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孔廟守護者~懷念老榕樹　自序

一個城市，隨著時間的脈絡，逐漸地走出自己的樣貌。

府城，舊台南市中心，從荷蘭時期，明清兩代，皆為重要的

政經文教樞紐，清代設為台灣首府所在，故稱為府城，於日

治時期，正式命名為台南市。西元2010 年，五都行政區合

併之後，原台南市和台南縣合併，成為大台南地區。現今大

台南的中西區，是台南古蹟密集度最高的行政區，並且有著

許多老樹。古蹟與老樹，說不完的故事，值得回味再三。

日治時期的府城，其行政中心稱為台南州廳(今台灣文

學館)，州廳後方有一文教中心，為全台灣規模最大的楷模

書院，是為全台首學台南孔廟。孔廟南邊有一條福安坑溪流

過，溪流蜿蜒而流，發源於小南門，行經南門路、府前路、

西門路、保安路，最後流入台南運河入海。府前路上，孔廟

對面，福安坑溪旁，有一間老店，散發水果香氣，已逾七十

年。這間老店，是莉莉水果店，也是筆者的老家。

遙想數十年的光陰，起初，筆者雙親於日治時期(西元

1920 年)的南門市場擺攤，販賣蔬菜和水果給日本人，那是

專門為日本人設立的市場，此處為莉莉水果店最早開始的地

方。隨著日本政府離開台灣，南門市場日趨沒落，原本的攤

子漸漸地遷移到現今的位址。家中的孩子們，日日與水果相

伴，春夏秋冬各季的果子，信手拈來，無不熟悉。李家家族

成員後來皆以店為家，筆者大哥作為第二代負責人，職掌

三十年後，由筆者接手至今。早期筆者尚在南台青果公司擔

任承銷商時，有一日，應邀前往遙遠的莫斯科參展，當地民

生物資極為缺乏，連蕃茄也需要排長龍購買，這才發現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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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的香甜與豐富，實在是上帝所賜的珍寶。台灣設有七大

農業改良場，擁有豐厚的農業資料與專業知識；各地的農業

試驗所，種苗公司或一般農民亦可進行水果改良，故年年有

新品種問世，此乃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優勢。得天獨厚的氣候

和地理位置，加上果農的勤奮和創新智慧，造就台灣水果王

國之美譽，此為一台灣之光，更是一處流奶與蜜之地。

不僅水果，另有一台灣之光，便是全台首學台南孔廟。

台南孔廟，創立至今超過三百年，是台灣文教發展的起源和

中心。這裡保存有最完整的祭孔禮儀和文物，尤其是清朝八

位皇帝欽賜的匾額，全世界僅有這裡還保存下來。中國歷經

文化大革命，再沒有這樣的規模，任何想要研究孔子儒家禮

儀者，台南孔廟是最完整最接近史實的歷史古蹟。事實上，

中國已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校，其內涵卻完全與孔子精神

背道而馳，曲解儒家精神，引起各國反感。台南孔廟保存了

儒家文化，成為最有價值的觀光資產。台南市長曾邀請國外

學者前來觀摩，讚嘆台南孔廟建築之美，以及祭孔大典的宏

偉與完整。

吾人欲台灣走向國際，讓更多外國人走進福爾摩莎之

島，台灣的水果物產和台南孔廟的歷史文物，必是兩把重要

的推手，許多外國人認識台灣是因為台灣果子；為了研究東

方特有的儒家文化，來到府城，進行古蹟巡禮。然而，台灣

極需要管理物產資源的智慧，每年出產的農產品，當市場供

過於求時，往往只有銷毀一途；若遇颱風季節，農產品損

失，各地欠收，首當其衝的農民，身陷水火，物價飛漲，百

姓亦苦不堪言。缺乏管理物資的智慧，將使這道台灣之光失

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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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內應當積極處理農產品的「人禍」，對外則積極

