛苦，能修改得我們都盡力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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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等待花燈乾後再次逐一拍照以及

拍成影片，以LINE傳給住戶看給住戶過

目，將修改的位置特寫拍給住戶們作最

後的確認。 

 

跟住戶們一一確認需要修改的花燈無誤

後，就將全組的花燈集中至一處，但由

於花燈是剛修改有些是呈現未乾狀態，

所以我們都是一個一個檢查是否乾了，

花燈上防水漆前一定要確認上方的顏料

壓克力是否乾了，不然是無法上防水漆

的，未乾的花燈則是拿吹風機將它吹乾。 

 

在使用吹風機時要相當小心，因為吹到

過熱時花燈上的布是會燒起來的，很容

易燒到破一個洞，所以在使用吹風機吹

花燈要相當小心。 



確認全部花燈都乾後就可以噴上防水漆，以防日後長

期都在戶外曝曬以及下雨會淋濕時會掉色或者是脫落

色彩，噴上防水漆這樣也能讓花燈延長它的色彩生命，

多一層保護。 

 

等防水漆都晾乾後，確認都沒問題且都噴至均勻後一

樣逐一拍照及拍成影片給住戶過目，再次確認無誤後，

花燈的製作就算完成的。 



撰寫作品的設計理念 
與製作花燈上的燈謎與燈謎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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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港小白花_發想是以春天早晨的自己滲入花霧中像置身

在裡面的小生物，尋找那個屬於自己的唯一。春節有春天

的氣息，嫩綠的葉子逐漸升起，煥然一新面貌的感覺。 

 

五條港繁華_我是以以前五條港要運輸交易所去想燈籠的圖，

所以最後打算畫一艘船上面有貨運，呈現當時繁華，以船

停靠五條港岸邊，載貨物貿易，和一些貨物和用具，呈現

五條港當時繁華風貌。 

 

魚兄弟們_以重複性的魚跟黃藍色系表現出日系漁產風格感，

一些設計感的涵，帶出愉快輕鬆心情。其中一顆全黃的燈

籠，代表飛魚跳上去。臉朝向上方代表，帶領我們走向

2019未來。 

 



歡慶過新年_過年是一年當中相當重要的節日，將過
年氣息作為主題，以紅色的燈籠搭配黑白色承托出過年

的氣息，主要圖面加入今年的生肖年豬，以及簡單的花

窗剪影，還有祥雲，呈現出過年的氛圍。 

 

茶味_以茶貫穿全部燈籠主題，分別以茶常見器具表

示，有茶杯、茶罐、茶壺和茶則和茶葉一起，明膫的表

示以茶相關的物件，茶則可能很陌生這個詞，但其實是

專門取茶葉器具，這些以上我覺得跟茶一起畫在燈籠上，

這樣整體一起很清楚明膫表示主體。 

 

文化五條港_五條港行號是由五條港的歷史、文化、

信仰畫了風神廟及兌悅門、花的意象代表五條港的興盛

繁榮信仰、五條港行號的裁縫為主要特色下去做發想，

我想畫出五條港那份純樸真摯的情感風貌。五條港仍舊

處在歷史軌跡裡回顧過去，我們應該維護與復甦小巷弄

文化發展。 



• 7 9號五條港行號  • 9 6號牛皮器  • 1 3 5號肥貓故事館  

燈謎獎品的明信片 



猜謎、祈福卡  



花燈遊街暨開幕活動的規劃參與 

1/20下午2點，協助同學們列好隊伍，接著校長開始致詞，神農

街上瀰漫著熱鬧的氣氛，大人小孩一起參與這個活動，有彩繪

花燈、製作春聯、猜燈謎等活動，非常歡樂。 

 

暖身表演是學校吉他社的演出，主唱柔和的聲音跟吉他很搭，

氣氛也跟著活躍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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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將花燈交給各自的住戶，雖然之前助

戶就有看過我們的作品了，但親手將成品交出

去的感覺非常不一樣，特別有成就感。住戶一

如既往的熱忱友善，誇我們畫得很好，我都有

點害羞了。 

 

之後我們拎著我們的燈籠，帶著豬年神農街花

燈的文宣品，一群人走在神農街上，非常吸睛，

彷彿想讓全世界知道這裡有美麗的燈籠。 

回到神農街後，住戶們紛紛將自家的花燈掛上，

整個神農街看上去喜氣洋洋，開幕儀式也跟著

畫下句點。 



花燈閉幕參與與 
豬年花燈問卷的執行 

2/23當天我們參加了閉幕活動，一人發了5份問卷，

要為了自己所繪製的豬年畫燈，進行了問卷調查的執

行。 

  

剛開始有許多來此參觀的人，我們都向前詢問是否願

意填寫問卷，但都拒絕了我們的問卷填寫，大多以不

方便的緣由，將近快十個都拒絕了我們。 

到後來我們遇到了熱心的民眾，願意幫我們填寫問卷，

內容也寫了很多建議，也很開心地稱讚了這個活動十

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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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們問到大部分的人，都有參加燈謎活動，

許多人給的回饋都是非常的好玩，並且稱讚我們

的花燈繪製非常的漂亮，有的還很有創意，讓來

這裡參觀的氣氛，多了一番風味！ 

 

問卷調查結束後，有來賓以及參與店家的介紹，

介紹完我們一起拍了大合照，還請了我們的大嘉

賓，我們的校長致詞，說了這次的燈會心得，鼓

勵了這項燈籠活動，往後若還有機會參加，我們

都會很開心地去執行。 



最後的尾聲，還讓各個參加的住戶，進行熄

燈的活動，每戶間格30秒陸續熄燈，過程中，

許多參與的民眾都拿起了手機進行拍照，帶

著非常開心的心情，觀看這項活動。 

 

閉幕可以說是非常的愉快地結束了，期待鼠

年能夠有更多的民眾一同參與！ 



自主學習第八組_ 5E  

謝謝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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