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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入口大公仔迎賓

為了迎接全新的藍晒圖文創園區，市府邀請AKIBO工作室操刀，進

行整體視覺設計，創造出主題角色―Blues。這座三尺高的藍色大型

雕塑將在十二月進駐園區基地入口，歡迎所有入園的民眾與遊客。

Blues以水手藍為主色，呼應著園區的藍晒圖3Ｄ空間，也表現出臺

南在南臺灣的蔚藍天空下，海濱與運河的視覺印象。它的搭配配色使

用具科幻現代感的銀灰與天空藍，象徵文化的創造與永恆，也代表自

由與夢想；眼部造型為LED燈模組，能不停變換表情，展現親和力。

Blues公仔除了將作為園區的入口意象，進入園區後，它也會出現在

各個角落，作為導覽索引以及小型地標的功能，或出現在路燈、路旗

的裝飾上，它也會出現在園區的園鐘上，在重要與節慶時刻被敲響。

Blues成為文創園區的代表性吉祥物，將與3D藍晒圖裝置藝術互相輝

映，成為文創園區的新焦點之一。

籌備已久，令臺南市住民與遠道拜訪的遊客們引頸期盼的藍晒圖文創園區，終於要在年底揭幕營運了！

原為第一司法新村的宿舍園區，歷經五十年的歲月變遷，從臺南監獄、臺南看守所、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及

高檢署的宿舍群，在居民一一遷離後，屋舍傾頹、失修。自101年開始，在市政府文化局與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合作下，即將在此打造成一個全新的文創聚落。

文字：陳怡彤   攝影：洪詩雅   照片提供：Akibo Works

一個全新的文創聚焦與發散―藍晒圖文創園區

文創藍圖

Cultural Creativity’s New Focus And Extension: The Blueprint Creative Park

舊空間新思維
 

經過五十年的歲月流轉，此區已成市區中最繁華的新興商圈，園

區與新光三越百貨、大億麗緻、晶英酒店等隔著西門路面對面，時

尚奢華的消費場域和園區內的古樸磚牆、歷史感深厚的榕牆強烈對

比並置著，紛呈臺南新舊交融、衝突但不突兀的特點。園區最引人

注目的應是由劉國滄先生規劃創作的3D藍晒圖入口意象，在尚未正

式營運時，它是最先與民眾見面的作品。旅行臺南的朋友們對於之

前海安路上那一面乘載著記憶與幽藍色澤的牆面必然不會陌生，當

年劉國滄在海安路藝術造街的藝術行動中，利用拆除過後的老屋牆

面，創造出了憑弔家屋回憶的藍晒圖「牆的記憶」，也成就了一座

在之後十數年間臺南市的重要觀光地標。

兩年前海安路上的藍曬圖被抹去後，或曾令許多人唏噓可惜；今

年失而復得，這令人難忘的藍晒圖作品不但成為園區命名的靈感，

也是它的新面孔，更加延續它的影響力，從個代表著歷史與藝術創

作美好結合的作品出發，未來將成為引領臺南市文創的基地，期許

園區成為臺灣文創及藝術能量的匯聚地及發散點。

園區內目前規劃成數個小型的展售空間，其中包括旗艦區與微型

文創工作室，邀集了二十四家原創團隊進駐，包含了：手工木作、

布作、印刷、生活雜誌、繪本、表演藝術等多種不同面向的創意產

業類別，每個團隊無不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對這個由公部門規劃

打造，邀請民間創意團隊進駐的全新結合抱以厚望。當年底文創園

區的門正式對外打開之後，必定能對城市的文創產業與觀光內涵注

入清新的湧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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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單位進駐搶先看

