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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Tainan 美印臺南雙月刊
編輯的話

本期美印臺南觀察大隱於市的溫暖火光。
看打鐵工具店職人的千錘精鍊，不礙高溫鐵爐打造生活器品；新光手繪社區，孩童與耆老聯
手重燃竹藝的傳承燭光；再看建築夾層中特殊比例的畸零地建築體，隱藏在城市紋理中，散
發趣味的生活樣貌；也在傳統市場的季節物產裡，透過人與人情感調味，燉煮出餐桌上噓寒
問暖的菜色。
微火慢鑄的臺南，熱力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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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體記憶

對食材噓寒問暖間，整治一桌春色
文字/陳怡彤 攝影/洪詩雅 插畫/林家棟 特別感謝/料理、場地提供 林美吟老師

閱讀臺南飲食，辛永清在《臺南安閑園的飯桌》中用親切潔淨的文字讓我們見識到了府城人的美味時
光，循著記憶中對人世間美好的情感交流與對舊時光的淡淡懷念，讓人彷彿回到1920年至1930年的臺南。
此後，每當吃到嫁娶人家的大魯麵，總想起她在文章中附上的「什錦全家福大麵」食譜：配著各色菜蔬、
肉絲蝦米所煮成的羹湯裹著細滑的油麵，果真像家人團團圓圓地緊靠一起，熱鬧中滋味無窮。走在臺南
的街市上，也總想起她所描述的那些叫賣著各式小食的小販――將裝著豆花、粉圓放在從樓上垂掛下來
的籠子裡，再由上頭的買家小心翼翼拉上去的景象。從日治時期到當代的飲食生活交叉呼應著，味蕾的
記憶可以穿越時空。
一個微雨的早晨，應著當日東道主林美吟老師的邀約來到位於舊城
區的保安市場，要體驗一趟臺南人的傳統市集採購與煮食。保安市場
雖是傳統市場，但因為城市的更迭，從原先保安路的街巷市集，經幾
度遷徙，幾年前落腳現址，成為臺南市唯一一座室內傳統市場，現
代化的建築外觀，室內有冷氣空調、地下停車場與電扶梯，大大顛
覆一般人對傳統市場的印象。美吟老師生長在一個傳統大家庭，從
小與姊姊必須幫忙媽媽做飯，國小六年級開始就時常捧著大飯鍋淘
米，而且家庭人數還不是普通的規格，一次就得煮十幾杯米這樣驚
人的飯量。因為父母生意忙碌，被派煮飯是常有的事，姊妹倆同時
還得隨機應變，看看當時候家裡有些什麼菜蔬，排列組合，變出一
桌菜供家裡十五六人享用。從小鍛鍊出來的做菜功夫影響著兩姊妹，
姊姊長大後開了咖啡店，而美吟老師雖不從事餐飲，在大學教藝術

老師說起第一次來保安市場買霜降豬肉的經驗，明明看到攤上已經有一小堆處理好的霜降肉，但是年老

的她喜歡動手做菜款待親朋好友，還會特地製作筵席菜單放在餐桌

的老闆娘就是不賣，只說是留給其他客人的。老師沒法，只好打電話將在市場另一頭的媽媽呼喚至攤前，

邊，讓食客驚豔不已，足見招待朋友之用心；留學日本十年、正規

老闆娘認出了老主顧的臉，露出微笑，將上好的霜降肉細心處理、過秤打包，讓老師帶走，經過媽媽的介

藝術訓練出的美感也時時流露在她做菜的細節裡，老師笑說自己的

紹之後，從此老師也能買到這家的好肉了。想起府城人母女的傳承之一，就是媽媽帶著女兒去買菜，同時

菜都是創意料理，隨著心情隨性而為。為了這天午餐的友情盛宴，

介紹幾個熟識的菜販、肉販給女兒認識，代代相傳的滋味是從食材開始的。故事說完，來到故事主角的豬

老師開了菜單：霜降肉配羅蔓鮮菇沙拉、芋頭濃湯、番茄洋蔥涼拌

肉攤，一對老夫妻經營著這個豬肉攤子，老闆娘彎腰弓背用小刀在厚厚砧板上一刀刀切著霜降豬肉，臉靠

菜、麻油雞，以及老師的創意功夫菜――蝦膏煎蝦。

得很近如作珠寶鑲嵌，手腕上翠綠玉鐲隨之搖晃。老闆則像上班族般穿著襯衫西褲，兩老如此認真嚴肅的
對待自己的工作可見一斑，老師說，他們攤上連切碎肉都用手工，不假手絞肉機的。

美吟老師拖著買菜推車健步如飛，我們跟在後頭跟她一一拜訪市
場內熟識的攤販。第一攤，賣雞肉的老闆一邊揮舞手上的刀剁雞，

美吟老師買菜講究，連蔬菜都要分三攤購買，作沙拉所用的羅蔓菜葉哪一家的最嫩、燒烤後汁液鮮美的

一邊與老師打招呼，攤上粉紅色的雞肉依部位分開，雞胸上那一小

菇類要在哪一攤買，每項細節都清清楚楚。老師腳步敏捷，沿途介紹：這對夫妻各看顧一個菜攤，菜種豐

塊薄肉一片片被取下，像蝴蝶般展開，雞腿一支支陳列出來。老師

富服務好，一顆芋頭整理得清淨如藝術品、玉米用小鐮刀割下來，黃澄澄落滿一盤，還附贈一大把香菜、

買鴨，老闆打開兩隻鴨胸，比較哪一隻更肥些，讓老師買下。在傳

芹菜。另一頭，賣蝦的攤上老闆娘時髦極了，身形苗條纖細，吹得蓬鬆定型的頭髮暈著淡紫色，跟她攤上

統市場裡滿是這樣親切可愛的人情交流，是要一次次彼此熟悉確認

亮晶晶殼色的海瓜子相輝映。接著在春子花店跟臉龐紅潤的婆婆買花，再上二樓熟食區買了傳統糕點當作

之後，老闆們才會當妳為自家好友，私心把特別好的食材交託。

飯後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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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食材噓寒問暖間，整治一桌春色│ 03

