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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廟商圈在地意象轉化於形塑文化商圈形象之探索趣 

摘要 

    筆者有鑑於許多觀光城市都有屬於當地的文化意象，故試圖探索具有濃厚

歷史氣息的「孔廟商圈」，希冀找出當地居民、商家與遊客認為能夠代表孔廟

商圈的意象，藉此協助推廣該商圈，以利該地觀光之推展。首先，筆者們以實

地踏查方式，走訪孔廟商圈觀察與資料蒐集，並且從外在風格與內在意義去定

義來找出孔廟商圈具代表性的文化意象，同時將所蒐集之文化意象，分為經濟

產業類、自然植物類、文化教育類、人文歷史類、宗教信仰類，以便筆者除了

將單一意象排序外，也能以類別統計分；接著利用問卷調查，分析其遊客對於

在地意象與商圈連結性，無論是在地臺南人、非臺南人觀光客與未來訪臺南之

受訪群，其最高分皆落在具人文歷史類的「孔廟」與「全臺首學匾額」；次之

經濟產業類中較為突出亦屬「椪糖」──這具娛樂性質的古早味，文化與飲食

都有一份走入歷史的悸動。進而走訪商家，調查商家對於在地意象與商圈連結

性，見其對商圈環境的熱愛以及相當享受該地古色古香地藝術氣息，商圈融合

古典與現代，文化傳統與注入現代文創；同時，也試圖在文化與商業中找尋商

圈值得大眾探訪的特色。最後，筆者依其研究歷程，找到最能形塑商圈形象之

文化意象──「孔廟」，設計了「孔喵」貼圖文創商品。 

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臺南洋溢濃濃歷史氣息，素有「文化古都」之稱的城市，國定古蹟數目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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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之冠。近年，政府積極推展觀光產業，孔廟是臺南重要地標之一，孔廟魅

力商圈(府中街商圈)也吸引許多遊客觀光。同時，筆者發現許多令人印象深刻

的觀光城市都有屬於當地「意象」，例如日本九州的熊本熊、臺南安平的劍獅，

都是具體在地意象塑造當地形象的例子。不僅令人印象深刻，也提升旅客造訪

這城市的意願。在此，筆者選擇孔廟商圈作為調查對象，希望找出當地居民、

商家與遊客所認為能夠代表孔廟商圈的意象，讓此意象代表與協助推廣孔廟商

圈，讓遊客更想前往此地旅遊。 

二、研究目的 

(一) 從外在風格與內在意義去定義並找出孔廟商圈具代表性的文化意象。 

(二) 調查遊客對於在地意象與商圈連結性的感受。 

(三) 調查商家對於在地意象與商圈連結性的感受。 

(四) 找出最能形塑商圈形象之文化意象，並設計相關文創商品，提供推廣觀光

的可能性。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以主客觀形勢來論，因研究生問卷採樣來自於孔廟商圈，無

法涉及臺南市他處商圈，乃至於其他城市孔廟(或商圈)，若有機會再另文以比

較性質相關議題討論。 

貳、文獻探討 

一、相關研究之文獻探究 

本研究之探討，查詢相關資料包括：國家圖書館臺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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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期刊論文、教育電子報以及臺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等。提及「文化意象」

多提民俗信仰、城市聚落、族群文化、廣告表現乃至商品文創等為命題；若以

「孔廟商圈」為命題，多以商圈服務品質、滿意度、消費意圖、觀光行銷府中

街發展情形等為研究方向。（資料整理來源：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網） 

陳進偉〈文創商品設計之文化意象解析與運用─以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

區為例〉一文提出：「將地方文化所具有的豐富內涵，是可以轉換為商品設計的

創作靈感，並從中抽取文化元素，注入文化商品，以傳達商品的文化價值。」

於林育聖〈金門文化意象造形之研究〉提及：「其實圖像學本身用來研究各種圖

像的歷史成因，脈絡的變化及各時代的意義是非常適合的一門學問基礎」。因

此，筆者試圖整理「孔廟商圈」之文化意象並且進行深入探討，並製作吉祥物，

以提供推廣觀光的可能性。 

二、名詞解釋 

(一) 文化意象 

    所謂文化意象就是一個圖像、一個事件、一句文案當我們一接觸到時就能

馬上有相關的全面性通盤的概念會呈現，所以文化意象是經過內化成為社會普

遍有共識的現象(林育聖，2011)。如果其意義超越了簡單的指涉，還包含了價

值判斷、立場抉擇等更為深刻的內涵，其使用者的範圍也超越了一時一地，甚

至跨越了不同的藝術門類，這樣的意象就可以稱作「文化意象」(石守謙、廖

肇亨，2011)。文化是一種連續性的習慣所形成的一種形態意識，常見在人們

的生活、或藝術與文學。而意象是人們對於具體物體的一種概念、共同記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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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表達，會隨著「人們的心理狀態不同，所解釋的意象形式也就不同。」

(陳進偉，2015) 

