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佛國：你要去後面看嗎？ 

蕭老師：可以啊，從這邊出去再從這邊進來？你小時候都從這邊去後

面喔？  

西佛國：對阿，通到後面嘛 

蕭老師：通到後面喔 

西佛國：後面巷，你從這邊出去就從那邊出來了 

蕭老師：嘿，那條路本來就有了嗎？ 

西佛國：對，那一條就是港道 

蕭老師：港，那條路也是港道嗎？ 

西佛國：對，港道就是慢慢建立起來的 

蕭老師：喔！慢慢建的，不是只有這條而已喔 

西佛國：以前比較寬 

蕭老師：我想說他本來就是那樣，原來那是港道喔 

西佛國：本來就是港道阿，船都在那裡 

蕭老師：不是只有後面是港道喔 

西佛國：不是，港道現在沒人在利用，慢慢蓋房子就剩下水溝，水溝

而已，現在是水溝不是港道啦 

蕭老師：現在是地下水溝齁？ 

西佛國：也沒地下水溝，也都填起來了 

蕭老師：現在下面不是還有水在流？ 

西佛國：有阿，阿就比較小條，變水溝 

蕭老師：我有問過一間在民權路做香的，他家中間還有南河港的那個，

說要跟政府租欸 

西佛國：那港地阿，一直蓋、填起來阿，填起來的地方是港地 

蕭老師：他說那個不能買，每年要跟政府交錢 

西佛國：我以前有買下來 

蕭老師：喔你以前有買喔？ 

西佛國：對，民國五十幾年買的 

蕭老師：所以你家後面有一小塊是港地的地方喔？ 

西佛國：對  

蕭老師：我一直想說港道就像巷子那樣大條，沒有？比較寬喔？ 

西佛國：比較寬 

蕭老師：喔喔，請問蔡師傅你小時候沒甚麼事的話會到後面去玩嗎？ 

西佛國：我是沒去玩，那時候已經長大了 

蕭老師：你那時候已經長大了喔？喔我記得你來的時候已經十幾歲

了？ 

西佛國：已經十幾歲了，差不多十五、六歲 

蕭老師：十五、六歲，阿你很常去後面嗎？ 



西佛國：以前後面有人住，只有在這前面而已 

蕭老師：你是一開始住在前面，阿後面？ 

西佛國：以前後面也可以過去，那邊是廁所阿 

蕭老師：喔…你們廁所建在後面，那你們以前租在後面的人是做甚

麼？ 

西佛國：他喔，吸鴉片阿，老阿伯在吸鴉片 

蕭老師：喔他也很有錢可以吸鴉片，有錢人住那邊，阿只有一個人嗎？ 

西佛國：一個人住，阿兒子住外面，還有媳婦 

蕭老師：阿你有看過人家吸鴉片嗎？ 

西佛國：有阿，很香的 

蕭老師：喔？很香喔，阿你不會想說吸吸看嗎？ 

西佛國：沒有啦 

蕭老師：吃不起齁，那個很貴齁？ 

西佛國：沒有啦！那個也不能給你吸，那是日治時期政府配給的，不

能給你吸的 

蕭老師：日本時代還有在吸？ 

西佛國：日本時代在吸的阿，那是政府配給他們的 

蕭老師：我以為是清朝時代在吸的 

西佛國：清朝後日本人來阿，阿正在吸的你不能給他斷掉，你也要給

他吸到老 

蕭老師：喔喔 

西佛國：一下子給他斷掉，要他怎麼辦？對不對？政府也賺錢阿，一

方面給你配給，一方面新的沒人吸就沒做，年輕人就不會吸

了 

蕭老師：所以他吸鴉片是吸到茫茫的？睡覺？ 

西佛國：沒有，吸的很舒服人躺下去就睡覺了 

蕭老師：喔，睡了哈哈 

西佛國：這樣就有夠了 

蕭老師：所以當時英國人把鴉片拿來，真壞心 

西佛國：對阿，阿英國人也在吃啊，英國人也曾經來找阿伯吸過 

蕭老師：你也有看過？ 

西佛國：有阿，英國人，有去找他吸阿 

蕭老師：這樣好好玩喔 

西佛國：阿日本人、英國人也是可以吸，做那個藥引的樣子，這樣才

可以控制，我們在吸的不會控制 

蕭老師：喔！藥引就是我們可以治病的 

西佛國：對，藥引可以治百病 

蕭老師：那可以治病嘛！ 



西佛國：那嗎啡就是麻醉劑阿 

蕭老師：嗯嗯，那就是如果很痛很痛的話，就可以吃那個，算止痛的 

西佛國：對阿 

蕭老師：喔喔，那個吸到最後應該已經吸到神智不清了吧 

西佛國：對阿，阿你要抽多一點就抽到底，一直抽阿，像有人抽菸只

抽一支，阿有的就整天都在抽菸，一天好幾包這樣抽，就不

一樣了 

蕭老師：阿他在吃鴉片的時候搬走，你剛好買下來這樣？ 

西佛國：吸到過世的 

蕭老師：過世了，阿民國差不多幾年 