結束採買，回到老師的廚房動手整理食材。平時教學工作繁重的美吟老師，因為對煮食的熱愛，在搬家

臺南人以能吃、會吃、懂吃自豪，飲食在這裡自成一個

時決定要一個設備完善、可以自在烹飪的廚房。果然，這間廚房寬敞舒適，冰箱容量尤其驚人，設備刀具

文化，一起吃飯是日常生活間重要的交流場域，親自料理

一應俱全。一邊幫忙將洋蔥切碎，一邊聽老師講解何謂完美的麻油雞做法，從火侯控制、湯汁濃稠度、

食材是知物惜物的展現，一餐飯讓我們圍桌坐下，杯盤筷

材料下鍋順序……，邊做邊說，如同上一堂大師烹飪課。老師不疾不徐，在廚房中輕巧旋身，像跟食材器

匙間談吃、談生活，感謝賜予食物的大自然、感謝得來不

具們跳舞，她說，對食材要噓寒問暖，要仔細拿捏食材的各種狀況來處理，例如冷凍過和新鮮的蝦子處理

易的食材、感謝細心對待食材的人們，因著這些，實實在

方法就有不同，適性的處理，才能把它們最美的精華釋放出來。做菜過程中，住在樓上老師的姊姊下樓

在感覺到身心都獲得了支持。

來，把芋頭帶上樓，笑盈盈再下來時，一鍋芋頭濃湯已經如變魔術般完成。上菜了，長桌上一盤盤的佳餚
成品，回想一早從保安市場採購開始，一直到好菜上桌，多少美好的交流發生在其間。
麻油雞軟糯豐腴、蝦膏煎蝦焦香味濃、生菜沙拉爽口鮮脆，配上被仔細處理過的烤霜降豬肉，回憶故事
與美食交織，席間老師分享在日本求學間的甘苦，當時父親大器地要她好好體驗日本的各種文化，年輕的
她曾怯生生坐在高檔壽司臺前，首次品嘗到至今難忘的滋味，日本極致的人文美學陶冶了她的專業知識外，
也薰陶了她的味覺、品味，看老師做菜帶著一份游刃自如的律動，買菜時有著老臺南優雅的人情應對，每
個過程都是享受與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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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國際經典

藝饗專欄

春天．在臺南，以文學佐藝術―2014臺南藝術節
文 字 /吳 幸 蓉

圖片提供/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天清清 地靈靈
城輕輕 人閒閒

文學．城市舞臺

當美成為一種生活的信仰

在「國際經典」系列也特別安排雋永人心的表演

如何把美，生活出來？「宜居」臺南的人最

節目。首先登場的是亞洲首演的《西城故事》電影

明白。近年移居臺南的作家郝譽翔說：「臺南

交響音樂會，此音樂劇以莎翁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有傳承，有來歷，有典故，還有穿越了時間長

」為原型，改紐約為背景，由柏恩斯坦原創配樂，

河考驗遂點滴薈萃下來的、一套對於生活乃至

成為美國在地化的著名音樂劇。本次的臺南演出則

生命幾近頑固的、認真且執著的美學，甚而信

再次在地化，將電影中交響樂的聲道靜默，由曾獲

仰。」欣賞2014年春天的臺南，除了滿城盛

首屆柏恩斯坦指揮大賽的簡文彬先生指揮長榮交響

開的繁花，還可以從「最在地、最國際、最文

樂團，現場與電影同步演出。

學」的藝術之花來體現臺南生活之美。

談論文學之美，文字聲韻是關鍵之一。在本

巷仔內伊佇遐絲敏豆 等待誰的黃昏後

次的臺南藝術節「城市舞臺」系列就結合了文

此外，也首度邀請維也納國家劇院合唱團以及

入內坐 緊入內坐 捏話頭

學、音樂與空間，於知事官邸、鶯料理、糖廠

舞 蹈大師馬克‧莫里斯擔任駐節藝術家，與臺灣的

――〈五條港邊〉謝銘祐

等歷史建築，探索演繹文學與音樂的化學作用，

年輕學子分享創作經驗。維也納國家劇院合唱團與

力邀三十二位當代深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家接力

日本音樂家久石讓合作，演出宮崎駿動畫「風起」

演出「臺南藝術節之聲」，作家們親自錄音獻

的管弦樂版本組曲。曾經和大提琴家馬友友合作過

美，是臺南人生活的信仰，因著這樣的一份信仰，

「聲」朗讀作品，佐以音樂搭配呈現，是極具

的舞蹈大師馬克‧莫里斯，被譽為「現代舞界的莫

2014年臺南藝術節以文學串起「臺灣精湛、國際經

大膽而新鮮的美感饗宴，在帶有異國風情的知

札特」，對於音樂有無比清晰的邏輯性，將音樂

典、城市舞臺」三大活動主軸，用傳統戲劇、現代

事官邸庭園中演出，彷彿凝成一幅印象派的美

轉譯到舞蹈創作，傳遞莫札特音樂中各層次的情

戲劇、音樂劇、舞蹈、音樂、國際藝術家以及在地

麗圖畫。

緒反應。

藝 訊

2014臺南藝術節
日期 2014/4/5(六)-6/20(五)