綜合以上，筆者將其文化意象概念帶入本次孔廟商圈之研究探討，並找出

能以代表此孔廟商圈意象之事物加以研究，希望藉由能代表孔廟商圈之意象，

經過媒體廣告宣傳能帶進觀光客，觀光客也能將旅遊的好感度再推銷給親朋好

友，一傳十、十傳百擴大渲染孔廟之文化意象，以達到活絡商圈之目的。 

(二) 孔廟商圈概括介紹 

    臺南市孔廟商圈係以臺南市孔廟為基礎所發展之商圈，加上對面府中街所

形成的商圈，涵蓋各種日治時期以後所建設的的政治、文教、商業等具公共歷

史性建築，除孔廟之外，商圈還包含文化及藝術工作者、休閒生活與攝影商店、

咖啡廳、特色商店及飲食商店。 

1. 孔廟文化園區 

    臺南市孔子廟創建至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是臺灣地區第一座孔子廟，更

曾是清代臺灣地區最高學府──臺灣府學所在地，故有「全臺首學」美稱，特

具歷史價值與意義。(吳慶烜，2003)「孔廟」為臺南文化古都核心，南門路上

綿延紅牆，具臺南古都獨特韻味，以歷史悠久孔廟為中心，串聯舊街區並連接

附近主要古蹟景點，大南門、臺南地方法院、原臺南州廳等，是個可穿街走巷

盡情享受古城氛圍的文化園區，新建的臺南美術 2館也為這商圈帶來許多遊客，

促進孔廟商圈的觀光發展。 

2. 府中街商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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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中街成型後，加入多元文化元素，讓孔廟景點增添文創感、活潑感。(林

君豪，2014)如「椪糖」以 DIY方式帶進傳統技藝，為吸引親子前往此商圈的動

力。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步驟與流程 

步驟 項目 

1.準備工作 確定研究主題、擬定研究計畫、蒐集相關文獻

、編製問卷 

2.蒐集資料 各大網站及相關論文，蒐集可用的資訊與指導

教師討論，撰寫文獻探討，並加以分析 

3.實地訪查 

 

實地踏查孔廟商圈，並且蒐集、分析與歸納文

化意象 

4.問卷調查 問卷完成、問卷發放、數據統計（key in 問

卷數據、畫圖表、文字說明） 

5.數據分析 輸入問卷測試之結果，視統計分析之需要用

Excel 軟體或 SPSS 進行數據分析 

6.人物訪談 實地訪談商家、記錄整合與分析 

7.研究結果與討論 撰寫研究過程、討論與建議、參考資料、完成

報告、教師協助修改、學生修改作品、完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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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分為三個階段操作： 

  第一階段—實地踏查法：於 10~12 月至孔廟商圈進行實地踏查，蒐集相關

文化意象與歸納分析。 

    第二階段─問卷調查法：3月至 4月中旬至孔廟商圈進行問卷施測，主要目

的調查遊客對於在地意象與商圈連結性的感受並且設計吉祥物，發下問卷共 216

份，有效問卷共 216分，其中男生 83人，女生 133人。多次至孔廟商圈，親自

發放問卷並解釋問卷作答方式，施測完畢親自回收問卷，也利於提高各項分析

的信效度。 

  第三階段—人物訪談法：調查商家對於在地意象與商圈連結性的感受。 

  根據以上三個階段所得數據及各項資料，做統整及分析探討，希望經由研

究更了解孔廟商圈之文化意象之代表，並且設計吉祥物以利推廣。 

 

肆、結果與討論 

一、文化意象的歸納與統整 

    筆者參林育聖〈金門文化意象造形之研究〉之文化意象主題，第一層次為

該主題的外顯形式或造形，能被人所立即觀察到的動作，包含圖像學基本色彩

圖樣等概念；第二層次是將圖像學中的時空因素下所產生的變化更改為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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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背景中，這個文化意象主題是否有產生過變化或是對人的影響，包含改變

過程中的故事與傳說，當然其中也有一些文化意象的定義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更

迭或空間的轉換而改變。筆者依照定義所整理之文化意象，參附件一。 

又在選擇具代表孔廟商圈意象造形方面，筆者搜集目前所知與商圈有相關

的人、事、物之代表，因項目繁多，且在實地踏查中發現較冷門的事物，在此

先就前面找到的意象將其分為五類：經濟產業類、自然植物類、文化教育類、

人文歷史類、宗教信仰類，以便研究者除了將單一的意象排序也能以類別統計

分析，但並無列入問卷(有關發放之問卷，詳參附件二)，以免影響受訪者作答。

先試著做初步分類如圖所示： 

 

二、文化意象的統計及其分析 

    為了更清楚了解上述所云之五個文化意象類別對於去過孔廟商圈以及沒去

過孔廟商圈的人在認識度上的差異，筆者者將得分結果分為三個方面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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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A 群表示住在台南的受訪者，共有 83份；B 群表示未住在台南但去過孔

