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做，重複的地方壞了再做，坐

了再壞打掉重做，不是在證明一

件事情嗎 -- 回填廢爐渣的生意

所賺的錢用不完啊！

	 11 月 8 日中鋼駐場員工來

看防堵工程，中鋼開始加大加強

環溝龜裂補強工程，將很多環溝

龜裂原先只 1排鋼筋補強的地方，擴增為 2-4 排鋼筋，將很多環

溝原本只有 1排鋼筋約 20 公分支撐的水泥柱，現在擴大為 40、

60、80、100 公分寬水泥柱˙環溝外壁龜裂及位移處再次打掉重

做，再注入防水膠。

	 如今 11 月 22 日圓潭子段 655-6 北邊及東邊環溝，104 年開

始龜裂、傾斜至今約 300米，傾斜 45度 100多米，80度 50米，

而水泥道更是多處龜裂達 1公分，農田水利會溝渠上的水泥牆一

樣受擠壓龜裂、位移，多處裂開 10 公分，有的氬管裸露，整條農

田水利會溝渠也變形。

	 如此的中鋼行為為何沒有政府、沒有人可以治他，可以一直

縱容他，縱容這一塊回填廢爐渣繼續汙染地下水，污染農田水利

灌慨水，污染高雄市民的飲用水，若真的是如此，那高雄市政府

能夠為市民做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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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中鋼毒堵堵】，圍在旗山嗎！
	 1 0 2 年 5

月 至 103 年 8

月中鋼提供廢

爐渣讓業者已

回填滿大林農

田凹地，不管

行政與刑事訴

訟判決，都已

經闡明失職與

違法行徑，依

廢清法政府應

規劃履行要求

業者清除，若

業者不清再代

為執行清除，

可是政府遲遲

都未開始將之

履行，卻讓提

供廢爐渣物料

655-6西環溝滲出爐渣強鹼水

655-6東邊第1通道下
方水泥道裂痕更大

 655-6西邊龜裂補強

中鋼六次的圍堵工程，依舊毒液滿溢！！

的中鋼，從 103 年 9--12 月開始，至今 106 年 11 月已做了六次的

圍堵工程，高雄市政府一直扮演縱容與默許的角色，我們一再提出

嚴正抗議和控訴高雄市政府與中鋼的無恥與失能，中鋼仍是毒毒毒

地圍在旗山，高雄市政府仍是視若無睹！

	 於回填期間，在地自救會已經觀察到，進入的不只是中鋼的廢

爐渣而已，還夾雜著很多不明廢棄物，除了強鹼的廢流液會因大雨

而溢出，造成生物與環境的污染和受害外，農委會和環保署及台南

社大都已經測到超標的重金屬，很多都已經進入地下水而到處飄

流，如今政府卻不願意釜底抽薪，而讓中鋼在此不斷地以防堵工程

企圖要掩滅證據，將污染物圈在高雄市的農業倉庫旗山，圈在高雄

人在喝的水源旗山溪內，讓我們既震驚和憤怒！而且，在這六次的

中鋼圍堵工程中，一次一次皆已證實它是失敗的，既然已經失敗的

工程，高雄市政府還會坐著不管而讓中鋼一直實驗到成功為止嗎？

	 中鋼六次的失敗圍堵工程如下：

一、103 年 9--12 月已闢出環溝及水泥柱和加高圍牆工程。

二、104 年時，發現所做工程已龜裂，於是再加厚及墊高環溝與水

泥柱。

三、105 年也發現所做工程多次龜裂，於是再加入全區環溝內側挖

出環區大壕溝鋪防水布，再以水泥混拌車填入大量的水泥封住

全區。再做環溝龜裂部分施工補強工程，成為二道圍堵工程。

至今所有的工程也完全失敗，每遇大雨，大量的 pH12 以上的

強鹼和重金屬溢出，蝸牛和蚯蚓、魚及植物無一倖免，而中鋼

和業者皆靠著以水圳水和抽井水來稀釋，流入旗山溪再進入高

屏溪，瞞天過海。

三、106 年 3月中鋼再叫工人重做環溝圍堵工程，將再次龜裂的水

泥柱打掉，重植鋼筋及灌漿補強，並在環溝底裂痕塗防水膠及

水泥補強，而龜裂嚴重的環溝壁面再以針筒注入防水膠，並叫

中鋼駐場員工天天巡視，遇到龜裂馬上塗水泥補強。

四、106 年 7 月下旬尼莎、海棠颱風降下豪雨，爐渣汙染水溢出

週界農地污染，中鋼於 8月再叫工人打掉多個環溝水泥柱，

重做水泥柱補強，這次除環溝水泥柱打掉和環溝底補強外，

連環溝龜裂外壁都以電鑽鑽 2-3 公分深，並塗上防水膠，再

塗水泥，防水膠針筒再注入在環溝外壁面上，裡外圍堵。圓

潭子段 655-6 南邊，東邊環溝傾斜龜裂 100 多米，皆是密密

麻麻針筒防水膠。

五、事隔一月而已，106 年 8 月又再做工程了！不斷地補強工程

─水泥柱、環溝、環溝底依然龜裂，而回填區環溝旁農田水

利會灌溉溝渠也被廢爐渣擠壓多處裂開，裂開 5公分、傾斜

45 度，甚至環溝外壁龜裂氬管裸露可見，芭蕉園 40 幾公分

寬、6-7 公分厚水泥涵管也被廢爐渣擠壓變形壞掉，而水泥

通道多處出現 1公分裂痕。

六、106 年 11 月 2日中鋼第六次再做環溝龜裂補強工程，中鋼駐

場員工在環溝、環溝底、環溝外壁、水泥通道龜裂處噴漆做

記號，11 月 6日開始再叫工人來打掉噴漆做記號環溝水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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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明治地圖