空間，撒種這片文學沃土，開出繁花的臺南藝術節。
網路部落格是現代人最常使用的書寫平臺。
名字很在地，出生也很在地的臺南人劇團在

文學．臺灣精湛

特別推薦五月節目

2013年度大戲「安平小鎮」之後，這次從美食

在「臺灣精湛」系列中，愛樂劇工廠製作演出的

部落格「你所不知道的－臺南小吃」發展出一

「重返熱蘭遮」臺灣史詩音樂劇，敘述17世紀一位

齣荒謬的溫馨喜劇，臺南小吃勾魂的功力，連
過世的親人都要托夢來上一碗「鱔魚意麵」，
這到底是一碗什麼樣的滋味，讓人連喝了無敵
的孟婆湯都消除不了宿世的記憶？此作品於
321巷的日式老屋中演出，一次就能把臺南最
精華的「老屋、小吃、臺南人」感受到位。

5/23(五)-5/25(日)
雞屎藤新民族舞團 府城浮世繪―春痕秋夢錄

荷蘭軍官來臺尋父的故事，這讓人聯想到「安平金
小姐」。「安平金小姐」的傳說，曾由臺南在地的

5/24(六)-5/25(日)

臺語詩人陳建成及金曲歌王謝銘祐，聯手編寫成臺

愛樂劇工廠 重返熱蘭遮

語音樂劇「戀戀大員」，並於2011年在臺南演出。

5/31(六)

這兩齣音樂劇如果可以聯演，將為臺南的文學藝術
再添一樁美事。

鶯藝歌劇團 千里兄弟情
詳細資訊請上2014臺南藝術節官網 tnaf.tnc.gov.tw

府城臺江的「鹿耳春潮」是清代著名八景之一，
好奇老臺南的生活有何特別的景緻嗎？日治
時期府城漢字報紙《三六九小報》就常刊登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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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夏之交，臺江內海與大洋之水交會時，激盪
出來的海吼聲如響雷，波瀾壯闊之景常有文人為文

城生活的大小事，特別的是還會刊登當時藝旦

頌詠之。擅長以府城在地文學為創作素材的廖末喜

的許多事情，葉石濤先生就曾寫下〈葫蘆巷春

舞蹈劇場以此創作「鹿耳春潮」，透過舞蹈肢體來

風〉來說葫蘆巷藝旦的故事。葫蘆巷就是現今

詮釋文學中記錄人與土地及海洋之間綿長而緊密的

祀典武廟旁的小巷，此巷道彎曲如葫蘆，到了

情感，訴說府城的感性柔情。而府城的英雄氣慨，

現代因有多家算命館聚集而有了「算命巷」之

則由五洲新藝園掌中劇團來表現，其改編小說《臺

稱。雞屎藤新民族舞團就以葫蘆巷的故事為基

灣外紀》演出「臺灣第一戰 郭懷一抗荷英列傳」，

底，舞出一條長巷、兩個藝旦流轉於四季府城

以傳統戲劇表現郭懷一抗荷的慷慨激昂，演繹出另

的「府城浮世繪—春痕秋夢錄」。

一種文學的況味。

春天．在臺南，以文學佐藝術─2014臺南藝術節│07

鐵砧一定在中央的某處，
像獨角獸一樣長著角，一端方方正正，
一動也不動地安置在那裡：一座祭壇，
在那兒，他將自己耗盡在形狀與音樂中。

「振利工具店」的吳師傅寡言，雙手卻毫不停歇，他靜定
專注的工作態度，不容片刻分心。他退伍之後，繼承這間三
代老店，最初看著父親工作，學習辨鐵、控溫、塑形，除了
觀察製作的細節，還得咬牙忍耐高溫，最終才能從學徒熬出
師。問他打鐵的步驟是什麼？他翻動幾種鐵片，說明各別的
特性：生鐵含碳量高，熔點和延展性較低，用來鑄造器物；
熟鐵含碳量低，熔點和延展性較高，適合錘鍊打造。確定鐵
性之後，才真正進入鍛鐵的階段。
火苗竄起，師傅將鐵片埋進火爐加熱。「看顏色變化，決

