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在歷史中學習，在生活中創新與傳承



周益記的 2.0模式

時序進入民國一百年以後，周益記這座封塵已久的

宅子像解除魔咒般，由沉睡狀態眨眼甦醒。整合產權後，

一○一年先因潘國正副總、洪惠冠主任、王靜秋課長、

林志成建築師、劉晉宏老師、王俊秀老師等先進們的賜

教，再結識古蹟建築修復的周章德老師和文物修復的林

仁政老師，才有一○二年的登錄古蹟、測繪和整理文物

的開始。一○三年看似沒有新突破，但因緣際會認識了

清華大學 ( 昔為新竹教育大學 ) 榮芳杰老師，跳脫框框，

進入文化遺產 (Cultural Heritage) 的思考領域，確定以

修復硬體 / 文物和傳承文化歷史價值「兩本柱」作為周

益記的主軸，朝向永續經營發展。

一○四年明俐離開國家級單位薪職，轉身投入像周

益記這樣的私人古蹟經營行列，並親力親為蹲點新竹老

街，運用所見所聞及人脈，爭取文化部的青年創業補助，

發展活潑有趣的在地活動，有節奏地累積並發展周益記

及老城區的故事。

短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確立周益記的價值與

發展方向開始；推動在新竹教育大學的舊建築再利用發

展課程，爭取在 DOCOMOMO 里斯本年會中發表成

果；取得文化部的補助，發展食與衣兩部分的老故事追

溯與設計創新計劃；辦了奉茶、講座、導覽、攝影展、

設計展，發表成果文章和影片。也嘗試要為老城區紀錄

點什麼。

這一年的工作成果全部用紙本表現可能是厚厚的

一本書吧！回頭細數這些工作的同時，要謝謝協助我們

的公私單位、老師及親朋好友們，因為大家的無私教

導與協助，攢出了這樣的內容，跟大家分享。這是「周

益記 2.0」經營發展的第一本年刊，「恢復北門大街的

成熟美，現在開始」。請多多指教。

周益記屋主  





古蹟的未來式

2015 年 2 月，我有幸在清華大學榮芳杰老師的轉介

下認識了周益記的主人周友達先生，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觀

念溝通與相互認識，我們對於文化遺產所應該具備的「教

育性」與「公共性」有了初步的共識。2015 年 7 月，卸

下文化部專案辦公室的職務，我受到周先生的委託，正式

開始為這棟承載一個台灣家族六代故事及北門大街歷史傳

奇的民宅著手進行再利用及營運規劃。許多人也許納悶，

再利用及營運的程序不是該在空間修復完成後才開始進行

嗎？面對一個尚未進入修復階段也尚未能開放讓參觀的空

間，再利用和營運的角色究竟能做什麼？然而，面對文化

遺產再利用時我們常常忽略一件事，建築只是一個容器，

也許因為其超群的設計或是獨樹的風格，增加了在美學上

的價值，但文化遺產之所以能稱為全民的文化財，更在

於其中承載的故事，這些故事真實地反映出它所經歷的

生活樣態、社會氛圍、經濟活動、政權更迭、重大歷史事

件 ...... 等等。這些都將是未來在建築修復完畢後，這棟房

子需要延續與發揚的最重要精神。

 新竹市的北門街（舊稱北門大街），在清廷治理

北台灣時曾經是多麼重要的官道及商業街道，在林立的狹

長店舖之間，周益記不但有三開間寬的面，更奇特地以民

宅姿態坐落其中，與這條街一同生活了超過一個世紀，這

些訊息告訴我們：周益記除了講的是一個家族的故事，更

連結了整條街、整個舊城區的發展與脈絡。從這條線索出

發，我們試著去爬梳與這棟房子相關家族記憶及周邊的庶

民生活記憶，並且嘗試以跨界創新的表現方法，縫補世代

的斷層，讓更多不同的族群有機會接觸這樣的題材。2016

年，這個想法獲得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的支持，

讓我們以為期一年的實際行動將之付諸實踐。

 這一年，有舊城區夥伴的協助以及許多朋友的熱

情參與，我們不僅僅是帶著大家穿越過去，更透過合作夥

伴的創意，讓古蹟成為下一個世代創新的養分。誰說古蹟

是緬懷過去的老扣扣題材？我們期許古蹟也可以很潮、很

未來！

周益記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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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夥伴群

周益記目前的人力相當單純

且有限，在這一年中因為有許多

朋友或團體跨刀協助，我們才能

共同完成一整年精彩的事件。當

中有一些是新竹在地合縱聯盟的

夥伴，有些是來自各地的專業人

才，對於文化傳承的熱情是我們

的共通語言，也讓我們一起在北

門街相聚，透過自己的一份力量

或是一份資源，集結創造了讓更

多民眾都能共享的文化果實。周

益記感謝這一年情義相挺的每一

位夥伴與我們共同打完了第一場

的群架。

Michael Geier

宋素惠

文化部

林君孟

毛奇

陸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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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魯