工作室9號‧藍月山房

藍月山房，於在地舊彩中，探詢罕見稀有

的規則中的不規則，孕育出原生新色中深

植人心的風格創新。

工作室1號‧la yoo來呦

以「與家人的幸福旅行」設計理念，專

注於旅行的貼心功能，將台灣文化融入

設計。一針一線縫出美麗的包包！

工作室14號‧微一森林

以原創、獨特及創新為主要精神，嘗試將

幽默創意及正面的生活態度融入傳統木工

藝，讓人們能真實感受木材所帶來的微笑

與溫馨。

工作室8號‧快活實驗室

提供給年輕藝術工作者進行創作、展覽、

與民眾對話的實驗平台。秉持藝術工作者

與民眾相互交流五感、激盪創作能量、思考

生活本質，開啟更多元與包容性的思考。

工作室13號‧造研所

致力於公仔原型教學實作經驗推廣，引導

大眾尋找、體會臺南深釀的人文氣息，找

尋特色與出路，開創不同思維附加其文化

價值。

工作室5號‧白馬書店

「所謂的書店，就是販賣文化的地方」白

馬書店將提供一個悠閒美好的閱讀空間，

啓發個人美感與創意，藉由繪本使每個人

找到屬於自己的理想世界。

工作室14號‧原印

原印文創希望能專門為臺南的文化傳遞以

及印刷技術推廣盡一份力，讓人們可以實

際體驗印刷術的過去與未來。

工作室6號‧溫度手創

以營造「美好世代」為根，以不滅的「溫度」

為本，從單純的滿足為起始，在商品中添加

一些小巧思、小創意，為生活中發現美好。

工作室10號‧奇點BAR

以開創多元藝術的結合為創團理念，進行

大膽觀念性實驗性質、現場即興可能之劇

場創作，要挑戰戲劇與觀眾的距離分界。

工作室2號‧關於夢想

關於夢想，我們不是只賣商品，更是售出

一個夢想，每個商品，都會有它獨到的意

義，都有一個故事存在。

工作室11號‧兔崽子玩具精品店 

臺灣娃娃詩涵的娘家，期望能復育玩具娃

娃產業，跳脫代工角色，建構臺灣成為真

正原創的玩具娃娃王國。

工作室3號‧ZAZAZOO

ZAZAZOO是臺灣制服老牌「中美牌制服」

新的延伸。將以臺灣生活為底蘊，重組制服

的元素，創造具有歸屬感的個人化商品。

工作室12號‧Weeknight

這個空間由三點水文化創意所形塑，您可

以在此和《Weeknight》雜誌推薦的人事

物相遇，和編輯、作者、攝影師天南地北

閒聊，或進行有趣的腦力激盪！

工作室4號‧Bon Joy

一個創造快樂元素商品的基地，從生活中

找尋素材，應用不同色彩的搭配，創造樸

素、寧靜、自然的概念，發展多元化商品。

旗艦D區‧甘丹行瓦

彩妝品牌甘丹行瓦，希望以文創力量提升彩妝商品設計，

成為餐飲及商品交易、教學與聚會、沉思的好地方，同

時是文創、健康、公平交易的平台，也是一個可以持續

營運成長的時尚亮點。

旗艦A區‧趣活 cheer for

為吉而好文創旗下的設計師通路品牌，以「讓生活更有

趣」為宗旨，整合上百位頂尖設計師與上千種文創設計

師商品，推廣本土文化並匯集設計師創作能量。

旗艦B區‧陶作坊 x 唐草

成立於1983年的「陶作坊」，投入陶瓷茶器具開發三十

餘年，創作懷古中不失時尚，實用中可見藝術的茶具器

皿，展現出現代生活美學，更是茶文化體驗的領航者。

旗艦E區‧蘭都‧西門1917

偉翔達集團以「天然」為本、「純淨」為念，回歸現代人

追求的自然本質。結合文化與生技，將蘭花運用在日常生

活，成為兼具保養效果及獨特故事的在地蘭花品牌。

旗艦G區‧不再宿舍

承接傳統，卻對虱目魚飲食文化有著不凡的想像力，注入

主廚與美食家的雙重敏銳度，捕捉味蕾與溫度交錯的微妙

張力與感動，創造出馥郁、異國神秘又顛覆傳統的創意魚

料理。

旗艦F區‧W Jewelry

獨家設計上萬種純金、純銀飾品配件，植入精品世界也能

展現出多元的手作創意，秉持「生活創意，無限延伸」的

核心精神，讓每個人盡情揮灑不同的創作靈感，實現創意

美學的樂活概念。

工作室15號‧聚珍‧臺灣

一間推廣臺灣文化與歷史記憶的店鋪，沉浸

在臺灣回憶，品味時代的摩登浪漫。除了將

販售深度內涵的在地特色商品及書籍以外，

也將安排具有歷史性及在地特色的展覽。

工作室7號‧目目文創

整合學術研究資源與視覺、聲音蒐集等設

計應用，著眼於城市「聲音地景」與「視

覺景觀」的各項計畫，促進多元文化間的

交流與互動。

旗艦C區‧拍拍文創 x 小覓秘 x Our bar

強調以天然素材，搭配創意設計變化。餐飲和寵物用品設

