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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南市安南區，古稱台江，面積 107.2平方公里，最大的聚落海尾寮，一

般簡稱為「海尾」，位在台江西端尾口，是台江內海殘存之名。現在劃分為海東、

海西、溪心、理想、大安、溪墘、溪東、國安、安富、海南、幸福里、海佃等

十二里，其中海東與海西里為海尾舊聚落，本研究主要以海東與海西里為研究

範圍。 

國小五年級上學期國語課本提到，唐太宗李世民多次對大臣們說：「以古為

鏡，可以知興替」。歷經一百多年，台江內海早已由滄海變為桑田，貧瘠的海埔

地已化身為繁華的都會，但身為台江人，不可不知台江事，透過 Google map、

文獻資料蒐集、實地踏查、訪問地方耆老，我們以小組合作、專題學習的方式，

為阿公阿嬤，規劃了一條海尾寮舊聚落的環村綠道，並以魚眼地圖的型式與內

涵，開啟我們對家鄉的世界觀，繪製海尾寮的生活地圖。 

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吃水堀」的歷史意義、「老茨」的型式構造、居民

生活型態的轉變，更深刻體會到傳統與現代、自然與人文原來是緊貼在一起的。

藉由這次研究，我們不僅更加了解海尾寮的歷史文化，更期盼透過我們的研究，

讓更多人體驗海尾寮豐富的在地文化。 

 



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今年四月，我們跟著小台江讀書會，參加 2015台江文化季─第八屆《大

道公生》，台江遊學行路。一早，二百台單車齊聚海尾朝皇宮廟埕，大家以單車

巡守台江的精神，向大道公祈求台江嘉南大圳早日完成整治，以鐵馬遊台江的

方式，認識台江在地文化故事，一行人浩浩蕩蕩的由朝皇宮出發，沿著曾文溪

水患路線，走讀曾文溪口及美麗的海岸線，全程四十公里。 

活動結束後，我們對於海尾寮有了大略的認識，鐵馬遊學路線中，古色古

香的三合院、志榮浮雕社牆壁上的美國隊長…在我們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問起小組成員，從小就住在海尾寮的甲同學，他對海尾寮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於是，趁著今年暑假參加台江流域專題研究人文營的機會，我們選定以海尾寮

環村綠道規劃，作為台江流域專題研究的主題，希望能對海尾寮的歷史文化有

更深入的認識。 

二、研究目的 

從參與中學習，從認識家鄉，發現問題，討論解決方案，我們的研究目的，

希望能夠做到以下幾點： 

（一）藉由「魚眼地圖」的型式與內涵，看見家鄉，繪製海尾寮環村綠道

地圖，由近而遠，發現海尾寮與周遭環境的關係。 

 （二）藉由訪談地方耆老，瞭解居民生活型態的轉變。 

 （三）認識海尾寮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產及人文景觀。 



貳、文獻探討 

一、海尾寮簡介 

(一)位置 

臺南市安南區，古稱台江，面積 107.2平方公里，最大的聚落海尾寮，一般

簡稱為「海尾」，位在台江西端尾口，是台江內海殘存之名。現在劃分為海東、

海西、溪心、理想、大安、溪墘、溪東、國安、安富、海南、幸福里、海佃等

十二里(如圖一)，其中海東、海西為舊聚落，其他各里，大抵是魚塭填土開發

的新社區，本研究範圍以海東、海西舊聚落為主。 

 

 

 

 

 

 

 

 

 

 

 

 

(二)地名由來 

有關海尾寮的地名由來，有三種說法： 

1.二百多年前，來自臺南市將軍區的吳姓漁民，來到台江內海捕魚，發現海

圖一：安南區現行行政區劃圖 

資料來源：安南區公所網站 

 



尾這處沙洲。於是「將軍吳」族親，陸續來到這裡開墾，因地處海邊，

因此取名為「海尾寮」。 

2. 海尾在一百多年前，曾有臺南府城富商吳椪舍來此闢塭開墾，也稱「椪

舍寮」。 

3.臺安南區本是台江內海，南邊安平的海頭社為海水之頭，與安平海頭社對

望的海尾，因為地處海水之尾，故稱「海尾」。 

 