彭若涵

江山藝改所

新竹市美術館

朱剛勇

清華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見域工作室

榮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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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事件表

2015.9~2016.1
清 華 大 學 環 境
與 文 化 資 源 學
系「舊建築」再
利用課程合作

2015.12
獲文化部青年
村落文化行動
計畫獎助

2016.2.14
串門聚：摩登
時代的新竹體
家具

2016.2.14
串門聚：打開
周益記的時光
之門

2016.2.28
串門聚：水與
竹塹人的生活
記憶

2016.3.1~4.30
奉茶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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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19
私房導覽：尋
找竹塹城

2016.3.27
串門導覽：從
老市場看古城
庶民生活

2016.4.15
串門聚：南記
行的乾貨傳奇

2016.7.30~8.28
《溫柔的凝視》
影像敘事展

2016.9.6~9.9
參 與 第 14 屆
d o c o m o m o 
In ternat iona l
「 可 適 性 再 利
用， 邁 向 未 來
的現代運動」，
與 清 華 大 學 榮
芳 杰 老 師 共 同
發 表《 跨 越 世
代 — 遺 產 教 育
與 現 代 遺 產 再
利 用 的 參 與 式
方法》

2016.10.1~10.30
《 旅 程 1928》
古 蹟 與 帽 飾 創
作展

2016.11.22~
2017.1.1

參與新竹市美
術館《藝遊為
境》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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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成果簡介

＋跨越世代的舊建築再利用
 周益記於 2013 年正式成為新竹市市定古蹟，

二十多年無人居住的大厝百廢待舉，從古蹟本體到所有

家具文物的清點、調查、修復、造冊等工作，以及修復

過後該用什麼樣的姿態繼續與竹塹城共同展望未來生

活，這條古蹟之路仍有許多挑戰等待著屋主、修復團隊

及未來營運團隊去克服。一間民宅能給下一代什麼樣新

的啟發？從這個命題開始，2015 年 9 月，周益記與鄰近

的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現為清華大學）合作，在環境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榮芳杰助理教授的規劃下，周益記宅成

為為期 18 週的「舊建築再利用」課程研究與實務操作

的案例。這堂課具有相當的實驗價值，共有 21 位非文

資或建築相關科系的學生參與，嘗試與地方的古蹟經營

者合作，提出跨越世代的再利用提案。這堂課的安排與

評量是由課程指導老師與古蹟經營者共同策劃並訂定期

末目標，課程進行中也邀請了產權人周友達先生與古蹟

經理人李明俐於課堂上分享，並且帶領學生進行實地探

勘與調查，18 週過程中更安排古蹟經營者與學生密集的

討論，這堂課結合了教學理論、文化資產與社區合作等

多元實務面向，鼓勵學生於學業外也能積極發展未來可

應用的實務能力，周益記宅作為台灣 20 世紀民宅的建

築文化資產，我們重視跨世代及跨領域的對話，這也是

現代建築遺產中最珍貴的永續性價值，這堂課的操作過

程與成果不但可作為周益記宅古蹟再利用與經營規劃之

參考，更可藉此擴大地方青年參與文化事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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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次 合 作 課 程 的 成 果 也 由 榮 芳 杰

老師及執行長李明俐共同撰寫成論文，

在 2016 年投稿了現代遺產文獻及保存組

織（Documen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Buildings, Sites and Neighborhoods of the 
Modern Movement， 簡 稱 docomomo） 第

14 屆年會，並且從全球 516 份投稿論文中

脫穎而出，將台灣現代建築的民宅故事與

再利用教育心得帶到里斯本的年會上，與

世界各地現代建築及相關教育領域的專家

學者們共享我們的心得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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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學生期末

成果發表

清華大學學生期末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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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芳杰與李明俐參與
docomomo 年會發表

榮芳杰與李明俐參與
docomomo 年會發表

線上成果
本年會報告可供學術參考及非營利使用，如有需
求請來信提出申請：bshu192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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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街田野調查
周家人搬離開北門街已經超過二十年，二十年來，北門街

經歷了哪些改變？周家人記憶中的北門街老店，還有幾家

仍然存在於大街上？對於這條街的認知，除了來自少數文

史前輩們的著作外，關於它近年來的變化與生活面貌，不

易找到有系統的文字紀錄。然而，隨著商業活動的改變與

都市開發，這條街上的店家來來去去，每隔幾個月就會不

一樣，天際線也隨之改變，我們因此希望透過挨家挨戶的

訪查，將這條街的現況與故事以文字記錄下來，一方面試

圖對 2016 年的北門街現況有初步認識，一方面與時間賽

跑，希望留住這些人們在這條大街上奮鬥與生活的故事。

北門街，不僅僅在竹塹城發展史上有相當地位，更

是從清代淡水廳開始就奠定了它在整個北台灣地方治理歷

史上的重要性。因為它的重要性是如此特別，北門街上的

店家們經常受到不同政府單位或是學生各種目的的採訪，

有些店家甚至直接表示不希望再受到打擾，這讓訪調的過

程增加了難度，也讓我們需要更小心拿捏紀錄工作與最低

度打擾原則間的平衡。

執行期間：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執行範圍：新竹市北門街（城隍廟至長和宮）

調查研究員：宋素惠

成果：《2016 年北門街田野調查報告》

線上成果
本 調 查 報 告 可 供 學 術 參 考 及 非 營 利
使 用， 如 有 需 求 請 來 信 提 出 申 請：
bshu1926@gmail.com