行銷台灣優質水果。此舉應能使台灣站穩國際，面對中國的

傾軋。

全台首學台南孔廟，在西元2018 年11 月意外發現一道

磚造結構物，經鑑定確認後，正是孔廟櫺星門遺址，推估有

三百年之久，此為台灣考古學的一大發現。但是台灣缺乏保

存古蹟建物的專業人才，出土的欞星門放置在孔廟廣場處，

任憑風吹日曬雨淋，令人痛心。此外，原本在孔廟廣場的

百年老榕樹，在2010 年得褐根病而死，並於2013 年完全移

除。筆者記憶中的孔廟老榕樹，是兒時遊玩的好地方，古木

蔭天，和三五玩伴打彈珠捉迷藏，一大樂事。如今老榕樹已

矣，樹下乘涼遊憩，與孔廟建物相映成趣的景象不再，此乃

台南孔廟一大損失。園區內尚有許多珍貴老樹，多數恐有染

病之嫌，然而缺乏醫治老樹的專業人才以及相關單位的忽

視，成為老樹死亡的關鍵。每每憶及這棵孔廟老榕樹，總有

萬般的不捨。

台灣，獨享上天賜予豐盛的天然物產，有著超過三百年

的人文歷史，尚有多樣的原住民文化，這裡的確是福爾摩莎

之島。期盼藉由台灣豐富的水果農產，還有獨步全球的全台

首學台南孔廟，讓台灣發出更燦爛的光芒。縱然在政治舞台

上，近百年來受到許多的逼迫，但是身為台灣人，應有堅毅

不屈，秉持正義的精神，如同為台灣人勇敢站立的湯德章律

師一般。

也期盼在台灣的我們，能珍惜上天所賜與的一切，尤其

是老樹。此次與台南市中西區區公所合作出版本書，再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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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孔廟老樹們的老照片，特別想念這棵已逝的老榕樹，守護

孔廟超過百餘年的榕樹爺爺，如同本島的中央山脈守護著台

灣；又好似位居赤道的熱帶雨林，維繫全球的氣候變遷，在

極端氣候的世代，更顯重要。舊約聖經，詩篇寫到：「我們

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七十年的人生，筆者生於斯，長於斯，不論去到何處，

府城永遠是故鄉。古有云：「心之所向。」每個人的心中都

存著夢想，夢想帶領我們往前。對筆者而言，心所向之處，

是府城，是台灣，因為這個故鄉，還有夢想，還可以一直往

前，也是一生堅持的道路。

莉莉水果文化館

2019.03.31

再見老榕　老榕再見

杏壇夏蔭
　懷念感恩
十全十美
　喜樂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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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廟的守護者

台南孔廟，全台首學，地位崇高，廣為世人所知。赭紅

色的磚牆之內，有著三百餘年的故事，從明鄭時期、清代、

日治時期、國民政府來台接管之後乃至今日。漫步其中，穿

越時光之牆，來到孔廟最初的樣子，三百多年前，沒有今日

的遊客如織，也沒有牆外的車水馬龍，但是應該可以找到一

棵樹，揭開這場歷史漫遊之旅。這棵樹，沒有明顯的花形引

人注目，只有終年的綠葉，專為襯托孔廟一身赭紅，並且引

領每個前來此處的腳步，緩緩進入儒家的深義。這是台南孔

廟的榕樹，一棵有超過百年歲月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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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樹常常是一個地方的守護者以及見證者，孔廟的老榕