二、吃水崛 

臺南市安南區地處臺灣西南沿海地區，舊時沙洲、潟湖密布，三百多年前

稱為台江內海。道光三年（西元一八二三年）夏秋之際，因為連續大雨，灣裡

溪（即古曾文溪）挾帶大量土石，從今日西港大橋一帶，傾瀉而入台江，形成

一片海埔地。海埔地的土質是鹹的，耐旱、耐鹹的菅芒是這裡的主要植物，因

此，台江改稱為「菅仔埔」。 

當時的海埔地大多長著菅芒，只能看天下雨耕種，至於居民的飲水問題呢？

海尾寮居民如何運用智慧向大自然取得飲用水及生活用水呢？ 

人不能一日無水，海尾寮居民發展「食水堀」儲存雨水或是引用地下水，

可說是社區微型的水庫，這也是早期安南區居民最重要的飲水來源。一九三Ｏ

年，嘉南大圳完成後，食水堀也會引水圳水，補充水源，民國五十三年以來，

自來水事業和產業的發展則讓食水堀逐漸走入歷史。目前安南區食水堀尚存者

僅餘七處，多數成為民宅、活動中心......或空地、停車場等。（翁育民，2006） 



參、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資料蒐集 

（二）田野調查 

（三）耆老訪問 

（四）拍照攝影記錄 

（五）繪製地圖 

 

二、研究過程 

（一）根據所蒐集到文獻資料，以及海尾寮社區博物館導覽地圖、google 

map，選定走訪景點，擬定社區踏查路線。 

（二）實地進行社區歷史人文及自然空間踏查(如圖二)，拍照攝影記錄、訪

問耆老(如圖三)，了解歷史，發現問題。 

（三）以「魚眼地圖」的型式，繪製海尾寮環村綠道地圖。在經過資料蒐集，

並由當地耆老鄭爺爺帶領我們實地走訪並訪問其他的當地耆老後，我

們根據所拍攝的照片及 Google Earth上的地貌、房舍外觀，採小組

分工合作的方式，每個人負責一部分，逐步完成魚眼地圖(如圖四)。

以海尾寮為中心主體，圖案比例依「中間大、周圍小」的方式，畫出

海尾寮聚落及其周遭地景，描繪出海尾寮與外圍世界的關係。 

 



（四）小組共同討論，以專題研究導向，統整問題，研擬解決方案(如圖五)。 

  

圖二：實地踏查(老茨) 圖三：耆老(鄭爺爺)解說中 

  

圖四：魚眼地圖繪製中 圖五：小組討論 

 

三、研究範圍 

由朝皇宮出發，沿著海環街，繞行海尾寮舊聚落一圈。步行路線為：

朝皇宮--廟埕--新豐珍餅鋪--菜市場--7-11--福順中藥房--柑仔店--郭

家碾米廠--海東里活動中心--鄭家老茨--豆花店--代天宮--水圳--魚塭

--香嚴寺--海尾寮抽水站--吳家老茨--海西里活動中心--志榮浮雕社--

可成宅--朝皇宮。路線總長約 2.6公里。 



   
朝皇宮 廟埕 新豐珍餅鋪 

   

菜市場 7-11 福順中藥房 

   

柑仔店 郭家碾米廠 海東里活動中心 

 

 

 

鄭家老茨  豆花店 

   

代天宮 水圳 魚塭 



   

香嚴寺 海尾寮抽水站 吳家老茨 

   

海西里活動中心 志榮浮雕社 可成宅 

表一：走訪景點 

 

 

 

 

 

 

 

 

 

 

 

 

 

 

 

 

 

 

 

 

 

 



肆、結果與討論 

一、海尾寮環村生活地圖 

 

