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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台南.五條港 

台南市文化協會創會會長 鄭道聰 

研究台南這個城市，二十幾年來，一直是我的工作。 

我在府城舊城區長大，卻在接近中年時才開始認真看待這座城市。 

成長期時接受教育沒有「台灣家鄉」這個概念，當時的歷史、地理課程並不

講述自己的土地。雖然每個人對自幼生活的環境都是非常熟悉，但在快速變化的

年代，隱約之中總覺得周邊環境不斷的變化；有一種不確定、不安全的感覺：不

知道什麼時候突如其來會有什麼熟悉的場景事物消失在眼前。 

城市歷史一直處在被人遺忘的狀態，許多事情被忽略，不被記錄。大多數人

對消失的歷史場景，只會感到婉惜。 

童年時印象最深的記憶是忽然消失的小西門，從二百多年前，它就一直佇立

在我住家巷子口前，小時候每日經過，在城樓下遊玩，與同伴嬉戲或在城門邊的

小書攤看漫畫書。 

小西門說拆就拆了，理由是妨礙交通，那年我中學二年級，當目睹工人把拆

下的磚頭打編號，用牛車搬走，這座城門就成了我記憶中的感情座標；後來也有

許多我曾熟悉的建築物一一消失，如：電信局、圖書館、四春園，這是早期「現

代化」所付出的代價，心中覺得可惜，但年輕時不知如何保留這些記錄，於是我

用觀察、記憶與書寫來記下這些東西存在的樣子和拆除後的改變。高中以前我還

沒有相機，但腦中留下了許多深刻的回憶，而且在日記中用文字記錄了這些事

情。 

擁有相機是成年之後了，那是 80 年代，城市改變越來越快、那些伴隨生命

成長的都市空間、田野景觀、建築、事物，往往在眨眼之間乍然而逝，無處追尋。

為了保留這些記憶中的美好景象，我開始研究城市歷史以及人文軌跡，學習用文

字與照片留下些許城市的記憶。 

在 90 年代前後，台南市民開始關心城市景觀的變化，城市發展也經歷了地

方法院、延平街、公會堂等歷史保存事件，尤其是 1992 年海安路拓寬，原本市

民期待開發能夠帶來繁榮的市政建設，卻成為市民集體記憶的創傷，那時整個台

灣社會開始興起一種對環境的憂患意識與反省氛圍；大議題是因應全球化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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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臨，都市裡這些具有歷史價值的空間事物應該如何保存、如何活化成為地方特

色與都市再生力量，小議題是各地都面臨不同保存與開發衝突的事件，且層出不

窮，台灣的文資法沒辦法照顧到地方文物面臨破壞的現象。因此，臺灣各地興起

文史運動，許多人組織公共團體在各領域討論，都市發展及文化的課題。就在這

時我也和一些朋友成立赤崁文史工作室來舉辦活動關懷地方文化動態。 

1998 年 9 月工作室在神農街租了辦公室，進行五條港街區研究調查工作，提

出「神農街歷史再生計畫」要求台南市政府向內政部申請創造城鄉新風貌經費，

我們想以歷史保存的觀點修整神農街的街屋與路面，而且希望政府面對這些具有

城市歷史見證價值的私有財產，可以突破法律框架，將其視為城市記憶的一環而

予以進行保存再生工作，神農街因為這裡是清代台灣府城港區中心街道，至今仍

保存三百多年來空間尺度。雖然先後經過康樂街與海安路拓寬工程使一條街截成

三段，但是中間這一段還有二十幾間清代的街屋立面，仍然彰顯著昔日「一府」

的風華，儘管多數屋況不是非常良好，但仍值得我們努力修復保存。 

神農街第一期計畫是從海安路口 49 號至 57 號六間房子的整修，修護設計必

須以古蹟層級依原貌重修，因此我們進行三個月調查之後，委託建築師設計，交

出設計書圖，再由市府政依照採購法招標發包施工，由於工程金額只有三百多萬，

總價太低，市府主辦課長說要我們規劃團隊一定要找工程公司來承包，要不然會

流標，如再重新招標恐怕擔誤期程，經費會被內政部營建署收回。為此，只好委

請土木工程的朋友來幫忙，條件就是這件工程所有與公家機關往來的各項事務都

由我們來處理，因此工作室多聘了一位專案助理，專門處理這項業務，我們也因

為這件業務的接觸，而瞭解維修古蹟的基本原則，以及公部門作業程序，也促成

工作室改組成為社團法人台南市文化協會，這個調整對未來工作有很大的助力。 

第一期工作為了要使民眾能夠瞭解我們進駐神農街工作的宗旨及計畫內容，

因為在家戶拜訪的時候大多數居民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並且提出了一些問題：

政府可能花錢整理我們房子嗎？有沒有什麼條件？這房子被整修後是不是變成

政府的？以後政府會不會要求我們配合什麼事情？房子整修好後要開放給遊客

參觀嗎？這些質疑有許多是情緒性的語言，例如：政府都在騙我們，像海安路說

要拓寬，要做地下停車場及商場，結果都在騙人。神農街從繁華街道變成現在落

沒的情況，政府怎麼救回來？當時中西區 40 位里長聯合去議會去陳情說為了促

進中西區繁榮，要求拓寬海安路，進行地下街工程，結果市政府發動里長陳情取

得民意，就發包進行拓寬工作，並開挖地下街，現在五年過去了，海安路通車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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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無期，你們都是來幫政府騙人的。 