計，看似截然不同的兩種行業組合，以天然無毒為核心，

透過不同的體驗與變化，賦予生活更多的想像藍圖。

營運管理中心‧蘭舍

不僅販賣特殊蘭花品種，提供多種個性化包裝服務，更有

許多設計師精選蘭花手作、科技文創商品，還有好吃又可

愛的蘭舍小精靈蘭花燒，顛覆對蘭花的既定印象，滿足所

有感官享受。



初見駱毓芬在她位於民權路一棟深長街屋二樓的工作室，

在這臺南第一條的商業街上林立具有時代感的招牌與種種傳

統店鋪，而這正與駱毓芬目前進行的傳統民藝復興精品有著相

呼應的氣質。

工作室裡放眼都是作品，桌上有著她與工藝家張永旺合作，

以臺南關廟竹編織技法、更生人製作的「溫釋」竹編手提桌

燈、牆角是溫潤木材與竹編結合的「汝玉」椅凳、架上有幾

樣繪有臺南廟宇紋飾的「南陽師」許願杯，都是令人眼睛一

亮愛不釋手的精品，毓芬稱這一系列作品為「東方訂製品」。

希望透過她嫻熟的設計與美學能力將臺灣的民間工藝重新轉

化，讓它的美與價值有著能與世界精品一樣的深度與高度

――這就是這個工作室在進行的事。

一見面，駱毓芬還有些不好意思的說，她的團隊剛從杭州

參展回來，所以空間有些零亂。今年她改變策略，決定把工

作室的國際版圖從歐洲移回亞洲，尤其是中國，這一次的杭

州參展讓她更有信心地找到與她的作品相應的發展方向。

曾是3C產品資深設計師的她，十年來在幾個不同的品牌與

大公司設計高科技產品的外觀，直到2007年參與工藝時尚的

計畫，發現自己對臺灣傳統民藝的熱愛一發不可收拾，因此

在五年前毅然辭職創業。經歷一些磨難之後，創立了Cuckoo

與品研兩個品牌，這兩條線分別支撐著她平衡生活與自我實

現的路程。

Cuckoo的顧客族群以上班族女性為主，設計輕巧、時尚、

女性化，著實受到歡迎；這系列產品容易大量製造、價格平

易近人，營收相對容易，在早期支持著工作室的運作。而品

研所進行的就是東方訂製品的部分，傳統民間藝術工法的重

新觀看、顛覆與改造。這個系列在毓芬的努力下，目前正在

翻轉，成為公司帶入利潤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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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陳怡彤  攝影：洪詩雅  照片提供：品研文創

設計師的理性與感性―專訪駱毓芬

文創藍圖

Sense And Sensibility Of A Designer: Yu-fen Lo Interview

創業非易事，尤其背後沒有龐大資金支持，而毓芬勇敢迎向挑戰，

她有著多年設計經驗與美學基礎傍身，也有冷靜敏捷的思路，分析起

事物條理分明。理性感性兼具的創作者實不多見，她承認自己在創業

之初也吃過不少苦頭，也曾與投資者合作破裂，這幾年的歷練與許多

貴人扶持，學到了將身段放軟，接納人們的中肯意見，這讓她從一個

設計本位的稚嫩老闆，茁壯成一個有著豐厚設計背景的經營者。她現

在花更多的時間思考策略，利用已經熟練的設計功底與策略思考去尋

找下一個趨勢，從中找到異軍突起的可能。

對於臺南文創的現況，毓芬認為目前所看到多為「觀光商品」，擔

心這樣的型態已逐漸飽和，如何讓商品走出去接觸更廣大的消費群？

或是如何把更多的觀光客吸引到臺南？擴大的格局思考，才能讓臺南

文創產業再向上翻到另一個層次繼續發展。

對於當下的文創環境與產業她有著細膩的觀察與見解，柔和的語調

中透露出對自己生活與創作的熱切投入對臺灣民藝的熱情，問她為何

如此義無反顧的投身這個領域，她輕描淡寫說：找到自己的熱情是很

重要的。未來，她更期待能成立一間民藝事務所，從事民間藝術的改

造創新與商業營運，曾經因為這份光芒與看似太大的野心感到羞赧，

現在她將它說出、承認它，這時她眼睛中閃爍著光芒，一位不斷突破

自己的女性，安定、冷靜又無比熱情。

品研文創

pinyen-creativ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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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劉辰言有志一同，相挺這次大賽的街頭藝人，表演項目有爵士