圖六：海尾寮環村生活地圖 

資料來源：小組成員繪製 

我們以魚眼地圖方式，整合社區調查、文獻及耆老訪談資料，繪製完成這

分海尾寮環村綠道地圖，命名為「海尾寮不了」，將海尾寮歷史人文及自然景點，

串成一條可供在地小學進行環境或本土教育的學習地圖，也可以提供市民遊客

來海尾寮「走走聊聊」的社區散步地圖。透過魚眼地圖製作，我們發現海尾寮

與台江週邊地區的地理關係，開啟我們對家鄉不同的世界觀，這份地圖以朝皇

宮為中心，海尾寮舊聚落的東邊是海佃路，往東北可至烏山頭水庫，嘉南大圳



圖七：是廟宇，也是學堂的朝皇宮 

 

環繞在外圍，山海圳綠道沿著大圳蜿蜒而下，經台江國家公園，至四草湖、濕

地，進入台灣海峽。往西北方，可到達天馬電台，嘉南大圳的支線海尾寮排水

線，沿著聚落的北方，流向大海。 

 

二、海尾寮信仰中心朝皇宮 

朝皇宮(如圖七)，老

一輩人也稱為大道公廟，台

江十六寮就說：「安身立命

起草寮，地號出名十六寮…

大道公廟海尾寮」，朝皇宮

是海尾寮居民的信仰中

心，吳椪舍來到海尾寮開

墾，建公館，興學堂（私學仔），奉祀保生大帝（大道公祖），因此稱為「椪舍

寮」。 

光緒四年（西元一八七八年）吳椪舍獻金四十銀圓，與將軍吳墾首、吳彙

營、吳老日等人，發起庄民樂捐，改草寮公館，重建為公茨，後來幾度重修並

更名，朝皇宮現貌為民國六十四年重建的結果。民國六十四年建廟完成，正式

由十柱角頭（海尾舊部落分八柱、海佃路一段分東西二柱）成立第一屆海尾朝

皇宮管理委員會。 

海尾朝皇宮奉祀保生大帝（大道公）、南海觀音佛祖、註生娘娘、福德正



神（土地公）、中壇元帥（太子爺）、虎爺、田都元帥（宋江爺）。海尾朝皇宮所

屬團體有朝皇宮管理委員會、朝皇宮宋江陣、朝皇宮志工團、大海尾文化營造

發展協會。 

二◯◯七年，朝皇宮與臺南社區大學合作，成立社區大學台江分校，致力

推動「大廟興學」，以大廟當學堂，課程內容豐富多元，廟宇不只是居民的信仰

中心，更是傳播知識與豐富心靈的場域，讓鄉親可以就近學習，還可兼顧家庭，

充分體現了在地學習的精神。這次我們小組參加的人文營，上課地點就是在這

裡。 

 

三、吃水崛 

這次研究中最特別的發現就是吃水崛了。在還沒有自來水以前，最常聽到

居民取用井水或地下水，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吃水崛」這個名詞，覺得很新

奇。研究發現，海尾寮以前有四處吃水崛(如圖八)，不過現在都已經改建為其他

用途了，分別是位於現在的(1)海東里活動中心 (2) 代天宮的金爐旁 (3)海西里

活動中心 (4)可成宅後方的籃球場。 



 
                                       圖八：吃水崛位置圖 

早期，吃水崛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吃水堀由里民共同挖掘，主要的

功能是提供飲用水及農田灌溉，水源主要是雨水、地下水，或由水圳引水到

吃水崛。先民每天一大早就要到住家附近的吃水堀擔水回家，倒入家裡的儲

水槽。經過一段時間，細沙自然沉澱，才能撈起表面的清水來使用。無論是

煮飯、煮開水、洗碗盤、洗澡...每天都要靠來回好幾次的擔水，才夠一家人

用。有些婦人就算懷孕，還是要挺著肚子到吃水崛擔水；吳伯伯說，雖然吃

水崛有貼心的階梯設計，但取水時還是偶而會跌倒，險象環生。 

當年，因為水資源取得不易，居民更加珍惜水源。反觀現在，自來水普

及後，水龍頭一打開就有乾淨的水可以使用，得來全不費工夫，現代人卻不

懂得節約用水，以至於幾乎每年都會發生限水的危機。「飲水要思源」，「有水

當思無水之苦」，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水資源。 

 海東里 

活動中心 

 代天宮 

 金爐旁 

 海西里 

活動中心 

可成宅後方 

籃球場 



不過，受訪的吳伯伯和吳叔叔也說，除了實用的功能以外，小時候，吃

水崛也是他們遊樂玩耍的地方，炎炎夏日，左鄰右舍呼朋引伴，吃水崛就是

小孩子們的游泳池， 讓我們聽得羨慕不已，住家旁邊就有天然的游泳池，那

是多棒的享受啊！ 

 