樹也有這樣的身份。但是這棵老榕見證了這座全台最老的孔

廟，更守護了許多人未曾知道的祕密。這樣的付出和堅持，

往往超過人類的所知。或許這棵樹的開始，沒有人知道確切

的時間，但是這棵樹的終了，應該可以完整的記錄下來。

6 7



2013年8月20日，是孔廟最老的榕樹，真正離開這個

世界的確切日期。

這天，特別難忘。

一直記得這棵老樹倒下的身影，內心滿是不捨，好像送

別一位至親的家人，走過人生最後的旅程。那些曾經為老榕

樹紀錄的相片，從記憶裡，湧流出來，一張張，一幕幕，在

心裡。

2006年，照片中的老榕樹漸漸地出現異樣，葉片越來

越小，樹葉越長越少。

2008年，確認老榕樹染褐根病，半年後，農委會林業

試驗所協助救樹，但是無效。後來，市府編列救治經費約

八百萬元，發起民間企業認養保護老榕樹活動。

2009年，義美基金會全力贊助認養老榕樹，並且聘請

中興大學的樹醫生劉東啟先生，利用自然療法來救治老榕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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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救治中的老榕樹竟遭人下毒，導致病況惡

化加速、瀕臨死亡。

2011年3月，邀請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組長

張東柱，進行會勘。檢查後發現，由樹醫生救治時導生的氣

根全部腐爛，樹幹已經沒有水分，初步判定已經死亡。並且

建議將老榕樹移除，因為尾端的枝幹應會逐漸掉落，有公共

安全上的疑慮。這天是2011年的3月7日，經專業人士確定

老榕樹死亡。

不到十年的時間，這一棵百年老榕樹的生命，就這樣

結束了。人離世之前，回顧一生，千言萬語說不盡，數十載

的生命尚且如此。這棵年近三百歲的老榕樹，應有更多的故

事，可以懷念。或許，榕樹爺爺也有想告訴我們的話，等待

我們細細傾聽。

「起初，我，榕樹爺爺，在很久以前的時候，來到一

處皆是赭紅磚瓦的居所，這裡被稱為孔廟。是為了紀念儒家

代表人物孔子所興建的廟宇，台南孔廟建於明鄭時期，稱為

「先師聖廟」。當時很多地方都可以發現我們榕樹的蹤跡，

因為這裡的氣候很適合榕樹生長，終年葉子大多都是綠色，

最特別的是，榕樹有很發達的氣根，根根相連進而形成更大

的樹體。清代的孔廟和海東書院都有種植榕樹，海東書院(今

忠義國小一帶)那裡有另一棵榕樹，與我一樣存留至今。現代

人稱我為榕樹爺爺，稱另外那一棵為榕樹奶奶，他們說我們

是守護這裡的老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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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曾有一位藝術家名叫謝琯樵，為福建詔安人，他的

書畫詩詞造詣極深，於咸豐七年(西元1857年)渡海來台，住

在『宜秋山館』，又稱為『磚仔橋吳厝』，因為此館為時任

台灣府治吳尚霑的住所。這位謝琯樵居住期間，繪有一幅墨

竹，這幅畫後來作為『文史薈刊』創刊號的封面。墨竹上有

一段文字：『榕壇風月本雙清，十笏茆齊構竹成...』，此處

的榕壇就是指海東書院的榕樹群，現今只剩下榕樹奶奶。

榕樹爺爺所在的孔廟一帶，於民國45年(西元1956

年)，台南市文獻委員會以『杏壇夏蔭』，評此處為台南市

十二勝景之一。

杏壇夏蔭(榕樹爺爺)

海東榕壇(榕樹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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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夏蔭』和『海東榕

壇』，二老榕樹同為府城人文薈

萃，文風鼎盛的見證。」

「這座孔廟座落在古城台

南，台南又稱府城，是全台最早

發展的城市。榕樹爺爺和榕樹奶

奶一起見證這座城市的變化。我

所站立之處往南，現今是忠義國

小的操場，在清代則是很熱鬧

的市集，早上是菜市，下午是柴

市。許多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人，

都會來到這裡進行交易，可以賣得更好的價錢，此起彼落的

叫賣聲，很有力量。我也一直都在這裡等待清晨的到來。

樹雖然是安靜的，卻也喜愛有生命的陪伴。如今雖然沒有市

集，但是每日清晨五更開始，陸續有人來到我的身邊，運

動，打坐，靈修，練棍法及各種拳法。從古代到現代，孔廟

這裡一直都有人來來往往，也一直都有老樹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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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榕樹爺爺越來越老，我的身邊出現越來越多的人。

