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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南市文史耆老盧嘉興(1918-1992)和日治時期的漢學家尾崎秀真

(1874-1952)一致推崇林朝英(1739-1816)是「清代臺灣唯一的藝術家」，從雲林

北港到屏東里港都有廟宇懸掛著林朝英書贈的匾額或對聯，其中以臺南地區為

最多，民眾能就近欣賞其墨寶。他除了是傑出的藝術家以外，還集慈善家、讀

書人、商人於一身，多次捐鉅款修孔廟、救災賑難，但後人對這位傳奇人物卻

相當陌生。因此，本研究以林朝英為研究對象，目的探討其事蹟、墨寶所在地

建構民間歷史，進而能以林朝英的事蹟作為文化傳承與文化標竿，喚起大家對

臺南文化之寶的維護和重視。 

    本研究以林朝英的生平、作品分布和社會公益為研究範圍，採文獻分析、

田野調查及訪談法進行研究，實際走訪林朝英的文化足跡，訪談民間相關單位

人員及專家學者，並向政府相關單位提出建議。研究結果發現:受訪單位與政府

機構讚許林朝英的藝術造詣和社會公益，應整合各單位資源有計畫地推廣林朝

英其人、事與物；擁有林朝英墨寶的部分廟宇不懂其文物的重要性，廟方人員

無法介紹墨寶和林朝英事蹟，甚為可惜，建議設立文物解說牌以達到社會教育

目的。  

    最後，出版社和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對於本研究提出的建議，給予正面支

持與肯定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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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2016 年臺灣某博物館曾舉辦「獨樹一峯:林朝英家族風華」特展，當時我是

第一次聽到林朝英的名字，心想「他是誰? 」，博物館以他為名舉辦特展，他應

是位風雲人物或是對臺灣有貢獻的人。 

    參觀後，才知林朝英樂善好施、生財有道、筆精墨妙擁有多重身分與技能，

反思現今社會，也沒幾人能與他並駕齊驅。參觀時，還有人誤認他和臺南的古

蹟百貨公司──林百貨是不是有關係，雖是茶餘飯後的笑話，但我覺得很多人

和我一樣對於林朝英所知實在太少。於是，在四年級社會課「認識家鄉」的主

題報告，我特地以林朝英為報告主題，將林朝英的事蹟介紹給班上的同學認識，

大家都是第一次聽到林朝英的豐功偉業和重道崇文坊的典故。有人說：「原來在

清代臺南有這麼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覺得更多人認識林朝英，就越能看見臺

南的文化能量與價值。 

    平常我在書法班練習寫書法，林朝英是書法名家，於是邀請書法班的同學

一起研究林朝英，進一步認識這位傳奇人物。透過林朝英的研究，我們想了解

他的墨寶在哪些廟宇?在廟宇中是否被重視?林朝英水墨自畫像的特色?四年級

社會課本認識家鄉單元介紹洪騰雲的「急公好義坊」，反思向出版社爭取版面，

將林朝英樂善好施、重道崇文的典故也收錄在課本中呢?因為有了使命感與好奇

心，我們藉由實際探查、訪問和文獻收集分析，更深入了解清代文物和研究臺

南歷史名人──林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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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 了解林朝英的歷史事蹟和對臺南文化的影響。 

二、 了解林朝英所書贈匾額的現況。 

三、 了解專家學者對林朝英的評價。 

四、 提出推動美學和文化教育的建議給政府相關部門，呼應臺南是文化

古都。 

參、文獻探討 

一、 林朝英簡介   

    林朝英，字伯彥，號梅峰、一峯亭、鯨湖英，乾隆 4 (1739)年–

嘉慶 21 (1816)年，生於臺灣縣(今臺南市) 。林朝英幼年聰明伶俐，

精通琴棋書畫，喜歡讀書，作文別出心裁。乾隆 32 (1767)年，28

歲入府學拜臺灣道1張珽為師，但考運不佳，數次赴福州參加科舉考

試皆未取得功名，50 歲才被推薦為貢生2，63 歲才擔任中書科中書3。                                                                                                             

二、 林朝英自畫像   

    日治時期，日本漢學家尾崎秀珍，推崇林朝英為「清代臺灣唯

一的藝術家」。他在臺南公會堂以《清朝時代的臺灣文化》4為題，發

表演講:「清代臺灣文化，從年數方面來說，已經歷時二百五十年之

                                                        
1 清代臺灣建省前的最高行政長官。 
2 讀書人除了循科舉考試當官外，在國子監(即國立最高學府)唸書的人也有做官的資格，秀才若被選拔進入國子

監就讀，就稱作「貢生」。 
3 中書科，官署名稱。中書科設中書舍人，承辦書寫事務。 
4 王耀庭，《林朝英〈雙鵝入群展啼鳴〉》，臺北：藝術家，2012.3，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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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現在來想一想清代二百五十年之間，臺灣所產出的臺南藝術