廟商圈的受訪者，共 103 份； C 群表示未設籍台南也沒去過孔廟商圈的受訪

者，共 30 份，各平均以 A 群平均、B 群平均、C 群平均表示。 

(一) 由數據可發現，就 A 群受訪者的數據分析，前三名分別為孔廟 4.76 分、

全台首學匾額 4.68分與泮宮石坊 4.17分，平均得分非常接近；到了第四

順位臺灣文學館 4.09分，與第五順位椪糖 4.08分，其平均得分也僅差 0.01

分，足見臺南人對這五個文化意象都非常熟悉，囊括人文歷史、文化教育

與經濟產業類。而同屬學校類型的忠義國小 3.87分與建興國中 3.37分，

其排名出現差異的原因推測是忠義國小鄰近孔廟，校園在假日屬開放空

間，在地民眾較容易親近，其親切度多於建興國中。 

非臺南地區居民但去過孔廟商圈 B受訪群體的四個文化意象順位則是

孔廟 4.64分、全台首學匾額 4.33分、泮宮石坊 3.83分與下馬碑 3.78分，

前四名集中人文歷史類之文化意象，緊追在後椪糖 3.62 分雖為經濟產業

類，但這是有歷史背景近忽失傳的民間技藝，在在顯示臺南古都之魅力。 

而建興國中 2.61分與莿桐花 2.85分，顯示一般觀光客較無長時間接觸臺

南生活，對這些在地意象陌生，故得分偏低。 

而非臺南地區居民也沒去過孔廟商圈 C群受訪者，其平均得分較高者

皆落在人文歷史類，其孔廟 4.7 分、全臺首學匾額 4.37 分、下馬碑 3.27

分、德化堂 3.24分與武德殿 3.03分，可見該地不僅在臺灣歷史文化佔有

一席之地，於國內歷史文化教育及臺南觀光宣傳頗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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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來說，各受訪群最高平均得分都是孔廟 4.7 分與全臺首學匾額

4.46分，代表普遍印象認為以孔廟及其相關事物作為該商圈最具代表性的

意象。近年，因臺南市府極力推廣觀光，故像臺南文學館、武德殿等也有

不錯的得分，美術二館則是剛成立，逐漸也吸引不少觀光客；另外商圈裡

的商家也努力推銷自家商品，因此如椪糖、福記肉圓等也有相當知名度，

是故，孔廟商圈意象雖呈現多元存在，但其孔廟創建至今已三百多年歷

史，是台灣地區第一座孔廟，更曾是清代臺灣地區最高學府──臺灣府學

的所在地，這「全臺首學」美稱地位屹立不搖，特別具有歷史價值與意義，

而這歷史文化氛圍與意象更是第一個以文化園區概念出發之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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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孔廟商圈意象五大分類中的文化意象數並不相同，例如人文歷史類筆

者蒐集七個意象，宗教信仰類納入兩個意象，而自然植物類只有一個意象

莿桐花。所以，筆者將「文化意象類別在各受訪群中的總得分」數據加以

整理成「文化意象類別在各受訪群中平均得分」，藉此取得比較符合實際

情況的數據，就以下面圖表分析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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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居住在臺南的人來說，各文化意象類別的分數除了自然植物類

260 分以外，其餘約落在 300 多分左右，足以顯示孔廟商圈對當地人而言

是屬生活活動空間而非觀光景點，對於各文化意象類型感受較為平均，不

過，相對性地人文歷史類型意象仍一枝獨秀的高分，平均 333.71 分，總

積分也達到 2336 分，這也是在地人的驕傲與認同，彷如日本文化財的概

念；而對於非臺南地區居民而有前往孔廟商圈觀光的 B群，平均高分分別

人文歷史意象 484分、經濟產業意象 376分、文化教育意象 403分，足見

文化、飲食密不可分，二者往往成為各個城市珍貴資產，隨著時代變遷，

城市發展亦須結合地方觀光政策，推動了極具代表性的商圈經濟與文化，

臺南孔廟商圈即為最佳代表。未前往臺南孔廟商圈的 C群的受訪者對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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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歷史類之意象最廣為接受與認識，平均 101.57分，總分也達到 711分。