西佛國：差不多民國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左右 

蕭老師：那應該是他們家的地剛好在港道上面，阿你家應該是沒有，

因為你買下來，所以政府賣給你，那政府不錯啊不像現在要

收租金 

西佛國：那民國五十八年買的 

蕭老師：喔！他還有一段時間說你如果沒有買，以後就要租囉？他那

時候就是沒有買現在才只能用租的 

西佛國：對，沒買才要租 

蕭老師：阿那時候買有很便宜嗎？ 

西佛國：公道價，也是要看市價，那要照政府的公定 

蕭老師：喔，看多少就多少 

西佛國：阿你買了還是要繳稅金，還不是一樣 

蕭老師：對阿，土地要繳地價稅 

西佛國：阿你跟他租就不用買了 

蕭老師：不過稅金比較少吧？ 

西佛國：對阿 

蕭老師：他那個租差不多多少，還是… 

西佛國：阿現在有的地… 

蕭老師：阿你也不能做甚麼，對吧？現在是政府的地你要繳稅給他，

你想要做甚麼也不能，對吧？ 

西佛國：你買的房子不是也要繳稅金？你花幾千萬買也是要繳稅金對

吧？你不想拿錢出來就用租的，阿救濟院那些地也是這樣啊，

以前救濟院是救這些窮苦人家的，現在救濟他們是… 

蕭老師：救這些有錢人嗎？ 

西佛國：對阿，救那些在辦公的人 

蕭老師：救濟他們是在縣城隍廟那邊嗎？ 

西佛國：在延平…在延平市場對面…延平國中啦 

蕭老師：是在那喔？我以為救濟他們是在那個… 



西佛國：以前救濟是在台南州，救濟院是州治事在做院長沒薪水的，

現在是都有薪水，救濟在那邊辦公的，真的沒在救這些辛苦

人家 

蕭老師：喔…阿最近我知道以前神農街有一個組織，很多房子都是他

們的，聽說是在六十九號？好像不是他們自己，是那個甚麼

公會的？公會到底是甚麼啊？ 

西佛國：這以前是這樣，北勢街有一個生意人，一個公組，不是公會

啦，是一個會，是土地公會，大家在買房來租人家，阿收的

錢用來濟世，辦桌喝茶之類的，大家要拿多少錢，房子租人，

由那些錢來弄濟世用的 

蕭老師：像是尾牙之類的 

西佛國：對對對，尾牙之類的 

蕭老師：那個叫土地公會 

西佛國：對阿，先前不是有先拿一筆錢出來，要用錢就不用再拿整筆

錢出來 

蕭老師：阿拿出來先買嘛 

西佛國：到最後就一個人有錢，膽子比較大的就貪的比較多，和現在

的政府都相似啦，有當選的，還不是一樣在國庫搬錢 

蕭老師：今天看到新聞在報導說，走私菸的，今天頭條，自己國安會

在走私菸啦 

…… 

西佛國：我跟你說……以前的港地到這 

蕭老師：到這裡？ 

西佛國：到這 

蕭老師：喔那很寬欸！我想說只有那條而已船要怎麼走 

西佛國：只有那條水溝船要怎麼進來？這邊都有人蓋過來這 

蕭老師：喔都有人蓋 

西佛國：之後變這條水溝，以前小時候齁，這邊一個水溝岸、這邊也

有一個水溝岸，阿小孩子就在這邊跳來跳去，沒跳過去不小

心就掉下去 

蕭老師：只有這樣是要怎麼跳？ 

西佛國：差不多五六尺阿，跳過去貼著牆阿，哈哈 

蕭老師：跳去貼著牆阿，這樣很好玩哈哈 

西佛國：差不多到這邊，從這邊跳去牆那邊，沒跳過就栽進去，以前

這個差不多五六尺深 

蕭老師：五六尺深 

西佛國：現在都蓋起來了，以前小孩都嘛掉下去，都喝水溝水 

蕭老師：水溝水，我有聽說水溝水黑黑的 



西佛國：對阿，水溝哪有乾淨的，有啦，如果很久以前就很乾淨，後

來就變黑黑的 

蕭老師：那清的時候是不是有魚啊？不是說有人在抓？ 

西佛國：那時候淹水的時候，魚從魚塭那邊過來才有魚  

蕭老師：喔喔，所以應該是從這邊到那邊那麼寬？ 

西佛國：對，差不多到這邊，再到另外一邊 

蕭老師：那這樣有多寬？ 

西佛國：大概兩個帆船可以通過的寬度 

蕭老師：帆船有多大個？都沒甚麼概念餒，這麼大個嗎？ 

西佛國：差不多一丈、兩丈以上， 

蕭老師：一丈、兩丈 

西佛國：差不多一丈、兩丈…差不多三丈啦，也要給他一個間隙，預

備空間應該有到四、五丈，以前那邊都沒有房子 

蕭老師：所以以前的南勢街到底有多寬？ 

西佛國：在後面 

蕭老師：那個民權路嘛 

西佛國：對 

蕭老師：所以其實那個民權路和…所以南勢街沒很寬嘛 

西佛國：他是來這個港 

蕭老師：蔡師傅你知道那個船是帆布嗎? 

