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老師：欸老闆要問你小時候後面那個水道的印象。 

星藝：後面那個喔？好像是排水溝啦。 

蕭老師：喔你來的時候已經是排水溝囉？ 

星藝：以前是後門開起來就排水溝了 

陳老師：喔都排水溝就對了 

星藝：應該是那個五條港之一嘛 

蕭老師：嘿對阿 

星藝：阿那時候康樂街還沒有齁 

蕭老師：還沒開過來 

星藝：對還沒開過來嘛，那時候康樂街到民生路而已。 

陳老師：那時候那邊有，這邊沒有 

星藝：到民生路而已喔，康樂街喔 

蕭老師：喔喔，阿她後面才通過來？ 

星藝：後面就拓寬，直接開到臨安路，康樂街是這樣，所以那時候就

後面排水溝，講起來應該是五條港那個… 

蕭老師：南勢港？ 

星藝：可能是啦，阿那時候水道是通到前面那裏，協進，那時候是這

樣嘛 

蕭老師：嗯嗯，阿你那時有常常去後面？ 

星藝：阿後面就水溝去那邊幹嘛？ 

蕭老師：阿水溝後面你的印象有多寬？ 

星藝：喔那個寬差不多…如果這邊這一條六米寬，那差不多四米，差

不多三、四米 

蕭老師：三、四米 

星藝：三、四公尺寬 

蕭老師：喔喔那麼寬喔，你來的時候有那麼寬喔 

星藝：嘿阿，當時就是這樣，算好才蓋水溝蓋的，阿後面是水溝，後

門打開就是那個…… 

蕭老師：水溝 

星藝：嘿，剩一點點空間而已，只能讓人走路而已。 

蕭老師：欸那老闆你是甚麼時候來這裡的？ 

星藝：我喔… 

陳老師：嘿民國幾年？差不多幾年？ 

星藝：也忘記了餒，應該我媽才會記得，因為我是…民國六十三退伍…

差不多六十四年那時候。 

蕭老師：民國六十四年就來了。 

星藝：我在隔壁 

蕭老師：我知道隔壁 



星藝：隔壁，那時候這邊還沒有蓋 

蕭老師：這邊還沒有蓋喔？ 

星藝：嘿這邊那時候還沒有蓋，都是古早的房子，那時候這裡都是木

板房子，兩層而已，我租在隔壁，阿這邊在蓋，那時候康樂街

還沒拓寬，阿所以蓋房子的他們的車子，晚上回來睡覺的時候，

都停到民生綠園那邊，都停在小公園那邊 

蕭老師：小公園？這麼遠喔？ 

星藝：阿沒辦法啊，最主要沒有康樂街，只能從忠孝街，阿忠孝街就… 

蕭老師：很小條 

星藝：很窄小嘛，出去就從那邊過，那時候海安路也還沒拓寬，海安

路那時候還很小條，像康樂街暫時那樣，還很小條，都用走的

走到小公園那邊，阿早上的時候就開車，他們工地都開那個嘛，

到了才不會說不方便還要移別的位子，這裡就蓋一蓋。 

蕭老師：你就把他買起來 

星藝：對阿，阿他每星期不方便在這邊嘛，都叫她媳婦每星期請一個

來整理清潔，她媳婦沒待在這邊 

蕭老師：阿他們是做甚麼的？ 

星藝：所以我後來就乾脆跟他說，你既然沒有住在這邊，每個星期還

專程來這邊監督建設，阿他都會去我那邊聊天阿剛好在隔壁，

在蓋這邊的時候，那時候也沒有手機，還是黑金剛的時代，他

也沒拿那個，都跑來跟我借電話，我就住隔壁，他開鐵工廠的，

開在公園路 

蕭老師：喔公園路，延平喔？ 

星藝：對對，公園路那邊 

蕭老師：喔好，阿他們姓甚麼？ 

星藝：他們姓呂 

蕭老師：盧？ 

星藝：呂 

陳老師：呂洞賓的呂 

蕭老師：喔喔 

星藝：嘿，阿他們早就搬走了，那對夫婦年歲很大了，到最後受不了

吵就搬家，前面有車庫之類的。我就跟他們說，你們搬這邊是

比較不方便啦，看能不能乾脆給我們年輕人一個機會，提拔一

下。 

蕭老師：他們是買在這，不是以前就住在這喔？ 

星藝：不是，我當時還沒有當兵時在開元路那邊，住在那邊。 

蕭老師：啊我是說你們這間屋主 

星藝：屋主喔？這個呂先生喔？他也不是在地人，他是公園路那邊，



開鐵工廠的。 

蕭老師：阿買在這？ 

星藝：阿他買在這，那時候的建設不像現在這樣啦，蘇南成你知道嗎？

那個市長，那時候他只做一任，我們台南市吼，認真說起來，

是蘇南成開發起來的 

蕭老師：這樣喔 

星藝：那時候蔣經國講說先拓再說，拓一拓，阿那時候沒經費阿，那

時候建國路、民生路，看多久了從第一代市長說要拓，沒本事

拓、沒錢啊，那時候民生路齁 

蕭老師：很小條嗎？ 