家有無足以稱道的人物?依據研究，在今日可以舉出稱做藝術家的人

物，二百五十年之間幾乎沒有，若勉強為之，林朝英即『一峯亭』

者，僅可以舉出他一人而已。也許因為本人孤陋寡聞亦未可知，但

大體言之，做為一個藝術家，如詩人或書家、畫家等，而能拿來做

為代表的，唯有『一峯亭』林朝英一位而已。……」從尾崎秀珍的

評論中，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林朝英是清代臺灣書畫界中成就最為傑

出的第一人。另《一峯府君行略》5記載，「筆墨之工，尤世所希有，

書法則真草隸篆，無美不臻；畫本則濃淡淺深，無奇不有；珍玩則

奇精古奧，無巧不備」，為林朝英精湛的書法造詣做了最好的記錄。 

    他 63 歲那一年，創作立身水墨自畫像是臺灣繪畫史上第一幅立

身自畫像，長達 150 公分，寬約 87 公分，並如實畫出他的眼疾，甲

協會 A 前理事長根據畫作中無黑白眼球對比，猜測林朝英患有眼疾

可能是罹患白內障，或眼睛生病。但在《一峯府君行略》中未提到

林朝英患有眼疾，在一次訪談甲博物館 A 研究員時，進一步求證林

朝英是否患有眼疾，A 研究員表示在林朝英自畫像的背面發現一張藥

方，曾向中醫師請教，中醫師表示這張處方的中藥材對改善眼部疾

病具有療效。這個發現和 A 前理事長的推論林朝英有眼疾不謀而合。 

 

                                                        
5 行略是指死者的家屬、親朋、門生、官吏所寫，敘述死者一生功績或學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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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繪畫史上第一幅立身

自畫像:林朝英自畫像(翻

拍自《雙鵝入群展啼鳴》) 

 

圖 2  自畫像背面的藥方 

  (翻拍甲博物館典藏品) 

 
圖 3  林朝英自畫像局部(翻拍自《雙鵝入群展啼鳴》) 

三、 亦儒亦商林朝英的故居和墓誌銘 

   林朝英原籍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之版尾錦里社。他的祖父林登榜自

康熙 32 (1693)年攜家帶眷渡台，住在嶺後街(今臺南民權路)，經營

布匹、砂糖的海運生意，店名「元美號」。林登榜生林宗憲(名克文，

字迪章)。林宗憲生林朝英兄弟四人，林朝英為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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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臺灣府城池圖》  1875 年 

 

    乾隆 33 (1768)年林宗憲去世，由 30 歲的林朝英繼承家族海運

事業，來往臺灣大陸之間。《一峯亭林朝英行略》內提到「府君於讀

書餘暇，旁及家務，擇一才能幹辦者，任以會計，歲終考其成。若

網在網，井井有法，用能於前人之業，擴而大之，稱素豐焉。」當

時林朝英已是位善用專業經理人才的企業家，乾隆 43 年（1778）家

業擴增從嶺後街搬到三界壇街興築宅第，並在宅第內懸掛「一峯亭」

木匾。《林朝英墓誌銘》6：「移居寧南坊三界壇前，自建壹屋參進，

列座柒間，西畔搆壹亭，亭外數間為書室，父少負奇才，耽詩書」。

湯德章紀念公園原為林朝英故居一峯亭庭園的一部分，1915 年都市

                                                        
6 墓誌銘敘述家族淵源、搬遷過程和後代子孫，並記錄死者一生的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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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將此地規畫為圓環，因為這裡土地屬私人庭園，一般民屋較少

的原故。 

    1934 年林朝英後代子孫將原葬在新化的舊墓移至南門外，此時

發現磚刻的墓誌共四塊，在 1935 年博覽會7曾展出林朝英墓誌銘。 

 

圖 5  「住在三界壇前」章 
 

圖 6  林朝英磚刻墓誌銘局部 

 

圖8  林朝英的磚刻墓誌銘 

 

圖 7 黃天橫撰寫林朝英墓誌銘發現過

程、內容與在 1935 年博覽會展出。

 

圖9  林朝英墨寶「一峯亭」 

                                                        
7 1935 年日本統治臺灣 40 週年時，舉辦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簡稱臺灣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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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林朝英行略刻板 

 

圖 10  1915 年《臺南市全圖》局部，黃

色塊為重道崇文坊原所在位置。  

圖 12 林朝英行略刻板局部 

   

圖 13-15 林朝英故居三界壇街現況 

四、林朝英是社會慈善家 

  林朝英不但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也是社會慈善家，終其一生，

具有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企業家精神，熱心公益，踴躍捐款，

尤其以獨資捐建縣學文廟最為人稱道，因此榮獲嘉慶皇帝准設立重道

崇文坊。此外，林朝英還出資修建城牆、貢院、考棚、武廟、岳帝廟、

城隍廟、中社書院、南社、南壇、彌陀寺、法華寺、竹溪寺，以及建

設義塜殯舍等。急公好義的林朝英過世的前一年，臺灣遭逢飢荒，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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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飛漲，隔年他捐米和錢救濟災民，穩定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 