薏荳屋店主許若文女士



14鴻安堂藥房謝林新美女士

杏春德記藥行溫彭碧蓮女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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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奉茶談北門
位於北門街 59 號的市定古蹟「周益記」是新竹

周敏益家族自 1926 年遷入大街後生根的大厝，見證

了竹塹城市發展三百年史，以及北門大街士農工商的

人生百態。人去樓空的大厝，靜靜地在大街上為周家

和竹塹城守護塵封的時代記憶。二十多年無人居住的

大厝百廢待舉，在古蹟進入漫長的修復工程前，我們

除了開始進行北門街的現況田野調查，也輔以亭仔腳

奉茶活動希望增加與鄰里們接觸及對話的機會，重新

認識舊城區的左鄰右舍，分享大家的北門街印象以及

北門街店家的奮鬥及生活故事。

除了奉上熱茶與街坊聊天外，現場設計了關於

周益記老宅的簡介，幫助路過的朋友認識我們，也設

置了六宮格提問，讓街坊可以用便利貼回答提問，寫

下自己對北門街的印象或認同。這六個提問及大家的

回答分別是：

行動代號：奉茶四五六

執行期間：2016 年 3 月 1 日～ 4 月 30 日每週四、五、

六（遇低溫或大雨暫停）

執行地點：新竹市北門街 59 號周益記亭仔腳

15

你心目中北門街的建築地
標是哪棟？

（無論時代，不限一個）

如果北門街是一個顏色，
你覺得它是什麼顏色？

灰色

紅色

卡其色

綠色

棕色

藍色

黃色

白色

米色

橘色

1
17
1
3
2
3
3
3
1
1

周益記

阿桂牛羊雜

杏春藥行

長和宮

進士第

城隍廟

鴨肉許

10
17

2
3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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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用一個形容詞
來形容北門街。

很新
有懷古之幽情

古老

好吃

新舊夾雜

繁華

時光的長廊走向未來

模範

很文學

我不太認識

殘破不堪

像台北市雙連

殷實

吃的很多
日光映窗

擁擠

沈靜

豐富
有些沒落

走味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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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新竹市和台灣其他
城市不同之處在哪裡？

你覺得最能代表北門街的
人物是誰？（不限古今）

你覺得北門街的
精神是什麼？

繼往開來

慢慢被發掘

新舊並陳

努力生活

小吃店一直換

鬧中有靜

花錢

古早味

純樸

北門吹不凋
門前車馬聚
精華群英集
神恩成家寓

承先啟後

好吃

慈善心

藏古

老街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吃東西
粉圓很好吃

古今並存

兩個月期間收集了大家對北門街不同
的印象與想法，也在亭仔腳結交了許多特
地前來串門或是恰巧路過的好街坊，從奉
茶開始，我們希望有更多機會和關懷舊城
區文化的朋友一起共創更美好的生活。

外媽祖
李陵茂

城隍爺

鄭用錫

周友達

曹謹

Isis

吳火獅
鄒孟潔

孫先生

路人

修車行老闆

蔡仁堅

小而巧

比其他城市小

風很大
古蹟很多很密集

留下時代遺跡

人情味

依山傍水

風城

歷史與科技綜合

小吃讚

收入高
小而美

狹長分佈發展市區、
學區、園區

外地人很多

是個沙漠，但仍
能耕耘出綠洲

有科學園區

有「都」城隍

還沒找到自己

貢丸很好吃
民生物價價差很大

古色古香

密集

隨意抬頭都驚喜，
特別是舊城區

最年輕的市長

適宜居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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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區串門與分享
2016 年，周益記獲得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