西佛國：船是帆船阿 

蕭老師：帆船嗎？阿你看過嗎？ 

西佛國：有阿 

蕭老師：你看過喔！阿是那一種有掛布的？這樣進來？ 

西佛國：就像這樣的 

蕭老師：喔喔，帆布會很大一個嗎？ 

西佛國：很大一個，三四倍大 

蕭老師：那時候船過來，是上面有載東西 

西佛國：有阿載東西，載石板 

蕭老師：喔！載石板，阿聽說這裡都是載… 

西佛國：石板壓在下面，才不會翻船 

蕭老師：阿聽說這邊都是在藥材比較多？ 

西佛國：不一定啦，每樣都嘛有 

…… 

西佛國：帆船靠風的阿，要有風才能走阿 

蕭老師：那時候沒有海安路嘛 

西佛國：沒有，港那時候就到這，到水仙宮 

蕭老師：一直到水仙宮  



西佛國：現在前面那裏，被切斷了 

蕭老師：阿你那時候來的時候 

西佛國：沒有啦，那時候沒有了，我來的時候就剩這條水溝了 

蕭老師：喔，你來的時候就剩下這樣而已？阿船是別人跟你說的 

西佛國：對阿，以前就是那樣 

蕭老師：喔喔 

西佛國：因為這邊有船會進來，會有繫船柱，船停下要卸貨的時候要

綁住才不會走，所以我才會說差不多到那裏 

蕭老師：就是那個船頭要給他綁起來，他才不會走那種，阿你家的繫

船柱在那邊就是了 

西佛國：對 

蕭老師：喔是這樣，所以你來的時候，這邊已經有人在住了，吸鴉片

那個？ 

西佛國：這邊 

蕭老師：喔他住這間，阿你出入都是這條？ 

西佛國：對，這邊都關起來，木板屋 

蕭老師：阿那時候你來的時候就只有這樣而已 

西佛國：差不多六尺 

蕭老師：六尺… 

西佛國：所以小時候都會在這裡跳，從這邊跳，跳去牆那，就是大家

都在玩 

蕭老師：阿深度差不多五六呎深這樣 

西佛國：對阿，到這邊啦，以前比較深啦，之後慢慢變淺了 

蕭老師：那個五十一號說港這邊，二十年前這邊有挖出一艘船餒，真

的還是假的？ 

西佛國：蛤？ 

蕭老師：五十一號那個先生說，這邊這個港道在二、三十年前有挖出

一條船，真的嗎？ 

西佛國：亂說的 

蕭老師：亂說的喔？沒有喔？我想說，他說報紙有報導，我想說去找

報紙報導在哪邊挖出來的  

西佛國：船放在那邊好好的，哪有可能挖到 

蕭老師：船不可能在這喔？ 

西佛國：船主就會拖走了，港道裡面的泥土會慢慢漲起來，人家有在

使用，也會把他開走，對不對？哪有可能放在那邊，放在那

邊就動不了了 

蕭老師：你們會把不要的水丟到這裡嗎？ 

西佛國：有阿，水溝那邊會慢慢流出去阿 



蕭老師：喔新蓋的都會把他弄出來到這 

西佛國：以前也是這樣啊，不然水要流去哪？水流到水溝再從水溝那

邊排出去，這條溝以前空軍醫院，以前安平那裡 

蕭老師：喔對 

西佛國：到那個地方，那邊有個池塘蠻大一個，現在那個蓋房子了，

那個垃圾都流流流，流到那邊沉澱下來，才不會流到安平的

那一排的房子，才不會一堆垃圾，垃圾到那邊就沉澱下來，

啊垃圾車在那邊撈 

蕭老師：以前是這樣收垃圾的？ 

西佛國：對啊，以前水溝在中間，在上來一點有留車可以過，就可以

把垃圾撈到旁邊，然後給垃圾車載走 

蕭老師：以前垃圾車在走的地方 

西佛國：後來就沒有了 

蕭老師：原本是船在走、後來垃圾車走，現在變成人在走 

西佛國：現在這些都不一樣了，蓋起來的這些以前都是港 

蕭老師：阿所以那個港有五六尺寬？ 

西佛國：更多，以前帆船在這卸貨，從這邊到另一頭呢 

蕭老師：這麼大喔！ 

西佛國：對啊，不然怎麼載東西 

蕭老師：我想說只有竹筏進來啊 

西佛國：竹筏叫竹筏，帆船叫帆船 

蕭老師：他們都說那個… 

西佛國：帆船是有掛帆的，帆會打開來，  

蕭老師：聽說來了，有時候是需要人去拉的？ 

西佛國：漂啊漂會漂走啊，需要人拉，不然就不會靠近對不對？不會

靠啊，帆船是靠風在走的 

蕭老師：嗯嗯，所以你家綁船的地方是這裡嗎？ 

西佛國：對啊，在外邊凸起來一個繫船柱，這樣給他綁起來，才不會

走 

蕭老師：嗯嗯，阿那時候六十九號在做甚麼？你來的時候的隔壁 

西佛國：做雜貨店阿 

蕭老師：喔他就在做雜貨店…阿六十五號呢？所以來的時候就已經沒

人在做了 

西佛國：沒人在做生意了 

蕭老師：因為那時候沒船了，阿所以王仁志老師說他家有船，是他阿

公那代吧？ 

西佛國：喔對，他的外公啦，大陸的啦 

蕭老師：對，他有說八十五號這邊是做存貨的，船來這邊收貨的 



西佛國：對，阿你去問他就好了，他小時候待在這知道的比較多，他