星藝：齁很小條，有夠小條，像康樂街那樣而已 

蕭老師：這樣喔！我有印象就那麼大 

星藝：很小啦！民生路，那時候一次拓幾十條，阿康樂街應該是要十

二米，後來就變九米，那為什麼？他們這些人有的被拆的… 

蕭老師：阿他們不想拆那麼多，不然他們家就變很小 

星藝：有些拆一拆就沒有了阿，像這個剩一支柱子就不少鋼材，這個

剩一邊也都是一樣的，你看這樣就少了三公尺，認真說啦，有

要拆的話應該就要一次到位，，之前的規劃就十二米，所以才

會有預留，演變成現在的騎樓，現在一定要這樣蓋，不然檢查

不會過，你要重蓋或是怎樣檢查不會過的，你一定要照著規劃

走，但是暫時就先拆這樣，然後預留每個樓變成怎樣，你要留，

到時候堅持要十二米的時候，以後一定都是人越來越多、車越

來越多嘛，才有那個空間，好不容易有想要拆，那時候宋楚瑜

在當省長的時候，有少許的補償都已經先發給他們了，像那個

很多條路都要拆的，都已經發了補助金了，都是發十公尺的補

助金，阿你看這個康樂街左右兩邊你注意看，有的已經有蓋起

來，路邊沒依照十二公尺的，那個就是了 

蕭老師：那個是本來就要拆的 

星藝：對阿要拆的，他現在就變成先留著，你看我們外面這間三角窗

的這間電器行，注意看他的店，有一個階梯，到時候一定要拆

時，他們就只能到這邊而已，那個門啦，外面這個是騎樓的柱

子，問題是目前沒有要拆阿，大家都先保持這樣，他們這些有

的做里長，很多個里長都先蓋騎樓，大家那個時候都嘛是為了

選舉，不然有心要拆的話，是不是要做個長期規劃，要拆的工

程動下去的話那麼大，哪有拆這樣反而縮進去的，這個真的受

不了，沒辦法台灣人就是這樣，不要得罪人，現在選舉就是這

樣啦。 

蕭老師：有讓你們較方便出入吧？ 



星藝：多康樂街比較方便阿，不然忠孝街也是 

蕭老師：可是那很小條 

星藝：那是巷道，叫街，忠孝街，其實是巷啦，很小一條，這邊你就

可以看到，所以當初我買在這，但我沒在這邊做生意，搬出去，

因為那時候康樂街還沒拓，這邊做住家，我搬去金華路，以前

的時代還沒有金華路。 

蕭老師：叫協進街吧？ 

星藝：協進街，這外面晚上齁，都有一個夜市，在協進國小到民權路

這條就對了，晚上都有擺攤，那時候很熱鬧。 

蕭老師：吃飯就很方便了。 

星藝：但是你如果是外地人，人家根本不知道有協進街阿 

蕭老師：嗯不知道 

星藝：最後金華路弄起來協進街也沒有了，那時候有些印刷廠的客人，

有些會開車過來，阿車都停到民權路，從忠孝街用走的進來，

這邊是近啦，但是你車停在門口，外面民權路，會被人家打啦，

阿人家講一講就出去了，但是你讓別人不方便阿，所以我說乾

脆齁，來住路邊，在夜市大門口對面，去那邊租一間做辦公室 

蕭老師：喔所以這邊只是住家沒有做美術社? 

星藝：有阿 

蕭老師：有喔 

星藝：我在這請幾個，另一邊請十幾個 

蕭老師：哇你做那麼大喔！ 

星藝：阿那時候沒電腦阿，都要靠手工，那時候手工沒像現在那麼方

便啦，阿學生去學那個設計理念，用畫的，現在沒有了啦，現

在電腦那麼方便 

蕭老師：用一用就有了。 

星藝：對阿，阿不過實際上都沒甚麼基礎，現在學生很方便，電腦直

接一打就甚麼字體都有了，以前是沒有，你都要去學，從基礎、

入門字體等等很多，很多字體喔你光要去練就練到皮皮挫了，

阿現在不是阿，時代不同啦，所以那時候我要請的條件，就是

說最少要高中畢業，學美工的，想說至少學校老師教一些基礎，

阿不然有些都要學三到四個月，乾脆這樣比較快，我請的這些，

唉，有些都很懶散，比國中生還不如，動不動就給我寫錯，喔

真的是暈了我，阿賠償是我在賠償阿，N啦、S啦、Z啦也會

寫錯，喔真的是有夠天兵的，阿如果我又再懶散，阿就一天到

晚賠償不完了，阿叫客人校對，客人說有阿我有給你校對阿，

阿你不能說你給我校對你就不用負責阿，我用錢請你，阿你給

我用成這樣，有些客人也不識字，阿那要怎麼辦?你不能說我



就給你校對阿，在那邊爭，爭要怎麼樣，最多就是工錢不要算，

要不然你要客人多付款，你就給我畫錯阿還要跟我收錢，一人

退一步路啦，阿他們以後就學乖，後面再來對、校對很重要。

阿你們現在在查後面這條? 