行動計畫的支持，展開了一系列的生活考古與

創新傳承計畫，計畫主要分成兩個階段—「生

活考古」與「創新傳承」，主題則是以「飲食

記憶」、「衣飾記憶」為主軸。第一階段的生

活考古工作坊透過田野踏查、講座、導覽及奉

茶等行動，拜訪北門街店家及居民，初探北門

街的常民生活歷史及現況，並且號召廚師、飲

食文化研究者、設計師、攝影師及社會企業等

跨領域創意工作者參與，為了讓這些跨界合作

的對象認識及了解新竹舊城區及北門街的歷

史，周益記結合了鄰近的友好空間—江山藝改

線上成果

《南記行的乾貨傳奇》

《行水路 ‧ 尋塹城》

《從老市場看古城庶民生活》

所及見域工作室，舉辦一系列「串門」講座與

導覽活動，這些串門活動不但為第一階段的調

查提供有力的資訊，也同時開放民眾報名參與，

與社區分享課程資源。計畫第二階段則是讓合

作的跨領域創意工作者自由發揮，他們從周益

記及北門街所提供的豐沛故事為靈感，透過攝

影、帽飾設計、料理創作、飲食文學等不同的

當代媒介，具體再現地方文化資產的風華。

第一階段的生活考古工作坊當中請到了多

位對新竹市有著深刻認識的講者，從他們的研

究及記憶中分享他們對於舊城區生活文化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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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林仁政《摩登時代的新竹體家具》
周益記宅除了累積三代的生活記憶外，精彩的文物與家具更
投射出二十世紀初混合清式、和式、洋式的居家風格，這場
講座邀請修復周益記家具及文物的林仁政老師擔任講師，帶
領參與計畫的夥伴一同從周益記家具認識何謂新竹體家具，
以提供本計畫後續創作靈感發想基礎。

2/14周章德與周友達《打開周益記時光之門》
這場講座是由周益記屋主周友達先生，以及周益記古蹟修復
建築師周章德先生，兩人從家族故事及建築形式兩個面向來
敘述周益記大厝的身世。現場參與熱絡，我們可以看出新竹
人對於一個私有民宅邁向古蹟的歷程充滿期待。

串 

門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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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陳板《水與竹塹人的生活記憶》
一樣米養百樣人，科學園區的發展，讓很多人都遺忘新竹曾
是個米倉。這場講座請來熟悉新竹水利設施發展的客家子弟
陳板老師。三百多年前，福建泉州人王世傑率百餘族人來到
竹塹開墾，興建許多埤圳，造就了阡陌良田，為竹塹的農業
打下基礎。水圳在過去供給了竹塹的農業發展及民生需求，
更在工業時代來臨後，成為科學園區工業用水的後盾。新竹
的水利設施所牽繫的不僅僅是產業變遷與生計，更是三世紀
竹塹人的生活記憶。陳板老師透過竹塹三大圳：隆恩圳、竹
東圳、六張犁圳，帶大家認識水與竹塹發展的古往今來。

4/15邱明琴《南記行的乾貨傳奇》
新竹的東門市場內曾經有家開業 72 年的乾貨店「南記行」。
已經歇業的南記行昔時是新竹最大的乾貨店，是餐館開業必
訪的供應商，也是神祕的黑蝙蝠中隊廚房與將領夫人們料理
的好幫手。這場邀請到《南記行的乾貨傳奇》作者、也是南
記行第二代的邱明琴女士（邱阿姨），邱阿姨與我們分享南
記行是如何用乾貨為新竹飲食歷史寫下輝煌的一頁。她也分
享兩代老闆生意往來間的人情世故以及邱家家傳的私房美
味。本次講座前，邱阿姨更特別花了一整天的時間重現了幾
道家宴料理，從一早帶著參與創新計畫的飲食合作夥伴一起
採購、備料、料理，一直到晚上講座現場與所有參與者分享
三道家宴。

串 

門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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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李元璋《尋找竹塹城私房導覽》
這一趟步行的學習旅程是由「新竹同知沙龍」主持人李元璋
老師帶領，李老師長年致力於竹塹學的推廣，有中文學士、
哲學碩士及藝術史博士班的背景，因為曾經留學法國的緣
故，與一般文史學者最大不同，大概是多了份法式的浪漫情
懷。這次李老師除了帶我們去尋覓竹塹城建城軌跡，更在會
後安排了一場「竹塹餅盲測會」，與大家一同飲茶嚐竹塹餅，
盲測票選出自認最美味的竹塹餅。

3/27蔡仁堅《從老市場看古城庶民生活》
市場是人們交易日用所需的場所，也是形形色色的人謀生與
溫飽的根據地，從清代、日治到戰後市場的發展軌跡，我們
不但可以想見城市重心的移轉，也可窺究地方的人生百態。
本次周益記與見域工作室串門合作，邀請到長年從事文史研
究的前市長蔡仁堅，帶著大家一起從北門大街出發，經城隍
廟、中央市場、南門街，最後來到東門市場，在竹塹城的老
市場裡描繪一段古城日常生活的歷史。最後趁著清明節氣，
於見域工作室一同包潤餅，享受當地市場的美味，結束一上
午的體驗行程。

串 

門 

導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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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有街廓中看見，經過三百年時光的沖刷後，