 

圖 16 嘉慶 10（1805）年《重建彌陀

寺碑記》記載職員林朝英捐銀

一百九十大元。 

 

圖 17  嘉慶 19（1814）年《重修臺灣

縣學碑記》記載歲貢生林朝英

捐銀肆仟貮佰陸拾肆兩，又捐

鳳邑香油課田價銀捌佰兩。 

  

圖 18-19  乾隆 55（1790）年《改建臺灣府城碑記》記載乾隆 53 年將木柵或

荊竹構築的城牆改建為土城牆。《一峯亭林朝英行略》內提到由林

朝英出錢負責修築從大南門至小南的地面，期間工人伙食費用也

自掏腰包。 

 五、重道崇文坊 

清嘉慶 9(1804)年 3 月，林朝英獨力捐捐銀五千兩以上，監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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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修建縣學文廟，經官員將功績奏請皇帝，在清嘉慶 18（1813）

年獲朝廷褒揚，封六品光祿寺署正8，賜「重道崇文」匾、建牌坊。

嘉慶 20(1815)年 3 月，重道崇文坊創建在寧南坊龍王廟街，在龍王

廟與兩廣會館之間，且位在林朝英宅邸一峯亭的南面，距離府學孔

廟也不遠，其位置大概位在今國立臺灣文學館旁的南門路上，臺南

市美術館北方。昭和 9(1934)年 9 月 8 日，因為日本政府為興建臺南

廳舍並開闢南門路的關係，計畫將牌坊拆除，林朝英的後人力與仕

紳爭取後保留，拆卸多年後運往臺南公園重新組立，現為臺南市定

古蹟，同時為臺南四大石坊9之一。 

  

圖 20  兩廣會館，《臨時臺灣土地調

查紀念帖》 

圖 21  《臺灣鐵道名所案內．兩廣會館》 

臺大數位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

料庫10 

    重道崇文坊方形石柱的前後，有夾杆石四對，柱上鑄刻著鹿港

理番同知薛志亮、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臺灣府知府楊廷理以及戊

                                                        
8 「光祿寺署正」為清代文官官員的等級，屬文職京官從六品。 
9 臺南四大石坊:泮宮石坊、接官亭石坊、重道崇文坊、蕭氏節孝坊。 
10 臺大數位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取自 
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detail.jsp?dtd_id=32&id=496&1&pk=seq&showlevel=2 

兩廣會館 重道崇文坊 

重道崇文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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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科解元鄭兼才等所提的楹聯，頂層護檐下，額題「重道崇文」，上

款「嘉慶十八年正月題」，下款「嘉慶貳拾年參月建」；下簷橫額題

「己酉科歲貢生原中書科中書欽川光祿寺署正職銜林朝英立」。 

    從老照片中發現重道崇文坊上簷未有燕尾翹脊，現在重道崇文

坊的燕尾翹脊是後來加上去的。 

 

圖 22  1934 年 9月 8 日重道崇文坊重建

竣工。翻拍自《重道崇文─台南

市教育圖像（台南人老照片）》。 

 

圖 23  重道崇文坊現況 

    明治 33(1900)年，東京帝國博物館更名為「帝室博物館」，1905

年該館向臺灣總督府徵件，收集臺灣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文獻

和音樂等。臺南匠師陳瑞寶11(約 1850-1920)木刻作品《石坊》典藏

在室帝室博物館，其作品以「重道崇文坊」為範本所雕刻出來，將

石坊上的雕紋、柱前的石獅子如實呈現。 

 

圖 24  東京帝室博物館典藏府城匠師文物記錄表 

        翻拍自臺南學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手冊 
                                                        
11 蔡承豪（2018）。域外遺珍:日本東博與九博的府城匠師作品典藏。臺南學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手冊，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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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研究過程 

1.研究架構 

           透過文獻資料、訪談專家學者、問卷調查和實地探查林朝英曾走過

的足跡，有系統脈絡整理出林朝英的事蹟，以彰顯林朝英對臺南地方文

化的貢獻，向出版社及政府相關單位提出建言。研究架構如圖 25 所示。  

 

圖 25 研究架構圖 

     2.研究日程表 

日期 研究工作內容 參與人員 

2018.1.15 確立小組成員及研究主題 小組成員 

2018.1.29 研究工作分配及討論田調日期 小組成員 

2018.2.12 拜訪甲博物館訪談 A 研究員 A 研究員、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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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18 匾額實地探勘:屏東、高雄地區 小組成員 