職 人好物

細火錘鍊，散發光熱―振利工具店

定加熱或拿出來打！」怎麼看顏色變化呢？師傅搖搖頭，笑
而不答，幾十年來的經驗判讀，鐵片的顏色和溫度成了一種
能夠一眼看透的表象，暗示著無法明說的老道工夫。運用鐵

文字/吳俞萱

攝影/洪詩雅

鉗取出鐵片之後，師傅選取不同的打磨器具，擊成所需的厚
薄形狀，再進行細部修邊，最後，將打好的鐵器丟入冷水中
冷卻，增強鐵器的硬度與強度。見識過鍛鐵、錘鐵、精修、

我知道的，只是一扇通往黑暗的門。
在外頭，老舊的輪軸和鐵環生鏽；

淬火四個打鐵步驟，就能明白「千錘百鍊」並非誇飾的形
容，而是打鐵師傅的尋常技藝。

在裡頭，被鎚打的鐵砧緊促的聲響，
不可預知的火花
或者嘶嘶聲，當一隻新鞋探進水中變硬

店內一隅，是師傅的打鐵空間，另外有幾面透明櫥櫃，
擺放和懸掛了各式鐵製工具。師傅說，目前店內最大宗的
生意，來自出海捕魚的專業魚刀。刀身主體是將燒紅的不

一手掀動炭火，一手拉著鼓風爐，眼看鐵片燒得火紅，迅即取出，使勁錘打，迸發絢麗的火花。眼前這

鏽鋼片剖開，夾入鐵條，刀刃也是鋼鐵混合，透過精緻的

鏗鏘的打鐵景象，在府前路上窗明几淨的「振利工具店」天天上演，狹小工作室內，老師傅一身淋漓大汗，

鍛造手法，製出尖利且不會生鏽的魚刀。「捕魚船都會需

不疾不徐地添炭鍛鐵，與時間競逐，因為只有幾秒鐘的黃金時間，能夠趁熱打鐵，鐵一冷卻，又得再度放

要這種刀子，一捕到魚，就趁新鮮去骨剖開。薄細的刀刃，

進炭火裡燒。

前端適合穿刺，輕易深入魚腹中切割，並將魚肉刨片，再
冰到冷凍庫，做初步處理。」

舉目所見，各種機具與打鐵器材――火爐、風箱、鐵砧、鐵鎚、砂輪機等，全被烈火燻得焦黑，讓人恍
惚掉入老舊時空，回到那個打鐵行業興旺的時代。早年的農業社會，種田的鋤頭、鐮刀、鐵鏟、圓鍬、釘

師父的作品除了常見的剪刀、菜刀、鐮刀、鏟子、耙子、

耙，或是家庭五金菜刀、剪刀、鐵鎚，全都仰賴「打鐵舖」來製作。而後，工業化時代來臨，大量機械替

水泥鏟刀之外，還有別具特色的精巧餐具，師傅說，他喜歡

代人工，改變了各行各業的運作方式，打鐵成為一門夕陽工業。

趁熱扭轉細小的鐵條，打造出獨一無二的湯匙和筷子，也喜
歡修復老屋的配件，製作造型特殊而經久耐用的小玩意兒，

這個傳統的古老行業，講究鋼鐵鑄造和鍛鍊技術，用火爐加熱熔燒鋼鐵，再以鎚子、鐵砧敲打製作出各

門閂、燈座、把手等等，喜歡挑戰自己，突破傳統。問他

種形狀的工具。然而，工廠機器一天就可以壓出好幾百把刀具，不只成本低，賣價也便宜，純靠力氣和技

這份工作的辛苦與喜悅，他說，環境很熱，但是「做出來的

術的打鐵師傅實在很難與之競爭，但若追求工法的細膩度，師傅手工打磨的質感與純度，仍舊無可匹敵。

東西交到客人手中，看到他們滿意的表情，就不怕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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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穿著皮圍裙，頭髮在鼻內，

奇想城市

他靠著側柱探身出去，回想起卡塔作響

城市建物隱藏版―火柴盒建築聚落

的蹄聲，在車輛成列急馳過處；
而後咕嚕地低語著，走進來，重擊輕敲，
開動風箱，好錘打出真正的鐵。

文字/ 林小兔 攝影/ 洪詩雅 插畫/ 林家棟 圖片提供/ 都市山葵建築設計工作室

「叮叮咚咚！叮咚叮咚！」身形瘦小的師
傅，卻能一手掄起重重的鐵錘，使出「力拔
山兮氣蓋世」的架式，令百鍊鋼成繞指柔。

因為重新發現躲藏在這個城市的新特色，所以我們找尋所謂的火柴盒建築。它有幾個特別

除了隨時掌控鐵的特性與火的溫度，打鐵的

的特色喔，通常非常小、有著特殊的型態，經常不是被刻意設計的，也很難說它美或醜，

力道和身體的擺動，也是這份行業的必要能

常常是長的很奇怪，但又有特別的魅力！

耐。師傅為了打磨不同角度和厚薄的鐵器，
因著「URBANWASABI_方瑋+謝欣曄」在2011年提出的火柴盒建築概念，及後閱

必須精準地運用腳力、腰力和臂力，趁著鐵

讀展覽專刋的介紹，引發了一場不一樣的城市小探險。

塊火紅，發揮適當的力量，達到身隨心往的
境界，讓成品能夠如願賦形而出。

舊城西的外城牆與西側城牆中間一帶，於清領時期，因著五條港，從安平帶來熱絡的海外貿易。隨後在
城市發展的軌跡中，五條港消失，舊城紋理已難再尋。昔時的貿易商業中心― ― 水仙宮，現今早市周邊

打鐵師傅的身心磨鍊，如同一名藝術家，

繁忙依舊；越過活潑的市場區域，步入尋訪小房子之旅。

窮盡一生之力摸索和堅持。他們的聲音與光
亮，也許被塵世的喧囂掩蓋，但他們義無反
顧，孤獨地身居暗黑密室，將自己耗盡在形

火柴盒建築． 以「小」詮釋城市

狀與音樂中，錘打出真正的鐵，創作出真正
的作品，持續傳遞擇善固執的溫暖與微光。

從市場邊走進仁愛街，人潮與車潮銳減，像是按了幾下音量的
按鈕，慢慢地安靜下來。在此發現了木造小房子，小販們駐在相

*

連的舊日式房屋底層，老舊木板堆造出的小賣場，極盡所能地放
全文引詩出自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奚尼