現在的北門街像是塗上層層不同的新漆與舊

漆，除了歷史的傳奇色彩，北門街加入了許多

新來者（newcomers）的參與，除了還有零星

幾間傳承至今的百年老店，也加入了各種各樣

的小吃店與商店，甚至拔地而起的高樓建築已

改變北門街的天際線，這些「現況」與「史料」

中的北門大街存在著極大的落差。舊街區的新

發展取代了原有的歷史紋理，也可能實現人們

對於便利、舒適生活的想像，不論你是否喜歡

這樣的改變，我們不曾親眼見證過兩百年前的

大街，但 21 世紀的現在，不管是新來者還是世

居北門街的家族，我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與這

條街相處，繼續形塑著它未來的面貌。這次展

覽試圖讓大家透過兩位新來者的影像與文字，

從三個系列作品—「從時光到時代」、「弦外」

與「世界之音」，慢下腳步閱讀與思考這條你

可能熟悉或是陌生的大街。

＋溫柔的凝視
一天當中，大家最喜歡北門街的哪個時

段？或許是清晨，或許是正午，或許是傍晚，

或許是深夜。今年，我們特別企劃《溫柔的凝

視 影像敘事展》，邀請旅居台灣多年的奧地

利籍攝影師葛爾明夏（Michael Geier）來到新

竹，經過一個月的籌備時間，一同在北門街進

行現地觀察及創作發展，葛爾明夏與周益記策

展人李明俐共同激盪出攝影與文字的雙元觀點

敘事，展覽中呈現出兩個外來者對於北門街現

況的凝視（Gaze）。

 新竹市的北門大街是一條貫穿三百年歷

史的大街，曾經是婚喪喜慶及生活用品的集散

地，是許多郊商、地主、仕紳匯聚的大街，也

是設於竹塹城的淡水廳衙署北上艋舺的官道，

一條北台灣最重要的經濟與政治大街。今日提

到北門大街，我們不會忘記這些輝煌的印記以

及種種津津樂道的逸事，但在兩個初來乍到的

外地人眼裡，這些「史料上」的風華已難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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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成果

閱讀《溫柔的凝視  

展覽專文》

閱讀《攝影與策展

的對談》

展覽期間：2016 年 7 月 30 日～
8 月 28 日

展覽地點：江山藝改所
參展人：葛爾明夏（ Michael 

Geier）
策展人：李明俐
研究員：宋素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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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法

1. 研究調查：本展覽計畫以《周益

記生活考古及創新傳承計畫》中

先行的北門街現況踏查成果為

參考資料，並且以三、四月奉

茶故事站收集之民眾對北門街

印象調查結果為輔助，進行後

續攝影現地創作策展發想基礎。

2. 現 地 創 作： 奧 地 利 籍 攝 影 師

Michael Geier 長 期 居 住 於 台

灣，從事專業攝影工作，作品

含動態及平面。Michael Geier
在策展人及研究員協助下至北

門街進行自由現地創作，在不

同的時間走訪北門街，用兩米

高的異鄉人視角捕捉他眼中的

北門街即景。

3. 策展敘事：周益記古蹟執行長李

明俐為新竹新住民，長期旅北的

高雄人，從攝影師上萬張作品中

梳理出新來者對這條街的詮釋，

並且以對談及文字書寫為媒介，

記錄下他們眼中的北門街。如

果 Michael Geier 的凝視是一種

赤裸且剛性的呈現，那麼李明

俐的詮釋與敘事，試圖以一個

溫柔的語彙來閱讀大街。

4. 成果發表：本次影像敘事展將於

江山藝改所展出，除實體展覽

外，「線上展覽」同時間於周

益記官網展開，實體展覽與線

上展覽間也將透過 hashtag 活

動開啟民眾的參與，讓民眾的

凝視視角與書寫也能成為展覽

進行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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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 1928
1920 年代，是一個大稻埕風起雲湧的摩登