比較知道怎麼玩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就是跳過去摸，有的沒

辦法，被推到旁邊就摔下去了 

蕭老師：阿大人都不會來，只有小孩會來？ 

西佛國：都小孩在這邊玩  

蕭老師：阿大人都沒在這邊做甚麼？ 

西佛國：沒有 

蕭老師：就把他當作水溝這樣，阿像那個水仙宮當時把它弄成市場，

應該原本有… 

西佛國：不是，以前就有了 

蕭老師：以前就有了，只是 

西佛國：這以前是廟亭 

蕭老師：喔那整個是廟亭，後來變成市場，喔廟亭那麼大喔！阿所以

船是到廟亭那裡？ 

西佛國：對，到這邊，到這條海安路  

蕭老師：到海安路而已，所以不是進去裡面 

西佛國：不是，那是亭嘛，以前是去水仙宮，港的旁邊 

蕭老師：所以很多貨都落在水仙宮那，阿不然就是每戶如果你有在做

生意的話… 

西佛國：那個永川的廟也是一個亭 

蕭老師：所以那整個都是廟亭，好，這樣可以想像，不然不知道怎麼

想像，今天知道以前的港道這麼寬，阿那個佛頭港聽說比這

裡更寬？ 

西佛國：後面更寬，那時候…差不多民族路那裡 

蕭老師：整個民族路都是嗎？那麼寬？ 

西佛國：佛頭港是到民族路，他的路比較大條 

蕭老師：有划龍舟嗎？ 

西佛國：也不是，以前是港，日本時代有划一次啦 

蕭老師：喔喔日本時代划一次？ 

西佛國：我是沒看過 

蕭老師：喔喔，好 

…… 

西佛國：五米高 

蕭老師：五公尺，所以港差不多十公尺？ 

西佛國：要更高 

蕭老師：喔，我想說只有這樣而已啊 

西佛國：你想到竹筏而已 

蕭老師：因為他都只寫說木船阿，小個的，大個的沒辦法進來啊，我



想說竹筏是要載多少貨，要載多少次 

西佛國：那個載很多 

蕭老師：現在可以了解 

西佛國：用木材啦 

蕭老師：喔用木材 

西佛國：這條水溝有去到新美街，以前水是到赤崁樓門口 

蕭老師：嘿，很久很久以前的時候 

西佛國：所以城頂、樓梯下來，就是要上船了 

蕭老師：喔喔，就是城門下來的樓梯 

西佛國：對，那個城門下來有一個樓梯，下來就海邊附近了 

蕭老師：你是說那個赤崁樓的城門下來，這樣我可以想像了   

西佛國：不是說那個下來就靠安平了，那個都亂說的 

蕭老師：不可能齁，水要怎麼通？還可以游泳過來，那個不可能 

西佛國：現在是做了堤防 

蕭老師：阿以前是水嘛 

西佛國：政府給他通的，那是交通方便的，那時候船是交通工具，那

時候沒甚麼車，都靠水的，搬東西甚麼的，外國的報紙也都

是那樣，不然你住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要用甚麼運？那時候

船最方便了 

…… 

蕭老師：以前像這間是金華府嘛，那隔壁？ 

西佛國：姓鄭 

蕭老師：姓鄭，那做甚麼不知道？ 

西佛國：沒有 

蕭老師：來就沒有了，阿現在那邊空空的，只剩一個店面的，那間是

在做甚麼？ 

西佛國：我不太知道，應該是住家啦 

蕭老師：所以蔡師傅你來的時候這邊是住家比較多嗎？ 

西佛國：都是住家啊 

蕭老師：都沒甚麼在做生意嗎？ 

西佛國：沒有，都是住家，以前這裡小孩子很多 

蕭老師：都跑來跑去就對了 

西佛國：都在玩啊 

蕭老師：啊比較白目的就跑到後面去就對了 

西佛國：對啊 

蕭老師：阿你小時候都在做甚麼？不知道？ 

西佛國：都在玩啊 

蕭老師：啊聽說那一間就是那個土地公會嘛 



西佛國：對 

…… 

蕭老師：有的是沒帆布、有的有帆布，啊有帆布的比較小個 

西佛國：哪有比較小個，有帆布的都很大個，帆布的好幾丈高餒 

蕭老師：你知道以前的運河，不是現在的運河，是我們五條港的運河，

有以前的照片，他有帆布，他拍得很遠啊我以為他很小個，

現在才知道那麼大個 

西佛國：啊拍不到就很小啊 

蕭老師：那我知道了，至少有一丈寬，阿所以我們這個差不多… 

西佛國：更多，都嘛有兩三丈寬，才可以載很多 

蕭老師：嗯嗯，像我們以前沒有… 

西佛國：所以帆船要來台灣的時候，他是木材材質的，那很輕嘛，都

要裝那個石板，比較重才不會翻船 

蕭老師：像那個咾咕石，那條街就用壓那個咾咕石來的 

西佛國：不是，咾咕石是自然地板的，石板就是… 

蔡友誠：石板啦，像我們家前面那種 

蕭老師：喔喔，是壓那種喔？ 

西佛國：就外面那種，咾咕石是從高雄大岡山挖起來擦一擦，那個叫

咾咕 

蕭老師：那我們這邊高尚比較有錢都用那種 

西佛國：不是，那個比較便宜，這也可以用來做器材 