面對一些不信任的語言和情緒，我們很清楚並明白市政府拓寬海安路，並因

施工延宕造成民眾惡劣印象，我們來神農街推動歷史保存工作，必定成為這些情

緒的出口。所以，神農街工作的成敗將會成為五條港地區再度振興的指標。因此，

在 1998 年底工作室策劃了西城故事的活動，項目包括：專題演講、議題研討活

動，最後一天是辦理歷史閱讀的導覽活動，吸引廣大市民來參加，認識五條港及

神農街。在活動時，邀請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先生來參訪，並訪問家戶與居民閒話

家常。同時表達臺灣現在對環境意識已經在覺醒，政府現在推動創造城鄉新風貌

即是基於這個概念。這件事使我們獲得當地居民認同及支持，使得後續工作得以

按計劃開展。 

第一期計畫順利的在契約時間內完成，就在提出第二期計畫，等待內政部營

建署審查批准的時候，台灣發生了驚天動地的 921 地震，政府所有建設經費都挹

注到災後重建各項工作，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就停了一年。在這一年的等待期中，

有朋友來向我邀稿寫了一篇「北勢街的人影」文章投在文建會發行的刊物上，文

中書寫在北勢街工作經驗及感想，沒想到這篇文章被營建署主管業務的工作人員

看到，就在創造城鄉新風貌第二期計畫中，對這個案子給予全額支持，使得神農

街再生計畫工作成為台南市政府都發局指標性案件，後續得以完成整個計畫，並

於 2008 年歷史性街道神農街改造工程獲得第 1 屆全國都市設計大獎（最佳人氣

獎）等。 

為推動神農街區活化生機及老屋再利用，我結合台南市文化協會，大億麗致

酒店於 2011 年在街區辦理「水仙花燈展」，連續舉辦四年，打開了神農街的知名

度，也使街上閒置的老屋被整理開放使用。神農街觀光人潮不斷，成為台南市一

條著名的文化導覽歷史街道，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將神農街排入米其林的散步

路線，進而活絡了海安路及周邊街區，神農街登上國際旅遊刊物，已成為觀光客

來台南必須參訪的地點。 

這十餘年來台南市的都市環境，經過產、官、學各界的合作出力，在歷史保

存及再生利用方面得到了具體的成效：現在我們擁有數量台灣第一的古蹟與歷史

建築、優美的城鄉景觀和生態環境、豐富的民俗活動、傳統行業、美食點心，還

有博物館、文學館、美術館的設立，帶動百貨公司、旅館飯店的投資，各項交通

建設的完成，以上種種促使台南市這幾年帶來大量的觀光人潮，許多出外的台南

人也回到家鄉、許多外地人遷來定居，台南已朝樂活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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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的好究竟在哪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獨特的答案。我相信喜愛一個城

市，從認識這裡的人和事開始。最近我想要再用書寫的方式，重新再整理這幾十

年城市風貌的歷程，還有許多為這個城市文化努力的人。 

這篇文章是梳理心情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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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五條港的船舶之初探 

台南市導覽協會常務理事      邱明賢 1 

一. 何謂五條港 

「五條港」指的是在臺灣府城西側城垣外面的 5 條港道，當時從南至北

有安海港、南河港、南勢港、佛頭港、新港墘港與其支流，「五條港」不是我

們現在認知的 5 個港口(碼頭)，而是 5 條河道，荷蘭統治臺灣的時代這裡還是

台江內海，後來慢慢的淤積，變成沼澤區、被人開闢成魚塭、住家或店家，

為了還能繼續停靠船舶，來作為與大陸之間的物流運輸，就由人工開鑿了河(港)

道與一些小支流。這些港道，平常並無水源注入，只有家庭或店家的廢水排

入，下雨時有雨水的排入。水位受潮汐的影響，每日都會有兩次漲潮和兩次

退潮，這時水位才有高低與流動，這些港道的寬度足可供船隻停靠與航行。

五條港就類似現在的台南運河，並非出海的安平港。 

二. 橫洋船 

17 世紀開始，福建與臺灣之間移民和貿易急增，大陸沿海各式船舶往來

臺灣，幾乎能渡海的船舶都會參與，這些船就稱為「橫洋船」，係專指當時兩

岸對渡的帆船的通稱，包括各省的船型，但主要還是指福建船型，特別是兩

桅以上的中大型帆船。
2
，這些橫洋船早期停靠府城的外港鹿耳門，1823 年鹿

耳門港口淤積後，轉停靠七股的國賽港。 

橫洋船可分為大橫洋船、中橫洋船、小橫洋船與透北船。
3
樑頭(船寬)在 1

丈 4 尺以上(4.2 公尺)者稱為大橫洋船，樑頭(船寬)在 1 丈~1 丈 4 尺之間(3.0~4.2

公尺)者稱為中橫洋船，樑頭(船寬)在 1 丈(3.0 公尺)以下者稱為小橫洋船，從

臺灣載糖至天津貿易者，其船較大，稱為「糖船」，又稱「透北船」。 

                                                 
1 台南市導覽協會常務理事、國立成功大學造船所碩士、資深外銷遊艇設計師退休、台南市文化局

/觀光旅遊局資深導覽解說員。 
2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船舶與港口終身學習網路教材，

http://ship.nmmst.gov.tw/ship/detailprint/155/660 
3 吳密察等著，《海洋文化與歷史》，藝達康科技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 



6 
 

6  府城五條港的船舶之初探 
 

 

圖1. 橫洋船
4
 

 

圖2. 雙桅帆船、單桅帆船與舢舨船
5
 

                                                 
4 圖片來源：邱永芳，〈台灣海洋科技應用與推動〉，全國地球科學教師專業成長研習，2015 年。

http://163.32.57.16/earth/files/literature/14850.4749_1.0x0W00v00000P00(06260a0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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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五條港航行的船 

17 世紀末從府城外海港口到五條港地區的內河運輸船，都是要靠帆或手

的力量來推進，這些小船都是平底船，橫向穩度很差，只能在內河中航行，

無法橫渡台灣海峽，依材料與推進方式不同，可分為 4 大類。 

1. 單桅帆船(手撐仔) 