鼓、吉他彈唱、流行音樂演唱、魔術、扯鈴、水晶球、小提琴、二

胡演奏，甚至還有漂浮術、日本舞踊、行動雕像、非洲雜耍、火舞

等等。其中不乏已在多項比賽嶄露頭角的常勝軍，實力不容小覷，

像是以扯鈴專長參賽的紀詠勳，曾連續三年在民俗體育錦標賽、以

及教育盃、全國體委盃民俗體育錦標賽等多項比賽中獲得男子個人

賽冠軍，讓此次大賽更加精彩可期。

「國際街頭藝人嘉年華」部分，將有美國、日本、法國等國外街頭

藝人前來共襄盛舉，並特別邀請了法國歐芙(OFF)劇團前來鬥熱鬧；

該劇團是法國知名的街頭藝術團體，2008年曾應法國文化部舉辦「法

國春天藝術節」的邀請首度來臺，在嘉義帶來劇團的招牌節目「長頸

鹿歡樂大遊行」，此次是第二度來臺，讓臺南市民也有機會目睹歐芙

劇團最具象徵性的紅色長頸鹿。

女高音將站在移動式道具車上，以歌聲牽引出遊行的主角—―五隻

紅色長頸鹿，每隻重達一百五十公斤、高八公尺，得由兩個人同時

操作，一路從民生路口走到友愛街口，過程中還將與民眾或國內街

頭藝人現場互動，更添遊行的歡樂氣氛及趣味性。大型紙花機在定

點噴灑出的紙花，更是製造出如絢爛煙火的效果，營造如夢如幻的

綺麗場景，帶給民眾難忘的驚喜。

當城市街道化身為才藝競技的擂臺，音樂的、特技的、舞蹈的……，各種身懷絕技的街頭藝人齊聚在

街頭，角逐街頭藝人盟主的寶座，場景肯定熱鬧非凡，教人屏息以待！轉個彎，在街道的另一端還有國內

外藝術家共同彩繪的藝術牆面，作品之精彩，絕對顛覆一般人對「塗鴉藝術」的想像；如果街道上突然竄

出比兩層樓還要高的紅色長頸鹿，也別懷疑自己的眼睛，這是法國歐芙劇團的幽默，以長頸鹿逛大街問候

臺南鄉親。

這樣的盛會，並非純然紙上談兵的夢想，11月21、22日就要在臺南真實上演！街頭藝術是最貼近人群

的展演形式，文化局希望讓少有機會接觸表演藝術的民眾，仍可透過街頭表演，感受這城市活潑、友善

藝文氛圍。於是，今年首度向全國熱愛表演的好手廣發英雄帖，推出「全國街頭藝人大賽」，並結合「國

際街頭藝人嘉年華」、「POW!WOW!TAIWAN國際藝術盛會」及「SMILE創意市集」，共同打造一場臺

南史無前例，涵蓋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創意工藝及國際交流的大型街頭藝術活動，以繽紛多樣的動態

與靜態風貌，釋放古都的老靈魂，帶給市民不一樣的感受。這無非是一個新的嘗試！

以往文化局僅僅藉著辦理街頭藝人審議，將街頭藝術帶

到人群中；今年改以比賽方式，進一步為宣傳臺南的街頭

藝人、提供表演舞臺，讓更多人認識這些神乎其技的街頭

藝術家，城市風貌也能因此而活潑起來。

大賽中，將有六十多組通過初賽、以表演藝術為主的全國

街頭藝人通過初賽、相互競技，除了邀請音樂、魔術、技藝

等各領域的專業評審外，還招募各界人士扮演「神秘客」，

擔任現場的神祕評審。

來自高雄，擅長爵士鼓也會吉他彈唱的街頭藝人劉辰言不

諱言，過去他雖曾到過臺南演出，但畢竟外來客對臺南的場

地並不熟悉；因此，發掘更多臺南在地適合演出的場地、增

加演出的機會，是吸引他報名參加這次活動最主要的誘因。

至於比賽，他也很好奇，街頭藝術五花八門，不同類型的表

演要如何分出高下？但無論如何，臺南市能針對街頭藝人舉

辦這樣的活動，身為街頭藝人，當然要力挺，何況還能藉此

和其他同好交流、觀摩，也是難得的機會。

文字：黃微芬   照片提供：劉辰言、紀詠勳、POW!WOW!Taiwan、歐芙劇團(臺灣代理)

藝聚擂臺，共譜街頭狂想曲

藝饗專欄

Buskers Compete And Complete The Street Rhapsody



他一走近，連忙欠身解釋自己遲來的原因，頻頻道歉。他的謙恭和真

誠令我不敢相信他就是享譽歐洲的臺灣編舞家――余能盛。他的行止優

雅，神色溫煦而目光灼熱。一開口說話，就傳遞出飽滿的力量。然而，

他的力量無意將人壓垮，而是鼓動每一個心靈恢復旺盛的創造力，雕塑

自己的想法和行動，雕塑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

余能盛旅居歐洲三十年，今年辭去奧地利「格拉茲歌劇院」芭蕾舞團

副藝術總監一職，回到家鄉貢獻自己的國際視野和專業經驗，擔綱臺南

文化中心的首任藝術總監，拓展國內舞臺的表現手法及精神面貌。回溯

他的習舞歷程，在就讀高雄工專(今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工科時，因熱

衷土風舞而轉學考入文化大學體育系舞蹈組。雖然起步甚晚，卻因天賦

和努力不懈的學習態度而成為出色的芭蕾舞者。

由於表現優異，余能盛在1983年獲得文建會的公費補助，赴荷蘭皇家

藝術學院進修。1986年，考進比利時舞團，而後在德國音樂劇院擔任首席

舞者。2002年被評選為奧地利格拉茲歌劇院「歌劇奧斯卡獎」編舞家。

超越東方舞者的身高與身體外展的限制，余能盛不僅擔任首席舞者，還

因擅長舞作詮釋和教學而晉升編舞家，在國際舞壇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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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藝狂響」將於11/21(六)、11/22(日)14:00-18:00於海安街島美術館封街舉辦，詳細活動資訊