四、海尾寮老茨風華 

這次我們走訪了兩間老茨---吳家老茨(70 多年歷史，如圖九)和鄭家老茨

(65 年歷史，如圖十)，兩間老茨都是三合院的型式。經過地方耆老---鄭家老

茨的屋主鄭爺爺的解說，我們對三合院的結構有了更深的認識。 

  

圖九：發思古幽情的吳家老茨 圖十：古色古香的鄭家老茨 

(一) 三合院之建築分為「正身」與「護龍」，正身大部分是五間起(吳家老

茨是五間，鄭家老茨則是三間)。門設於中間，廳房正中央是正廳或正

身，這是建築組群的核心，供奉神佛及祖先牌位，是家庭祭祀中心，也

是接待賓客的地方，婚喪喜慶的主要地點。 



圖十一：鄭家老茨右護龍的菜園和花圃 

 

圖十二：腳下的人形磚 

 

(二) 傳統民宅風水觀念，左青龍右白

虎的定律，以左為尊。依循著左

大右小（由屋內朝外）的規則，

正廳的左邊是大房，右邊是二

房。兩旁垂直的屋宇就叫做「護

龍」。豬舍和茅房(廁所)則在

離正廳最遠的右前方。三合院的空間分配充分表達了和諧、禮教、長幼

有序。鄭家老茨在右護龍和豬舍之間有一片菜園，現在則是花圃和絲瓜

棚(如圖十一)。 

(三) 屋宅正身與護龍前面的廣場，稱為

「埕」，又稱「門口庭」，可供休憩

或兒童嬉戲，亦因為是五穀收成時曝

曬的地方，所以又稱「禾埕」。 鄭家

老茨和吳家老茨在埕的地方都有鋪設

人形磚，磚塊以「人」的方式鋪設，

供人行走(如圖十二)。人形磚的尖端

朝向屋內，有歡迎客人的涵義。另外，

在埕的側邊有橫向排列的磚塊，專供動物使用。由這些小細節，可以看

出古人對人的尊敬和對動物的體貼。 



(四) 堂號：踏查中，我們發現鄭家老茨的正廳對聯上方有「滎陽」兩個大字

(如圖十三)、吳家老茨的正廳對聯上方則有「延陵」兩個大字，在其他

規模較小的吳姓老宅中也有發現「延陵」的字樣(如圖十四)。鄭爺爺說

這個叫做「堂號」，後來我們上網查維基百科，發現堂號是祠堂的名稱

或稱號，主要用在區別姓氏、宗族或家族。來源主要有：地名（一般表

示宗族的發源地）、典故（與本族祖先相關的故事或傳說）、訓詞和祖

先名等。堂號除了在祠堂使用之外，還會在宅院、族譜、禮簿、燈籠等

處使用。 

  
圖十三：鄭宅的堂號 圖十四：吳宅的堂號 

延陵堂：吳。春秋時吳邑，季札受封延陵，今江蘇武進縣地。滎陽堂：

昌、潘、鄭。戰國時韓地，今河南省滎陽、成皋一帶。小地方，大學問，

我們又增長了見識。 

(五) 圖騰：吳家老茨的正廳後方有一排綠竹，聽說當時興建老茨時，種植了

五欉刺竹，象徵「五福臨門」、「子孫滿堂」、「節節高升」；屋頂上

方有鶴(如圖十五)，象徵「延年益壽」；蝴蝶，與「福疊」諧音，象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A0%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7%93%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B6%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F%E8%B0%B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4%BC%E7%B0%BF&action=edit&redlink=1


「福氣」；龍和鳳，象徵「龍鳳呈

祥」。另外，在兩間老茨的牆壁裝

飾上，都可以發現蝙蝠，象徵「福

氣」；花瓶，象徵「平安」。 

 