單桅帆船是五條港內最大型的運輸船，平的船底、開放式甲板、有些船

有風雨密的儲物空間，並裝有一支桅杆與升降帆的裝置，船的長度約 7~10 公

尺，寬度約 2.0~3.0 公尺。 

順風的時候，把帆升上去，這時可以不需要用手撐，只要搖動船尾的舵，

就可以掌握方向。在風向不對或無風時，需要用人力來撐。由一個人站在船

尾，手拿長竹竿，把竹竿插入水中抵住河底，再使力把船推出去，接著把竹

竿抽起來，重複這個動作，船就有了動能，可以前行。以手推竹竿來前進故

稱「手撐仔」，俗稱「手梯仔」。 

天氣好的時候，一個人就可以獨力控制這隻船，但如果遇到天候不佳，

風浪比較大的時候，就必須要二個人才有辦法操作，一個人在船尾、一個人

在船頭，一前一後一起撐。二個人還得要有十足默契，一個人竹竿插下去，

恰好是另一個人拔起來，這樣交互施力，保持船身一直有動力在，才有辦法

在風大又逆流的時候，讓船前進。
6
 

一般來說，在搬運貨物的過程中，去程與回程會有一段是順風，順風時，

可以升起船帆，利用風力讓船前進，另一段反方向就逆風了，這時候就要放

下船帆用人力手撐，因為是靠人力手撐，速度並不快。 

五條港的水域並不深，為避免低水位舵受損，單桅帆船大多有升降舵的

裝置，平常時舵葉會低於船底，這樣才有較佳的操縱性能，遇到淺水時，舵

會上升到船底之上，避免暗礁損及舵軸或舵葉。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一樓

大廳可見一艘大型的單桅帆船，這艘船約有百年歷史的單桅帆船，其最大載

重是 5 千台斤。該船舵軸上有 2 個插銷孔，升降舵時可使用。 

                                                                                                                                                              
5 圖片來源：石守謙主編，《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臺北：故宮博物院，2003
年。 

6 石文誠，〈船家之寶「手撐仔」的故事〉，《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v.5，臺南：國

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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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單桅帆船的舵軸與操舵桿 (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圖4. 單桅帆船

7
 

                                                 
7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船舶與港口終身學習網路教材-小型舟艇

http://ship.nmmst.gov.tw/ship/detailprint/15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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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日治時期，於台江水域還是使用單桅帆船來運輸，當時從安順鹽

場運鹽到安平港的內河運輸，直到引擎推進的船上市，才慢慢被取而代之。 

 
圖5. 日治時期於安順鹽場運鹽的單桅帆船

8
 

2. 舢舨船 

舢舨船，過去有「三板」的說法，指構造簡單、航行在吃水淺的小木船。

其實舢舨船主要是由 7 塊木板所組成，左右兩側的「舷檣」、接近船底兩側的

「斜腳板」、船底的「水底板」、艏板與艉板，採用質地堅實的樟木或杉木製

作。舢舨船源自中國南方的傳統水上運輸交通工具，後來流傳至其他華人聚

居地，平底的舢舨船，在海中易搖晃並不適合遠洋航行。傳統木造舢舨長度

約 6.0~7.5 公尺、寬 1.5 公尺、高 0.5~0.7 公尺，也有些依據功能的不同而有一

些差異。 

                                                 
8 圖片來源：鄭道聰，《安平人：安平耆老口述歷史暨圖像集》，臺南市：安平文教基金會，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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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新建鹿耳門公館圖說」的單桅帆船與舢舨船
9
 

 

圖7. 「重修風神廟並建官廳碼頭石舫圖說」，圖右下畫有舢舨船 

                                                 
9 圖片來源：馮明珠主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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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竹筏 

世界各地的人自古以來都利用當地特產的材料，自行建造各式浮水、渡

水的工具。除了獨木舟之外，另外一種在很自然的情形下就會發展出來的是

筏。所謂「結木為筏」，筏的製作並不會比獨木舟困難，只要把數根尺寸相近

的木頭或亞洲盛產的竹子並排，再用繩子連結就可以了。台南地區的人把竹

子並排的筏，稱為「竹棑仔」。 

早期台灣的原住民或漢人，利用盛產的竹子編筏，用以渡河，在「番社

采風圖」
10
中，有一幅描繪清朝官員乘坐原住民的竹筏渡溪的情形。這些竹筏

僅用一排竹子編結而成的竹筏，動力來源是使用槳或竹竿，兩百多年前的竹

筏長度 7.0∼10 公尺，寬度約 2.0~3.0 公尺，與現在的管筏
11
尺寸約略相當。

12
 

 

圖8. 竹筏渡溪
13
 

                                                 
10 杜正勝，〈番社采風圖序〉，http://saturn.ihp.sinica.edu.tw/~wenwu/taiwan/t-0.htm。 

番社采風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裱禎封面原題「臺番圖說」，殊鮮理據，經杜正勝

考證，茲正名為「番社采風圖」，當係巡視臺灣監察御史六十七使臺期間(1744-1747)命工繪製之

原住民風俗圖。 
11 竹筏在 2 至 3 年就必須更換竹材，1970 年代，臺灣的石化產品開始普及，政府開始推廣以 PVC

塑膠管取代竹管來製筏，之後，竹筏迅速減少，被管筏所取代。 
12 陳政宏，〈台灣筏的前世與今生〉，《科學發展》，425 期，2008 年。 
13 杜正勝題解，《番社采風圖》，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年。 

臺灣南北大溪無數，溪面寬廣，冬春淺涸，徒步可涉，夏秋則大水氾濫，洶湧激湍。本圖描寫

土官、通事乘竹筏渡溪，平埔族村人浮水推筏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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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新建鯽魚潭圖說」，下方可見有數艘的竹筏於潭中 

4. 單桅竹筏 

大型的竹筏常裝置 1 支桅竿與簡易帆，稱為「單桅竹筏」，1823 年後，有

眾多的單桅竹筏作為國賽港與四草之間運輸工具，所以這段的人工運河就稱

為「竹筏港」。單桅竹筏有製造容易、成本低廉，吃水較淺的好處。 

單桅竹筏可分為兩大類，即「海洋用」與「河川用」，而這兩者最大的不

同之處在於，海洋用竹筏前後兩端翹起，此彎起曲線適合乘風破浪的弧度。
14
 

單桅竹筏的中央常裝置有一圓桶，用於儲放物品，甚至載客，以防桶內

人或物遭海水濺濕。這些特徵從 19 世紀歐洲人拍攝的台灣航海帆筏中都可以

清楚看到。
15
 

                                                 
14 謝佳珍，《臺灣筏具排仔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15 陳政宏，〈一脈相承：台灣筏的技術創新與特性〉收錄於《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集（第十輯）》，