請上活動官網 tnbusker.tainan.gov.tw 查詢。

視覺藝術的重頭戲是搭POW!WOW!亞洲巡迴的順風車，將這個跨國的街頭藝術團體引介到臺南，用繽紛

的色彩及多元的創意，在老府城展開一場彩繪牆面的藝術派對，地點包括北門路臺南文創園區、西門路藍

晒圖文創園區、海安路通風塔及正興街等。

「POW!WOW!」緣於一群藝術家在夏威夷的彩繪聚會，目前演變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藝術家網絡，涵蓋壁

畫、音樂、藝術裝置等，臺灣也有廿多位藝術家加入；其最為人熟悉的特色是藝術家們共同彩繪牆面的創

作形式，從抽象到具象，從可愛、新清的動漫、插畫手法，到寫實逼真的人像、動物，題材琳瑯滿目，混

搭、多元的藝術風格大大顛覆民眾對一般「塗鴉藝術」的刻板印象，形成強烈的視覺美感。

總召Larry表示，事實上POW!WOW!的成員都是藝術家，有的甚至都已辦過個展或作品已被收藏家

收藏。但為何還要出來彩繪牆面，當起「街頭藝術家」呢？這是因為個人創作與集體創作的成就感還是有

所不同，對一些藝術家來說，彩繪牆面更是一種「lifestyle」的呈現，無關知名度或作品的價值，貴在與同

好之間的分享與交流。此次來臺，希望可與國內藝文界接軌，建構一個平臺，讓臺灣的資源也有機會走出

去，包括藝術家、樂團等，都可以在國際活動中被看見。

「POW!WOW!TAIWAN國際藝術盛會」預計11月16日開始進駐臺南作畫，壓軸是21日在正興街現場

彩繪；當天晚上在海安路則將上演法國歐芙劇團的「長頸鹿歡樂大遊行」，想看難得一見的長頸鹿逛大

街，可千萬不要錯過囉！

文字：吳俞萱   照片提供：福爾摩沙芭蕾舞團

響亮鏗鏘的文化箴言

菁華當代

Resounding Proverbs On Culture

時光俯身，觸動我

以它金屬的叩擊：

令我感官顫慄，擁有力量

雕塑，日子的形狀。

《天鵝湖》



在我洞察之前，一切尚待

完成，一切靜靜凝佇。

當我的目光成熟，所有祈願過的

事物，情人般輕步前來。

即使立足歐洲，卻心繫臺灣，余能盛每年帶領歐洲舞者和國

內舞者共同製作一檔芭蕾舞劇，從1994年《失落的影像》到

2014年《第一天》，耕耘從不間斷。他說：「臺灣舞者需要培

養，觀眾也需要慢慢培養。國家這幾年看似全面發展，其實我

們的人文建設追不上科技腳步，而『藝術傳承』就是我能為這

塊土地做的事。」

進行訪問的前一日，余能盛還在北部巡演全新製作《天旋～當

芭蕾遇到國樂》，結合福爾摩沙芭蕾舞團和臺南市立民族管弦樂

團，開創古典芭蕾演出的嶄新契機。他希望扶植年輕舞者，也期

盼融會東西方的美學文化，用芭蕾詮釋國樂，用國樂表現芭蕾。

他說：「國樂有許多慢板和拖黏，而芭蕾的動作都是清楚的斷點

與銜接，可是我們的作品裡頭沒有民族舞蹈的任何身段和手勢，

你甚至會驚訝，這居然是國樂！」

中西合璧，再創文化新景，這是他的創作特點，也是他的決策

方針。接任臺南文化中心藝術總監的無給職，余能盛抱有很大的

期待。他對照歐洲和臺灣的文化現象，耙梳藝術教育的養成環境

和後續發展機制，他發覺臺灣的資源豐富，資金和硬體設備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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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沒有發揮這些條件的最佳效益。他認為，藝術是天分、努力和環境的加總，以舞蹈教育為例，德國

僅有五個高等學院設有舞蹈科系，政府能夠扶植這些學生進入職業舞團；而臺灣廣設藝術相關科系，卻

缺乏社會支持的創作環境，他期許自己重整資源和空間，將「培植年輕人材」作為藝術傳承的第一步。

最卑微的事物，我依然珍愛，

將它畫在金色的背景上。

高舉著它，不知誰的靈魂

從而解脫出來。

經過時間的歷練，文化才能傳承下去。余能盛從臺南的文化生態出發，規劃適合本地的藝術發展藍圖。

一方面企劃年度館慶節目，將不同的藝術能量匯入臺南交響樂團和民族管絃樂團，開啟傳統和當代藝術

的跨界交流；另一方面透過政策引導來提升藝術團隊的創作質量，進而養成市民欣賞藝文節目的習慣，

朝向國際專業劇院的方向發展。

著眼目前的文化困境，同時擘劃未來永續經營的可能性。從藝文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下手，培養創