五、水圳生活 

海尾寮朝皇宮前有一條潮溝，地方

鄉親稱為學仔溝，最後匯入嘉南大圳，

早年這條學仔溝還可捉魚，可惜現在加

蓋，生活污水排入，已經不見魚蝦的蹤

影。沿著朝皇宮學仔溝，往北走，海

中街和海環街交會處，也有一條水圳流

經，是嘉南大圳的支流(如圖十六)。踏

查時，水圳的水仍流動著，上面卻飄浮

著一些垃圾。我們在路旁一堆荒煙漫草

中發現了三個水閘門，雜草都長得比水

閘門還高了。吳伯伯說這個三角崛是他

小時候的天然游泳池；住在附近的楊阿嬤說她以前會來三角崛這裡擔水、洗

衣服。楊阿嬤以前種植黃麻時，會來這裡洗黃麻，洗完、整理後，再將黃麻

圖十六:再也不見魚蝦的水圳 

圖十五:吳家老茨的圖騰 

圖十七:雜草叢生的水閘門 



圖十八:斑駁的竹管上方就是閣樓 

賣給廠商去製作繩索。水圳再過去是農田所在，這條水圳是海尾寮村民飲用、

灌溉的重要水源。 

 

六、老柑仔店的歲月 

經營者是年近八十歲的張阿嬤，她說這間柑仔店由她這代接手時，已有

五十幾年的歷史，所以至今，這家座落在朝皇宮旁的柑仔店已經將近八十年

了。說真的，柑仔店的陳列十分簡陋，檯面上有很多商品看起來都十分老舊

而且零亂，甚至蒙著一層厚厚的灰塵。店內燈光昏暗，空氣悶熱，和廟埕正

前方現代化的便利超商形成強烈對比，想

當然爾，柑仔店的生意十分冷清，而且主

顧客多半是附近的老年人。老人家開店不

計報酬，只是為了打發時間、和人聊天，

收付錢則可以訓練頭腦的計算能力。 

雖然不論是店面或商品陳列，這家柑

仔店都比不上便利超商。但我們發現，這家八十多年的柑仔店雖然看起來是

矮房，上面居然有閣樓，一樓和閣樓之間用粗粗的竹管隔開(如圖十八)，竹

管有些泛白，甚至發霉，可見得年代已經十分久遠，竹管竟然如此堅固，真

是令人嘆為觀止！ 

 

 



七、治水地景：海尾寮 E抽水站 

位處台江水尾之地的海尾寮，每逢大雨必淹水，海尾寮抽水站於二◯一

四年 1月完工啟用，是安南區第五座抽水站，這五座抽水站分別是 A（曾文

溪排水）、B（淵中寮抽水）、C（西本淵寮中排）、D（本淵寮排水）、E（海

尾寮排水）。(如圖十九) 

 
圖十九：安南區抽水站位置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水利局網站 

二◯◯八年莫拉克風災，海尾朝皇宮前水深及腰。面對每逢大雨必淹的慘況，

臺南市政府河川局及水利局多次表示治理水患的決心。抽水站啟用後，二◯一四

年八一二水災，當地居民表示，雖然海尾寮排水抽水站不斷抽水，海尾寮還是

水患成災，原因是海尾寮排水線水位早已溢堤，抽水功用不大，從上游流來的

大量的排水，甚至倒灌進水門內，幸好，海尾寮排水旁有大片魚塭，水量排水

溢洪進入這片月眉塭，才沒有釀成更大的災難。 



圖二十：蘇迪勒颱風朝皇宮廟埕淹水 

照片來源：臉書 爆料公社＊全民記者  

二◯一五年八月，蘇迪勒颱風來襲，海

尾朝皇宮再度因為淹水登上新聞版面，廟

埕的攤販站在大水中做生意的無奈身影令

人不勝唏噓。(如圖二十) 