台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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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1869年法國人Housselin拍攝之台灣的單桅竹筏

16
 

 

 
圖11. 1871年英國人J. Thomson 拍攝之單桅竹筏 

                                                 
16 高雄市立歷史博物館，《筏的故事》導覽手冊，高雄：高雄市立歷史博物館，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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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日治時期台南的單桅竹筏

17
 

 

                                                 
17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台南市文化基金會，

http://www.tncf.org.tw/archives/index-1.php?m2=35&kd=%E7%AB%B9%E7%AD%8F&id=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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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清代神農街南北向橫街出入口的 110 號飛鈦公司 

 
採訪：蕭百芳、陳雯宜、王茗禾、許博欽、江秉政、陳文蓉、盧浚彬、楊士賢 

      葉佳憲、林承緯、楊昀翰、黃子瑄 

撰稿：蕭百芳 

    舊稱北勢街的神農街，街道後面的北勢港，在清代是五條港區的中央位置，

連帶依港道開發而成的北勢街，就成為當時的貿易中心，郊商從海外運輸貨物進

府城在這裡進行大盤商的交易買賣，繁盛的商業曾被喻為華爾街。港道因地勢呈

現東西向，自然緊鄰港道的街道也是東西向為主，很少有南北向的巷弄。當時在

神農街唯一的橫向出入口就是位於目前 108 號與 110 號的忠孝街，在清代稱為橫

街。 
 

 
▲1959 年地圖中神農街的出入口與飛鈦的位置。 

 
    這條忠孝街在 1875 年的地圖裡，很清楚的看到神農街被夾在佛頭港與北勢

港間，神農街除了在水仙宮處有橫向的杉行街通到普濟殿外，就只有橫街(今忠

孝街)110 號的位置可通到佛頭港，因此橫街對於神農街而言非常重要。神農街因

介於北勢港與佛頭港間，多為作大盤貿易為主的郊商們的店鋪，寸土寸金店面自

是不寬，且房子的走向與格局完全因兩條港道而生。所以神農街兩側的房子，房

子的末端都分別緊鄰北勢港或佛頭港。南側(奇數號)距北勢港較近，因此房子在

二進後就碰到了北勢港；北側(偶數號)距佛頭港較遠，房子得在四進或五進後才

是佛頭港，這樣的房子走向到了橫街完全變了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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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 台灣府街道圖中的神農街與橫街，出自維基百科 

 
    走在神農街穿越康樂街，在與忠孝街相鄰的入口，可望見日式木條窗格造型

的房子，那就是 110 號的飛鈦有限公司。如果你經常在神農街這一段到藥王廟來 

 

▲左圖：穿過康樂街看到日式風格的飛鈦。右圖：忠孝街段的樣子與出入口 
 

回的穿梭，你定會知道其實這一段的神農街多是住家，也顯少看到屋主與住民出

來漫步，心裡可能會嘀咕到底有沒有人住呢?這樣的疑問隨著認識了 110 號飛鈦

的老屋，或許能解開一些疑惑。神農街的房子都是南北坐向，但是到了橫街，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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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橫街為主軸，所以臨橫街的房子都是東西坐向。那麼 110 號既臨神農街又面向

橫街，那這棟房子該以那一條街當成房子的主要出入口與方向呢?你絕對想不到

110 號的房子是以橫街為坐向並當成出入的門口，但是卻在臨神農街的牆面有偽

裝的門與窗戶。因110號的房子是以橫街的坐向為主，從橫街往裡數有三進空間，

但是進與進間並沒有天井，應該是在日治時期改建過。既然是以橫街(忠孝街)為
坐向，那麼門牌該是忠孝街 XX 號吧!事實上並非如此，門牌號碼是神農街，而且

因為長達三進，於似乎你在神農街上看到 110 號與 112 號的門牌與立面，也都是

飛鈦公司住家的，如下圖。 

 
▲110 號有趣的房屋坐向與空間使用示意圖 

 
▲仍掛著永川大轎師傅為神農街家家戶戶所製作的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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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鈦的原屋主是張老先先生，屋子應該有近八十年或者更久，總之是日式風

格的房子，據現任屋主吳女士的描述，房子是張老先生蓋的，之後也把房子整理

與修繕的很好。當時張老先生住在這裡時是開雜貨店的，是神農街上不可獲缺的

商店，也是附近鄰居的好幫手，所以很多人搬離回來神農街還是會來看看這間雜

貨舖。同樣的張老先生的家族回來時，也會來看看房子，訴說往昔住在這房子的

生活點滴。民國 85 年的時候，張先生與其兒子要搬到台中，才把房子賣給黃先

生與吳女士。前屋主張先生的孩子都很優秀，有當醫生的，也有做生意的，不過

後來女兒回來台南，也在附近協進國小那裡開起雜貨鋪。 
 

 
▲受訪的黃老師夫婦 

 
    飛鈦的現任屋主是退休的黃老師與吳老師夫婦，從雲林搬來台南並落腳在神

農街。會與神農街結緣是因為吳老師的媽媽住在妹妹家，妹妹家就在神農街底藥

王廟前的巷子裡，因為媽媽住在這裡，又剛好這棟房子要賣，就決定從雲林搬來

住。當時孩子也轉來台南唸書，一晃眼孩子都念完書，老大還去英國留學，女兒

們有的也同樣當老師從事教職，有的則是當了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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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主吳老師於日氏風格的飛鈦店面前受訪情況 

   喜歡老房子的吳老師，很感念前屋主張先生把房子蓋得這麼漂亮，很喜歡老

屋的天花板，木頭的橫樑與木板，覺得非常的有味道。八、九十年前的洗石子工

法還存留在這個老屋身上，112 號樓梯要往二樓的牆面綠色的洗石子，沉穩的顏

色與工法非常的美麗。從一樓得爬木頭的樓梯上到二樓，在樓梯與二樓的銜接處

還有一扇像門的二樓地板，吳老師說隔壁 114 號也有這樣子的防盜地板，這可是

老房子才有的防盜裝置。基本上吳老師對於老屋非常的愛護，儘量維持原樣作修

整，而且非常的感謝張老先生把房子蓋得這麼美，讓她住得很感恩，張老先生連

房子的油漆都留下來給他們，所以黃老師經常會自己漆一漆作房子的維修。全家

人為了保護老房子，甚至連冷氣都不敢裝置，深怕挖洞破壞了老房子的結構。 

 
▲原木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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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木質樓梯與牆上的綠色洗石子。右圖：防盜用的地板木門 