作者、培養觀眾的審美能力、創設完整的輔助機制……。余能盛不僅在談藝術總監的具體工作內容，

更是層層挖掘文化現狀的發展脈絡，提出自己的藝術抱負：「臺南充滿希望，我們該學習的不是歐美

的表演內容，而是他們的運作方式和態度。我不知道我能夠做多少，但我實事求是，我相信我們要做

的不是跟著流行，而是創造流行。走過就會留下痕跡，我要連結政府的資源、表演團隊的藝術能量，

創造臺灣的文化古蹟。」

＊ 引詩出自里爾克〈祈禱書〉

由左至右依序為《天旋～當芭蕾遇到國樂》、《第一天》、《羅曼史》



文字：余境萱  攝影：王澧綾、林羿宏  照片提供：陳逸堅  插畫：林家棟

一塊磚，砌起流離失所的靈魂歸屬

聚落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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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噍吧哖事件常設展場中，除了包含事件始末與重要戰役之外，也在

「人物小傳」的單元，介紹主事者余清芳、羅俊、江定，核心幕僚張重

三、蘇有志、鄭利記對此事件的助力，以及第一線戰將嚴朝陽、游榮、

潘春香等人的故事；並以圖片和影音展示田野調查和口述歷史資料的多

元視角，首次公開珍貴的採訪記錄。

戴文鋒以口述歷史方式研究噍吧哖事件的經驗，改變了他認為民間資料

有侷限性的觀念。以身為學者的嚴謹態度，對照一手史料，使他得以驗證

口述資料的虛實，發現許多過去未被發掘詮釋的故事。過程中，在地耆老

發現他對家族戶籍資料瞭如指掌，往往主動提供族譜、神主牌位等具隱私

性的資料，十分珍貴，更是與日本官方文書完全不同觀點的史料。

多年研究下來，戴文鋒認為噍吧哖事件應如何評價呢？「我沒有答案，

答案在每個人的心中。」他認為不應該以對立角度來談噍吧哖事件，這裡

沒有英雄，也沒有土匪，「所謂的歷史，必然得透過自己一套思考邏輯與

生命體認，去詮釋他所得到的訊息，否則他將無法認知歷史。」

對於將噍吧哖紀念園區設置在玉井舊糖廠，戴文鋒認為不免有點可惜，

「噍吧哖事件影響範圍遍及臺灣西部，北到淡水，南到屏東，更應該以全

國性事件看待。」

Brick Up A Home For Displaced Souls

玉井，過去曾是西拉雅系大滿亞族之一、大武壠社之屬社「噍吧哖社」的舊地，故舊稱「噍吧哖」。

日治大正 9 年(1920年)地方制度改革，以「噍吧哖」音近日語 Tamai 而改稱玉井，沿用至今。

1915 年爆發的「噍吧哖事件」，是臺灣日治時期規模最大、傷亡最慘重的抗日事件，影響範圍北到淡

水，南至屏東，反抗者當中農民占了九成左右。近年重新清查當年的戶籍資料，可考的受難者人數高達

2,833 人。這次事件也使得日本政府改變對臺政策，加強宗教管理，臺灣漢人亦認知到實力的懸殊，武裝

抗日不可行，改以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抗爭。

然而，如此重大的事件，流傳至今的多為評價兩極、真假難辨的鄉野傳聞。今年適逢事件一百週年，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出版三本紀念噍吧哖事件的書籍，並將舊玉井糖廠改建成「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

已於 11 月 14 日開幕。

噍吧哖事件紀念園區

舊玉井糖廠過去仍在營運時，可說是玉井鄉最熱

鬧的區域，時過境遷，今已綠樹成蔭，環境優美靜

謐。糖廠鄰近市區，周邊有區公所、玉井國小、青

果市場、余清芳紀念公園等，資源豐富。這次利用

閒置房舍及日式庭園，整修成為噍吧哖事件紀念園

區，除了噍吧哖事件常設展區，也將提供旅遊資訊

及展售當地農產品，成為具有複合式功能館舍。

園區的策展人、文史工作者戴文鋒教授從事噍吧

哖事件史料研究多年，2013年開始投入田野調查

和口述歷史工作，訪談近30人，並與官方文書及戶

籍資料等一手史料交叉比對，還原許多噍吧哖事件

參與者及其後人的生命故事，於今年出版《山谷長

歌―噍吧哖事件在地繪影與歷史圖像》。書中藉由

幾個家庭的故事，將百年前的歷史事件，更生動、

立體地呈現在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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噍吧哖紀念園區的「靜默之聲」紀念碑，由陳逸堅老師設計，