身為台江流域志工一分子的吳伯伯認

為，台江現有的曾文溪排水、本淵寮、海

尾寮、六塊寮排水，以及嘉南大圳，大多

是以前的潮溝、舊河道殘跡，可以因應農

漁業的排水，但是難以負擔日益都會化的

安南區排水。吳伯伯觀察各處淹水情形分析，台江每逢大雨必成災，他認為

河川局和水利局分段截流抽水是對的策略，但是，舊社區內的排水系統還是

位處低窪，所以，只有治標沒治本。 

研究中所訪問到的耆老或是居民，都提到水患所造成的困擾，希望政府

單位能夠制定有效的治水策略，改善安南區的淹水問題，讓大雨成災不再是

海尾寮居民的噩夢。 

 

七、老屋更新：可成宅 

在海尾寮舊聚落的巷弄中踏查，現代化的可成宅三合院(如圖二十一)忽然

映入眼簾，讓人眼睛不禁為之一亮。不同於一般三合院的老舊，甚至破損，

可成宅古色古香，卻又煥然一新。 



可成科技是全球鎂鋁合金筆記型電

腦機殼第一大廠，在台南永康起家，不

過祖厝在海尾寮一帶。事業有成之後，

二◯一三年，負責人洪姓夫妻秉持著「呷

果子，拜樹頭」的感恩心，成立「財團

法人可成科技教育基金會」，推動藝術

與人文教育。為了凝聚宗親信仰，可成科技斥資約五千萬元重建三合院式的

祖茨。如今新建的基地有八百多坪，由知名建築師王東奎規劃設計，融合了

海尾寮歷史文化及建築特色，呈現古色古香的三合院建築特色，引人發思古

之幽情。可成宅目前有請專人負責管理，但並未對外開放，和同屬閩南式三

合院造型的海西里活動中心都是現代化的三合院建築，假日時，總是吸引不

少遊客前來參觀拍照，成為海尾地區的文化地標。 

 

伍、研究結論 

一、發現海尾寮文化與自然環境空間 

依據社區調查與耆老訪談資料，我們將海尾寮二十個文化與自然景點分

為五大空間： 

（一）水資源空間：吃水堀、魚塭、水圳、抽水站、學仔溝。 

（二）宗教文化空間：朝皇宮、廟埕(學仔埕)、代天宮、香嚴寺。 

（三）老茨文化空間：鄭家老茨、吳家老茨、可成宅、志榮浮雕社 

圖二十一:現代化的三合院可成宅 



（四）生活機能空間：郭家碾米廠、柑仔店、新豐珍餅舖、福順中藥房、菜

市場、豆花店、7-11。 

（五）現代公共空間：海西里活動中心、海東里活動中心。 

 

二、發現問題 

這次研究，我們將踏查過程中所觀察到以及受訪居民普遍反應的社區公

共問題歸納為兩大類： 

(一)環境髒亂 

(1)綠樹太少。 (2)狗屎太多。 (3)老宅缺少維修，有些已遭到廢棄且

雜草叢生。 (4)很多地方樹木未修剪，影響觀瞻。 (5)水圳裡有垃圾，

圳底有淤泥。 (6)回收場髒亂，容易孳生蚊蟲。 (7)原本的學仔溝加蓋

後不易清理淤泥和垃圾，易生蚊蟲。 （8)聚落內僅存的魚塭未打氣，

造成魚類死亡，腥臭味造成環境汙染。 

(二)規劃不當 

（1)公園綠地太少。（2)活動中心無管理員。（3)水溝加蓋，易造成水患。 

(4)工廠與住宅錯雜，造成環境及噪音污染。 (5)缺少解說牌。 

 

三、建議解決方案 

(一）爭取補助，鼓勵居民翻修老宅，賦予老宅新生命。 

(二）組織社區志工，定期清理環境、管理活動中心。 



(三）設置好望角，規劃綠地，在樹下設置泡腳池，設置桌椅，讓居民可以

來這裡下棋或聊天。 

(四）多舉辦老人社區活動:例如健走、健檢、廟口講古、旅遊…等，提供

老人聚會的機會。 

(五）恢復學仔溝自然生態，打掉水溝蓋，在圳溝旁植樹綠化，同時也可減

少水患。 

(六）設置導覽路線圖與解說牌，訴說海尾故事。 

(七）召募社區導覽員，或者可以和學校合作，由小朋友來擔任導覽員。 

(八）加強美化和綠化，推展社區特色，吸引更多人來海尾寮。 

(九）鼓勵年輕人回鄉居住，避免成為老人村。 

 