蕭老師：對對 

星藝：喔喔，這個可能到菜市場那邊，水仙宮 

蕭老師：水仙宮那邊喔 

星藝：對，這條水溝我知道的是從海安路那邊來的，應該是有那個分

支，五條港那時候不像現在這樣 

蕭老師：阿老闆你還記得甚麼時候蓋起來的？你來的時候還沒蓋起

來？ 

星藝：還沒還沒，我來了很久才蓋起來的，那時候還沒有康樂街 

蕭老師：還沒有康樂街的時候就已經先蓋起來了喔？ 

星藝：我想看看，康樂街……我有點忘記了，那時候只有晚上回去睡，

大部分都在金華路，租在那邊工作，最後康樂街好了之後，我

才搬回去，就沒有這條了，客人要停車就比較方便，那時候就

看要康樂街在拓的那時候，應該說起來……還沒喔，這條水溝

就要問我媽了，哪有記那麼多，但是我們待在這待了三十幾

年。 

蕭老師：老闆那我要問你，後面不是剩一小條嗎？那你有走過嗎？ 

星藝：有阿 

蕭老師：那走出去是要怎麼走？因為你這神農街沒有康樂街嘛 

星藝：對阿，那時候…因為這是水溝嘛，也沒有甚麼橋之類的，我也

忘記了餒，太久了啦。 

蕭老師：那會不會淹水？後面那條水溝 

星藝：不會 

蕭老師：都不會給你們淹到？ 

星藝：我們這邊都沒有在淹水的 

蕭老師：喔那那條水溝很好 

星藝：最後他們用那個函箱 

蕭老師：函箱喔 

星藝：用函箱齁，外面這條康樂街也是用函箱，所以我們這邊都不會

積水，都沒有在淹水的。 

蕭老師：阿先前就水道嘛，比較好疏散 

星藝：對阿，比較不會那個 

蕭老師：比較不會積水 

星藝：像那個登革熱，水溝都是一堆雜草、淤泥之類的一大堆，那時

候要用那個函箱齁，要先清一清，再放函箱下去，在整理的時



候還抓到鰻魚 

蕭老師：哇！抓到鰻魚! 