以「靜默的地景」、「無言的陳述」為其設計主軸。考量紀念

館入口動線，營造入口意象，這件公共藝術作品將設置在基地

平臺邊坡，長約一百公尺的鋼構牆面，簡潔明快，運用地景坡

差及溶入地景的結構，形成可供民眾駐足停留的休憩空間。

鋼構牆面上，鑲嵌2,833塊完全相同的無名紅磚，象徵可考的

2,833位受難者，也容許日後根據考證新增人數時擴充。設計

中，使用的是臺灣在地常用的「紅磚」，陳逸堅說：「對我而

言，紅磚象徵草根最為真實，材料的卑微與質樸，最能代表臺

灣精神及這群無名受難者。」

這件作品從回歸人性的角度出發，避免以主流的政治正確性來

構思。陳逸堅選擇不記錄受難者姓名，避免塑造英雄、製造對

立，「以抽象的方式去談紀念的本質，更符合人性」。他引用文

化評論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話語解釋：「紀念無名氏

比紀念名人更難，然而歷史的建構是專門獻給無名氏的記憶。」

將作品獻給無名受難者，陳逸堅還希望作為創作者的自己在

作品中消失，「『作者退位』需要勇氣，但似乎反而更能符合

本紀念碑的精神――紀念流離失所的靈魂的公共藝術作品」。

他相信好的作品能激起民眾情感的自發性書寫，或激盪出靜默

追思的文化。作品若能引起民眾的共鳴，自然就會吸引民眾深

入閱讀作品，進一步探討事件真相。

問及在這次創作過程中的收獲，陳逸堅認為這更像是設計、社會服務，而非創作，「臺灣的公共藝術

設置反映當今『多重作者』的藝術面向，在徵選過程中，委員草擬的設置理念及期待，可以視為本案的

前期作者，作品已經定調。我只是用我建築的專業和藝術家的心靈，賦予已經有作者的本案『形體』。」

而對他來說最大的收獲是什麼呢？「是能在目前臺灣政治紛擾，歷史被政治操弄的情況下，勉力為藝術

家找到一個發聲的機會。」

鏗鏘有力的「靜默之聲」
 

吧哖事件紀念園區，將於11/15(日)至11/29(日)期間每個週末的9:30-11:00，進行一系列的

藝文演出。

噍噍噍噍噍

陳逸堅設計的靜默之聲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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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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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最新作品《小吃研究所：帶著筷子來府城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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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位於臺南市的中央地帶，以農業為主，人口不多，僅兩萬人出頭。這