現代的孔廟，成為孔廟文創園區，吸引許多的人前來這裡。

此處也常常舉辦藝文活動，有音樂沙龍，有學童頌詩，有民

俗活動表演，有畫家寫生，有書法家揮毫。榕樹的樹冠相當

寬闊，成為極佳的樹蔭，吸引人來到樹下坐下休息聊天，

我聽見一個人的獨白，兩個人的綿綿情話，三五好友的開

懷笑語，一家人的彼此相伴；而榕樹爺爺特別想念幼小孩子

的臉龐，他們仰著頭觀看松鼠和老樹，稚嫩的身影很是可

愛。這些遊客來到孔廟除了看建築，也一定會來看看榕樹爺

爺，我和孔廟成為緊密的共同體。除了榕樹爺爺365天與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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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相伴，其實有三個人也和我一

樣。他們是孔廟三寶：忠心的掃

地人，明倫堂書法人，還有一位

『國父』。這三位天天來孔廟報

到，既沒有向孔廟支薪，也不用

簽到上班。但是他們和我一樣，

和孔廟關係最深。」

「榕樹爺爺平常除了喜愛和人相處，其實有一項其他老

樹不一樣的工作，就是孔廟每年的祭孔大典，我都要精神抖

擻地站立以迎接來到孔廟的貴賓。雖然一般人察覺不出一棵

樹的喜怒哀樂，不過樹其實都知道旁邊的人預備要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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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樣重大的慶典，榕樹爺爺也非常期待和重視。每年三

月和九月的春祭和秋祭，就是祭孔大典的日子。這是一個歷

史悠久的儀式，從清代一直延續至今。然而台南孔廟的祭孔

儀式一直遵循最完整的古禮，其中的拔毛儀式，必須選用牛

來作為祭禮。全台灣，甚至全世界，只有台南孔廟還保有這

項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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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孔廟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因此榕樹爺爺居住的

地方，建物本身沒有太多的改變。然而孔廟旁邊的海東書院

一帶則變化甚多，清代有磚仔橋吳的宜秋山館，到了日治時

期則有台南神社，日本人結束統治以後，國民政府來台，那

裡成為忠烈祠及救國團台南團部的落腳之處；後來重新整理

興建成為台南體育館，但是沒幾年的光景，體育館被拆除，

另興建公11停車場。目前已興建完成的建物則是台南市立

美術館。只是，美術館興建完工的時候，榕樹爺爺早已離開

了。」

「樹總是盡忠職守，不管刮風下雨，一直都在，這是身

為一棵樹，上天給的使命。如果可以，榕樹爺爺其實一直想

在這裡守護著孔廟，和這裡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在2006

年，甚至更早，榕樹爺爺得了一種可能會死的病，後來經樹

醫生確診是褐根病，是一種很嚴重的疾病。而且會在樹群之

間傳開，互相感染。褐根病幾乎很難救活，只能慢慢地等

死。很不幸地，這些在孔廟的榕樹群，接二連三地感染了褐

根菌，榕樹爺爺週邊還有四棵榕樹，從2005年開始，陸續

死亡。最終也到了我離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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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樹爺爺一直藏著一個秘密，但願祕密揭開的那一

天，你們可以繼續將這個祕密守護下去。還有，雖然榕樹爺

爺走了，不要一直傷心，我已經完成我的任務，沒有遺憾。

榕樹爺爺也知道，因著我的離開，有一群人發起成立老樹節

促進會，這些人將會繼續守護

孔廟的老樹以及其他的樹，這

是一個很棒的開始，謝謝你

們。榕樹爺爺是你們最好的朋

友。」

2009年初，政府單位和

民間團體陸續進行搶救孔廟老

榕樹的活動，中央單位有林業

試驗主治，地方則由台南市政

府及孔廟管理委員會積極搶

救，提撥八百萬經費，由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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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認養老榕樹。義美公司邀請中興大學劉東啟教授以自然