星藝：阿那個水溝有水阿 

蕭老師：哇還有鰻魚可以抓，他們都說很黑、很臭還有鰻魚？ 

星藝：對阿，有夠厲害的，抓到還說給他們犒賞，抓到的人高興的跟

甚麼一樣哈哈。 

蕭老師：阿你知道鰻魚有多大隻嗎？抓到的，差不多多大？ 

星藝：就普通的鰻魚阿，差不多一、兩尺，好像兩尺吧  

蕭老師：兩尺喔？六十公分，阿為什麼會有鰻魚啊？不是魚才比較有

可能？ 

星藝：魚都可以阿，因為鰻魚都藏在那個 

蕭老師：喔喔泥土啦，對 

星藝：對阿，藏在泥土，反而比較會有，不然都生其他的魚，阿我們

這邊菜市場阿，水仙宮菜市場都海產甚麼的， 

蕭老師：沒綁好跳出來哈哈 

星藝：對阿有的鰻都跳出來 

蕭老師：喔喔那就有可能了 

星藝：對阿有的沒綁好，就變成放生了 

蕭老師：阿老闆你知道在做那個函箱的時候，它大概多深阿？你看到

那個水溝在挖起來的時候，不是要先清乾淨？ 

星藝：當然阿，那個函箱齁…… 

蕭老師：你看到他差不多挖得多深阿？那條水溝 

星藝：差不多……一個人高喔 

蕭老師：一個人高喔？至少一百五以上？ 

星藝：差不多一百五以上 

蕭老師：喔那很深欸 

星藝：對阿，一定要那麼深阿，那個函箱不適合小條水溝，那個函箱

要排水 

蕭老師：阿那時候是把水溝整個清乾淨再來做嗎？還是？ 

星藝：沒有啦，那個函箱是把它擺在裡面齁，沙再來弄下去，旁邊上

面再把它蓋起來之類的，我也不知道，沒注意給他看。 

蕭老師：你不是每個禮拜有過去看他們在弄嗎？ 

星藝：對阿，阿我在後面阿，現在弄起來多方便，後面就多一條路 

蕭老師：對阿多一條路，阿那大概做多久阿你們那一條？ 

星藝：阿就差不多跟康樂街同一時期的樣子 

蕭老師：喔一起做，差不多跟康樂街一起做的嗎？還是？ 

星藝：沒有啦不同的，拆路歸拆路，這汙水道不同的。 

蕭老師：喔喔不一樣的，阿它整個施工差不多多久啊？ 



星藝：認真說起來這個水溝很快欸 

蕭老師：很快喔？ 

星藝：很積極阿，阿不然這個挖下去要怎麼走，他們自己也要走，阿

就把縫隙補得很好，後面你們有看嗎？ 

蕭老師：有阿，阿那個問一下你們家後面，有跟政府買地嗎？還是買

那個港道的地？還是？ 

星藝：沒有啦，那時候後面就水溝要買甚麼，買那個做甚麼，那時候

在蓋這邊的時候，也有檢查過阿，如果檢查沒有過怎麼領到完

工證明，你如果沒有繳稅金，沒按照步驟來怎麼可以。  

蕭老師：因為那個蔡老師阿，西佛國蔡老師，他說他們後面那個地原

本是港道啦，要跟政府買。 

星藝：喔喔，我是不知道啦 

蕭老師：那應該是你前一個屋主處理完了。 

星藝：不知道，阿就是齁，我這一間還有地下室。 

蕭老師：喔，他有加蓋是嗎？還是？ 

星藝：阿那時候三樓以上都要有地下室 

蕭老師：喔，三樓以上都有地下室 

星藝：那時候規定啦，一棟一棟的，地下室嚴格說起來是防空避難所，

那時候時代背景所有大樓都要開地下室，防空的時候可以多容

納幾個人，阿後來就沒有規定說三樓以上就一定要有地下室，

這間有地下室，像隔壁，原本二樓，後來重建起來變成四樓，

就沒有地下室了，時代不同的關係啦。 

蕭老師：那隔壁聽說以前是牙醫嗎？還是醫生？ 

星藝：對，牙醫。 

蕭老師：喔牙醫 

星藝：叫金水牙科 

蕭老師：金水牙科，因為這是王老闆告訴我的 

陳老師：王仁志？ 

蕭老師：不是啦，王閔榮 

星藝：喔喔，他不知道啦，他後來來的，他不是原住民，我們才是原

住民啦，應該要說原住戶啦 

蕭老師：喔我知道，原住戶 

星藝：阿那時候辦桌用這個燈籠齁，海安路到康樂街這條而已，阿都

吊那個燈籠阿 

蕭老師：古早那種 

星藝：阿大個的燈籠都吊在路中間，還想說這都做徒步區，不然你那

個燈籠很高還有一些東西，如果有車的話不方便，阿這邊很熱

鬧阿，神農街那時候是全盛時期啦，後來沒落了啦，沒有辦一



些活動阿，有一些啦，但是就沒以前那麼熱鬧了，阿那時候說

這邊設徒步區，有放那個牌子，說甚麼機車那些 

蕭老師：機車都不能進來，幾點到幾點？ 

星藝：阿但是原住民例外就對了，阿原住民我們是要說哪一族的？說

原住戶就知道了，有時候就是要把機車牽進來，阿說不能進入，

有時候就是文字上的意思，很有趣。 

蕭老師：嗯嗯 

星藝：現在這條街比較沒落了，比較瘋那個…… 

蕭老師：寶可夢？ 

星藝：瘋那個民宿，大家齁 

蕭老師：喔喔，都做民宿 

星藝：都去做民宿，大家都跟著去做民宿了，對面也是民宿 

蕭老師：對阿你們對面也是民宿 

星藝：對阿，人家它是有都有過的，他這棟都是有通過的 

蕭老師：喔真的啊？ 

星藝：其他家消防甚麼都沒辦法過，阿這棟人家後面有那個…… 