另外，筆者也發現各群體在宗教信仰類無論平均或總得分都相對不高，原

因應是宗教信仰類的永華宮及德化堂並非熱門景點外，對於非共同信仰者

則相對較為陌生。而自然植物類的代表莿桐花雖與這條巷子有密切關係，

倘若無深入了解，其實無法得知這背後故事與意義性，因此得分不高。不

過，在這點上，或許也讓筆者找到新的文化意象推廣的可能性。 

    最後，又發現未來過孔廟商圈的 C群其自然植物意象平均意外皆高於

文化教育類、經濟產業類以及宗教信仰類，在核對總得分即可明白：在於

自然植物意象只採莿桐花為代表，又對於文化教育意象之忠義國小與建興

國中相對陌生，經濟產業意象中包子、冰果店以及咖啡店其他商圈皆有，

宗教信仰意象則是與信仰有關，難以勉強。 

(三) 從性別來做分析，筆者從圖表皆可發現無論男、女在人文歷史意象呈現最

高分，男性 307.1分、女性 510分，顯見對於此地人文歷史都有高度的興

趣，孔廟男性 380 分、女性 630 分與全臺首學匾額男性 370 分、女性 590

分顯示於單一文化意象也是最高。而商圈周邊的經濟產業類，如椪糖男性

290 分、女性 504 分為最，足見這兼具童玩與賞味性質的小吃相當吸引外

來客，彷若該商圈的代名詞；而莉莉冰果(男性 269 分、女性 460 分) 、

福記肉圓(男性 264 分、女性 445 分)、二元黑輪(男性 251 分、女性 442

分)、克林台包(男性 247 分、女性 461 分)等也都有相當高分，可以知道

商圈經濟產業之魅力，因此筆者以為人文歷史意象與經濟產業意象所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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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象題材之火花，是可以作為商圈發展成多數人歡迎的素材，使商圈

形象內涵更加深化，讓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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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筆者又整理了各年齡層對孔廟商圈文化意象前五名之得分，見其孔廟與全

臺首學匾額穩居各年齡層的前兩名，但之後得分排名就有略有不同，20歲

以下與 21歲至 30歲間年輕族群的「椪糖」得分分居第三 246分與第四名

115分，顯示年輕族群對於傳統技藝方面的嘗試有較高意願，31歲以上的

族群偏好歷史文化的探訪，如武德殿、台灣文學館等，因此在文化意象的

推廣方面應該可以依據不同年齡層進行活動設計，藉以增加商圈的能見

度。 

 

三、商家的訪談 

(一) 走訪孔廟商圈的商家 

    要掌握孔廟商圈之意象，除了發放問卷給觀光客外，筆者認為就該實際走

訪，是故，研究團隊共在孔廟商圈進行三次商家訪談，每次獲得 2至 3家商家

的訪談實錄，但實際嘗試訪問的商家數量遠多於此，有時因為造訪時店家生意

忙碌而無暇接受訪問，抑或也遇到不想接受訪問等原因而無法成功進行訪談，

最後，總共成功蒐集到七次孔廟商圈商家訪談紀錄，茲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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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家一：老師將貓鮮活生動的神態表情手繪在石頭上，展現他的藝術天分，

離開過去的工作後，取得街頭藝人執照，來到孔廟商圈創意市集，與朋友們

分享他的彩繪石頭作品，筆者們也蒐集了老師彩繪作品。 

2. 商家二：位於甕仔井巷中，店家庭院就是傳說中的甕仔井，還提供遊客打水

體驗，老闆娘精心挑選美麗的小碗盤供遊客購買。 

3. 商家三：老闆是風趣親切的捷克人，從「捷克」精選當地精緻且傳統的工藝

品、裝飾品及經典童玩，木製產品來自捷克木匠師傅的溫暖呈現。 

4. 商家四：除了豆花外，還有剉冰和檸檬愛玉，檯前擺著芋頭、湯圓等好料，

新鮮乾淨讓人流口水。老闆對於商圈有很大的熱情，也很有想法，還幫我們

介紹訪問畫糖與一刀剪紙的老師們。 

5. 商家五：老師用剪刀代替畫筆，不用打稿或描圖，一刀剪紙搭配摺紙，創作

出生意盎然的花草和昆蟲，細緻生動彷彿為作品賦予了生命。 

6. 商家六：老師在這個地方很有名氣，很多商家都有推薦要訪問老師，老師的

巧手，一筆一畫賦予糖漿生命力，各種造型瞬間活靈活現，還幫我們作了一

隻超大的蝴蝶。 

7. 商家七：是一家隱藏在商圈巷弄裡的義式冰淇淋店，門口寫著「歡迎參觀、

自由攝影」，內部空間透視性佳，還有陽光充足的天井在其中。更重要的是

老師請的冰淇淋很好吃。 

(二) 訪談孔廟商圈的商家 

問題一：是什麼理由讓您選擇在這裡開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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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1：主要是孔廟商圈整體的環境良好，古色古香的氛圍。 

回答 2：這裡假日有很多遊客，也有外國遊客來玩，而且非常喜歡這份工作。 

回答 3：當時沒有太多的錢創業，選擇租金不高的府中街，加上是觀光景點，

預估會有很多人潮。 

回答 4：本身有做豆花的手藝，另外這商圈文創商品較多，吃的東西較少，

希望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回答 5：透過別人介紹，本身有街頭藝人證照，所以到孔廟商圈擺攤。 

回答 6：因有認識的朋友介紹他來這裡開店。 

回答 7：因喜歡這家店的環境，很明亮也很現代化。 

問題二：就您的印象所及，孔廟商圈周遭有那些事或物例如：泮宮石坊、下

馬碑等，讓您印象最為深刻呢？ 

回答 1：當地最有特色的是有很多老房子。 

回答 2：高大且可遮蔽太陽的樹，生活步調較悠閒。 

回答 3：最有印象是在街道間穿梭的松鼠，在小時居住的捷克比較少遇到。 

回答 4：商圈其實有很多外國人會來訪，尤其日本人，大多都很有禮貌。 

回答 5：孔廟商圈充滿藝術氛圍印象最深刻。 

回答 6：最有印象的是一位帶著身心障礙孩子的媽媽看他畫糖，媽媽很有耐

心的向孩子說明畫糖的經過，讓他覺得母愛很偉大。 

回答 7：認為炒泡麵在其他地方比較少見，所以印象深刻。 

問題三：孔廟商圈的範圍內，您最喜愛與最討厭的事物分別是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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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1：最喜歡是開山路上的永記魚丸，好吃！最討厭應該是巷弄狹窄導致