2018.2.19 匾額實地探勘:臺南地區 小組成員 

2018.3.30 小組討論—整理實地探勘資料 小組成員 

2018.4.30 小組討論—擬定訪談專家訪題 小組成員 

2018.5.07 臺南市甲協會訪談 A 前理事長 A 前理事長、小組成員 

2018.5.20 小組討論—設計問卷 小組成員 

2018.5.21 問卷調查及整理問卷調查結果 小組成員 

2018.5.22 將建議回饋甲出版社 小組成員 

2018.5.22 將建議回饋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 小組成員 

2018.5.27 拜訪臺南舊朝英里甲店家 甲店家老闆、小組成員 

2018.7.30 匾額實地探勘:雲林、嘉義 小組成員 

2018.7.31 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參觀 小組成員 

2018.8.6 拜訪甲博物館訪談 A 研究員 A 研究員、小組成員 

2018.8.7 小組討論-撰寫研究報告 小組成員 

表 1 研究日程表 

二、 研究方法 

 (一)田野調查法 

探訪北港朝天宮、水上璿宿上天宮、朴子配天宮、臺南彌陀寺、

臺南開元寺、臺南番薯崎福德祠、臺南清水寺、永安文興宮、路竹天

后宮、里港雙慈宮等寺廟和探查重道崇文坊，經由文字、攝影記錄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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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楹聯或牌坊保存現況，提出增設解說牌可能性和作為史料收集。 

 (二)文獻分析法 

主要蒐集介紹林朝英相關的書籍、政府出版品、網路資源等，彙

整林朝英的事蹟、重道崇文坊變遷史及政府單位推動文化政策，透過

收集、分析、判讀史料探討林朝英的事蹟作為文化價值和精神標竿。 

 (三)訪談法 

本研究運用訪談法，實際訪談學者專家、店家和出版社，更深入

瞭解林朝英的相關文獻，並提出以林朝英為典範推動文化政策的可行

性等議題進行訪談。 

伍、結果與討論  

一、實地探勘結果 

             本小組成員走訪林朝英從雲林到屏東等地區所書贈匾額或楹聯

廟宇，並記錄林朝英墨寶內容和是否懸掛在廟宇中，田調記錄如下。 

地區 地點 匾額 對聯 
懸掛

否 

雲林 
北港 

朝天宮 
慈心普濟 

紫竹林中修妙法 

普陀山裡現真容 

皆 沒

有 

朴子 

配天宮 
莫不尊親  有 

嘉義 
璿宿 

上天宮 
莫不尊親  有 

臺南 彌陀寺 彌陀寺、西方聖人、大雄寶殿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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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慈雲、小西天、西來意
12
 沒有 

福德祠 小南天、德厚聿隆  有 

開闢真機細縕無滯 

元泉妙道色相俱空 

開化十方壹瓶壹缽 

元機參透無我無人 

寺古僧閒雲作伴 

山深世隔月為朋 

開元寺 小西天 

修心須悟存心妙 

煉性當知養性高 

皆有 

臺南公園 重道崇文(牌坊上方題字)  有 

清水寺 觀自在  有 

派衍三坪靈鐘竹港 

禪參六世仗住文興 

永安 

文興宮 
參透禪機 

法境常圓時倚珠林

著月 

禪心獨起閑攜錫杖

出風 

皆有 

高雄 

路竹 

天后宮 
 

跡著普陀開世界 

權司舟楫靜波瀾 
有 

屏東 
里港 

雙慈宮 
光被四海  有 

表 2 林朝英所書贈匾額實地探查記錄表 

             本研究小組走訪踏查擁有林朝英墨寶的廟宇，探勘結果如下。 

地區 地點 探勘結果 

雲林 
北港 

朝天宮 

在朝天宮遍尋不著林朝英墨寶，詢問廟方人員才知被收在文

物館倉庫中，特展(過年)時可能會展出。廟方人員對林朝英

相當陌生，且不懂其墨寶珍貴，本研究小組推論廟方人員只

                                                        
12

彌陀寺有三面匾額在文獻有記載，但目前收在文物庫未懸掛出來，根據廟方工作人員表示沒適宜處可懸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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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林朝英墨寶為古物，不能隨意丟棄，只好收藏在文物館中。