蕭老師：防火巷 

星藝：嘿對，有一條防火巷可以通到後面，後面也有一條大條的馬路。 

蕭老師：這間我有去採訪過，他有說他們家的紅茶，你太太很喜歡喝 

星藝：喔喔你們有去這間森弄？ 

蕭老師：嘿我們有去採訪過他們，他們說你太太很喜歡喝他們家的紅

茶 

男生：應該是阿祖吧？ 

蕭老師：是阿祖喔？ 

星藝：我太太之前在台北，也是說都可以啦，都要回來了，說不定我

太太有去參觀過，說不定啦，阿不然該不會我媽媽被當作成我

老婆？阿這下我該檢討了，我也要高興我媽媽身體很好，一個

要檢討一個要恭喜哈哈 

蕭老師：阿所以那間三樓那間民宿叫志博的民宿沒過是嗎？他現在在

蓋民宿 

星藝：對 

蕭老師：你們前面那個 

星藝：喔，說暫時在整理啦，看整理好幾天了 

蕭老師：對阿 

星藝：他們是打算要做民宿啦，大家都說要做民宿，阿這邊這個也是

說要做民宿 

蕭老師：磁磚這間嗎？ 

星藝：對阿，貼一個紅紙說要租讓啦，阿沒辦法阿，民宿沒過阿。 



蕭老師：喔它是因為民宿沒過所以放在那邊 

星藝：對阿，他說要做古早味的，其實你要做古早味的房子反而比那

個普通的還要那個 

蕭老師：還要貴 

星藝：對阿，這材料阿，還要照原味的，都要手工阿，阿如果一般的，

直接水泥灌一灌，鋼筋水泥弄一弄，很快就可以了，還比較便

宜，阿如果你用古早味…阿像對面，他們是今年搬來的嘛 

蕭老師：對阿 

星藝：他們原本買的那個，裡面是有那個水泥的 

蕭老師：水泥喔 

星藝：他們只是地板不一樣，外面說要保持原味，阿你上面也要原味，

裡面也要原味，那是木板門，拉門齁？ 

蕭老師：嘿對 

星藝：現在下雨會積水，阿你木板門又是舊的，又不是很好的 

蕭老師：阿就爛掉了 

星藝：阿你久了，一定會有縫隙嘛，如果下大雨的話，阿那個水一定

是很大的，他們就要跑來這邊躲水，因為會積水阿，樓上這個

拉門都是木板嘛，眼睛看不出來會這樣阿，會滲水阿，阿就躲

水躲到隔壁去。 

蕭老師：兩家不是都在吵架？ 

星藝：不會拉，現在沒有了 

蕭老師：不是啦我是說以前的 

星藝：喔對對，會打架 

蕭老師：嘿，這我知道，阿所以才會把它給賣掉 

星藝：不知道，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啦，我是不知道啦 

蕭老師：聽說原本這間老闆是和鄭老師對面那家同樣的人買的，文青

好好笑 

星藝：喔對對，阿就很神祕阿不想給人家知道，他台北朋友買的啦，

請他們照顧，他們說要開那個甚麼…… 

蕭老師：婚紗 

星藝：嘿對婚紗，要開婚紗，阿他們兄弟兩個怪怪的，真的，阿不然

以前的房子，你說要古早味，以前的房子哪有在做鐵門的？阿

你說要古早就你的窗戶就要保留，就很古早阿，哪有說那個門

看不爽就改成鐵門，鐵門再給他挖洞，真的是有夠奇怪 

蕭老師：原本不是那個門嗎？ 

星藝：原本是像旁邊這種 

蕭老師：喔喔原本是那種門 

星藝：你看隔壁也原本的，王閔榮那間，都是木板門啦，沒有人再用



鐵門的啦，也沒有人弄成這樣，有夠奇怪的，阿上面那個陽台，

他是用鐵的，以前人家是用木板的 

蕭老師：他是用鐵的阿 

星藝：對阿 

蕭老師：阿那間就四不像哈哈 

星藝：所以齁人家這間，老屋欣力， 

蕭老師：黑阿這樣才比較有原味阿 

星藝：貼那個牌子就是老屋欣力，人家那個就是 

蕭老師：有保留 

星藝：嘿有保留，不過認真講齁，他也是都走樣了 

蕭老師：欸對，至少窗戶走樣了 

星藝：窗戶你給人家用玻璃的，最少用那個木條比較安全，乾脆啦！

這邊的窗戶都把它打掉，喔真的是有夠殘念，沒注意的話，遇

到比較大的地震就會掉下來了，那些窗戶都已經拆下來了，改

成…還好上面的框架他都有保留下來 

陳老師：老闆請問一下齁，你們五十一號，有一個先生他說他記得海

安路在拓寬的時候，說你們這邊有挖到一艘船？ 

星藝：挖到甚麼？ 

蕭老師：船，挖到一艘船，你知道嗎？ 

星藝：這我不知道，喔那太扯了啦，這哪有可能嗎？ 

蕭老師：我從早上問到現在沒人知道 

星藝：這哪有可能，我是沒看到啦，我也不能說有沒有啦，阿那艘船

是有多大？黑牌還是甚麼？ 

蕭老師：不是黑牌，比黑牌還要大隻 

星藝：阿那艘船是要怎麼進來？ 

蕭老師：沒有，他說是在海安路底下挖到的 

星藝：喔喔，可能……如果是以前的時代就難說了，這不知道我前面

幾代了，清朝的時代或是鄭成功在的時候，那時候這裡沒有金

華路，後面那邊全都是塭啦，綠園國小旁邊也都是塭啦，之後

整個都在蓋房子後，完全讓你想不到以前，之前也沒文南路阿，

之前的文南路也是田埂路，那時候我哥哥要請工人，他會害怕