療法醫治老樹，預估四個月之後可以看見成效。

救治老樹約一年以後，逐漸

看出成效，漸漸長出新葉，樹體本

身看起來也漸漸恢復氣息。許多關

心老榕樹的朋友，都感到相當振

奮。不料2010年5月，老榕樹竟

被人下毒殺害，相關單位尋找毒害

老樹的兇手，卻沒有結果。5月18

日，因著對老榕樹的愛和疼惜，發

起一場為老樹祈福茶會，當天許多

16 17



眾人的祈福和樹醫生的醫治，無

法延緩老樹死去的腳步，枯枝越來越

多，因著公共安全的考量，於2010

年3月、6月、9月，進行三次枯枝移

除工程，老榕樹越砍越矮小，最後只

剩下枯乾的樹幹。

人前來參與，有原住民朋友為老樹唱靈歌，還有已故林瑞明

教授作詩吟誦，詩名為「小草」，林瑞明教授也帶領忠義國

小的學生朗頌「老樹之歌」。會場中還預備了為老榕樹祈福

的小卡，一張張的卡片，代表著眾人的祝福，時任台南市長

許添財也前來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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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接獲消息確定要將老樹整個移除。許多人

深表感傷，期盼能為老樹送別。後由奉茶茶坊老闆葉東泰先

生，退休台南女中王美霞老師，以及筆者，向孔廟幹事王雅

伶提出申請，希望可以有四天的時間預備這場送別會。奉茶

葉老闆邀請許多人到他的店裡，為老樹折祈福紙鶴。因為準

備的時間很短，眾人齊聚折紙鶴直到半夜兩三點，店裡滿滿

的紙鶴，好像載滿了祈禱和盼望；王美霞老師也邀請多位學

校師生在祈福會上為老樹吟詩送別。

2013年8月15日下午三點，「再見，榕樹爺爺」惜別

感恩會正式開始。由南方講堂、奉茶茶坊、莉莉水果文化館

主辦，協辦單位有吉他學院、永華里太鼓隊、家齊女中、聖

功女中、希望種籽青少年合唱團、佳里區佳里鎮閱讀工作

坊、以及台南文廟管理委員會。惜別會中充滿對老榕樹的懷

念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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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0日，相關單位開始進行樹體移除工程。

在工程單位祭拜老榕樹之後，承包商開始以人工方式，用電

鋸移除殘枝，過程中電鋸壞了多次，進行得很不順利。老榕

樹樹體相當龐大，承包的園藝公司忙了一整個早上，進度落

後，到了下午，決定用挖土機從樹幹處推撞，因為老樹樹根

已經腐壞，樹身一下子就倒了，倒的過程中，樹體一分為

二，其一倒向孔廟廣場，其二倒向泮池。樹體破懷之後，內

裏發出奇特的氣味，機具的聲音，工人此起彼落的叫喊聲，

成了老榕樹倒下最後的配樂，啪搭一聲，樹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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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倒了，榕樹爺爺終於不

再是一棵樹的模樣了，三百年的

時光，譜成一首輓歌，為老樹送

別。

榕樹的樹體被切割成好幾

塊。筆者拜託工人搬來其中兩

塊，其一置於店中，另一塊請木

雕公司刻成八片縮小的匾額，此

匾額乃是仿造孔廟中清代八位皇

帝親賜的匾額，這八片分別是

「萬世師表」(康熙)，「生民未

有」(雍正)，「與天地參」(乾

隆)，「聖集大成」(嘉慶)，「德

齊幬載」(咸豐)，「聖協時中」

(道光)，「聖神天縱」(同治)，「斯

文在茲」(光緒)。每一位皇帝登基

或是現代的總統就職時，皆欽賜匾

額掛於孔廟之中。全台灣，乃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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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孔廟能同時完整保留清代八位皇帝的匾額，彌足珍