 
   房子既臨忠孝街又臨神農街，但是整個坐向是以忠孝街為主，也是以忠孝街

為出入口。照理而言，面向神農街的三個立面應該是做成側牆，但是前屋主的張

先生將三個立面，最靠忠孝街的立面打通做成雜貨店鋪，其他兩個立面為了配合

神農街的街景，都做出兩扇窗戶與一扇門，從神農街望過去，會以為是獨立的三

戶。吳老師說這樣的設計有好有壞，好處是可通風採光，壞處是坐在家裡好像動

物被路過的路人監看，所以門是沒在打開出入，窗戶也只能開個小縫隙，雖然有

點不方便，久了也習慣了。 

 
▲飛鈦臨神農街的立面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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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開啟的神農街立面的門與窗戶 

    原臨忠孝街的店面沉寂二十多年後，107 年時由大兒子黃崧毓先生開了神農

百貨。黃老闆表示二十年前這個位置曾經是雜貨鋪，這棟房子是日治時期建造，

有濃厚的日本風格，因此想依照房子本身的故事開店，就成了一家以日貨為主的

小店鋪。開店的動機主要是因為真的很想開一家店，而家裡也有人想開店，卻一

直想都沒有人願意付諸行動，反正黃老闆也已經與友人合開公司了，不如把店面

打開賣跟房子風格相關的日本產品，於是飛鈦公司下的神農百貨就這麼開張了。

初期與媽媽到日本找商品回台來賣，後來熟了可從台灣下訂單，逐漸抓到神農街

遊客的喜好，因此飛鈦就撐了下來。或許因為曾留學英國，外國遊客很喜歡來此

與黃老闆閒聊，飛鈦也意外成了友善的國際交流平臺，為國增光。目前黃老闆到

台北去工作，因此飛鈦是暫停營業的狀態。 

 
▲曾經營業的飛鈦雜貨的內部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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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的黃嵩毓老闆與飛鈦臨忠孝街的店內陳設 
    如果你來神農街，建議你穿越康樂街，到街底去瞧瞧獲薪傳獎永川大轎的木

工施作，以及在 2019 年六月曾上日本《PEN》雜誌封面的藥王廟，在經過忠孝

街時，雖然飛鈦目前暫時歇業，但是好好的看看 110 號與 112 號的立面，這可不

是你想像的兩戶人家，發揮一下想象力全都是 110 號的吳老師家，這可是為了符

合神農街街景，專門設計出來的門面，是不是讓你很驚豔呢?這也是神農街的特

有風情呢! 
 

 

▲吳老師以牛仔布拼繪出神農街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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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南北向出入不便將辦公與工作室分家的練家子美工師

─星藝美術設計 
 
 
採訪：蕭百芳、陳雯宜、王茗禾、許博欽、溫成岳、葉勝揚 

撰稿：蕭百芳 
 
    您在神農街反覆的漫步，可能都不會發現有家專門做美術設計業務的，因為

「星藝美術設計」六個字躲在 89 號西式房屋的雨棚下，以及在舊式手拉的鐵捲

門上方，斑駁的色澤看得出來歷經歲月的痕跡。第一代的彭建忠老闆非常自豪自

己有練家子的美術設計功力，四十年前剛入這行時那有什麼電腦，遑論什麼電繪，

美術設計與排版都是靠工夫一筆一畫完成，字漂亮到宛如印刷排版，當時練字可

是練到皮皮挫的程度，才能成就一手漂亮的手寫字，可不是現在學設計離不開繪

圖軟體的窘境。 
 

 
▲遮雨棚下的星藝美術設計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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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星藝美術設計的彭建忠老闆 

 
    風趣的彭老闆常說就算停電了，他還是能憑著真工夫做設計，在民國 64 年

左右，24 歲時剛退伍時原本要到台北學技藝，那知弟弟先斬後奏已在安平路承

租店面開業了，新店需要幫忙外，不久弟弟也收到兵單，彭老闆只好承接業務留

在台南。後來搬到神農街 91 號，當時房東住在第二進，彭老闆一家住在第一進

開業兼住家。但是民國六○年代的神農街並未有康樂街，那個年代的康樂街只到

民生路段而已，因此當時神農街的出入口只有向東走到海安路，向西走走到 110
號旁有清代的橫街(當時稱為忠孝街)，出入非常的不方便，因此客戶常得車停在

民族路(當時稱永樂路)，走忠孝路到 110 號轉神農街到 91 號，費工費時客戶經

常抱怨。為解決客戶的這些困擾與抱怨，彭老闆在神農街底銜接的協進街(今稱

金華路)上，租了間辦公室，主要的業務與員工都安置在協進街的辦公室，頂盛

時期有十幾位員工，至於神農街這邊只剩幾個員工。要請這麼多的員工，除了業

務量真的很多外，那時候可沒電腦，所有排版畫稿都是靠手工，一字一畫慢慢來，

另外還要校稿呢!有些客戶不識字，校稿的工作落在公司身上，需要的員工自然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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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神農街的出入交通示意圖 
 
    剛來神農街時的房子都是板仔厝，一樓臨神農街的窗戶都是一片片的木板條，

要開窗得一片片取下，關窗當然要一片片組裝回去，就像 49 號與 85 號那樣，但

是年歲久了，木板會爛掉，很多人想乾脆蓋新的啊!星藝設計目前位在 89 號，算

是神農街首批的西式建築之一，前屋主就是這樣想法，重新蓋了房子。彭老闆為

何會從 91 號傳統老屋搬到 89 號住上新的西式建築，得從神農街與北勢港這個清

代特殊地理環境空間的故事說起。 

 
▲49 號板仔厝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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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農街因保留清代郊商貿易的港街空間，東西向的港道蘊育而生東西巷街道，