都騎腳踏車載我和他一起作伴，都先去斷電，整個都是田埂路

啦，唉那個時代沒辦法說。 

蕭老師：老闆問一下，像你以前住在隔壁，你的屋主在後面，阿他的

出入是從水溝那邊出去嗎？ 

星藝：嘿對 

蕭老師：阿那個水溝不是只能用走的嗎？ 

星藝：可以啦，一個腳踏車還可以騎過去 



蕭老師：可以喔，我以為就不能過了 

星藝：可以啦，還有一個腳踏車可以過去的寬度 

蕭老師：差不多那樣，喔這樣就合理了，我想只有這麼小的話… 

星藝：阿如果那麼小的話 

蕭老師：晚上出來的時候就會不小心掉下去 

星藝：對阿，阿這些屋主一個叫陳永堂，一個叫陳永昆 

蕭老師：是親戚嗎？ 

星藝：不是，剛好而已 

蕭老師：這就像前面幾戶，有一個叫許意博，一個叫許意家，我以為

他們是親戚結果不是 

星藝：完全不是 

蕭老師：對，完全不是，阿我聽說他們是做金飾加工是嗎？ 

星藝：喔你是說他們喔，陳永堂是跟他的姊夫一起做的 

蕭老師：喔是他的姊夫在做喔？ 

星藝：金經成，做銀樓的 

蕭老師：金是金子的金，經是？ 

星藝：經濟的經 

蕭老師：成功的成 

星藝：對，做銀樓的 

蕭老師：喔喔，因為王閔榮先生說那邊有一個實驗室，有可能是在做

金飾加工的 

星藝：甚麼東西？ 

蕭老師：他說那邊有一個實驗室阿 

星藝：喔，他租的後面二樓那邊，是在做小工作室啦 

蕭老師：是小工作室喔，不是實驗室 

星藝：沒有啦！是要實驗甚麼，是要做炸彈喔！金飾店餒，你也知道

是做一些首飾，晚上要去研究弄那些東西，小小的工作室啦 

蕭老師：喔喔是工作室不是那個，好趕快改 

星藝：喔我想說實驗室是要研究甚麼哈哈 

蕭老師：他還帶我去看那間，跟我說那個是實驗室不知道在做甚麼 

星藝：他不知道啦，因為我們是先住在隔壁的住 

蕭老師：他有說 

星藝：在住那邊比較久，阿我沒租，就買一間了，阿我沒租想說這屋

主很好，附近又很方便，就給我小姨子了 

蕭老師：喔所以你們不是一起住喔？ 

星藝：沒有啦 

蕭老師：王閔榮說你們兩個一起住餒 

星藝：哪有阿 



蕭老師：我想說是要怎麼一起住 

星藝：沒有啦，我們自己住的 

蕭老師：喔所以是你住完之後給你小姨子，他是做代書對嗎？ 

星藝：阿他老公算是同門的啦，他是做代書，阿他之後沒住就給閔榮

接下來，阿閔榮是我大舅子的兒子，都是有親戚關係的 

蕭老師：喔那我要趕快回去改，文章寫錯了，想說有夠小間的，一家

子住在一起 

星藝： 

蕭老師：你還記得他那間前面的地板跟後面的地板不一樣嗎？ 

星藝：你是說樓上還樓下？ 

蕭老師：樓下，只有這樣的空間齁？ 

星藝：對，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那時候我租在那邊的時候，在後面

請人用磨石子的地板，因為之前的磚都破掉了，又要叫人來用

也費時費力，乾脆就問屋主，屋主說你走方便就好，但這筆錢

他不要花，那我就自己請人弄一弄，阿那時候還有隔間。 

蕭老師：他有跟我說有隔間，他後面是房間嘛 

星藝：嘿對，像我們這邊也是一個房間阿，我買了之後就把它打掉，

我本來是跟人合夥的，這邊做辦公室，阿我自己在金華路那邊，

就那個橋下那邊開店，這邊是做辦公室才有辦公的氛圍 

蕭老師：喔金華路那邊 

星藝：在金華路那邊做，阿這邊就裝潢成辦公室，有一個辦公的地方 

蕭老師：阿你差不多民國幾年搬過來這的？ 

星藝：康樂街蓋好了以後，我就是為了康樂街才搬回來阿，阿康樂街

還沒蓋好，我要搬去哪裡？完工以後沒多久，幾個月後我就搬

回來這了，阿自己的家不住，我那時候是沒辦法，為了要給客

人方便，不然客人都反映要去你那邊，車都要繞好幾圈。 

蕭老師：喔喔，聽說你很會寫書法？ 

星藝：沒啦，那是想當年啦 

蕭老師：哈哈想當年 

星藝：那時候的時代阿，那時候手提袋甚麼的，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學生服那種手提袋，上面都要印一些甚麼的，大字小字都有，

阿那時候就沒有電腦，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手工。 

蕭老師：那是聶樓老闆跟我說你很會寫書法 

星藝：聶樓好像搬走了？ 

蕭老師：沒有，那個是慢慢鳩，聶樓還在 

星藝：喔喔他還在 

蕭老師：嘿，阿慢慢鳩搬走了 

星藝：阿不是那個劉烽？ 



蕭老師：劉烽搬走了，其實已經不在這邊很久了，只是把他的東西放

在這，他現在在玉井，我們還有去玉井那邊採訪，阿現在住的

是聶樓，他是台南美術協會的 

星藝：他是那個……咖啡的? 