無法停車的困擾。 

回答 2：有些店家東西太過商業化，大量生產無法展示出孔廟商圈的特色。 

回答 3：最喜歡的就是可愛的松鼠；最討厭這裡的交通管理不好，機車騎得

非常快。 

回答 4：最喜歡是可以和客人互動，比較不喜歡是廟宇常常有活動，聲音太

吵雜。 

回答 5：對商圈有很大的熱情，認為這裡的事物讓他都很喜歡。 

回答 6：喜歡這個商圈氣氛，這裡的居民、商家都很團結和友善。 

回答 7：整條街很漂亮，古色古香的氣氛是他最喜歡的點。 

問題四：如果請您選出代表孔廟商圈的事或物，您會選擇甚麼呢？ 

回答 1：是在地的小小商店。 

回答 2：是文創或是手作商品，能展現出孔廟商圈的特色，例如畫糖、一刀

雕等。 

回答 3：最能代表的是孔廟、椪糖、武德殿。 

回答 4：這裡的節慶活動最具有當地的特色最能代表孔廟商圈。 

回答 5：孔廟商圈有很多獨特的文創商品最能代表孔廟商圈的氣息。 

回答 6：真的很喜歡炒泡麵，所以選擇炒泡麵當作代表孔廟商圈的事物。 

回答 7：孔廟、椪糖吧！ 

問題五：從過去到現在，您覺得孔廟商圈有那些改變呢？您對這樣的改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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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看法呢？ 

回答 1：興建美術 2館應該是最大的改變，為商圈帶來了一些觀光客。 

回答 2：覺得沒有甚麼太大的改變。 

回答 3：應是剛興建的美術 2館，覺得非常漂亮。 

回答 4：周遭有很多變動，如司法博物館、美術館都開始運作，希望能帶動

商圈的觀光。 

回答 5：認為人潮漸漸變少了，希望能讓商圈能更活化。 

回答 6：周遭環境改變很大，許多新的景點都出現了，接下來商圈的發展應

該會更好。 

回答 7：主要街道沒有什麼改變，但是有些店家會更換。 

問題六：對於孔廟商圈未來的發展，是否可以跟我們談談您看法或是建議

呢？ 

回答 1：希望政府能夠整頓府中街攤販，並且能夠有多一些的停車位，方便

店家及民眾停車。 

回答 2：希望商圈能變得比較年輕化一點，多元還有多一點創意商品作良性

競爭，並且要多宣傳商圈。 

回答 3：希望來客量能夠再多一點，以及能有更多的交通管理。 

回答 4：可以增設停車位，讓遊客能好好停車。 

回答 5：希望能有指標性的東西能讓遊客打卡，增加商圈的能見度。 

回答 6：希望能多宣傳商圈，讓每天人潮都能像假日一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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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7：宣傳以及多一些停車位。 

    根據以上受訪者的經驗與感受，孔廟商圈優勢就在於孔廟之「古色古香」，

其環境氛圍吸引許多遊客前來遊賞，而這些人潮也包含許多外縣市甚至國外的

觀光客，因為推展觀光，商家並非泥古不化地一味拘執傳統，而是在保有傳統

之際，添入現代元素，讓文創走入商圈，使得商圈意象與觀光目的不謀而合的

多樣化，例如參觀孔廟、逛文創小店、品嘗小吃等目的，吸引了不同類型的商

家進駐。另外，依據受訪者的看法，對於周遭觀光景點如司法博物館與美術二

館的興建，的確帶動並且活絡商圈的觀光。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停車位的不足、

交通的紊亂等問題，必定影響商圈之形象，不僅是觀光客不喜歡，連當地的居

民也是抗議連連。因此，對於商圈的未來，受訪者也擔憂太過商業化也可能導

致商圈失去特色；缺乏宣傳又使得人潮流失。如何維持商圈的活力與文化價值，

是受訪者共同的期待；同時，也是他們的使命。 

伍、結論 

針對研究目的，並綜合各項研究歷程與結果，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一、關於從外在風格與內在意義去定義並找出孔廟商圈具代表性的文化意

象，並且調查遊客對於在地意象與商圈連結性的感受。 

    孔廟商圈悠久歷史，留下許多動人故事、史蹟，加上新興文創，古今

元素融合，是古典兼現代與傳承兼創新意義的商圈。該研究之結果，的確

讓筆者略為失落，曾一度以為在這樣多元意象的商圈，或許結果會大不

同，豈知一如當初指導老師預期：第一、二名皆是人文歷史意象孔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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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首學匾額，果然三百年歷史之「孔廟」魅力深入人心。而在經濟產業類