探查當天未事先向廟方申請，所以未拍到林朝英墨寶。 

朴子 

配天宮 

配天宮在2013年發生火災，大殿慘遭火焚，「莫不尊親」匾

額付之一炬，現在大殿中「莫不尊親」匾額為廟方邀請在地

書法家臨摹舊匾額重製。廟方費心重製匾額，表示廟方了解

該匾額的重要性，但現場未設文物解說牌。廟方也提到林朝

英後代子孫曾登門拜訪，查詢林朝英相關資料。 嘉義 

璿宿 

上天宮 

上天宮將林朝英的墨寶視為鎮廟之寶，上天宮宮誌特別收錄

匾額照片，並請專家鑑定古物，但現場未設文物解說牌。廟

方開設書法班，請在地書法協會成員義務教小朋友習寫書

法，效法林朝英樂善好施、重道崇文的精神。 

彌陀寺 

林朝英所書贈的匾額以彌陀寺收藏最多，共計六塊匾額。但

現在只能見到其中三面匾額，現場未設文物解說牌。根據廟

方工作人員表示因佛寺曾改建過，現在沒適宜的處所可懸掛

其他匾額，現收藏在倉庫中，需向住持申請才能目睹風采。 

福德祠 僅懸掛匾額未設解說牌。 

開元寺 
林朝英在開元寺留下許多不同字體的墨寶，廟方有設解說

牌，讓信眾較易了解字形，但只有解說一對楹聯。 

臺南公園 石坊文字清晰易見，未設解說牌介紹牌坊。 

臺南 

清水寺 僅懸掛匾額未設解說牌。 

永安 

文興宮 

因高雄市文化局敦聘專家鑑定林朝英墨寶，廟方人員得知文

物珍貴與重要性，於是將林朝英題贈的匾額懸掛在服務台上

方，加強文物監控，楹聯留在原柱子上，但未設解說牌。 
高雄 

路竹 

天后宮 

路竹有兩間天后宮，舊的天后宮才有林朝英的墨寶，該廟平

時無廟祝駐守為防止宵小偷竊，將墨寶懸掛在鐵窗內，但未

設解說牌。 

屏東 
里港 

雙慈宮 

大殿正中間懸掛著林朝英的墨寶，但未設解說牌。不過，在

廟宇簡介手冊中有介紹林朝英的墨寶。 

表 3 林朝英所書贈匾額實地探勘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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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嘉義地區 林朝英墨寶現況 

 

臺南清水寺 

 

臺南彌陀寺 

 

臺南彌陀寺 

   
臺南彌陀寺 

 

臺南開元寺 

 

臺南開元寺 

  

臺南開元寺 

 

臺南開元寺 

 

嘉義 水上 璿宿上天宮 

 

嘉義 朴子 配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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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開元寺 

 

重道崇文坊 

 

臺南 小南天 福德祠 

 
臺南 小南天 福德祠 

圖 27  臺南地區 林朝英墨寶現況 

   永安  文興宮 

 

永安  文興宮 

     路竹  天后宮 

圖 28  高雄地區 林朝英墨寶現況 

  里港  雙慈宮 

圖 29  屏東地區 林朝英墨寶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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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本研究小組踏查林朝英墨寶路線圖 

二、訪談與陳情結果 

    (一)甲博物館 A 研究員 

本小組於 2018 年 2 月 12 日和 8 月 6 日訪問甲博物館 A 研究員。

其表示： 

清代富甲一方的人大有人在，但願意慷慨解囊助人、投注社

會公益事務的人，且書畫造詣之高，清代唯有林朝英一人。他志

業傳承精神在於惟有善於經營，才能擁有財力幫助更多人，大氣

捐款與捐物，讓他人感受到人間溫暖，但錢財無法提升人的心靈，

更需要以詩書禮義教化人心。於是，林朝英不藏私地將手書的法

帖校對雕印，期待廣為流傳，讓有心習寫書法的人容易取得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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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修身養性鍛鍊心智。 

A 研究員肯定本小組以林朝英為研究對象，應將研究結果回饋

給相關單位，進而為林朝英發聲，他的事跡與人文精神足以作為

臺南文化傳承的標竿典範。 

  

圖 31  林朝英的<書杜甫秋興八首．其三>雕版，他自選得意

作品，請人雕刻作為法帖拓印本，木雕上特地雕出淡

淡隔線，達到拓印本即為習字帖的目的。 

    (二)臺南市甲協會人員A前理事長 

             本小組於2018年5月7日訪問臺南市甲協會A前理事長。其表示： 

重道崇文坊是表彰林朝英對文教事業的發展，當時林朝英捐

錢修獻文廟，朝廷官員嘉許表揚對地方的貢獻，皇帝准林朝英建

牌坊，當時座落在其住處中庭邊(現南門路)，因1934年需開闢南

門路，重道重文坊牌坊搬遷到現台南公園，這段歷史許多臺南人

還不知道。 

本研究小組成員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附件二)提出相關建議

給政府相關部門和出版社，並徵詢A前理事長的意見，他非常支

持本小組所提出的建議，覺得所提的建議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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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成員提出的建議如下: 

1. 重道崇文牌坊和林朝英墨寶所在位置附近設立解說牌。 

問卷調查結果小學生想以透過解說牌認識林朝英事蹟者

占23%，喜歡參觀古蹟占47%，根據這兩項調查結果，建議

文化局和民政局應增設解說牌以達到社會教育功能。 

2. 臺南市米其林觀光路線，增加「林朝英遊藝」路線。 

問卷調查結果透過走讀活動認識林朝英事蹟者占22%，父

母親帶小孩參加走讀活動者占17%，根據這兩項調查結

果，建議觀光旅遊局應增加「林朝英遊藝」路線。 

3. 將林朝英的故事收錄在國小教科書中。 

問卷調查結果小學生因教科書而認識洪騰雲者占22%，僅

次於葉石濤23%，由此可知推廣林朝英急公好義精神，將

其事蹟收錄在教科書有其必要性。 

4. 舉辦林朝英盃書畫比賽。 

問卷調查結果小學生喜歡參加畫畫比賽占25%，若以林朝

英盃為名舉辦畫畫比賽，除了讓小學生展現畫畫才藝外，

同時藉由活動向小學生介紹林朝英的事蹟與藝術作品。 

 (三) 臺南市甲店家 

本小組於2018年5月27日訪問臺南市甲店家陳先生。其表示： 

1.臺南市曾有朝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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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從小居住中區(現中西區)，拿出民國40年11月份