貴，也是台南重要的文物遺產。而老榕樹見證了此八位皇帝

對孔廟的敬崇，因此將老榕樹遺留的樹體，刻上此等深具意

義文字，延續老榕樹守護孔廟的心願。此外，筆者也為老樹

畫下「十全十美」明信片，這十張明信片畫的是已在天國的

老榕樹，不再有病痛，展現老榕樹樹冠活潑可愛的樣貌，祝

褔在天國的老榕樹活得幸褔快樂。還有，為老樹製作「老樹

吊飾」，吊飾仿造榕樹爺爺最後殘留的樹體，以思其樹，時

時相伴。

孔廟老榕樹快枯死前，發現樹身還冒出小綠芽，因此

在被移除前，先將二棵小綠芽移植到盆栽，種於莉莉水果店

中。這二棵小綠芽長成小樹苗之後，請農業專家陳正豐博士

進行分枝及移植。一共分出四株小樹苗，贈予台南孔廟基金

會。雖然無法判定小樹苗是來自老榕樹本身或是其他雀榕寄

生，但是確定是由老樹幹繁殖而出。目前四棵小樹苗已經定

植於西大成坊綠地，期盼小樹苗未來可以再現孔廟杏壇夏蔭

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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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過去曾發現老榕樹的樹體包覆著一塊塊咾古石(又稱

壘海石)，依據孔廟的古地圖，老榕樹的位置與地圖中的櫺星

門位置相近，猜測老榕樹的樹體下方可能有櫺星門遺跡。又

依據大城門邊節孝祠後壁重脩櫺星門泮池碑記，台南知府王

珍寫「深五尺、寬九丈四尺，周圍十四丈，與廟相配，池以

外環以垣，累海石為之，形如半月，高八尺，周圍三十七丈

有奇。」因此當工人開始清除樹體之後，特地前往尋找這些

咾古石。石頭有保存下來，至於是否下方有櫺星門遺址，還

需再等後續進一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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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堵磚造結構物被發

現，就在老榕樹全部清除

之後。相關單位接獲通報

前往勘查，經鑑定確認正

是孔廟櫺星門遺址。三百

年的櫺星門出土，實在是

令人感到驚喜又感動。市

政府邀請相關學者研究如何保存櫺星門遺跡，專家建議以原

地保留展示遺址為佳，使民眾可以一睹三百年櫺星門，也可

以更了解孔廟的歷史。但是櫺星門出土至今五年多，三百年

的古蹟任憑風吹日曬雨淋，多次反應，相關單位仍然沒有積

極進行古蹟保護工作。老舊的磚牆可以承受多久？老榕樹用

樹身保存古物百年，身為人類的我們可以怎麼作？或許，這

是榕樹爺爺最後的遺言以及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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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對這棵老榕樹也與許多朋友一樣，有著滿滿的記