四、社區願景 

希望經過社區的美化、綠化及活化，能夠呈現海尾寮的在地文化與濃濃

的人情味，使海尾寮成為一個乾淨有活力的社區。我們期許在地的阿公阿嬤

可以在海尾寮安享晚年，在地的年輕人以身為海尾人為榮，孩子們可以在海

尾寮快樂的遊戲玩耍。也希望有更多外地的爸爸媽媽，能夠帶著全家人來這

裡體驗海尾寮的特色與魅力! 

 

 

 

 

 



五、採訪心得 

(一)楊阿嬤：住在水圳三角崛附近的楊阿嬤八

十三歲(如圖二十二左)，已經當曾祖母。她說

以前每天一大早會到水圳擔水回家，為一家人

做早餐、剁番薯葉餵豬、削番薯曬簽，然後到

水圳洗衣服。家裡的事都忙完之後，得趕到田

裡去忙農事，田裡種植地瓜、稻子、玉米、西瓜、黃麻等農作物，一年四季

都有忙不完的農事。有一段時間，家族著手興建新式的透天厝，楊阿嬤蠟燭

兩頭燒，除了要料理家務，每天還要為工人準備點心、茶水，不僅如此，田

裡的農事也沒閒著。雖然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楊阿嬤至今回想起來，還

是歷歷在目。 

採訪心得：以前的人不流行外食，加上為了省錢，想吃什麼都要自己動

手做，而且沒有瓦斯，要準備柴火、準備一大家子的食物；而且沒有洗衣機，

用水又不方便，務農流汗，衣服容易髒，楊阿嬤要到水圳旁洗鍋碗瓢盆、洗

全家人的衣服、晾衣服、忙農事，楊阿嬤的生活真是辛苦忙碌啊！ 

 

(二)鄭阿嬤：已經是曾祖母級的鄭阿嬤(如

圖二十三左)和楊阿嬤一樣，也是一早就要

忙家裡的事，忙完之後，到田裡工作，中

午 11 點多回到家，料理午餐後，稍做休

圖二十二:楊阿嬤和吳伯伯 

圖二十三:鄭阿嬤(左)和鄭爺爺(右) 



息，下午 1、2 點回到田裡繼續忙碌，5 點左右回到家，擔水、養豬、準備柴

火、料理晚餐。鄭阿嬤晚上也不得空，得砍柴、準備火種、削番薯。為了改

善家裡的經濟，鄭阿公還有製作麵線在販賣，麵線就在鄭家老茨的禾埕曝曬，

所以阿嬤晚上還得幫忙麵線的工作。現在的鄭阿嬤還住在鄭家老茨的三合院

內，八十八歲的鄭阿嬤耳聰目明，看起來只有六十幾歲。鄭阿嬤常常到朝皇

宮走動，沒事時，就和其他老人聊聊天；朝皇宮有活動時，她也會主動幫忙。

問阿嬤三餐都吃什麼，她說兒子媳婦雖然不住在一起，但會輪流回來為她料

理三餐，到廟裡幫忙時，朝皇宮也會準備餐點，鄭阿嬤很開朗的說，她胃口

很好、不挑嘴，有什麼吃什麼，吃飯不是問題啦！ 

採訪心得：鄭阿嬤是個很樂觀開朗的阿嬤，走起路來健步如飛，臉上總

是掛著爽朗的笑容。她笑說，雖然兩個兒子書讀得不是很好，可是都很孝順，

工作也都還算順利。我想，這就是鄭阿嬤最開心的事吧！ 

 

(三)鄭爺爺：鄭爺爺(如圖二十三右)是鄭阿嬤的二兒子，聽說鄭爺爺的大哥

書法寫得很好，住在市區，過年時會幫人寫春聯。鄭爺爺現在住在同安路附

近，兄弟兩人會輪流回家照顧鄭阿嬤，鄭阿嬤每天晚上都會有一個兒子回到

三合院陪她過夜，以免老人家有不時之需。鄭爺爺同時也是朝皇宮宋江陣的

教練，小組成員乙生的爸爸就跟著鄭爺爺在學習宋江陣，廟會活動時常可看

到他們的身影。 

採訪心得：鄭爺爺的孝順行為很值得我們學習，而他為朝皇宮的付出



與貢獻，也很讓人佩服！ 

 