的房屋稅籍單(也是當時臺灣開始收房屋稅和地價稅)，稅籍

單上清楚標示朝英里，證明臺南市曾有朝英里的存在。 

朝英里的範圍為西邊至忠義路、南邊到民生路、北邊到

民權路，是現今的中西區的赤崁里、三民里、天忠里範圍，

因林朝英故居在此範圍內，故以林朝英命名為朝英里。 

  

圖32 現有門牌與舊有稅籍牌朝英里 

    2.本小組後續搜尋朝英里相關史料，從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檔案館中，發現林朝英故居在明治39(1906)年因臺南廳要

規劃防火區，徵收其部分房舍與土地；大正4(1915)年市區

改正計畫，徵收林朝英故居大量土地做為圓環用地，「一峯

亭」從此走進歷史。 

  

圖33 臺南廳公告 三界壇因要做為防火區，部分土地徵收為道路和防

火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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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明信片中從原臺南測候所遠眺重道崇文坊，這中間的土地原屬

一峯亭。 

 (四) 臺南市甲出版社 

     回饋研究結果與問卷調查結果給甲出版，建請甲出版社國

小社會課本四上《第三單元家鄉的開發》收編林朝英事蹟，充

實學童歷史知識和引發更多人效法林朝英急公好義的精神與欣

賞其書畫之美。提案原文如下: 

主旨：臺南市歷史名人林朝英事蹟收錄在國小社會課本中。 

理由： 

一、 鑑於「文化立市」為臺南市文化城市主要內涵，並有豐富成果；甲

出版社為臺南地區大型教科書出版社，如若能將文化人物收錄在課本

中，更能深化文化城市之意象。 

二、 林朝英（清乾隆 4 年～嘉慶 21 年，1739～1816）故居一峰亭舊址位

在前清三界壇前（即今湯德章紀念公園西北側）。臺南文史耆老盧嘉興

(1918-1992)和日治時期的漢學家尾崎秀真(1874-1952)一致推崇林朝

英(1739-1816)是「清代臺灣唯一的藝術家」。林朝英在嘉慶 7 年（1802）

六十三歲之年，繪就臺灣繪畫史上第一幅全身自畫像，長達 15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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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其作品分散北自雲林北港，南至屏東里港，以臺南地區為最多。 

三、 林朝英除了是傑出的藝術家以外，還集慈善家、讀書人、企業家於

一身，出資修建貢院、考棚、武廟、岳帝廟、城隍廟、中社書院、南

社、南壇、法華寺、竹溪寺、修城牆、救災賑難，以及建設義塜殯舍

等。尤以獨資鉅款捐建縣學文廟最為人稱道，此亦獲准創立重道崇文

坊(現位在台南公園內)的由來，但是後人對這位傳奇人物相當陌生。 

四、 林朝英與洪騰雲比較 

人物 林朝英 洪騰雲 

牌坊 重道崇文坊 急公好義坊 

設立年代 嘉慶 20 年(1815 年) 光緒 14 年(1888 年) 

事蹟 獨立捐貲五千多兩，

修建縣學文廟。 

捐地及捐款興建考棚。 

原址 南門路上 衡陽路上 

位置 臺南公園 228 和平紀念公園(臺北) 

楹聯題者 

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 

鹿港理番同知薛志亮 

臺灣府知府楊廷理 

戊午科解元鄭兼才 

臺北府事雷其達 

臺北府學教授馮夢辛 

淡水縣事汪興禕 

淡水縣教諭加三級溫陵蔣學瀛 

五、 教科書內容影響歷史人物知名度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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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學校使用某出版社社會四上課本，其內容介紹洪騰雲，經由問卷

調查結果，回收有效問卷 95 張，共有 32 位(占 22.2%)知道洪騰雲事

蹟，有 13 位(占 9%)認識書法家林朝英。兩位歷史名人在臺灣歷史上

皆占有一席之地，但因教科書的介紹，大大提升洪騰雲知名度。 

辦法:建請甲出版社國小社會課本四上《第三單元家鄉的開發》收編林朝英

事蹟，充實學童歷史知識和引發更多人效法林朝英急公好義的精神與

欣賞其書畫之美。 

甲出版社回覆:將邀請專家學者及教科書社會領域主編，針對所提供的資料

進行討論，再決定以何種形式收錄教科書中，全文如圖 35: 

 

圖 35 甲出版社回覆的公文 

 