時代，也是個在繁華榮景中仿若可預見顛沛流

離的不安時代。《旅程 1928》展覽透過當代帽

飾設計與古蹟大厝的跨時空對話，重新敘述一

個二十世紀初，新竹地方仕紳與大稻埕富商之

女結為連理的生命旅程。

 這個旅程不僅僅是婚姻的旅程，也是兩

個家族如何迎接變動時代的旅程，在紛亂的二

戰時期，許多台灣仕紳家庭的一家之主有著需

要奔走他鄉的無奈，他們的妻子，在婚姻安排

下則開啟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1928 年，大

稻埕錦記茶行陳天來將自己的寶貝女兒陳寶釵

嫁給新竹北門街仕紳周敏益，開啟了新的人生

旅程。1928 年也是陳寶釵最親近的弟弟陳清汾

前往巴黎學習藝術的那一年，開啟了陳清汾通

往西洋藝術與思想的旅程。當時，陳清汾為了

向姊姊祝賀，送了一套當時巴黎最流行的洋裝

給姊姊當作賀禮，陳寶釵便與夫婿周敏益在相

館合影，為這個象徵生命旅程轉折的年代留下

最美好的標記。來自於繁華的大稻埕，陳寶釵

也將西化思維帶入新竹相對傳統的夫家，無論

是在建築外觀的改變、傢俱風格或是生活習慣，

都在新竹市定古蹟周益記宅中留下印記。

 《旅程 1928》透過帽飾設計與古蹟進行

跨領域合作，帽飾設計師林君孟從周益記以及

其女主人的生命故事中尋找靈感，以當代帽飾

詮釋屬於台灣的摩登時代，本次展覽的首展選

在大稻埕 MadL 文化空間，除了向這段改變兩

個家族的生命歷程致敬，也象徵回到陳寶釵女

士的旅程出發點，本次展覽讓民眾透過當代帽

飾設計來品味大時代變動對台灣常民生活及現

代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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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期間：2016 年 10 月 01 日～ 10 月 30 日

展覽地點：大稻埕「MadL 文化空間」

參展設計師：林君孟 （Winnie Lin）

策展人：李明俐

林君孟參與心得

 「西洋帽飾」與

「新竹古蹟」這兩個元

素乍聽之下似乎一點關

聯性都沒有，如何以古

蹟為靈感進行帽飾創作

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

挑戰。從老宅內部感受

昔日的輝煌、聆聽周友

達先生口述家族歷史、走訪新竹市區體驗當地庶

民文化等等，與周益記古蹟經營團隊花了將近半

年的時間開會討論並一同參與周益記一系列的活

動後，最終回歸到我創作的元素：人、物、情感

與記憶，繼而以周家頭家娘陳寶釵女士為靈感，

誕生了《旅程 1928》帽飾展。 

 這次與周益記古蹟的合作案我自始至終都

抱持著學習與探索的心態，體驗新竹的美，觀察

空間與人類活動的痕跡，也很開心能以當代西洋

帽飾的作品型態敘述台灣女性的優雅姿態。展覽

期間與參觀者的互動也是很珍貴的經驗，尤其是

參觀者在試戴帽飾後的驚艷與喜悅都是很棒的回

饋。

28



2929



30

執行方法

1. 參與工作坊：

設計師林君孟參與

《周益記生活考古及

創新傳承》工作坊，

透過周益記規劃之專

家講座及導覽來認識

周益記宅及新竹舊城

區常民生活歷史。

2. 參考史料：

由周益記提供家族故

事、老照片等資料供

參考及考據，作為林

君孟創作發想之靈感

來源。

3. 創作階段：

林君孟由周益記宅的

故事及建築、裝潢元

素中與策展人李明俐

共同發展出展覽主題

《旅程 1928》及其

論述，林君孟以主題

進行系列作品創作。

4. 成果發表：

本計畫成果透過帽飾

系列創作結合古蹟策

展敘事，選在十月份

大稻埕熱鬧的國際藝

術節期間，於 MadL
文化空間展出，邀請

北台灣的朋友們一同

分享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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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塹城的飲食記憶
周益記位於昔日最繁榮的北門大街上，曾

是周氏家族三代在此生活的場域，我們從周益

記出發往外走，今年邀請了三位跨界合作夥伴

來到新竹舊城區，他們各自在不同的專業領域

中從事飲食文化相關工作—飲食作家毛奇、人

生百味共同創辦人朱剛勇、私廚史達魯。今年

上半年度，三位飲食文化工作者以觀察者的身

份加入周益記，透過周益記安排的在地文化工

作坊、導覽、實地踏查來認識竹塹舊城的飲食

文化，並且從周家的口述歷中尋找靈感，為期

半年的在地文化觀察到了尾聲。立冬之際，他

們用溫暖的文字和創作料理來重新敘述他們眼

中所觀察到的塹城庶民飲食記憶。

計畫期間：2016 年 01 月 01 日～ 10 月 30 日
計畫範圍：周益記宅、北門街及周邊
計畫參與者：毛奇、朱剛勇、史達魯
執行方式：工作坊、訪談、文字創作、料理創作

創作簡介：

毛奇在求學階段曾在新竹住了很多年，對

於新竹市的老店與美食有許多的記憶及情

感，這次透過與周益記的合作計畫，她重

新回到學生時期熟悉的城市，走訪北門街

《深夜女子公寓出走新竹北門街 01》 《深夜女子公寓出走新竹北門街 02》

上她懷念的店家，在人類學的敏銳神經驅

使之下，她透過與店家之間的談話、周家

口述資料，以及歷史資料的爬梳，用她獨

特的女性觀點記錄下她所窺見的北門街飲

食與生命故事。

毛奇
行走在田野、書房以及廚房的人類學學徒。
以烹煮以及書寫當做萬花筒，一字一餐窺
見人們生活的軌跡，文字作品散見港臺媒
體。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成員，聯合報專欄作家。
經營有粉絲頁及同名報紙專欄《深夜女子
公寓的料理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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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法