憶，幼時常在這棵老榕樹突起的樹根旁玩打彈珠，是每日必

去的地方。後來也曾帶著90歲的母親，在老榕樹下，聽她敘

說這一帶的老故事。曾經以為榕樹爺爺會一直陪伴著我們，

從沒想過老榕樹會離去。沒有榕樹爺爺的孔廟園區，失色不

少，而正在整修的孔廟建物，也都披上工程用的塑膠布，

現在的孔廟不像記憶中那樣的典雅美麗，但是隱隱覺得孔廟

正在蛻變，正要邁向另外一個時代。這裡還有許多老樹：

雨豆樹、緬梔、蘋婆、芒果、龍眼、毛柿、蓮霧、楊桃、桑

椹…，這些老樹其實都有染上褐根病的可能。依據研究褐

根病的專家表示，此病主要感染百年老樹，樹齡較輕者不易

感染此症。預防褐根病的發生，首重土壤改善。因此，改良

孔廟地下土質是維護目前存有老樹的重要工作。古蹟本身的

維修固然重要，週邊老樹的維護亦然。且看今日的孔廟，早

已不復杏壇夏蔭的美名。因著孔廟老榕樹的離去，催生了一

個全台獨有的老樹節，定於每年的9月29日。老樹節的精神

在於提醒這個城市更加善待城中的老樹，近十年來，我們失

去的老樹實在太多。期盼各區區公所能將特殊的老樹編列造

冊；市府能成立樹木醫學中心，研究病死老樹的原因作為預

防之用。

漫步在沒有老榕樹的孔廟，想念曾經在樹下的點點滴

滴，讓我們感念老榕樹之餘，一起扛起老榕樹交給我們保護

古蹟和老樹的責任，一起守護更美的全台首學。榕樹爺爺，

謝謝您，您是台南孔廟最忠心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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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歲末時節，臺灣文學館（舊

臺南市政府）大門左側立起了高大的聖誕

樹，在寒風中抖擻生姿，好像在感恩這一

年的平安快樂、、、走進這樣的場景，內

心很感動，那聳立的聖誕樹正代表著幸福

和樂，而人們對老樹的保護也獲得了肯

定，十一月底臺南市議會通過明定每年九

月二十九日為「老樹節」，該案已送交臺

南市政府辦理⋯⋯

今年的九月二十九日上午九點二十九

分，由臺南文史、保育界等愛樹人士，組

成的「老樹節促進會」，邀請市府相關單

位，在古都南門公園裡，種下九棵鳳凰木

幼苗，象徵培育老樹「久又久」的精神，

希望老樹節從臺南市起動，推展至全國甚

至全世界，期待老樹節能像母親節一樣，

成為國際性的節日，這項活動的背後推

手，就是莉莉水果文化館的李文雄館長。

臺南有座孔廟，大門橫批：「全臺首

學」，是府城盛名的古蹟文化園區，園內

花木扶疏、老樹林立，為市民最佳休憩場

所。莉莉水果店，隔著府前路與孔廟的大

成殿遙遙相望，已有六十多年歷史。 

水果店第二代經營者李文雄，出生

於府城南門市場邊（今建興國中附近），

從小在孔子廟區內玩耍長大，當時有一條

福安坑溪流過此處，舉目所見都是蓊鬱的

樹木，有鳳凰木、榕樹、刺桐等，李文雄

童年常與玩伴在孔廟的老榕樹下玩彈珠、

捉迷藏，長大後接掌父母開創的莉莉水果

店，更深入水果產地認識當令水果的培

育，進而批購回來販賣，是個道地的水果

達人，也因此接觸許多果樹（如麻豆老欉

的文旦樹），與樹木結下不解之緣。

李文雄不只是經營水果店，還自行

編印《莉莉水果有約》，月刊內容除了首

重當令水果的介紹外，亦關懷在地生活環

護樹愛地球–
李文雄催生老樹節

預約百年老樹植樹活動

929老樹節催生委員

李獻琪

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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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風俗民情，對老樹的關切就自然的