28 
 

(五)臺南市相關單位 

         本研究小組將回饋研究結果給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建

議舉辦林朝英盃書畫比賽、米其林路線之探訪林朝英遊藝路線

和在重道崇文坊旁立解說牌。 

          各相關單位回覆為林朝英書畫造詣之高給予肯定，因業務

的關係暫不以人名為題的書畫比賽；米其林路線原孔廟路線與林

朝英的生活圈部分重疊，導覽解說時請解說員介紹林朝英事蹟；

重道崇文坊旁預計 7 月將立林朝英的塑像，全文如下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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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臺南市政府各局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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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本研究小組實地踏查重道崇文坊，確認某局已初步將林朝英塑像立在石

坊旁，雕塑家如實雕出林朝英有眼疾，希望未來能在塑像旁設立解說牌。 

陸、結論與建議  

一、學者專家與政府各單位都肯定林朝英事蹟，經過本研究小組回饋研究

成果給予建議，獲得正面支持與肯定。 

二、政府單位應以林朝英為主題，整合各部門資源一起塑造林朝英為臺南

市文化精神與象徵。 

三、未來可透過更多管道或文化推廣活動，讓更多人效法林朝英急公好義

的精神和欣賞書畫之美。 

   四、未來獨立研究可針對林朝英的帳冊與生意經營版圖為研究範疇。 

五、建議臺南美術館出版林朝英藝術之美兒童專書，美學與文化教育從小

紮根，培養臺南美學文化素養。 

六、建議文化局和民政局在林朝英墨寶所在地設立解說牌，以達到社會教

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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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問卷調查表原稿 

[問卷] 您好！請您花幾分鐘的時間填寫這個問卷，謝謝您！ 

就讀年級  ☐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性別 ☐男☐女 基本 

資料 居住區域  ☐中西區☐東區☐南區☐安平區☐安南區☐永康區☐北區 

1.請問你有聽過以下人名嗎? (可複選)    

☐朱玖瑩  ☐葉石濤  ☐林朝英  ☐洪騰雲  ☐楊逵   ☐我都沒聽過 

2.請問你知道林朝英是誰嗎? (可複選)   

☐書法家  ☐慈善家  ☐教育家  ☐企業家  ☐我不知道 

3.請問你知道「重道崇文坊」位在臺南市哪裡嗎? (可複選) 

☐臺南公園  ☐都會公園  ☐水萍塭公園  ☐巴克禮公園  ☐我不知道 

4.請問你會透過哪種方式認識林朝英? (可複選) 

☐走讀活動  ☐教科書  ☐看解說牌說明  ☐參加林朝英盃書畫比賽  ☐我

不想認識他 ☐其他(請寫下你覺得更棒的想法)                        

5.林朝英為臺南做了很多事，若你知道他的事蹟後，會想讓更多人知道他的故

事嗎?(只能勾選一個喔) 

☐會       ☐不會       ☐目前沒有想法 

6.請問爸爸、媽媽曾帶你參加過以下哪些文化活動? (可複選) 

 ☐走讀聽故事(例如:府城歷史散步)   ☐節慶(例如:觀看端午節龍舟競賽) 

 ☐民俗(例如:媽祖繞境)    ☐劇團表演(例如:紙風車)   ☐我都沒參加過 

7.請問你最喜歡什麼文化活動呢?  (只能勾選一個喔) 

 ☐走讀聽故事  ☐參觀古蹟   ☐參加民俗活動  ☐書法比賽  ☐畫畫比賽  

感謝您的填寫！希望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小朋友的想法，辦理很棒的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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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問卷調查結果 

一、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以臺南市國小三~六年級學童為問卷對象。全數問卷 98

份，有效問卷 95 份，無效問卷 3 份，回收率 99%。 

（一） 基本資料： 

                  

年級 

男 女 合計 

國小三年級 12 人 12 人 24 人 

國小四年級 15 人 11 人 26 人 

國小五年級 10 人 12 人 22 人 

國小六年級 11 人 12 人 23 人 

合計 48 人 47 人 95 人 

百分比 50.53 49.4 100 

 

1.性別：男生48人(占50.53%)，女生47人(占49.47%)。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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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

區 

東區 南區 安平

區 

安南

區 

永康

區 

北區 合計 

國小三年級 8 0 3 9 1 1 2 24 

國小四年級 11 0 7 2 0 2 4 26 

國小五年級 8 3 3 1 2 0 5 22 

國小六年級 6 0 5 9 2 0 1 23 

合計 33 3 18 22 5 2 12 95 

百分比 34.75 3.16 18.94 23.1 5.26 2.1 12.63 100 

 

2.身分別：國小三年級24人(占25.26%)，國小四年級26人(占27.37%)，國小五

年級22人(23.16%)，國小六年級23人(占24.21%)。 

3.居住地：以中西區 33 人(占 34.75%)為最多，永康區 2 人(占 2.1%)為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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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否認識林朝英外的其他名人： 

1. 請問你有聽過以下人名嗎? (可複選)  