滿新鮮菜蔬。頂層二樓已凹陷的天花板上，加蓋了新式防水屋頂。

(Seamus Heaney)之〈打鐵店〉(The Forge)，

摩托車小心翼翼地在狹道交會，哪怕是一個聲響，都要震落那一

陳黎、張芬齡譯。

塊木板或是架上那顆飽甜豐滿的高麗菜。
一種屬於老巷道的音質，靜靜地跟著步履延伸至忠明街，找到
了建築師在專刋裡介紹的超細長條屋。從國華街上看長條屋的側
面，寬度約七十公分，兩層樓高的房子，不合乎常規的比例，給
人一種奇妙的感受。正面左側的第一道鐵捲門已略為損壞，牆與
門之間不到五十公分的狹窄空間，無法做任何使用。這超細長條
屋特殊的身形，在一個平凡的路面，佔滿一個有趣且長長的篇幅。
前行至海安路口，繁忙車潮的音量，再度擴大了。向海安路左

振利工具店

邊的人行道望去，即可見僅四百五十公分長的設計工作室――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385號

Fussyguy/y-axis，建物本身為鋼構與玻璃組成的透明房子，小巧
俐落。業主突顯出小空間的功能性及設計取向，在城市日夜交替
與光的投射之間，早晚各有不同的風貌。它身後一小片空地規劃
為停車場，在往來暫停的車陣中，以單純的白色與簡潔的姿態，
佇立在城市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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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的道路互相連結，尺度突然變化的街道出現，有火柴盒建築存在於一種特殊狀
況下的小空間

西進至康樂街，因與五條港時期的老街道――忠孝街成「X」的交集，產
生了奇妙形狀的空間。與周邊的老街道相比，康樂街顯得寬敞，附近兩旁的
廟埕，居民們群聚閒坐聊天，有種平淡的居家情調。
仔細一看，發現一間呈梯形小區塊的二層樓小鐵皮屋，因為與身後鄰居相
隔一公尺的距離，使它的存在更顯獨自。附近相隔不遠，有著不同造形的小
鐵皮屋，三角形，矮長條形，二層樓高的窄扁形，在各種可能蓋造的小地坪
裡，似是想盡辦法地存在著。而我領略一種屬於觀看的趣味，若不是帶著尋
找火柴盒建築的眼睛，很容易在行進間，忽略它們特殊身形的存在。
此外，我們驚奇地發現，斜對面一棟細長條屋的小房子，有人居住著。
蓋在長條屋窄窄的側邊外面，細長且略陡的鐵階梯，可通往二樓。面對長
條屋一樓的右側，是房子中最窄的一邊，鐵門與牆面的距離，正好是放置
一個折疊式躺椅的寬度，在半掩的鐵門後，一位老人家露出半身，正在躺
椅上休憩著。用餐時間，這家人就在鐵門前，馬路旁，打開四腳折疊木桌，
即時搭建起一家子的飯廳，幾把凳子圍坐著一桌家常菜飯，令人好奇的是，
廚房究竟在那裡？使用空間的可能性，實際而自由地發展著，關乎庶民生
活的大小事，存在於建物空間與在其週邊的變換之間。

出現在舊城區的小房子，小與實
用，是它在屬於自己的地盤上畫出
來的樣貌，建構出這時代的一種獨

空間的切片．從立體中看平面

特景觀，在路面及空間持續地改變

我們選擇了一個以「發現」的角度切入的研究活動，企圖發現「沒有被注意的超

當中，有著努力適應在小空間裡生

尺度有趣都市建築─火柴盒建築」，並且希望將調查研究變成一種生活性的角度，

活的人們，也有在空間切片中藝術

分 享 給 每 個 對 都 市 建 築 擁 有 幽 默 感 與 關 心 的 朋 友 -----------------------策 展 團 隊

發想的創作，同時呈現於城西紋裡

URBANWASABI

的小生活。

行走了一小段路程，另有散落幾處的房子，因道路拓寬，外牆被切開，使
原本的空間不再具有包覆性，建築結構成了外露的狀態。曾經是一家子生活

段 落 引 用 ： 《 臺 灣 旺 得 了 (Taiwan

起居的隱密居所，而今大剌剌地呈現在道路的一側。這屬於城市發展中的破

Wonderer Guide) 生活漫遊指南展覽

壞過程，讓人有著小小突兀的感受。另一條同樣因為道路拓寬的海安路，所

專刊》，2011年

產生的不同建築切片，在藝術家的巧思改造下，擁有另一番的獨特風景。
從木頭、鐵皮再到鋼構的建材變化，說明了一段建築的簡史。空間與建
材的交替，勾勒出城市不同階段的樣貌，亦可捕捉些許年代更迭的餘韻。

「奇想城市」

方瑋曾經提過：「以需求而產生的小房子，它很完整的在那裡，很真實的

本專欄由擁有行旅多國經驗的作者林小兔

存在，很像設計不出來的東西，也蓋不出來的東西。」當他思索著以都市

眼中，發掘與世界對話的、更不同的生活

觀察為主題，「小」的價值是什麼？不要工整、巨大的呈現，「小」要如
何詮釋？於是有了火柴盒建築聚落的研究結果。

文化臺南。並將依臺南各區規劃、列舉多
種關注的主題，並透過與店家串聯對話，
牽起對臺南的感情路線。本期主題為「城
市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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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創公路