呈現出來。李文雄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常

引用聖經創世紀裡的章句說明神創造天地

萬物的奇妙；創世紀第一章十一節，神

說：「地上要長出青草，結種子的蔬菜和

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在地上的果子

都包著核！事就這樣成了。」可見上帝創

造宇宙時，令大地與樹木密切不可分，如

今常有土石流危害生態，都是人類濫伐樹

木造成大地反撲的後果。李文雄常揹著相

機，穿梭在府城的大街小巷捕捉老樹的身

影，從建業街的一棵銀合歡，到忠孝國中

旁的雀榕，小東路的木棉樹、開山路的金

龜樹、南大附小的老刺桐、南門公園的老

蘋婆、各路邊的鳳凰木、中山公園的老樹

群，再回到孔廟內的楷木與楓香，大成殿

前的五棵老榕樹，他用相機為老樹寫日

記，記錄它們的榮枯。

曾幾何時孔廟的老榕樹病了，是感染

褐根菌，葉子由茂盛而稀疏，慢慢地枯黃

掉落，雖經市府全力搶救仍回天乏術，為

安全起見乃動用吊車進行「高空截枝」，

如今僅剩光禿禿的主幹，供遊客憑弔而

已。李文雄無限感慨地回憶，以前每年春

秋二季祭孔釋奠，文武官員齊聚老榕樹下

的盛景，都已成為歷史的片羽。

二○○七年年底，李文雄曾應邀參加

南師附小所舉辦的一場「與刺桐爺爺說再

見」的追思音樂會，他因長期關心老樹受

到校長賞識，特請他在追思會為小朋友演

講與老樹的情感，整個過程中他感受到：

原來人與樹之間情愫是那麼的貼切。當時

他即反覆思索：到底是植樹重要，還是保

護老樹重要？結論是一樣重要。二○一○

年五月間，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結合民間團

體，舉辦一場為孔廟老榕樹祈福茶會，為

老榕樹請命並祈福，祝禱老榕樹早日康

復，可惜仍難逃死劫。因此他萌生推動

「老樹節」的念頭。

此後每回與朋友見面聊天，都會提

到這構想，結果得到許多共鳴和鼓舞。今

年臺南市政府為「抗暖化」，推動「減碳

風」，明訂二○一二為低碳城市元年，李

文雄覺得時機成熟，便聯合文史、保育界

朋友成立「老樹節促進會」，熱烈推展各

項活動，催生老樹節。

「老樹是活的古蹟，保護老樹才符

合世界環保思潮，這樣的城市才有許多故

事可說，才能讓人民喜悅地永續生活。」

李文雄表示在南門公園種下的九棵鳳凰木

幼苗，其實是一項「預約百年老樹」的活

動，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三月

春天有植樹節，我們希望在孔子誕辰的隔

天9月29日訂為老樹節，從臺南市啟動，

擴及於全國，然後讓全世界都跟進，這是

我們最大的心願。

中華副刊101.12.23

催生老樹節的李文雄攝於孔廟枯萎的老榕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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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殿御匾

大清帝國
萬世師表(康熙23年孟冬)、生民未有(雍正2年3月)、與天地參(乾隆3年孟春)、
聖集大成(嘉慶3年)、聖協時中(道光元年)、德齊幬載(咸豐元年)、
聖神天縱 (同治元年)、斯文在茲(光緒元年)

中華民國
有教無類(蔣中正民國39年8月)、萬世師表(嚴家淦民國67年4月)、道貫古今(蔣經國民國69年2月)、
德配天地(李登輝民國78年5月)、中和位育(陳水扁民國89年9月)、聖德化育(馬英九民國97年9月)、
德侔道昌(蔡英文民國105年11月)

大清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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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集大成(嘉慶3年)、聖協時中(道光元年)、德齊幬載(咸豐元年)、
聖神天縱 (同治元年)、斯文在茲(光緒元年)

中華民國
有教無類(蔣中正民國39年8月)、萬世師表(嚴家淦民國67年4月)、道貫古今(蔣經國民國69年2月)、
德配天地(李登輝民國78年5月)、中和位育(陳水扁民國89年9月)、聖德化育(馬英九民國97年9月)、
德侔道昌(蔡英文民國105年11月)



88 89



88 89



90 91



90 91



92 93



92 93



94 95



94 95



96 97



96 97



98 99



98 99



100 101



100 101



102 103



102 103



104 105



104 105



106 107



106 107



108 109



108 109



110 111



110 111



112 113



112 113



114 115



114 115



116 117



116 117



118 119



118 119



120 121



120 121



122 123



122 123



124 125



124 125



126 127



126 127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