蕭老師：他們說咾咕從澎湖來的，因為怕那個 

西佛國：那個青苔都在上面，然後把他擦一擦，那個就是咾咕 

蔡友誠：咾咕石就是珊瑚礁啦！ 

蕭老師：聽說我們前面那條街是？ 

蔡友誠：對啊 

蕭老師：是用珊瑚礁的，阿我們這邊是用石板的？ 

蔡友誠：沒有，那個要看，壓艙石歸壓艙石，我爸爸說的那是壓艙石，

那是船要過來要用珊瑚礁，石頭要重， 

蕭老師：那這樣知道了，今天學很多，我看那個清朝的地圖，船有的

沒有帆布，有的有，我想說就那個進來 

西佛國：大的叫帆船，小的叫… 

蔡友誠：舢舨 

蕭老師：舢舨就是爸爸說的小的，阿小的有那個嗎？ 

西佛國：沒有，要掛也是可以啦，但都用划的比較多 

蕭老師：我有看過不知道是誰寫的，說那個港道沒辦法進來，都要靠

人在拉 

西佛國：那是大個的 



蕭老師：有可能用拉的嗎？ 

西佛國：那個是進來港道，沒有風，帆船沒有風不會走，就這樣拉進

來 

蕭老師：要用拉的，所以旁邊也是要稍微有點寬度，不然人怎麼站在

那拉？ 

西佛國：對啊，所以我說路這樣啊 

蕭老師：差不多那樣，嗯嗯，這樣我知道了，叫小孩把它畫出來 

西佛國：那小孩沒看到要怎麼畫？ 

蕭老師：沒有啊，就要回去跟他們說阿，讓他畫出來，這樣後人才知

道原來以前是這樣喔，所以才會來跟你問這些 

蔡友誠：舢舨叫舢舨，帆船叫帆船啦 

蕭老師：阿爸爸是說還有帆船可以進來 

女生：他說他小時候跟他姐姐他們這樣跳，掉下去在水溝洗澡，這大

概五、六十歲的人才知道 

蔡友誠：我們這個年紀沒有摔過的都不算 

西佛國：是不是跳過去貼那個牆壁 

蕭老師：所以你也有跳過？ 

女生：我有聽他講過 

蔡友誠：我們這邊只要是我這個年紀以上的，沒有掉過水溝的都不算

我們這條街的人 

蕭老師：哈哈，掉下去不是很髒？ 

蔡友誠：對啊 

女生：所以才被打來洗澡阿 

蕭老師：阿你那時候跳下去都沒魚了吧？ 

蔡友誠：那個不可能有魚 

蕭老師：不可能，那那個魚是從哪邊來的 

蔡友誠：那是後來 

蕭老師：後來有魚？ 

蔡友誠：那是有一個當兵的… 

女生：海安路 

蔡友誠：海安路在施工的時候 

蕭老師：喔反而會有魚？ 

蔡友誠：沒有沒有，有一個人要去當兵，他養了一堆孔雀魚，沒有辦

法養，就把全部丟到水溝裡面 

蕭老師：喔喔是那種魚，我想說是可以吃的 

蔡友誠：沒有啦 

女生：國小吧，國小的時候都會在我們家後面跟阿公用那個，我們門

口的那些就是他抓回來的，就在我們後面 



蕭老師：喔！是在後面水溝抓的 

蔡友誠：這都相通的阿 

女生：你想我兒子都已經唸碩一了，他國小的時候抓的，阿她爸爸跟

他阿公，他們兩個一起給他做漁網 

蕭老師：好，很好玩，那我知道了，欸那像你們小時候在後面玩，掉

下去都是黑的，阿下面都是垃圾，爸爸說那是收垃圾的水溝 

蔡友誠：蛤？ 

蕭老師：他說的阿 

蔡友誠：水溝喔？都淤泥阿 

蕭老師：都淤泥喔？ 

蔡友誠：不只那個阿，還有所有的化糞池，全部都排到那邊去，所以

掉下去你就知道那個有多刺激 

西佛國：沒有化糞池啦 

蔡友誠：有啦 

女生：屎坑就是阿 

蔡友誠：那個刺激就是在那個地方 

蕭老師：喔喔，所以小朋友就是要去挑戰就對了 

蔡友誠：這邊一條，那邊也有一條大概那麼寬啦，那邊就牆壁嘛，這

邊就有一個寬度，水溝以現在來看大概也就從這邊到那邊吧，

大概一百五那邊啦，小朋友就在那邊跳啊，跳過去整個人就

貼著牆壁慢慢走，那個時候人家的後門出來會有一個石板，

也可以走過去啦，我們就用跳的，從那邊走過來 

蕭老師：喔喔 

蔡友誠：每個人就很無聊在那邊跳 

蕭老師：應該是你們有賭甚麼才會去跳吧？還是？ 

蔡友誠：沒，就小朋友太無聊，以前只要想到甚麼就可以玩，以前也

沒甚麼電動玩具阿，要不然就煮椪糖、玩水漂、鬥蟋蟀，大

概就那些 

西佛國：差不多民國三、四十年的時候，這條路也都小孩子啊，一間

都住好幾個人 

蕭老師：對啊，一間都住好幾戶阿 

西佛國：一戶都差不多兩、三個孩子，有的更多，阿街頭都小孩子在

玩 

蔡友誠：玩到太無聊就會頭殼壞掉 

蕭老師：頭殼壞掉 

蔡友誠：真的阿，不然你要怎麼去形容這個愚蠢的行為 

蕭老師：嗯嗯，就好玩的 

蔡友誠：因為你每天老是玩那個煮椪糖，也是會玩到膩阿 



蕭老師：對啊，煮椪糖你還要攪拌之類的，一開始會好玩，之後就要

攪攪攪，就很無聊 

蔡友誠：阿累積到一個能量就會想玩點刺激的 

西佛國：像那個差不多一尺而已，跳去摸 