突出亦是有歷史意義的「椪糖」，這也在在說明文物保存及其產生的社會

價值觀與認同感極為重要。另外，在筆者在其他研究之意象，也思考該如

何發揮其故事性，應有助於未來孔廟商圈的發展與推廣。 

二、關於了解孔廟商圈商家的現況與期望 

    與商家訪談的過程，充分感受到商家與商圈環境之休戚與共，孔廟商

圈古色古香與悠閒氛圍，吸引許多藝術創作者前來，如石頭彩繪老師、畫

糖藝術家等對商圈皆有著無比熱情與認同感，又如月十五小院的老闆娘將

庭院裡的甕仔井維護得非常好，還會與前來探訪的遊客介紹，並讓遊客操

作體驗打水。商家老闆滔滔不絕細數著商圈的點點滴滴，主動帶筆者一同

拜訪孔廟商圈的藝術創作者，言談中都能感受到他們對於這個地方的熱

愛，甚至包括街道間穿梭的松鼠，一刀剪紙的老師認為這裡的事物讓他都

很喜歡。他們同時對商圈未來的展望有期待也有憂慮。訪談者對於周遭博

物館的設置如司法博物館、美術二館等，皆一致認為有助於商圈發展，但

同時也認為商圈的推廣仍有努力的空間，一如交通問題。 

三、關於找出最能形塑商圈形象之文化意象，並設計相關文創商品，提供推廣

觀光的可能性 

    經過孔廟商圈的踏查後，意象蒐集與分析，進而至商圈發放問卷、數

據分析，再透過在地文化意象的整理與商圈店家的訪談，該意象對於孔廟

商圈未來的發展，筆者提出以下幾個建議供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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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選擇最具特色的文化意象，訂定主打的意象，強力的推廣 

    從問卷的調查結果來看，分數最高的是孔廟，因此研究者試著以「孔

廟」這個意象去設計吉祥物「孔喵」，並以此創作出可供推廣的文創商品

如貼圖，也可以雷切製作小物等。希望可以讓許多人更認識該文化意象，

並藉此推廣孔廟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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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索並發展更多在地文化意象的故事，結合文化意象創造新產業活

動 

    從問卷分析中，可以了解還有許多在地文化意象有著動人的故

事，但因為鮮少人知，因此民眾對其印象並不深刻，例如孔廟商圈主

要所在的府中街，也叫莿桐花巷，過去曾種植大量的刺桐花，《續修臺

灣府志》：「莿桐花色，紅如火，環繞營署，春仲始花，一望無際，實

為臺郡大觀，故稱莿桐城」，記載着這莿桐城的由來。《番社采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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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番無年歲，不辨四時，以刺桐花開為度。」顯示莿桐曾與臺

灣的人民有著密切關係。清治時期的臺南府城也有「莿桐城」的稱呼。

特別是春天，刺桐樹便會綻放出耀眼的紅花，或許在春季可以結合刺

桐花的花期舉辦刺桐花祭的活動，用以推廣在地特色。 

(三) 試圖在保存在地文化意象與商業活動間取得平衡點 

    走訪在地商家，覺得商圈最有特色的是有很多老房子，畫糖藝術

家喜歡這個商圈的氣氛，認為這裡的居民與商家都很團結和友善。也

有商家憂心忡忡提出有些東西太過商業化，認為大量生產的商品是無

法展示出孔廟商圈的特色。由此可見，孔廟商圈的商家們也的確在錢

潮與文化價值掙扎，也試圖在文化與商業間取得平衡，如此在地文化

意象才有辦法被永續保存下去，而孔廟商圈也可因此保持其獨特性，

而不會失去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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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附件一 

筆者依照定義所整理之文化意象，茲述如下： 

名稱 椪糖 

分類 經濟產業類 

 

第一層次：椪糖，又稱發財糖。像發粿一樣神奇膨脹，外

觀極似發糕，酥脆入口即化，迥異於發糕軟綿口感 

第二層次：臺灣早期的自製零食，為物資缺乏時代孩童極

受歡迎的娛樂及零食來源。亦是產婦坐月子補身子最佳補

品。這項近忽失傳民間技藝，近年又在臺南街頭活躍起來。 

 

名稱 福記肉圓 

分類 經濟產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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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次：內餡使用瘦肉，以特製醬汁醃製，外皮厚度適

中有嚼勁，充滿府城特有口感，店內附免費大骨湯。 

第二層次：臺南有名肉圓，至今有三十多年歷史，是臺南

人習慣的好滋味。 

 

 

 

 

 

 

名稱 克林肉包 

分類 經濟產業類 

 

 

第一層次：於臺南市府前路跟南門路交叉路口，販賣肉包、

糕點和碰餅等，臺南知名的伴手禮。 

第二層次：為臺南異國進口貨源物品大宗食品進口商行。

內餡新鮮飽滿且手工製作，食材講究，不畏做工繁複，六

十年來，以臺南人精神堅守至今。 

 