1. 參與工作坊：三位計畫參與者出席《周益

記生活考古及創新傳承》工作坊，透過周

益記規劃之專家講座及導覽來認識周益記

宅及新竹舊城區常民生活歷史。

2. 研究調查：本展覽計畫以《周益記生活考

古及創新傳承計畫》中先行的北門街現況

踏查成果為參考資料，並且由計畫參與者

提出需求，對周氏家族進行飲食記憶相關

口述資料採集，或是由參與者針對主題相

關街坊進行訪談。

3. 創作階段：毛奇及朱剛勇依據自身觀察心

得及訪調，以文字進行創作。私廚史達魯

透過經典料理重現 vs. 創新的方式進行料

理創作。

4. 影片拍攝製作：本計畫以影片的方式紀錄

整個經典料理重現 vs. 創新之創作過程，

剪輯成六部推廣影片，希望透過網路的力

量將影片及相關故事帶給更多民眾。

5. 成果發表：本計畫三位創作者成果以文章、

食譜、影片三種形式於周益記官網及粉絲

頁進行發表，並透過網路社群的力量傳遞

給各地對相關題材有興趣的民眾。

創作簡介：

朱剛勇長期關注台灣剩食以及街友的問題，於

是大學一畢業後就以實際創業行動進行她夥伴

們的街頭革命。這次與周益記合作，從認識北

門街與竹塹城的歷史，到親自進行訪談，她從

《生活在城市，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市場》 《午後的北門外游擊》

新竹的菜市場裡發現了一個城市中市場存在的

社會意義，並且游擊式地走訪北門外曾經依賴

廟宇維生的流動攤販與老店家，試圖在他們的

勞動場域透過隨性聊天的方式記錄這些飲食勞

動者的故事。

朱剛勇
人生百味共同吃飯人，石頭湯計畫發起人。設計科系畢
業，大食怪。 很愛吃，很能吃，最無法忍受的事是有人
說不喜歡的食物「好噁心」：如果我們對一顆果實也懂
得珍惜，對人便不會輕易放棄，對吧！ 去年三月路過街
頭後，發現自己回不去了。與夥伴創辦一連串終結浪費、
建立交流機會的群眾計畫：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石頭
湯計畫與人生柑仔店。 我們相信，弱勢不是被切割出來
的特殊族群。而是流動的、可被改變的狀態。將彼此拉
近，便不會再有所謂「邊緣」。

發起計畫：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石頭湯計畫、人生柑仔店 
2014 TEDx Taipei 講者 
2016 關鍵評論網 未來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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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簡介：

私廚史達魯來到周益記大厝，從周

家人的口中聽到關於過去居住於此

的飲食故事，甚至是不同的季節餐

桌上會出現的家宴料理。身為喜愛

從過去文本中創新料理的私廚，在

《周氏家宴練習曲

六回影片總覽》

《01 周家明火水蟹煲粥》

這些生動的飲食故事吸引之下，他

試圖重現三道周家的經典家宴料

理，並且以這三道料理為靈感，延

伸創作三道西式新料理，向周家的

飲食記憶致敬。

《02 法式絲瓜螃蟹乳酪燉

飯》

《03 周家滸苔虎咬豬》 《04 紅酒五花滸苔漢堡》

《05 塹城甘蔗炖羊肉》 《06 南法番茄炖羊肉》

33

史達魯
曾經是位資訊工程師，卻因為熱愛

美食成癡，毅然決然辭去工作，專

心研究料理，後來跑遍台灣大小產

區寫產地報導，加上逛菜市場與女

孩子逛週年慶一般的狠勁，沒多久

就遊走于各大廚藝教室，最近在福

邸私廚窩著，試著用台灣各族群的

特色食材加上科學料理的方式做出

各式各樣美味的西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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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的參與心得

考古竹塹城老派食光
新竹是我除了出生地之外，生活得最久的城

市。從困惑於它的氣候，到每每撐起傘可以熟練地
微調正迎風的角度，走過九降風的街道，新竹的風
土不啻成為我成長經驗中重要的一塊。能夠參加新
竹北門大街上的周益記「生活考古」計畫，對我來
說，是將自己的生活經歷與理解，跟歷史的新竹文
化揉合在一起；所有的往日美好都是這樣的──不
必埋葬，能夠出土以溫和適當的姿態展現在人們的
面前，是難得的幸福。

人常說新竹沒有美食，這句話是低估了新竹
人家戶內的飲食底蘊。北門街以及周圍巷弄行走一
遭，老派風味：油蔥芋泥、四果湯、燉豬腳、中藥店、
青草店、宮廟旁的貢丸湯與意麵、無所不在的鴨肉
麵飯，還有我最愛的、薑絲及酸菜點綴的骨仔肉湯，
以低調的姿態棲息在新竹人的生活裡。再加上漁港
的海鮮元素，以及近山的客家人滋味，竹塹城內的
老派食光過的可說是滋潤而不舖張。要了解這座城
市、這條街能夠敘說的故事，食物是很好的方法；
這就是透過周益記這家子飲食來生活考古的具體意
義了。