蕭老師：一尺，這樣而已 

西佛國：對啊 

蕭老師：一尺三十公分餒 

蔡友誠：你想嘛，那邊全部都是牆壁阿，一個石板就那樣，阿你跳過

去，你整個要貼這樣欸，所以有人說跳過去要抬回來啊 

蕭老師：所以蜘蛛人是從這邊發生的吧，蜘蛛人要找你們拍片 

蔡友誠：你想後面在蓋房子，阿無聊看那個卡通影片不是拿雨傘當降

落傘嗎？阿底下有沙嘛，那個掉下去不會怎麼樣因為有沙嘛，

阿就想要學那個拿雨傘有沒有，這樣跳，剛開始真的會啦，

阿一下子就砰！ 

蕭老師：哈哈 

蔡友誠：這樣有好玩齁 

蕭老師：阿這樣好啊，有創造力，現在小孩都沒甚麼創造力 

蔡友誠：而且玩那個不只有男的玩，女的也有玩 

蕭老師：女生也會玩 

蔡友誠：對阿，跳水溝以前我姊姊也有跳過阿，男的女的都嘛一起跳 

西佛國：要去洗澡啦 

蕭老師：洗澡，那不是會洗很久？ 

蔡友誠：那個喔，大概洗兩、三次都洗不乾淨 

蕭老師：阿還是會跳就對了 

蔡友誠：嘿對，因為就是太無聊，你看無聊到這個地步 

蕭老師：阿你小時候就已經有海安路了吧 

蔡友誠：有，阿沒有這麼大一條 

蕭老師：喔，就是比較小 

蔡友誠：你可以去找一本日本之前有拍海安路的 

蕭老師：喔我有看 

蔡友誠：那個以前的街道比較漂亮 

蕭老師：然後也沒有康樂街對不對？ 

蔡友誠：康樂街有 

蕭老師：康樂街已經有了？ 

蔡友誠：對啊，小小一條而已，那個都是後來拓寬的啦 

蕭老師：喔以前有康樂街，阿是誰說，蔡師傅以前沒有康樂街吧 

西佛國：有巷子 

蔡友誠：有阿比較小條 



蕭老師：阿不是從忠孝街… 

蔡友誠：康樂街就是西門路前面那一條阿，西羅殿前面那條就是康樂

街阿 

蕭老師：他說以前沒有那一條，是從媽祖樓那條 

西佛國：以前沒有啦 

蔡友誠：走那一條小條的阿，從那條街過去 

西佛國：西羅殿前面都是一些馬車過的 

蕭老師：馬車？ 

西佛國：載貨的馬車 

蕭老師：是牛車還是馬車啊？ 

西佛國：馬車，用馬的 

蕭老師：阿不是說這邊都用牛嗎？ 

西佛國：也有牛 

蕭老師：後來用馬？ 

西佛國：用馬比較快 

蕭老師：喔喔 

西佛國：牛都走得很慢 

蕭老師：馬走很快，阿不過馬比較貴 

西佛國：日本政府過來要用馬，不過以前是都用牛比較多 

蕭老師：喔喔，聽說北勢街是雙線道，兩個牛車可以過？ 

西佛國：對，現在兩台車也是可以過 

蕭老師：阿你小時候有看過牛車在這邊走嗎？ 

西佛國：有阿怎麼會沒有 

蕭老師：阿是馬車在過… 

西佛國：阿以前載磚塊都一車五百袋阿，牛車在載 

蕭老師：牛車載這麼重走得到嗎？牛走很慢 

西佛國：很慢也是會到阿 

蕭老師：感覺很沒效率 

蔡友誠：那是現在沒效率，以前算是很有效率了，以前靠人工 

蕭老師：也是齁 

西佛國：一車磚塊五公斤重，要不然就差不多四公斤，都五百袋… 

蕭老師：五百袋很重欸，阿牛很可憐 

西佛國：可憐甚麼，拿繩子給他抽下去 

蕭老師：我不知道，我想說牛就耕田，沒想過台灣有拿牛做運輸工具 

西佛國：對啊，牛車，以前小孩看牠在走，牠如果沒有載貨，小孩都

會爬上去坐 

蕭老師：阿牛車主人不會打嗎？ 

蔡友誠：不會啦 



西佛國：不會啦，牠就沒載人，也不是說要一直坐，坐一下就跳下來

了 

蕭老師：喔喔，那樣很好玩，現在沒牛車。阿以前牛車牠不是會便便

或尿尿，所以地板都會那個 

西佛國：那都用畚箕的 

蕭老師：喔喔，因為現在買車不是都會掛一個 

西佛國：那個不會 

蕭老師：喔好，阿以前在做染布的是在對面？ 

西佛國：在對面 

蕭老師：七十號那邊齁？啊有三間在做染布 

西佛國：姓高的 

蔡友誠：那是台灣最早期最大的藍染廠 

蕭老師：最大的就在那裡，我有聽過 

西佛國：用那個菁仔，藍染，都這邊在做的 

蕭老師：喔喔，啊那家最後搬走是嗎？ 

西佛國：對，就漸漸冷清了 

蕭老師：就倒掉了，喔那像他買三間店面，後面都是他的嗎？ 

西佛國：對啊，五六個 

蕭老師：哇！那多大啊！ 

西佛國：你到前面那邊看，通到那邊去，這一間一百多坪 

蕭老師：三間就四百多坪 

蔡友誠：啊你看那邊不是有一條巷子？ 

蕭老師：對 

蔡友誠：就是那麼長 

蕭老師：啊他的加工廠就在後面 

蔡友誠：那個我不知道 

西佛國：我們來的時候就收起來了 

蕭老師：喔你來的時候已經收起來了，我想說你來的時候還有看到，

啊他那邊有一間做制服的山隆牌？ 

西佛國：在那邊，不過他是… 

蕭老師：是最後才來的 