名稱 莿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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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自然植物類 

 

第一層次：街道兩側種滿莿桐花，府中街又稱「莿桐花巷」 

第二層次：府中街有間傳統豆花坊叫「莿桐巷」。清朝時期，

臺南有「莿桐城」的別稱 

 

名稱 忠義國小 

分類 文化教育類 

 

 

第一層次：鄰近臺南孔廟，配合附近文化景觀，校舍採低

量體、紅牆斜屋頂造型。 

第二層次：校內禮堂是原臺南武德殿，圖書館是原臺南神

社事務所。原址為日治時期汐見公學校（今大成國中），後

與之交換校地，如今為中西區忠義國小 

 

名稱 建興國中 

分類 文化教育類 

 

 

第一層次：建築為紅磚折衷式樣，南面為平拱走廊，北面

全為磚面，東西兩端屋簷下各有菱形裝飾，中央入口上有

白色飾帶。門廳柱頭以類似回紋裝飾處理成似愛奧尼克

式，但為方形。東西兩側走廊末端有圓拱形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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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次：曾臺南第二尋常高等小學校。亦為南門國民學

校原校舍，又臺南市政府接收使用。58年移交建興國中。 

 

名稱 臺灣文學館 

分類 文化教育類 

 

 

第一層次：採馬薩式建築風格屋頂，大門是典亞的歐日融

合圓柱，具濃厚異國風格。 

第二層次：臺灣第一座國家級文學博物館，日治時期臺南

州廳，戰後曾為空戰供應司令部、臺南市政府所用，目前

蒐藏、保存、研究外，亦提供展覽推廣教育。 

 

 

 

 

名稱 美術二館 

分類 文化教育類 

 

第一層次：為日本建築師坂茂所設計，以具臺南特色鳳凰

花轉化為五角造型，再以垂直堆疊、錯位的各式方型空間。

其中大型五角碎形遮蔭屋頂為因應台南氣候，模擬大自然

樹蔭效果，透過科學研究以幾何造型製作碎形結構，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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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節建築空間綠能，當太陽以不同角度照射在碎形屋頂上

時，可呈現如光穿透樹葉般的美麗光影。 

第二層次：美術二館走現代風格，一館保留了古蹟的韻味；

其原址為神社，後改名忠烈祠，入口橫樑刻上「浩氣千秋」

四個大字。 

 

名稱 德化堂 

分類 宗教信仰類 

 

 

第一層次：為臺南三座龍華派齋教廟堂之一，建築採民居

造形，為兩進兩廂房的傳統建築。 

第二層次：正殿供奉觀音佛祖兩尊，前方是本堂原有的觀

音神像，觀音右側是本派祖師羅祖塑像，案前陳祀三公椅

三張，分別代表龍華派羅、應、姚三位祖師。。 

 

名稱 甕仔井 

分類 人文歷史類 

 

第一層次：臺灣稱為純陽水(又稱午時水)，相傳洗用或飲

用可解熱、瘦身、明目、進補、避疫癌等有益健康的功用 

第二層次：由府中街延伸出去的開山路 122巷 36弄有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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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年間至今仍保存的甕仔井古井，口窄腹寬如甕仔，此巷

俗稱「甕仔井巷」。 

 

名稱 孔廟 

分類 人文歷史類 

 

 

第一層次：臺灣第一間學校，最早文廟，第一間孔廟。為

祠廟類國家一級古蹟 

第二層次：明鄭時期府學。鄭經參軍陳永華提議設立，以

教化學子，舉行科舉。設時僅設大成殿，用來祭祠孔子，

設明倫堂作為講學用。傳統閩南式合院建築，左學右廟，

前店後閣，三進兩廂，右廟的第一進為大成門，清朝時左

右設有名宦祠與鄉賢祠，第二進是大成殿，供奉孔子牌位。

第三進是崇聖祠。左學為明倫堂和文昌閣。 

 

 

 

 

名稱 全臺首學的匾額 

分類 人文歷史類 

 

第一層次：朱紅色建築，被綠樹環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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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次：入口是原本的「東大成坊」，是全國最早的文廟，

也是清領時期學生上課的地方，故取全臺首學 

 

名稱 臺南武德殿 

分類 人文歷史類 

 

第一層次：今忠義國小禮堂，緊接著台南孔廟。 

第二層次：最初位於大正公園東側，後改在南門町台南神

社外菀東北角，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改為禮堂 

 

名稱 愛國婦人館 

分類 人文歷史類 

 

第一層次：在日治時期時，分為前、後棟，北邊前棟為本

館，南邊後棟為宿舍。 

第二層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婦女團體之一，其宗旨為

關心地方建設和從事社會服務 

 

 

 

名稱 下馬碑─臺南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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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人文歷史類 

 

第一層次：臺南孔廟入口, 旁邊設有「下馬碑」，刻著文武

官員，軍民人等，在此下馬 

第二層次：下馬碑是一種諭令碑，等同於帝王口諭，門前

有看守兵卒監督，提醒路過人員從馬騾上或轎子上下來步

行通過，表示對孔子的恭敬，表達重視尊師重道的精神。 

 