竹籃裡的新光―關廟新光國小
文字/林劭璚 攝影/洪詩雅 地圖繪製/林家棟

整所學校只有三十幾位學生的新光國小，那天

額。」新光社區發展協會的青年工作者劉珈菀雙

老化，缺乏社區營造概念，」珈菀苦笑：「沒有

速，四年成竹，七年自然死亡，不怕濫墾濫伐，

來了三位「老」師：九十二歲的張金蓮阿嬤、八十

眼發亮，指向前方四百多公尺長的寧靜老街：「

接觸的事情無法想像，無法想像就無法接受。」

從根部到葉片都可以運用，是很棒的植物。」珈

七歲的黃阿惜阿嬤、七十五歲的吳林金時阿嬤。

北寮街以前都是店面，柑仔店七八間，你看，還

新光社造過程充滿挑戰。「所以新光可以說是由

菀站在現已罕見的編竹夾泥屋前，向我們介紹這

被手捏竹篾的國小生與老師團團圍住，阿嬤們鉅

有診所、剃頭店、電動間、碾米廠……，賣冰賣

新光國小的小朋友帶起來的社區。」寶哥輪廓深

最經濟也最安全的建材：「這一座從別的地方搬

細靡遺地從原竹挑選、伐竹、去竹青、劈竹、剖

菜賣肉，自給自足。」

邃、身形瘦削，說話很少贅字：「西州後花園，

來，在新光已經八十七年了！」竹管屋為組合屋，

是新光的第一個社造活動，原本長滿雜草和刺竹，

只要測準及瞄妥樑柱的位置，拆掉後便能於他處

篾等前置作業講起。竹，曾是每位新光女人手裡
熟練的活，現在，也仍然包圍著新光這三面環山、
僅四五百位住戶的庄頭。
新光位於關廟區，古名「嗊哩」(Kourey)，一
說為平埔族語「蚯蚓」之意，象徵鹽水溪上游流

她喚我們看的，是街道兩旁老屋的壁畫。2011

一般人根本無法進入，被小朋友稱為『魔鬼森林

重組。且竹釘透過插榫穿斗的方式結合，平衡外

年當地素人畫家黃真福與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吳

』，我們帶小朋友從山下沿山坡一路開墾上去，

力，具防震功能，就算不幸倒塌，輕便的竹管也

宗寶徵得住戶同意，花費九個月時間，彩繪整條

種植喬木。」西州後花園的入口在彩繪老街的一

不會造成太大傷亡。

北寮老街，創作內容即包括過去榮景、現在產業

頭，狹長步道沿著緩坡，通往簡易涼亭。夏日清

和對未來的想望。

風徐徐。小朋友親手栽下的黃花風鈴木，挺過數
次颱風，就在這片小丘上俯瞰著新光村。

經的這塊土地相當肥沃。漢人墾殖後，有另外的

可惜資本主義結構下，消費市場一味追求便宜，
竹製品量產困難，代代接棒的技藝恐怕失傳：「

詮釋，認為「嗊哩」代表地形外高內低，如同住

但曾經繁華的真實景況為什麼如今只餘靜態畫

在口大底寬的竹籃（甘仔）內。但二戰後「嗊哩

作？「後來藤從印尼進口，藤材的發揮空間比竹

為了成立娃娃兵團，寶哥首先到新光國小和

需要阿嬤一天的工作時間，賣你三百元，你覺得

」經常被調侃為罵人的髒話，地名鑲嵌兩個口，

材大，竹編被取代大半。」珈菀解釋，最大的重

校 長溝通理念：「社造是很好的教育方式，讓小

貴嗎？阿嬤做蒸籠，有人嫌一片三百元很貴，你

隱含食量大將使村民不得溫飽的忌諱。所以1957

擊是1980年後塑化產品普及，竹編沒落、居民遷

朋友參與社區工作，我相信他們長大以後會更願

知道阿嬤怎麼回答嗎？」珈菀露出得意的笑容：

年電力開通，嗊哩亮起第一盞燈，從此改名「新

出。好長一段時間，新光黯淡，因籃子地形而擁

意留在社區。」經校長協助，第一期即招收到

「阿嬤說，這可以讓你用兩世人！」

光」。

有的自足，反倒閉鎖了居民的人際互動。直到

十 八位學生，「每個週末，小朋友穿上黃色志工

2009 年，一群回鄉子弟成立新光社區發展協會，

背心，跟我們幾個大人到處跑。和學校的革命感

竹子的好，社區多麼想讓它傳承下來！所以，

以吳宗寶為總幹事，試圖重拾新光的自然質地，

情從那時候開始建立，現在學校有什麼活動，我

除了外來訪客能向社區報名竹編DIY活動外，去年

但一開始就得先面對鄉親父老的疑惑。

們社區一定參與，社區有什麼需求，學校也一定

三位阿嬤開始至新光國小傳授竹技藝與竹知識，

配合。」

今年更替關廟八所國中小學進行整個學期的帶狀

受到新名字庇佑似的，1970年至1980年間，新
光因盛產長枝竹與刺竹，成為全臺最大的竹編生
產基地，居民一度高達兩千兩百多人，八成以上
從事竹編。新光的竹編籃大量外銷至日本與歐美。

「寶哥十幾歲離開家鄉，十幾二十年後回來，

「以前光是竹編，我們就可以佔一個國民生產毛

大家對他已有一定程度的陌生。加上新光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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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竹編的人中最年輕也快六十歲了，一只竹籃

課程，社區也規劃工作假期，開放臺南市大專院
2013年社區與國小合作竹藝課。「竹子生長快

校的學生組團前來製作大型竹藝裝置。

竹籃裡的新光―關廟新光國小│ 15

談起和社區的緊密關係，「我們就是社區的一份子。」新光國小
現任校長蔡玉仙聲音宏亮，個頭嬌小的她極富行動力，在新光任職
校長期間，不只開設竹藝課，延續傳統舞獅隊的推廣，鼓勵學生
向鄉土請益，更引進臺語演講、二胡演奏等媒介。她說：「
我剛來新光就走訪社區，挨家挨戶和耆老、士紳、民代、
家長見面，發現這裡缺乏文化刺激。」
蔡玉仙校長曾承辦編撰臺南市臺語羅馬字教
材，為臺語文專長老師，決定用參賽經驗協助
學生拓展眼界。「我經常指導孩子參加臺語
比賽，但孩子容易有自信心不足影響臺風的
狀況。」她說。三月初，扶輪社舉辦臺語視
訊演講比賽，校長鼓勵學生報名，請學生練
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吳宗寶