很少有南北向的巷弄，加上神農街的寬度 300 年來沒有變過，街寬早就不適用於

現代，不容易停車與進出神農街的因素，造成彭老闆得到協進街(金華路)另租辦

公室。89 號當時為住在公園路開設鐵工廠的呂先生所購買，因原先板仔厝的殘

破決定拆掉蓋新屋，在施工期間呂先生若來監督工時，車子都得停在小公園(今
西門圓圜)沿著永樂路(今民族路)轉海安路，再走進神農街。當時連海安路都未拓

寬，無法停車，只得停這麼遠，走上一大段路。呂先生來時都會找隔壁的彭老闆

聊天或借電話，久之也變成了朋友。房子蓋好後因神農街不便的交通與出入口問

題，呂先生始終沒搬來住，只是每週請媳婦過來打掃與清潔。就在這樣的機緣之

下彭老闆開口跟呂先生提議，既然沒有要住在神農街，出入這麼的不便，不適合

開鐵工廠的呂先生，是不是可以把房子賣給彭老闆。呂先生思考了一陣子後，決

定把房子賣給了彭老闆。彭老闆因此從 91 號搬進了當時在神農街很新潮的西式

房子裡，跟兩旁的老屋窘然不同。 
 

 
▲89 號西式建築與 91 號日式建築的樣貌 

 
    因為 91 號住得很習慣，與房東相處的也很好，彭老闆便推薦小姨子來承租，

因此星藝由原先 91 號搬到 89 號，91 號就換成從事代書工作的小姨子一家來居

住。之後康樂從民生路段開通到民族段，出入交通越來越方便，彭勞闆一住就是

40 年，也成了神農街的資深住民。有趣的是，原居住的 91 號老屋，小姨子一家

因空間不夠使用搬離後，彭老闆與屋主的好情誼，又推薦太太的姪兒王敏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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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此開店，正是目前的陶生活。 
 

 
▲91 號房子與彭老闆家族的緣份 

 
    彭老闆退休後由大兒子接手美術設計。同樣也是學美術設計曾留學日本的第

二代彭志文老闆，從父親收中接手後，有感於地球環境變得很糟力倡環保，將原

先的廣告設計，轉型從微生物科技方面建立環境資源等方面的設計，希望能留給

下一代美好環境。至於對於目前星藝這棟只有 40 年屋齡的房子，他希望能將店

面的空間做改造，除了以他倡議的環保採用綠建築方式來思考外，還能將 300
年的神農街文化內涵樣貌融入，彌補西式建築與神農街老屋的反差。 
 

 
▲目前接手星藝美術設計的彭志文老闆 

 
    下次來神農街，別忘了瞧瞧星藝美術設計，或許年輕的彭老闆已經融入老街

的精髓，改裝成綠建築；也別忘了看看與第一代彭老闆有深厚情緣的隔壁 91 號

老屋，更別忘了去逛逛三、四十年前唯一的橫向出口忠孝街，那麼您就能體會當

初彭建忠老闆為了顧客停車方便，還特地在神農街尾的金華路上租了空間設置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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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的那個體貼入微的初衷。 

 
▲傳統手拉式鐵捲門望向神農街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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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布坊轉換成舊物修理的周董二手貨 

採訪：蕭百芳、陳雯宜、王茗禾、許博欽 

撰稿：蕭百芳 

 
    從海安路轉進神農街，你會不經意的被掛在門楣上的 50 年代黑膠唱片封面

吸引，探頭望了一下放滿整屋亂中有序的舊物，老闆正專注的低頭修理舊物，這

正是 68 號周董二手貨每天的寫照。 

 
▲門上掛滿黑膠唱片封面的周董二手貨 

  
▲左圖：每日專注修理舊物的周老闆，右圖：仍保留神農街的舊門牌 

     
    這間外觀是洗石子的老屋，前屋主姓張，與隔壁 70 號是兄弟，經營布工坊，

72 號到 76 號則是染坊，為了方便進出，這些房子原本都有挖出拱門來互通，是

許多原本就住在神農街住民童年對神農街的印象。周老闆說當初他就是向賣布的

張先生買房子，但是隔壁 70 號五條港發展協會較晚搬來，並不是向張氏兄弟購

屋，而是已易主從事裝璜工作的屋主。老屋原本也該是五進，但是到周老闆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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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時只剩下三進而已。老屋同其他神農街的房子一樣，在一進與二進天井的位

置有口井，周老闆入住時井就已用蓋子封住。    

 
    四十年前年輕的周老闆退休後住在開元路，後來跑去住新興路、海安路，之

後又搬到康樂街，最後來到神農街曾住在 94 號太古酒吧的房子，也住過 95 號初

衷燒烤。決定在此落腳時，有神農街臨康樂街邊間的房子，以及目前 68 號二棟

可以選擇，雖然較喜歡邊間的房子，面向康樂街會有三間店面，但是後來被買走，

只好選擇目前居住的 68 號定居下來，一直到現在。周老闆表示會看上 68 號的房

子，主要是因為空間大，三進總共有 70 坪呢!這麼大的空間也才能裝得下周老闆

所有的舊物寶貝。 

 

▲曾經居住過的 94 號 
 

    說起周老闆的經歷既豐富又帶傳奇性，最初從事電器修理工作，之後學做排

油煙機，也設計自動機械，隨後又轉行賣起錄音帶與唱片，但是轉來轉去最後還

是回來修理電器這個行業，因為這才是周老闆的興趣。說也奇怪搬進神農街後就

安定下來從事機械的修理，一做就深陷其中，停不下來，一直到現在都沒變過。

屋子裡堆了舊物，可都是待修理的寶貝，這些舊物也非一般人想像的，在回收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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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回來的，可都是周老闆的慧眼知道那裡有寶物買回來，成堆的堆在一進店面的

樓上與樓下，等待那天周老闆修理好。 

  