 朱玖瑩 葉石濤 林朝英 洪騰雲 楊逵 我都 

沒聽過 

合計 

國小三年級 6 6 6 6 3 6 33 

國小四年級 7 26 2 21 2 0 58 

國小五年級 3 1 2 2 0 17 25 

國小六年級 2 1 3 3 0 19 28 

合計 18 34 13 32 5 42 144 

百分比 12.5 23.61 9.03 22.22 3.47 29.17 100 

 

調查結果前三名依序為:五位人名都沒聽過有 42 人(占 29.17%)、聽過葉

石濤有 34 人(占 23.61%)、聽過洪騰雲有 32 人

(占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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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你知道林朝英是誰嗎? (可複選) 

 書法家 慈善家 教育家 企業家 我不知道 合計 

國小三年級 4 5 3 2 17 31 

國小四年級 2 1 2 2 22 29 

國小五年級 4 2 1 0 17 24 

國小六年級 3 1 1 1 21 27 

合計 13 9 7 5 77 111 

百分比 11.71 8.1 6.3 4.5 69.39 100 

 

調查結果前三名依序為:都不知林朝英是誰有 77 人(占 69.39%)、知道林

朝英是書法家有 13 人(占 11.71%)，是慈善家的

有 9 人(占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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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你知道「重道崇文坊」位在臺南市哪裡嗎? (可複選) 

 臺南 

公園 

都會 

公園 

水萍塭 

公園 

巴克禮 

公園 

我不知道 合計 

國小三年級 5 4 5 4 16 34 

國小四年級 1 2 1 1 22 27 

國小五年級 0 0 0 0 22 22 

國小六年級 2 0 0 0 21 23 

合計 8 6 6 5 81 106 

百分比 7.55 5.66 5.66 4.71 76.42 100 

 

調查結果前三名依序為: 不知道在哪裡的有 81 人(占 76.42%)、知道在臺

南公園的有 8 人(占 7.55%)、覺得可能在都會公

園或水萍塭公園的各有 6 人(各占 5.66%)。 



38 
 

4. 請問你會透過哪種方式認識林朝英? (可複選) 

 走讀 

活動 

教科書 看解說 

牌說明 

參加林朝英 

盃書畫比賽 

不想 

認識他 

其他 合計 

國小三年級 11 11 9 5 8 0 44 

國小四年級 13 8 11 6 5 2 45 

國小五年級 3 4 9 0 9 0 25 

國小六年級 5 8 5 1 10 1 30 

合計 32 31 34 12 32 3 144 

百分比 22.22 21.53 23.61 8.33 22.22 2.09 100 

 

     調查結果前三名依序為: 透過看解說牌說明有 34 人(占 23.61%)、透過走

讀活動有 32 人(占 22.22%)，不想認識的有 32 人

(占 22.22%)。 



39 
 

5. 林朝英為台南做了很多事，若你知道他的事蹟後，會想讓更多人知

道他的故事嗎?(只能勾選一個喔) 

 會 不會 目前沒有想法 合計 

國小三年級 13 4 7 24 

國小四年級 14 1 11 26 

國小五年級 10 1 11 22 

國小六年級 10 2 11 23 

合計 47 8 40 95 

百分比 49.47 8.42 42.11 100 

 

調查結果前三名依序為:若有機會認識林朝英，會想讓更多人知道林朝

英故事有 47 人(占 49.47%)、目前沒有想法有

40 人(占 42.11%)、不會想讓更多人知道林朝英

故事有 8 人(占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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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過的文化活動和期待的文化活動 

1.請問爸爸、媽媽曾帶你參加過以下哪些文化活動? (可複選) 

 走讀聽

故事 

節慶 民俗 劇團

表演 

我都沒參

加過 

合計 

國小三年級 8 18 8 12 5 51 

國小四年級 10 18 8 14 4 54 

國小五年級 8 15 3 10 2 38 

國小六年級 6 14 13 8 6 47 

合計 32 65 32 44 17 190 

百分比 16.84 34.21 16.84 23.16 8.95 100 

 

調查結果前三名依序為:參加節慶活動有 65 人(占 34.21%)、參加劇團表

演有 44 人(占 23.16%)、參加走讀和民俗活動各

32 人(各占 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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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請問你最喜歡什麼文化活動呢?  (只能勾選一個喔) 

 走讀聽

故事 

參觀古

蹟 

參加民

俗活動 

書法比

賽 

畫畫比

賽 

合計 

國小三年級 1 14 2 0 7 24 

國小四年級 4 11 4 2 5 26 

國小五年級 2 11 0 1 8 22 

國小六年級 3 9 6 0 5 23 

合計 10 45 13 3 24 95 

百分比 10.53 47.37 13.68 3.16 25.26 100 

 

調查結果前三名依序為:最喜歡參觀古蹟的有45人(占47.37%)、喜歡畫

畫比賽的有24人(占56.26%)、喜歡參加民俗活

動的有13人(占1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