習講稿後背誦給她聽，儘管小朋友起初彆扭
又害羞，但發音相當正確。「我問他，誰教
你的？他說，阿嬤一字一句教他的。」準備
比賽意外促進兩代間的連結。蔡校長說：「
我自己是選手出身，瞭解選手的心理壓力，
瞭解該如何準備。」她安排學生到各班發
表，給予上臺機會，密集練習，結果一位
獲得全國第一，一位第三。由於對臺語八
聲調掌握妥切，評審更點名兩位小選手：「
可能你的音樂也不錯！」
「我們的孩子多才多藝。」新光國小提供五種才藝給學生學習，

新光國小校長蔡玉仙

包括鍵盤樂、兒童樂隊、直笛、舞獅和二胡，又以二胡為培養重點，
在音樂家王文隆的引領下，孩子組團不到周年，已獲邀前往日本大
阪交流，今年暑假預備去香港迪士尼表演。校長強調「本土化與國
際化是一體兩面，有屬於自己的東西才有辦法跟別人互動，我們沒
有走出去，資源不會進來。二胡，只要學生願意學，我們就教。琴、
老師的鐘點費、耗材，我來募款！新光很迷你，但我沒有把它當作
偏鄉小學在經營，我想要慢慢的、一點一滴，為孩子搭起舞臺。」

傳承在地技藝的竹編課程

校長低頭喝茶之際，窗外鳥鳴響亮，鳥群朝向不遠處的陸軍山展
翅而去。依循飛翔軌跡，牠們將會看見：山腳下一列列金屬架上，
關廟麵汲取春日能量；山坡溢滿酸甜空氣，全臺灣最具風味的鳳梨
正待採收。羽翼一挺，眾鳥越過山巔，桂竹的地下莖已悄然破土、
攢生青青嫩筍，原來春天也正在為新光搭起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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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後記
走一趟新光，拜訪山坳處的小村，可以自己慢慢
步行，或讓社區的朋友陪你繞一圈；例假日與國
定假日的早上10:00 和下午3:00，當天社區如果沒
有其他活動，會進行免費導覽服務，和你分享竹
籃裡的生活，看見老厝的秘密、彩繪的過程、竹
片的溫潤與人情飽暖。
更多資訊，請聯繫 0934-081456
a092349@yahoo.com.tw 劉珈菀

竹籃裡的新光―關廟新光國小│ 17

浩 一專欄

在新化，綠谷西拉雅紅藜閃光
文字/王浩一

攝影/林羿宏

去年冬風初吹，以協助發展國際觀光的角色受邀到茂林國家
公園「賞紫斑蝶」，兩天貴賓級的行程後，在臉書寫了「茂林
日記」數篇，其中第五篇【紅藜篇】，是如此下筆：
特別感謝新化迦南地有機農場

午餐後的甜湯「小米紅藜山粉圓」，我誇張地喝了五碗，與冬瓜
糖和蜂蜜一起熬煮的風味，沁涼而高雅，這是我的紅藜初體驗，真
是好極了！紅藜就是「臺灣藜」，臺灣原生種藜麥，是原住民族的

紅藜是臺灣原住民傳統作物之一，通常用於釀製小米酒時，作為酵素酒引，能增添小米酒風味。過去學

傳統作物，因為富含澱粉酵素的特性，多被原住民當作釀製小米酒

界甚少有研究，而有關紅藜之報導始於日治時期，之後雖有紫藜、食用藜及赤藜等異名之利用，然並無系

的酒麴原料，也有「穀類的紅寶石」的美名。

統分類之正式研究發表。近年經過研究，發現這種狀似小米、似無食用價值的穀粒，卻飽含驚人高量的營
養成分，包括與牛肉相近量的蛋白質、高膳食纖維，以及鎂、鋅、鍺、硒等礦物質和必需胺基酸（為人體

去了「瑪家穀倉」，建築物外牆即是紅藜的色彩。建築空地有人
正在播種紅藜，友人說明年三月正是採收時節，邀我再來體驗。第

無法自行合成者）。尤其可貴的是，它更含有高量的甜菜色素、POD、CAT、SOD及多酚化合物等強抗氧
化物質（這是我引述行政院農委會臺東農改場的資料）。2008年12月正名為「臺灣藜」。

二天參加黑米祭，有人把紅藜當做頭飾，串串紅穗好看得很。特地
找來林務局的紅藜綠葉的照片，分享茂林的明日經濟明星，也是各
種營養成份兼具的超級優等生。如果，你去茂林，請記得紅藜。

過去，栽種地為屏東、臺東與花蓮地區原住民的部落。近日，知道了在臺南也有紅藜，新化農場的綠谷
西拉雅種了很多，臺糖博物館外也不少，四月初，綠谷西拉雅還有一個以紅藜為名的活動。至於「綠谷西
拉雅文化園區」，位在新化區九層嶺、中興林場旁，新化南 168 公路，約過七公里處就會看到指標，接著
沿著指標繼續前行約五百公尺，便會看到園區出入口。西拉雅族稱之「Siraya」，臺灣清領時期稱之為「平