▲舊式手撥型的電話，也是周董二手貨的明星商品 

 
▲堆滿店面等待整理的二手舊物 

 
    因為曾經銷售過唱片，曾經有過數萬張的黑膠，當時哪知黑膠唱片會變成寶

貝，只覺得太占空間，就請來貨車處理掉。因為老機械修啊修，就這麼修了無數

台唱機與留聲機，自然而然的開始收集黑膠唱片，周老闆說機器修好後得測試有

沒有修好，順便也能聽唱片，就這樣不知不覺中收集了兩、三千張的黑膠，所以

也有客人專程來買黑膠唱片。留聲機修理久了之後，闖出名聲，想聽黑膠、需要

留聲機的客人便絡繹不絕的湧現。周老闆還很自毫的表示，自己身邊收藏的留聲

機有些甚至有百多歲，機型與台南博物館裡的展示品是一模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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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闆展示這台百來歲的留聲機 

 
▲秀出黑膠唱片封面的音響，店內巧合也有相同的機型 

 
    周董二手貨店面內的門上掛有一塊 「美嘉美容院」開幕誌慶的匾，原本以

為也是周老闆的二手寶物，詢問之下這可是當時周老闆住在海安路時太太所開設

的美容院，開幕那時隔壁鄰居德安中醫診所所贈送的匾。牆上掛著數張剪報，都

是媒體對於周董二手店的採訪報導，周老闆很珍視這些受訪歷程，還特別的保存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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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太曾在海安路經營美加美美容院，開幕時鄰居贈送的賀匾 

 

 
▲周老闆秀出媒體報導周董二手貨的剪報 

 

    來神農街經過周董二手貨，要勸您可別這樣就走過，不妨探頭進來看看老闆

的寶物，你可以翻翻看、找找看，可能可找到你兒時回憶的老東西，勇敢的拿起

老物品跟周老闆攀談吧!周老闆便會如數家珍的告訴你，這個物品的由來、構造

等等的小知識，不僅豐富了心靈，也傳達了珍愛地球，資源的保貴，您何不跟著

周老闆再利用舊物，再創舊物的新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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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董二手貨的舊物修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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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USR計畫關注五條港老屋活化與創生 

-- 十鼓文創分享由百年鐵鋪創生鼓茶樓的經歷 
 
南臺科大通識教育中心與台南市文化協會合作創立的神農街 79 號 2 樓「五條港

文化會館」，為喚起大家重視保存五條港老屋，進而再利用為老屋創生，『文化底蘊

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USR 計畫團隊，在「2019 五條港職匠與老屋故

事系列」講座的終場，特別場邀請去年(107 年)新進駐五條港區宮後街 15 號的十鼓

文創，來分享他們如何打開原先清代大西門前一棟打鐵鋪的潘朵拉盒子，並就地緣

的文化背景創造「永樂町鼓茶樓」。 

 

▲十鼓文創行銷總監黃美智講座的情形 

 
▲十鼓文創行銷總監黃美智的 Q&A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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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鼓文創行銷總監黃美智女士以「圓夢-舊創新：打造鼓的故鄉及永樂町鼓茶樓」

為題，透露會創造出十鼓文創的第三個基地鼓茶樓，完全是因為團長謝十在宮後街

散步，意外發現這棟出售的清代老房子，基於保存老屋、保存府城文化捨我其誰的

使命感，承接了這棟建於 1878 年光緒四年，1920 年左右登記為許池丰打鐵鋪的老

屋。老宅幾經易主在 1949 年的屋主申請將第二三進改為工廠，並改建成二樓，當時

也封閉了一二進間的天井。2017 年十鼓團隊接手後，首對房子進行硬體的整修，以

重現這棟老宅原本三進二落的格局。當時在敲開牆面表面的水泥，露出清代的斗子

砌磚法(發財磚)與豆腐磚時，令團隊驚豔更有信心的讓老屋再現往日樣貌，因此請

來古蹟修復匠師修復老屋，儘可能的保留原本老屋的木架構、編竹夾泥牆，力求恢

復老屋原本的樣貌。至於老屋立面被破壞的樓牆，則純手工重新的打造，並以十鼓

的鼓字安置在家徽的位置。 
 

 

▲保留原屋木架構與豆腐磚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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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鼓文創行銷總監黃美智(左一)現場說明保留原磚牆的工法 

 

 
▲手工重新打造的立面，以及放上鼓字的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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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樣貌被找回來，老屋的內涵該怎麼展現?十鼓團隊針對老屋所在的宮後街地

緣，展開調查。從 1920 年的河野龍也「台南市宮後街復原圖」，現今 19 與 20 號的

老屋，曾經是酒樓「醉仙閣」。日治時期府城的台灣料理都集中在大西門外，當然主

因位於五條港的中心地帶繁盛的商業聚落所需，醉仙閣就是府城三大酒樓之一，當

時的酒樓有藝旦坐陪表演，府城的士紳名流在此寫下許多的詩文，傳為佳話。關於

這些與大西門、宮後街、酒樓等等地緣關係的珍貴文獻資料與圖片，十鼓團隊都重

新整理以展覽的方式，置於鼓茶樓的二樓，歡迎大家上二樓去看看，了解日治時期

大西門周遭的文化資產以及樣貌。 
 

 
▲十鼓文創行銷總監黃美智(右三)說明二樓為大西門週遭 

日治時期珍貴文獻與圖片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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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繪 1920 年的河野龍也「台南市宮後街復原圖」 

既然宮後街有濃厚的酒樓文化，酒樓包含了酒家菜與藝旦的表演，那麼鼓茶樓除了

有靜態的文獻資料保存展覽外，還運用十鼓團隊的表演專業以「答嘴鼓」的方式融

入十鼓團長的鼓樂作品，以說書、說茶與說菜的方式，讓來客認識府城、五條港。

十鼓文創對於老屋與台南文化的用心，就像 2007 年十鼓仁德文化創意園區成立，

當初只是找個讓團員練鼓的場地租下糖廠，初期全靠著團員的雙手慢慢整理園區，

整理的同時謝十團長發現糖廠裡仍保留豐富的糖業文化，值得保存與發揚，便義無

反顧的注入文創與鼓樂表演，也開拍〈加油吧!男孩〉電影，讓大家看見糖廠生產機

器的樣貌，呼籲大眾重視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同樣的十鼓仁德園區在十多年的努

力下，不僅嘗試鼓樂注入現代音樂舉辦「囪擊音樂祭」外，透過再利用糖廠原有的

煙囪、糖蜜罐、廠房、倉庫、水槽創生出天空步道、夢糖秘境、夢糖工廠、環境劇

場、戶外體能挑戰等等，全只因珍惜台灣這片土地所孕育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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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造的「答嘴鼓」的表演舞臺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很高興十鼓團隊進駐五條港宮後街，距離神農街計