(四)吳伯伯：吳伯伯(如圖二十四)是在海尾寮長

大的，三角崛是他的游泳池，這次人文營的上課

地點「椪舍學堂」是社區大學台江分校，也是吳

伯伯小時候上幼稚園的地方。吳伯伯面露微笑，

遙想當年，那個小小的身影在這裡琅琅讀書、排

隊領用餐點。這次研究過程中，吳伯伯是海尾寮

的活字典，百忙之中，對我們「講古」，讓我們知道許多關於海尾寮的點點滴

滴。吳伯伯對於台江這塊土地有很強烈的使命感，當過記者的他文筆非常好，

常常可以看到吳伯伯在報章或網路上發表文章，表達他「愛鄉護水」的理念，

號召更多人加入。吳伯伯不僅是台江流域的志工，更是朝皇宮「大廟興學」

的重要推手。 

採訪心得：吳伯伯對土地的關心與努力，值得我們效法。吳伯伯的好文

筆、好口才，讓他的理念有更大的影響力。我們要以吳伯伯為榜樣，從現在

開始，努力的學習，加強自己的作文能力和口語表達能力，長大以後，也要

像吳伯伯一樣，做個積極的公民，影響更多人。 

 

(五)周阿嬤：周阿嬤 67歲(如圖二十五)，在海尾寮長大，和來自陳卿寮的周

爺爺結婚後定居在海尾寮。周阿嬤說她小時候大約每天下午三、四點會去住

圖二十四:積極公民吳伯伯 



家附近，現在是海東里活動中心的吃水崛

擔水。當時因為年紀小，力氣也小，每次

只能挑半桶水，把挑回家的水倒入家門前

的儲水槽再繼續擔水。來回好幾趟，大約

每天都要花費二、三個小時擔水，才夠一

家人一天所需。周阿嬤說，以前的水圳和學

仔溝都可以看得到魚；現在的水溝又是蟑螂，又是蚊子，又髒又臭。以前的

空氣很新鮮，現在到處都是工廠，空氣品質很差。以前的人雖然很生活很辛

苦，可是沒有一堆奇怪的病；雖然現在生活很便利，可是現代人一堆文明病，

還有許多癌症，好恐怖! 

採訪心得：現代生活十分文明、便利，可是也造成了許多汙染，更對健

康造成已影響。我們應該要努力改善我們的環境，讓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的生

活。 

 

六、研究心得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實地踏查訪問之後，動手繪製地圖，過程雖然很辛苦，

卻是獲益匪淺，有一種「腳踏實地」的深刻體驗。教我們繪製魚眼地圖的淡江

大學建築系系主任黃瑞茂老師說：「地圖不只是畫地圖，更重要的是表

現出在地的世界觀。從地圖繪製，了解空間、時間、人間三者互動關係，

將老中青三代的生活文化記憶，傳承連接。」剛開始，我們不太能夠理

圖二十五:懷念以前環境的周阿嬤 



解這段話。完成研究後，我們終於了解為什麼黃教授會這樣說了。在社

區調查與耆老訪談中，我們更加認識海尾寮的歷史自然人文空間，更難忘的是

聆聽村內長輩的生活故事。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地方耆老，更是地方的寶。歷史是個寶藏，不該讓它

消失在時間的洪流中。研究過程中，讓我們看到海尾寮的美麗與哀愁，也發現

傳統和現代、人文和自然，是可以和平共處的，更是息息相關的。 

台江流域專題研究人文營結束了，也完成研究論文，但這只是一個開始，「愛

鄉護水」是一顆種子，在我們的心中慢慢滋長。就像魚眼地圖的概念，我們的

愛鄉護水由海尾寮開始，要逐漸由台江推廣到安南區、臺南市、全臺灣，甚至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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