蕭老師：對他是做咖啡的 

星藝：現在我兒子在外面開會的時候，有時候都會揪去那邊，阿我是

沒有啦，我這代的人不會去那啦。認真說齁，我們這一代的美

工，真的是練很辛苦啦 

蕭老師：都一定要會嘛 

星藝：要練毛筆 

蕭老師：喔練毛筆 

星藝：一定要會練毛筆，現在叫年輕人練毛筆會怕餒，不知道在怕甚

麼，真的阿，那時候鴨嘴筆甚麼的，都要手工嘛，你在畫線之

類的一定要用鴨嘴筆，還有圓規甚麼的，阿現在電腦用一用就

好了，那時光要買儀器齁，不是說要嚇人，那時候台灣人沒辦

法做，那種比較好的鴨嘴筆都要日本製的，那時候錢比較高阿，

有時一隻都要幾千塊，阿現在年輕人一用就好了，不過我是覺

得這樣比較沒真材實料，。 

蕭老師：嗯！ 

星藝：比起從基底做起來，阿怎麼設計這些點子，假設有一天全世界

都沒有電了，你要怎麼用電腦？要怎麼辦？ 

蕭老師：也是啦 

星藝：如果沒有電腦、沒有電，那就真的沒轍了餒，你要有那個基底，

我那時候要請人的時候也是，阿要從基礎開始學起來也難啦！

也沒那個時間，但至少學校老師會教一些基本的，像我兒子在

讀國中的時候，那時候電腦剛開始，一台電腦要十幾萬。 

蕭老師：喔？！ 

星藝：剛開始有，他那時候學美工的阿，說要電腦 

蕭老師：阿你幾十萬也買？ 

星藝：那時候電腦還沒有普遍啦！ 

蕭老師：所以有花十幾萬給他買囉？ 

星藝：有阿！ 

蕭老師：喔十幾萬可以買車耶 

星藝：認真說啦我那時候的利潤很好，靠手藝的，那時候客人好說話、

景氣也好，別人要請我畫，他趕著要，我說要一個禮拜，他就

說不要啦你三四天趕給我，工錢多少我加倍給你，拜託幫我趕

出來，那時候客人就是這樣，那時候印刷也是我說多少就多少，

人家也是現金給你，那時候認真說景氣很好啦，景氣不好就省



東省西，不過也是難免啦。 

蕭老師：阿老闆你怎麼會想取星藝？ 

星藝：我那時候退伍的時候本來打算要去台北的，我想要再更進一步，

因為台北比較先進，我就想說退伍的時候要去台北打拼，結果

我弟弟直接開店了阿 

蕭老師：他也是做美工的嗎？ 

星藝：對阿，認真說是愛畫圖啦，阿他比較沒有耐心啦，阿不然他的

頭腦其實很好啦只是沒耐心，阿直接在租店租好了，先斬後奏

就對了啦，阿我不幫忙可以嗎？我們那時候租在那個……那時

候叫安平路 

蕭老師：民生路我知道叫安平路 

星藝：我們這是金華路 

蕭老師：民生路再過去 

星藝：金華路是直的嘛，橫的是民生路，阿那時候的時代是民生路來

到金華路這邊，再過去那邊叫安平路 

蕭老師：喔喔！ 

星藝：後來才改成安平路到安平那邊，是這樣的，那時候路還沒有蓋

得那麼漂亮，那時候租在計程車行的樓上，喔我弟弟很愛做老

闆，還沒甚麼經驗就想上天，哪有甚麼辦法，我媽就說他就租

下來了，那就只好這樣了，我那時候剛退伍沒多久，他就去當

兵了，那也只能繼續做啊，我原本是想說要去台北，比較快精

進啦，因為台北真的有差啦，不過認真講我那個年代的印刷，

我們台南，台中都沒有我們好喔 

蕭老師：我們這邊有樹木阿 

星藝：對，還有高雄這些大間的，以前教科書，有時候光是一本就印

刷不完了 

蕭老師：這樣喔！ 

星藝：那時代的機器不像現在這樣啊，都是高速的阿，以前不是阿，

都慢慢印的，一本就好了啦，阿全部的全校學生，通通都給政

府的中央印刷廠來印，那時候都給政府自己賺，他課那個稅金

阿，也不是不用錢的，那時候流行月曆，機器沒那麼先進，都

拿去給日本人畫那個… 

蕭老師：畫圖? 