個有歷史縱深的地名，始於17世紀荷據統治時期的「王田」稱呼。

所謂「王田」就是官方的田地，而這個「官方」即統治者荷蘭東印度公司

(簡稱VOC)。在大航海時代，荷蘭政府授權VOC可以自組傭兵、發行貨幣，

並賦予該公司與其他國家訂立正式的條約、對該地實行殖民與統治的權力。

VOC於1619年在爪哇的巴達維亞成立總部，1624年在大員(安平)興建熱蘭

遮城，也創建臺灣史上的第一個統治政權。VOC在亞洲約有35個據點，獲

利最高的據點是日本，約佔有39%；獲利第二是臺灣，約有26%。「王田」

的設置即是當年的獲利模式之一。

到了鄭氏治臺時期，「王田」改制為「官田」，明鄭政府將這些土地招募

佃農屯墾，其中以陳永華家族承佃最多。這個區域逐漸形成漢人聚落，兩百

多年，被喚作「官佃」；直到1920年，臺灣行政區大變革，日本政府改其

地名為「官田」。然而，不管政權如何更迭，這片阡陌因為位於中央山脈西

側，入冬之後雨水不多，農作不易，這是地理條件衍伸而來的嚴峻問題。於

是佃農們因地制宜，自行在官田區與鄰近的東山、六甲、大內等地，陸續開

鑿埤塘蓄水備用，成了臺灣半人工湖沼最密集的地方，這些大小埤塘包括葫

蘆埤、尖山埤、林初埤、洗布埤、德元埤、蕃子田埤等。

1930年，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正式通水，官田的灌溉渠道更加密集，

於是菱角的栽種成了理所當然的產業。臺灣的菱角田大多數是淺水田，目

前官田的菱角產量佔臺灣70%，一枝獨秀。近年官田區栽種面積達到300

公頃，產量上探400萬公斤，成了臺灣之冠。菱角是水生植物，適於溫帶

氣候的濕泥地，盛產期是9到11月間，從種下菱角幼苗到菱角開花、結果

收成，通常需要90到120天(多是第一期稻作後開始栽種)。然而菱角不是

臺灣原生種，關於何時引進、由誰引進，目前則無詳實資料，只知在清領

時期左營蓮池潭附近，可能已有野生菱角田。至於有計畫性的種植，則是

日治時期從中國引進菱角品種，起初栽種地方從嘉義民雄、新港、水上到

屏東的林邊鄉都有蹤影。

菱角有許多別名：龍角(臺語稱呼)、元寶(以外型稱呼)、羊角(客家話)、水

花生、水栗、沙角等等。至於「菱角」則是因它葉片成菱形而得名。菱角有

兩角菱與四角菱，兩角菱因為在臺灣種植時間久遠，被稱為「臺灣菱」(與

蘇州所種的同是紅菱)，根據形狀，再細分大角菱(銳角長刺)和大肚菱(鈍角

短刺)兩個品種：四角菱則是約是20年前官田農民

由中國引進的新品種，有另一個有趣的名字，叫做

「鬼菱」。由於四角菱比較耐寒、易開花，產期最

長可由五月至年底，延長了菱角在市場上的供應時

間，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種植。

至於吃菱角有啥好處？怎麼吃？每到十月前後，

臺南郊外鄉野公路上，路邊樹蔭處總有許多打著大

陽傘擺攤者，他們在地上豎立簡易海報，以斗大的

「菱角」二字迎客。煮熟的菱角去殼，裡面菱角仁

香糯可口，多食有飽足感，臺南人多以蒜末醬油沾

食當做休閒零食，有些人家則會燉湯料理，以菱角

仁和豬腳或排骨一起燉湯，頗有鄉村古風。我曾經

在善化市場旁的腳踏車小販攤位上，發現在賣菱角

粿(外觀與蘿蔔糕一樣)，驚喜好奇，買了一方，熱鍋

香煎，蘸著蒜末醬油，味道絕佳。

《周禮》有言：「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說明

菱角是祭祀典禮上的重要祭品。李時珍的《本草綱

目》也記載：「菱角安中補五臟，不飢輕身。」表

示菱角含有豐富的營養素，澱粉質可以止饑。它在

中醫典籍上被稱之為「芰實」，又因其口感嚐起來

與栗子類似，也稱做「水栗子」，英語中也有Water 

Chestnut 此一俗稱。

菱角吃過，菱葉田田沒看過。長夏之末，秋風微

動，星期六我專程前去官田探訪菱角田，聽說當地

有菱角節，車子走1號省幹道，進入官田往岔路走，

映入眼簾的果然是片片大塊水田，一株株菱角擁塞

在水面，我抓起一株觀察根部的菱角生長狀況，既

好奇也想要理解這個神奇的植物。一路販賣菱角的

小販，矗立的看板，紛紛宣傳著蒸熟的、活水栽種

的、現摘現賣的菱角多麼誘人，現在我總算比較知

道如何挑選品質好的菱角了。

秋陽仍然高照，農婦紅花布巾包著斗笠、掩著臉

龐，半身浸在水田之中，費勁地移動身子，不停翻

動菱角株，摘取著像是美人撅嘴的紫紅唇角，農務

甚是繁重。鏡頭下的景色是美麗而朗晴的，可是你

知道，美好景致與口感的背後，粒粒皆辛苦。下次

當我品味著糯綿沙香的菱角時，一定會再次想起，

她們努力的身影。

文字、攝影：王浩一

在官田，秋風拂檻菱角映湖光

浩一專欄

Guantian’s Water Caltrops Ripen In The Autumn W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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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願望」木質創作展

本展覽為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木工坊人才培育及國際合作開發成果展，由臺

灣細木作工藝家共同策畫展出，作品成果以拓展臺灣木質創作與媒材複合為目標，

並於周末舉辦手作體驗等活動，歡迎前往共襄盛舉。

展覽時間：12/19(六)-1/24(日)，9:00-17:00

展覽地點：文創PLUS-臺南創意中心(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197號)

美印25，走讀大目降的日治風華
美印臺南No.25發刊，以聚落群像導覽，帶領大家親近新化，訴說日本人留下

的歷史足跡，認識老建築的當年故事，在變遷與重生中看見小鎮的寫實生活。

2015/12/12(六) 9:30-11:30
導覽區域：和平街日式宿舍園區、武德殿、新化老街

活動辦法：免費參加，須提前線上報名，報名請上俠客行文創官網

 www.chivalrytainan.com。活動預定於12/1(二)晚間12:00

 開放報名。報名成功者，將另行通知集合地點。

活動名額：30人

洽詢電話：06-2148004

《臺南 家》

家園、家國之於一個人的意義是什麼？從遙遠的歐陸、後山的臺東，終於，范毅舜

回到臺南，寫「家」。臺南，二十一世紀臺灣每一個人心中「家」的理想樣貌，范

毅舜站在臺江岸邊，用筆、用鏡頭，重新召喚出被喧囂噪音蒙塵的古都，我們內心

永遠的家。

定價：680元 (購買請洽06-214-9510#16、24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文創發展科)

【2015臺南美食美學系列講座】

第九場 《不旬不食―談節氣與食物》

■ 主講者：韓良憶

■ 時間：12/12(六) 14:00-17:00
■ 地點：涴莎藝術展演中心永華館(臺南市中西區永華一街75號)

第十場 《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人：茶文學之美》

■ 主講者：呂玨音

■ 時間：12/19 (六) 14:00-17:00
■ 地點：吳園藝文中心(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30號)

※ 活動詳情及報名請上文創PLUS-臺南創意中心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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