畫團隊的「五條港文化會館」不過 350 公尺遠，與神農街團隊都致力於老屋的保存

維護與在地文化的發揚。期許未來就共同理念以好鄰居的夥伴關係攜手合作，讓更

多的在地文化被保存，進而活化與創生。 

 

▲與講座海報的大合照 

 

 

本文出處來自：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58740.aspx#.XiE-Yf4z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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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大USR 計畫復育海安街道美術館交出成績 

神農街口〈鐵支牆〉揭幕暨AR 體驗啟用 

 
南臺科技大學 USR 計畫「文化底蘊的在地創生與傳播─五條港 vs 月津港」神

農街團隊，從三年前開始籌劃海安街道美術館復育計畫，於 7 月 21 日五條港文化會

館成立週年紀念日，交出神農街口〈鐵支牆〉作品的成績單，揭幕儀式在南臺熱音

社演唱〈五條港邊〉揭開序幕。 
 

 
▲「鐵支牆」揭幕活動現場情形 

 
〈鐵支牆〉邀請 2012 年於同樣位置(神農街 47 與 49 號側牆)創作「鐵花開了」

的藝術家廖小樹老師，重回故地再度創作。從 2018 年底廖小樹老師邀請夥伴鄭源發

老師，一同帶領南臺科大通識中心自主培育課程的產設系謝季書、林怡君、廖雪吟、

李永琪與商設系吳品萱共五位同學，一起創作，讓這片街道美術館時期的牆面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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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 年鐵花開了作品樣貌 

這片位於神農街 47 號與 49 號共用的牆面，恰巧是山牆的位置，因此廖小樹老

師與同學們以山牆的裝飾為出點，重新組構相關的傳統圖騰如獅頭、喜鵲、雲朵、

燈籠等，產生一種新式而現代的圖樣，結合山牆曲線化的特色，使原始的牆面增添

新鮮的風貌。材質選用生鐵，除生鐵為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之一外，也是延用第一

期作品「鐵花開了」的鐵材。又因牆面位於清代神農街口，因此透過表面施以鏽蝕

處理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

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2019 年海安路、神農街口的「鐵支牆」作品，透過表面施以鏽蝕處理等現代化的表

現手法，使作品產生新舊融合的感受，以呼應神農街海安路一帶新舊融合的生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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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支牆〉迷人的的光影變化 

 

 
▲「鐵支牆」牆面揭幕邀請貴賓(由左至右)南臺科大「鐵支牆」協力創作的謝

季書同學、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計畫雲嘉南區輔導委員陳雍正教授、南臺科大通識

中心邱創雄主任、南臺科大校長盧燈茂、台南市文化協會鄭道聰創會會長、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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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人文課洪琬怡課長。 

 

另一片於〈鐵支牆〉旁，民權路口長樂米行側牆，緊鄰 2016 年南臺科大通識自

主課程創作的北勢港牆旁的「米耕四季」作品，是由神農街口的茶研室李伯叡老闆，

因緣際會下結緣創造雲林二崙社區的彩繪畫家廖和勝先生，透過李老闆的邀請，彩

繪了稻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景象，除了契合長樂米行的意象外，也象徵海安

路神農街的豐盈與興旺。 

 

 
▲社區牆面彩繪畫家廖和勝先生創作「米耕四季」的情景。 

 

    計畫團隊為了提醒遊客注意神農街口的鐵支牆，特別為該牆開發了 AR 擴增實

境體驗，並在揭幕儀式裡特別製作鐵支牆的大型拼圖看板，以正反兩面展現鐵支牆

的原貌與體驗 AR 擴增實境體驗後的樣貌，由盧燈茂校長帶領現場來賓拿起手機對

準〈鐵支牆〉作體驗，宣告〈鐵支牆〉與「AR 擴增實境體驗」正式啟用。計畫團

隊表示，鐵支牆除了揭幕式的認識〈鐵支牆〉吉祥語彙的「AR 擴增實境體驗」，近

期內會推出人能融入〈鐵支牆〉裡，與牆合照「AR 擴增實境體驗」，將安裝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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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牆〉的作品說明牌下。 

 
▲南臺科大校長及與會貴賓於鐵支牆「AR 擴增實境體驗」情景的拼圖看板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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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體驗 AR 擴增實境 

 
南臺科大盧燈茂校長表示，〈鐵支牆〉與〈米耕四季〉作品，代表南臺科大 USR

計畫團隊繼元宵燈會後，又再度與神農街在地人士合力妝點神農街的成果。尤其透

過數位科技的開發運用，讓遊客輕易的認識藝術作品，是值得誇獎的作法。期勉計

畫團隊未來繼續朝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發展，讓神農街往昔清代時期的

模樣也能呈現眼前，落實神農街成為街區博物館的美好願景。 

 

 
▲南臺科技大學校長盧燈茂致辭。 

 
本文出處：https://news.stust.edu.tw/pid/3665 

https://news.stust.edu.tw/pid/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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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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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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大計畫團隊規劃了三場活動，讓參與彩繪花燈的學生認識神農街並

與住戶相見歡。 

 

▲透過古地圖讓彩繪花燈的學生認識神農街清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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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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大師生與住戶討論鼠年花燈彩繪內容的情形 1 

 
▲南臺科大師生與住戶討論鼠年花燈彩繪內容的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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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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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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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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到神農街區來賞燈，看看不一樣的鼠年神農街。 

 

 

▲2020 鼠年神農街元宵花燈展海報 

 

本文出處：https://news.stust.edu.tw/pid/3756 

https://news.stust.edu.tw/pid/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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