西佛國：最後才來的 

蕭老師：他也把它賣掉齁，現在要做民宿 

西佛國：以前那個時代比較好做，那個…和春啦，織布的，賣掉他再

來買 

蕭老師：是何春賣給做制服的 

西佛國：對，姓王，他是外面來的，北港人 

蕭老師：喔是北港人，不是在地人，我想說是在地人 



西佛國：不是，都外面來的 

蕭老師：所以後來這邊… 

西佛國：啊有一個叫吳周傑，那間姓王的，也是跟他買的 

蕭老師：跟他買的，啊他差不多甚麼時候搬走的？ 

西佛國：差不多十幾年前 

蕭老師：啊他大老婆是住到過世嗎？還是？ 

西佛國：對，搬走才死掉的 

蕭老師：所以他賣掉給別人，那是以前文青好好笑那間對吧？ 

西佛國：對 

蕭老師：嘿啊，現在也是賣掉，不知道誰買的，就把他丟在那 

西佛國：有錢人買的 

蕭老師：喔喔，蔡師傅你知道七十八號，你小時候他在做甚麼嗎？ 

西佛國：哪一間？ 

蕭老師：聶樓咖啡店 

西佛國：沒有，住家啦 

蔡友誠：我們家的門就是他們家的啦 

蕭老師：喔？ 

西佛國：後面的門 

蔡友誠：他們的神明廳的門 

蕭老師：喔喔，因為我問了聶樓前一個老闆慢慢鳩，他說他們來的時

候還有牌樓甚麼的，很漂亮 

蔡友誠：牌樓？有牌樓嗎？ 

蕭老師：他說的啊，他說以前房子裡面… 

蔡友誠：不是牌樓啦 

蕭老師：那是甚麼？ 

蔡友誠：就那個門的造型而已啊，你想說他們裡面第二間的二樓就是

這個門啊 

蕭老師：他是說這個喔，說那個很漂亮，因為以前登革熱的時候，政

府破門而入，整個都弄掉了 

蔡友誠：沒有啦不是政府，政府哪有可能給人家去弄這個動作 

蕭老師：他說的我不知道 

蔡友誠：亂講，因為他有登革熱，政府就會去穿刺就通知他們，看有

破損就剛好整個清掉，不然他會一直刷罰單啊 

蕭老師：喔喔，啊他也沒能力再整修就… 

蔡友誠：沒有，也因為他們人太多，乾脆就賣掉了，有親戚在日本啊 

蕭老師：對，聽說有二、三十個人 

蔡友誠：所以那個也不好處理就賣掉了 

蕭老師：所以那間已經賣掉了喔？七十八已經全部賣掉了？ 



蔡友誠：對啊，好像要規劃做餐廳甚麼的吧，不知道是北部的還是陸

資，搞不清楚，現在很多都是陸資來買的啊 

蕭老師：是這樣喔 

蔡友誠：那個香港不是也大陸的？ 

蕭老師：是大陸的喔 

蔡友誠：對啊，做人頭的 

蕭老師：喔是借香港的人頭？ 

蔡友誠：不一定啦，這邊的關務也是北部的，因為他們又不知道行情，

他們買一個透天的，比台北買一個套房還有剩，他們覺得很

便宜啊，他們的觀念是這樣啦 

蕭老師：也是啦 

蔡友誠：所以就炒作起來了啊 

蕭老師：沒關係炒作起來你家也會有錢 

蔡友誠：那個對我們來說其實沒甚麼用 

西佛國：那也是要繳稅金的啊 

蕭老師：對齁 

西佛國：不好餒 

蔡友誠：你反而要增值稅啊 

西佛國：要多幾倍的稅金餒 

蔡友誠：你如果說要買賣就有賺嘛，啊如果你是老宅你又不可能去買

賣 

蕭老師：就是要繳增值稅、房屋稅，甚麼都漲 

蔡友誠：反而又更麻煩，以前這邊是單純的住宅區嘛，搞到最後變商

業區，也很奇怪啊 

西佛國：因為那個地價稅，如果說以前一塊多，現在七十多，就六十

倍的錢欸，所以大家就很笨啊 

蕭老師：錢也沒有賺到 

西佛國：拿去繳稅金 

蕭老師：都被炒作客賺走了 

蔡友誠：大概就歸政府賺的 

蕭老師：把它算是歸政府賺的 

西佛國：所以要安定，賺錢的人固定的，才不會今天賺一頓，明天剩

五塊，像那些人的觀念都不對 

蕭老師：都不對啊，像現在那個正興街被炒得沒天良 

女生：好像聽說那個租金好貴 

蕭老師：很貴！他好像一坪要賣到兩百 

蔡友誠：啊你說那邊哪來的價格？ 

蕭老師：沒有啊，所以那邊整個都漲啊 



蔡友誠：他看人家做好，有的地主會想說要把人家趕走啊，看人家做

自己眼紅，見不得別人好，這也很奇怪 

蕭老師：然後又把那邊的老宅全部買掉，全部打掉蓋新的 

蔡友誠：對啊，下一個地方如果炒作起來，像在這邊本來這一條街，

當然這也是一個歷史的演進，那也沒辦法啦，不然你說以前

在看，你會看到可能各個時期的，可是問題是現在老了，很

多年輕人都跑了，老一輩他又沒有住在這邊，他賣掉那新的

來 

蕭老師：他就亂弄了嘛 

蔡友誠：啊你說你要…也不能說不行啦，這畢竟人家房子也是人家買

的，當然新的時代新的建築物，那個又是另外一個歷史，啊

只是觀感的問題。啊你說好不好？這也沒有一個定數啦 

蕭老師：看政府他想要怎樣啊，如果他想要保存的話，就要像歐洲那