星藝：欸對，給他們混色，我們這邊再印。阿現在你看我們台南，被

台中、高雄拚過去了，真的是沒辦法啦，那時候最好真的是台

北，台北首都嘛 

蕭老師：資訊比較快、比較先進啦 

星藝：那時候在做設計的時候，台南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另一個八



十幾歲了，阿我那時候還沒當兵喔 

蕭老師：喔！很厲害 

星藝：那時候十九、二十歲當兵之前， 

蕭老師：喔喔現在還有啊！ 

星藝：有阿，阿那時候沒有電腦阿！ 

蕭老師：都給你畫？ 

星藝：阿你要先打樣阿，設計怎麼樣的，甚麼東西都要用手工，還要

彩色的，成果要給客人看，還有衣服的吊牌，台南市那時候只

有兩個人在用，一個就八十幾歲的老師傅，一個就我這個菜鳥，

忙得人仰馬翻，那時候利潤也比較好，後來有人給我看一個是

台北設計的，我看真的是有夠厲害的，甚麼我厲害！有人更厲

害，結果台北那個是用電腦的 

蕭老師：喔那時候就有電腦了？ 

星藝：有啊！台北那時候有阿，他就是用電腦的啦，阿我畫那些字體，

有些人看了以為那是打樣的，都是我用手工在畫的，我想說挖

真的是天外有天喔！不如去台北看一看，阿結果都是用電腦，

後來我也沒去台北，這應該就是命運啦，那時候生意也很好做，

你說多少就是多少，以前的人比較重視人才、重視那些技術，

所以都說花這個錢應該的，都拿錢拜託你，幫他趕工出來就好，

錢沒關係再加倍給你，那只好拚都拚給你阿，不然要怎麼辦？ 

蕭老師：阿老闆你叫星藝是因為？ 

星藝：不是啦，是想說像星星一樣 

蕭老師：像星星一樣閃亮？ 

星藝：嘿，然後有那個藝術氣氛 

蕭老師：喔！是這樣，那星藝的名是你弟弟開的時候這樣叫了嗎？ 

星藝：沒有啦，他問我的，我們兩個一起商量的，他那時候就在籌備

了，房租錢都已經給人了啦！他跟大學有在畫圖的朋友一起做，

阿做的不三不四，想說我回來的時候就不同了，因為他的朋友

都是半路出師的，不專精啦 

蕭老師：阿真的阿，你回來就好了阿 

星藝：喔對阿，不是說我要這麼說阿，而是情形就是這樣，我是不想

的啦，原本想說要再更進一步的。 

蕭老師：阿我想再問說你們除了抓到鰻魚之外，還有抓到甚麼嗎？ 

星藝：不知道欸 

蕭老師：你也不知道？ 

星藝：我是有看到他們抓到鰻魚 

蕭老師：工人抓到的嘛 

星藝：對，要弄那個淤泥嘛，都是要戳到泥土裡阿，一戳下就喔！一



條鰻魚 

蕭老師：加菜哈哈 

星藝：對阿，說不定還有甚麼別的不知道 

蕭老師：你都有看到他們再弄 

星藝：有阿，都有在看他們裝潢甚麼的，至少要了解一下他們在幹嘛 

蕭老師：好，所以後面就很少去走 

星藝：對，我們前面這邊一條路出去，到這條路出去就不方便了，都

要靠忠孝街 

蕭老師：那條水溝是不是有彎到康樂街再過去？ 

星藝：好像是這樣 

蕭老師：他沒有通過去後面 

星藝：好像是，好像有彎到那邊的樣子，我沒甚麼印象了，這邊都是

房子阿，也沒有康樂街可以過去，但是後面出去，有一條小路

可以通後面啦，後面之前也不是這樣叫，現在是叫民權路，之

前叫長樂街，外面民權路這叫永樂 

蕭老師：喔對對對，那個永樂市場 

星藝：對，從圓環那邊開始算，圓環那邊來就是永樂路，阿這邊過來

就是長樂，那時候不一樣啦 

蕭老師：喔喔好 

陳老師：那時候叫永樂街還永樂路？ 

星藝：前面是民族路，這就是永樂路 

陳老師：阿這是長樂路？街？ 

星藝：長樂街，街 

蕭老師：喔又是街 

星藝：對，那長樂派出所也沒改阿，現在沒長樂了也叫長樂 

蕭老師：阿你那時候要去西羅殿要從西羅殿旁邊那條巷子嗎？ 

星藝：那時候西羅殿那邊很複雜 

蕭老師：很複雜喔？ 

星藝：因為康樂街還沒拆嘛，他那個巷弄彎彎曲曲的，西羅殿那邊再

過去一小段路，還沒到民生路，那邊有個地方名叫做鎮渡頭 

蕭老師：喔對對對，我知道，鎮渡頭 

星藝：我們這些地方名真的很有趣 

蕭老師：因為那時候那個地方真的是有船進來的 

星藝：那時候那邊有個地方名，我那時候也都不知道，想說奇怪怎麼

都叫牛磨後 

蕭老師：喔正興街啦，在正興街 

星藝：對啊  

蕭老師：因為那個是用牛去那個 



星藝：他那個是牛磨，那時候想說怎麼都時常叫牛廟，欸奇怪牛廟，

因為別人又不知道又沒名字，又沒甚麼東西，主要是看到對面

有間廟叫做牛磨，才知道叫牛磨廟，是這個字「磨」，牛拉石

磨不斷轉動，他們這些以前的人都以訛傳訛啦！變成叫做牛廟，

吼牛廟牛廟，馬廟也一樣，知道地方就好，正確應該叫做牛磨

啦！ 

蕭老師：好，謝謝啦！ 

星藝：不客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