說來慚愧，寫寫外來種食物的前因後果，引進後的發展軌跡，我得心應手，但是對於原生種「紅藜」毫

埔熟番」，現代稱之為平埔族。西拉雅族是臺灣平埔族中人口最多、勢力最盛的一族，主要分佈在嘉南平

無所悉，直到「小米紅藜山粉圓」完美下肚，才驚覺自己的無知。藜科植物被譽為是21世紀重要作物，臺

原到恆春半島之間。但是，之後的漢化與向東遷徙，失去傳統風俗及語言。在近年發起正名運動，要求官

灣藜的種子、葉子、莖都是寶，單是時下流行的膳食纖維含量，就比燕麥片多了近三倍，比地瓜多了六倍，

方承認其原住民身分，2005年，臺南縣政府率先認定西拉雅族為「縣定原住民族」，2010年再改認為「臺

這也是被推崇為「穀物中的紅寶石」理由之一。

南市定原住民」。

臺灣藜有十多種品系，為臺灣特有種。原住民將之作為熱量補給、釀酒原料及慶典裝飾等運用，株高可

做為未來的建康食品明星，或是說廣泛食用的新興糧食作物，現今已有人開發出紅藜燕麥脆餅、紅藜微波

長兩公尺多，耐旱、耐高鹽，對貧瘠土地適應力很強，約三個多月熟成。所以，在「瑪家穀倉」參訪時，

米、紅藜香鬆、紅藜蒸飯、紅藜炸薯球及紅藜米香等。另外，紅藜飲料也已研發成功，這種具有與番茄汁或

正在播種的朋友熱情邀約我明年三月底再來，看看盛產的美麗紅色植株。臺灣藜由於多數通體紅艷，花穗

綠茶相似的還原或自由基清除能力的新飲料，在食安問題充斥的今天，讓我們多了一種好選擇。而理解了「

豔麗，具黃、橙、紅、紫等色彩，一般俗稱「紅藜」。然而它的「紅」又呈現多樣深淺與色差，有豔紅、

臺灣藜」的身世，似乎也多認識了臺灣，多貼近了她。

嫩紅、梅紅、莓紅、橘紅、薄紅、緋紅、絳紅等等，所以有人稱它「七彩紅藜」，嗯，有沒有覺得臺灣藜
更夢幻了。
順便說說「瑪家穀倉」，原居深山的瑪家部落，因莫拉克風災重創屏東山區，地質結構遭到破壞，於
2010年1月被核定為安全勘虞地區，後經部落會議決議，配合政府政策全村申請遷入「禮納里」永久屋。
如今，新的瑪家部落已成為居民的生活核心，藉由傳統穀倉 (Kubav) 的落成，部落更顯新氣象。禮納里共

王浩一
文史工作者、雜學作家。
學的是數學，喜歡的是建築，醉心的是歷史，現在是工業設計人和品牌管理人。曾任臺南市珍貴老樹保護委員、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諮詢委員。

有九座教堂，瑪家村三座、好茶村四座、大社村兩座。幾座建築迥異的活動中心，依部落風格創建，有穿

著有「府城四書」：《慢食府城》、《在廟口說書》、《黑瓦與老樹》、《漫遊府城：舊城老街裡的新靈魂》。

山甲造型的龐然大物蟄伏其中，還有如一片葉子飄盪在藍天的活動中心。

2014最新作品《當老樹在說話：那一年，他們在臺南種下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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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化，綠谷西拉雅紅藜閃光│ 19

奇想中西區─臺南Y字路
繁華的中西區，存在諸多微小基地― ―常讓人遺忘的細長、扁平、夾層中獨立存
在城市一角的「火柴盒建築」。本期美印臺南將以不同觀點，重新檢識中西區建
物的多重紋理與趣味故事。

2014/6/7(六) 09：30-11：30
導覽區域：康樂街、仁愛街、看西街教會、正興街
活動辦法：免費參加，須提前線上報名。報名請上文創PLUS-臺南創意中心官網
creativetainan.culture.tainan.gov.tw (活動預定2014/5/23(五)開放報名)
活動名額：30人
洽詢電話：06-2148004

《日治時期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 臺南州卷》
本書收錄日治時期臺南州相關的明信片，圖片依原件大小、顏色重現，除了每
張明信片的解說外，另從日治時期臺灣文獻中摘譯相關文章，呈現出日本統治
臺灣五十年間的臺南州風貌及情感。
作者：張良澤、高坂嘉玲 合編
定價：2800元(上、下冊不分售)
購書請洽：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文創發展科 06-2149510

「夏舞茶」蓮花產業行銷系列活動
臺南白河是全臺著名的蓮花產地，本次文化局主辦系列活動，邀請大家品嘗白河的
蓮花茶，透過賞花、聞花、品花的過程來感受生活美學，並實地走訪美麗的蓮鄉。

「夏舞茶」蓮花茶席
2014/5/25(日) 第一場11:00-12:00 / 第二場14:00-15:00 / 第三場16:00-17:00
分享人：奉茶茶館 葉東泰
費用：200元/人（現場繳交）

「夏舞茶」蓮花茶展售及體驗
5/31(六)-6/22(日) 每週六、日11:00-17:00
上述活動地點：文創PLUS-臺南創意中心（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197號）
詳情及報名請上文創PLUS-臺南創意中心官網creativetainan.culture.tainan.gov.tw

十大創意商品甄選
為發掘代表臺南美好記憶的優質文創商品，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2014臺南市
十大創意商品徵選活動」，促進臺南市推動文創產業發展，深化在地文創力量。
報名方式：請上文創PLUS-臺南創意中心官網creativetainan.culture.tainan.gov.tw
下載「2014臺南市十大創意商品徵選」報名表
洽詢電話：06-2149510#18 林小姐
傳真：06-214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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