樣，一些規範這樣，啊他對這條街還是沒有 

蔡友誠：人家外國、歐洲的街道，那個街面甚麼都不能改嘛， 

蕭老師：對啊都不能改啊，阿你裡面弄都沒關係 

蔡友誠：你家裡面要做到成甚麼樣子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啊就是人家

政府有出錢，這邊政府哪會給你出甚麼錢，不可能啦 

蕭老師：只會說要做老街啦，有啦，他現在有甚麼老街方案 

蔡友誠：其實那個也還好啦，我看 

蕭老師：但是他也沒有在做，聽他們說他們要做老街，然後他們去申

請神農街，他說神農街已經夠熱鬧了，錢不會給，所以就覺

得很奇怪，這也才要繼續弄得更好。 

蔡友誠：啊就… 

蕭老師：就這樣 

蔡友誠：你說政府沒錢，那也無所謂，你有在課稅金甚麼的，你就可

以從這邊去做補助，住家的人才有錢去修復嘛，阿你說最早

那個三峽老街，其實做古蹟保存的人，我是覺得很多也怪怪

的，你只說要保存，人家的房子你說不能去改 

蕭老師：要給人家錢啊 

蔡友誠：對啊，問題是到了下雨 

蕭老師：漏雨啊 

蔡友誠：漏雨，人家要蓋你就要照那個工法，問題是那個工法要去做

的話很貴嘛 

蕭老師：那個要請師傅去 

蔡友誠：那個很多嘛 

蕭老師：對啊 

蔡友誠：人家當然沒錢啊，然後你們又不給他蓋，住在裡面的人當然



會反彈啊 

蕭老師：所以現在就有很多你要立那是甚麼古蹟的前一個晚上… 

蔡友誠：像那個古廟就是這樣啊，因為被你一弄他也麻煩啊，你政府

又不出錢、人家房子他也要住，阿又透天的，真的可以從裡

面看到天的不叫透天嗎？你說那個稅金甚麼可以慢慢補償，

方法有很多啊，唉不會講 

蕭老師：就是那樣 

蔡友誠：我們也不是當官的 

蕭老師：好，那師傅我問你你們本來地板就是這樣了嗎？ 

西佛國：不是我們這以前是水泥的 

蕭老師：是自己用的喔？ 

西佛國：自己用的，差不多那麼厚，會放輪胎皮 

蕭老師：怕濕嗎？ 

西佛國：不是，怕會滑 

蕭老師：喔是怕會滑 

西佛國：以前都原木啦，買整批來做 

蕭老師：阿你以前的原木應該有工廠先放著吧？那麼多個 

西佛國：就亂丟啊，讓別人偷載去賣啊 

蕭老師：啊！那很貴你還讓人偷載去賣？ 

西佛國：我就買一買，放在制木材場，那間姓方的樣子，啊對面那一

間沒地方跟他買，他沒錢就拿去賣，啊我要用的時候，他再

去跟他討 

蔡友誠：以前傳統產業蠻好玩的，現在大概都快沒有了 

西佛國：現在沒有了啦 

蕭老師：那個產業也快沒了吧？ 

蔡友誠：那個時候台南剩兩家吧，民生路那邊有一家，安平工業區有

一家，以前這邊好多餒， 

蕭老師：我最近才知道很多藥房拒絕我們去幫他，後來我才知道為什

麼，因為政府也很奇怪，你爸爸是開中藥房，兒子不能繼承，

他也不給你牌，你爸爸死了就沒有了，現在中藥是這樣子 

蔡友誠：這跟我一個學姊的情況很像 

蕭老師：所以誰可以去賣中藥？就是中醫師或是藥劑師，但是藥劑師

誰要用中藥啊？ 

蔡友誠：對啊 

蕭老師：所以就一直拒絕我們幫忙，死了就沒有了 

蔡友誠：這樣很麻煩欸 

蕭老師：就沒辦法，那些中藥行都很可憐，民權路那一間，現在經營

人如果走了就不可以經營了，現在中藥是這樣子，因為我們



也有請博恩堂來講座，他也是在講。 

女生：他沒有看病，只是買賣也不行？ 

蕭老師：也不行，他就是連那個牌在中藥行都不行，然後我去看中醫

師，有去問中醫師他也說是這個樣子，他說我們中醫師那麼

忙怎麼可能再去用那個藥材，根本不可能，很奇怪的法令。

然後神農街後面那間中藥房也收了啊 

蔡友誠：那間收了喔？ 

蕭老師：對啊，人走了就不能再經營了 

蔡友誠：那就變成認識的才知道，都沒有店面 

蕭老師：就你知道才去買這樣子 

女生：不過你要有那個科系才能去參加國考，一定要有那個科系才能

去才有那個證照 

蕭老師：對，現在是這個樣子 

女生：你如果不是那個科系也不能參加國考喔，自己私底下讀也不能

去參加 

蕭老師：以前中醫是可以啦 

蔡友誠：啊有的跑去大陸去讀 

蕭老師：對啊，去大陸比較快，我有一個學生也是這邊沒有，直接去

大陸念，去那個上海中醫大學 

蔡友誠：對啊，有的用錢就可以啊 

蕭老師：用錢就可以買。好，知道了 

蔡友誠：你可以問王仁志，他知道的事情蠻多的 

蕭老師：蔡師傅今天跟你問很多，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