36

為，食物應該是台灣少數不會被淘汰的事物了。 
在這愛吃的島嶼，各類型頻道都將美食視作收視

率保證，每日輪播、穿插在每個不那麼令人期待的新
聞中。 

 然而當與攤商、在地人閒聊、採訪時，才發現
吃—這如此日常的文化，在老老的市場與城廓，都面
臨著凋零。 

「現在生意是做健康、防老年痴呆的。⋯⋯孩子
都蠻會讀書的，不用做這麼辛苦的工作啦。」 

「以前這些菜我阿公是用挑的，到媽媽改成推的，
現在我是騎車載。」 

：那以後小孩不知道會用什麼方式賣齁？ 
「他不會接了啦，這是夕陽產業了。」 
：我以前從來沒看過這種攤販耶，是新竹特產嗎？ 
「有啦，以前全台灣都馬有。只是你們活的年代

很難再看到了。」 

這社會伸出雙手迎接一些產業，順手拋棄一些產
業。然後期待有人能一舉解決問題。 當我們將人視為
勞動力，將產物視為商品，於是便也名正言順地進行
了汰舊換新。這樣的一個專案，真心期待能藉由帶領
人從食物、建築這些真實可觸摸的物件中，感受到更
難以言喻卻紮實無比的價值所在。

這兩年「人生百味」團隊所做的，是正在起風處
的所謂社會創新、社會企業，大眾期盼這將是個「幫
助弱勢」、「給人吃魚不如教人釣魚」的新興產業。 
然而，在我們進入田野、付諸行動的過程，認識傳說
中的「弱勢」，幾乎曾經都是從一份也「正正當當」、
「腳踏實地」的工作中被踢除。 

他們曾經，是握有一把釣竿的。 

曾看過一篇文章中提到，詢問臺北市的計程車司
機，不少人曾經都待過皮鞋業。我們則是去 IKEA 買
櫃子時，招到了一台曾開過傢俱行的司機大哥，他熱
心地教我們這種便宜木料該在哪些卡榫處加工，避免
太快壞掉，「以前我們賣的傢俱可是能給人用十幾年
都不會壞的」那為什麼沒做了呢？「現在台灣製造的
傢俱怎麼跟國外進口的比，要便宜不夠便宜，要高級
又不夠高級，當然只好收了。」 於是，是誰抽走了這
把釣竿？ 懷抱著各種疑問的我，在前陣子被周益記的
明俐邀請，來到過去只有高鐵行駛時經過的新竹，參
與周益記古蹟的相關活動與記錄。 當時我想將自己的
觀察主題訂為「地方記憶中的攤商與市場」。天真以

剛勇的參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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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北門街的房子
周益記受到新竹市美術館策展團隊邀請，

參與新竹市美術館當代藝術計畫當中的「藝遊為

境」展覽。由於北門大街上的周益記宅見證了大

街兩百多年的發展史，我們決定以北門街的建築

敘事來與當代藝術創作結合，以「聲音」重現大

街的歷史與風華。計畫中由周益記挑選了北門街

上八個歷史據點作為敘事主軸：兩座代表性宮廟

以及六棟房屋，以「第一人稱」撰寫建築的身世

與故事，並且透過策展單位媒合聲音藝術家賴士

超，以聲音創作搭配敘事，完成了為時約四十分

鐘的「北門街時光聲音劇場」，任何民眾只要

有行動載具，便可以戴上耳機、一掃作品的 QR 

code，自行從城隍廟出發，一路跟著聲音指令以

「聽覺」來感知北門大街的前世今生。想要體驗

這次合作創作的成果嗎？請依照下列「線上成果

體驗指南」，就可以聆聽北門街八個歷史據點的

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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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期間：2016 年 11
月 22 日～ 2017 年 1 月
1 日
展覽地點：新竹市美術
館
作品地點：北門街（城
隍廟至長和宮）

線上成果體驗指南
1. 請自備可上網的行動

載具及耳機。

2. 前往新竹都城隍廟，

站在廟埕香爐前。

3. 打開手機，戴上耳機，

掃描以下 QR code，

開始播放「北門街時

光聲音劇場」音檔。

4. 跟 著 聽 覺 走， 享 受

四十一分鐘的北門街

時光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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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周益記一同逛老城、玩歷史

bshu1926.com 

bshu1926@gmail.com

完成了 2016 年一連串的調查與跨領域創作計畫，我們

將在 2017 年持續串連舊城區夥伴，推出以竹塹「教育」

和「娛樂」歷史相關的推廣計畫！歡迎您成為我們臉友

或網友，持續關注周益記的新進展，一起來到竹塹城的

歷史現場與周益記一同逛老城、玩歷史。

f 周益記 發行人  周友達

總編輯  李明俐

年   份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