名稱 泮宮石坊 

分類 人文歷史類 

 

 

第一層次：為府城四大石坊之一。寬四柱三間，重簷雙脊

形式建築，坊頂中央置一葫蘆石雕，有避邪之意。八隻夾

柱石獅造形樸拙，坊面上人物、動物雕刻精巧 

第二層次：泮宮是古代諸侯的學校，孔廟即過去臺南學府，

石坊表示孔廟與學校結合。牌坊為表彰孔子，置孔廟最外

出入口，乾隆年間，知府蔣元樞重修孔廟時，將此出入口

重新整建。日治時，為開闢南門路，將石坊與孔廟隔開。

正面楹聯「參兩大以成能，時行物生，無私化育；綜六經

而垂教，禮門義路、不過範圍。」背面楹聯「集群聖之大

成，振玉聲金，道通中外；立萬世之師表，存神遇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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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乾坤。」「能」字位置有個窟窿和右邊石柱上部子彈的痕

跡是二戰末期美機掃射的彈孔。 

附件二  

受訪者資料調查： 

1.性別：□男性 □女性 

2.年齡：□ 20歲以下 □ 21~30歲 □ 31~40歲 □ 41~50歲 □ 51歲以上 

3.教育程度：□高中(含)以下 □大學(含正在就讀) □研究所(含)以上 

4.請問您是定居於台南的人嗎：□是(若勾選此選項，則直接填寫第 6題) □否 

5.來台南之次數(含本次)：□1 □2 □3 □4(含)以上 

6.去過孔廟商圈嗎?□是□否(若勾選此選項，則跳過第 7題) 

7.到孔廟商圈之目的：□觀光 □購物 □用餐 □學生 □參拜 □經營 

敬受訪者： 

    本研究為台南孔廟商圈文化意象之研究，欲調查一般民眾對孔廟商圈文

化意象之熟悉度，請撥空為我們填寫問卷，並以直覺勾選下列選項 

    感謝你的配合。 

                              台南市○○國民中學獨立研究社組員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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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說明： 

勾選內容分為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等五個選項 

(問卷內容以孔廟商圈相關圖像為主，請以個人認知為準) 

當您一看到該項目即能馬上聯想與孔廟商圈有關，就在「非常有關係」打 V 

若看到項目需思考一下才能聯想與孔廟商圈有關，就在「有一些關係」打 V 

如果您認為該項目可能有關係可是又不太能把握，就在「普通」打 V 

若您認為該項目與孔廟商圈沒有關聯，就在「不太有關係」打 V 

如果您完全無關，就在「無關」打 V 

1.孔廟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6.建興國中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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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林包子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7.忠義國小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3.德化堂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8.甕仔井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4.福記肉圓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9.泮宮石坊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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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有關係 

□無關 

□不太有關係 

□無關 

5.莿桐花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10.椪餅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11.下馬碑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16.全臺首學匾額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12.莉莉冰果店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17.武德殿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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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13.臺灣文學館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18.愛國婦人館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14.臺南美術館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19.二元黑輪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15.窄門咖啡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20.永華宮 
與孔廟商圈之間 

□非常有關係 

□有一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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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普通 

□不太有關係 

□無關 

 

附件三 

孔廟商圈實地訪談學習單 

    叔叔(阿姨)您好，我們是○○國中的學生，正在進行獨立研究課程學習，

生為在地的孩子，我們想多知道家鄉的美好，我們這一次的研究主題是探索孔

廟商圈的在地文化意象，可否耽誤您一點點時間，協助我們就孔廟商圈文化意

象有多一點的認識，謝謝您。 

題目 訪談內容 

問題 1：請問您已在孔廟

商圈工作或是居住多

久？ 

□1-5年 □6-10年 □11-20年 □21-30年 □30年以

上 

 

問題 2：是甚麼理由讓您

選擇在這裡開店或是居

住呢？(此題限定店家

或是居民) 

 

 

 

 

問題 3：就您的印象所

及，孔廟商圈周遭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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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或物例如：泮宮石

坊、下馬碑等，讓您印

象最為深刻呢？任何事

物都可以跟我們說說

喔！ 

問題 4：就孔廟商圈的範

圍內，您最喜愛與最討

厭的事物分別是那些

呢？是否可以跟我們分

享？ 

 

 

 

 

 

問題 5：如果請您選出代

表孔廟商圈的事或物，

您會選擇甚麼呢？(可

複選)可以跟我們分享

一下選擇的原因或理由

嗎？ 

 

 

 

 

 

 

問題 6：從過去到現在，

您覺得孔廟商圈有那些

改變呢？您對這樣的改

變有甚麼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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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對於孔廟商圈未

來的發展，是否可以跟

我們談談您看法或是建

議呢？ 

 

 

叔叔(阿姨)謝謝您願意花時間與我們討論，您寶貴的意見讓我們受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