大林街

大林街仔

冨榮埔蕉場
尾庄旗山圳取水口

大林天后宮 大林長老教會

來去圓潭仔大林里七庄頭走一遍！

一、尾庄位於大林里，從旗甲路往北一直到四段的地方，往右邊

接杉林月眉橋，左邊到大德路與溝坪路口，就是進入「尾庄」地

區了。

小小地方卻因居民前來開墾而有所不同，於是區分成庄頭和庄尾

兩個地方。『尾庄頭』在最北邊大德路的路底，上去可通往杉林

竹仔坑，再進入木梓地區，可通往甲仙，成為大武隴社 ( 大滿族 )

前來的路線，也是旗山圳引楠梓仙溪水源進入的源頭，為今之大

德社區；而『尾庄尾』卻是大德路前段與溝坪路交會之處，可以

由溝坪路西上，與內門溝坪的頂庄相連，進入內門，是早期內門

木柵地區的新港社人遷徙來尾庄的路線。其實在明治堡圖 (1898)

可以看出尾庄當時的人是居住在『尾庄尾』處，在泰山宮附近溝

坪路 82 巷與大德路之間，而『尾庄頭』尚沒有住家出現。

	 清乾隆十八年居於

旗山溪州山麓的大傑顛

社受命，派往蕃薯寮 (旗

山 ) 北邊，於現今圓潭

口隘防守生番南下侵犯，

同時漢人也從六張犁向

北推進，經過了口隘、

中隘到「尾隘」開墾，

依楠梓仙溪畔與杉林為

界，因此稱這裡為「尾庄」；而另一種說法則是以地理位置來看，

從蕃薯寮 ( 旗山、圓潭 ) 的最北，最尾的庄頭就是「尾庄」了。

	 現在尾莊的居民多為年長者，從事以種植檸檬、香蕉、芋頭

等作物的務農工作，漢人信仰以泰山宮為主，而平埔族則以萬應

公及基督的信仰，所以留下諸多大傑顛社平埔族遺跡，及大武龍

社和新港社遷徙來的住民及漢人混居的一些現象，非常有趣！

二、大林位於大林里與尾庄成一東一西相對，二仁圳取水在此過

旗甲路並沿路流經東測，它的範圍從南邊旗甲路 523 巷開始，以

北到月眉橋與杉林月眉為界，西到往景義山坡，東則到楠梓仙溪

畔，可以遠望月光山到旗尾山系景觀。而且是早期台糖火車由雞

油腳開來，在此越過楠梓仙溪進入杉林上平。

	 當地的信仰有

大林長老教會、福德

祠、大林天后宮，和

不同族群來此開墾的

住民有關，依序為新

港社及大傑顛社、大

武壟社和漢人的信

仰。若以明治堡圖

(1898) 來看，當時的

大林住戶是在天后宮東南方接近楠梓仙溪處，而大林街盡頭有一

埕香蕉集貨場及越過楠梓仙溪通往杉林的鐵支路所在，民國 50 年

代因香蕉產業致富，於是在尾庄出來的旗甲路四段東邊，蓋出整

排透天街屋，形成市集，當地人稱為大林街仔，風光一時！	

	 據當地耆老林氏表示，剛來到此地時只有卓、郭、許、鍾等

四、五戶人家，尚未開墾的地方雜草、樹木叢生，遍佈其中猶如

一片森林，外人相問住哪裡？當然說是住大林那一邊，久而久之

稱此地方為大林了。另外一種說法是，根據清乾隆〈臺灣田園分

別墾禁圖說〉臺灣番界圖 ( 紫線圖 )，中隘的北邊標示著「大藍

庄」，地理位置就在現今的「大林」，因「大藍」閩南發音似「大

林」，所以代表在清

乾隆中葉時期「大

林」地區已成為聚

落，地名就是大藍(閩

南發音林 )。

三、富榮埔位於大林

里埔姜林，從旗甲

路四段右側和興街進

入，連接大豐橋的蕉

埔巷，一直到楠梓仙溪畔廣大地區皆稱為「富榮埔」，南與舊庄

相鄰，東望杉林莿仔寮，也是早期楠梓仙溪沙洲「火燒島」的起

始處，可以眺望是玉

山雲脈－旗尾山連峰

景致，清晨和雨後還

能一覽雲海劃破天際。

	 此處大豐橋下圳

溝水曾是楠梓仙溪的

支流，附近都為溪埔

地，需開墾才能耕種

與居住，所以當地人
都叫此地為「溪埔」，以種植稻米為主。民國五十年代香蕉外銷

熱絡年代，改種香蕉，據當地耆老說，有位從台南遷來的杜坪老

先生，與其兒子杜富榮擁有四、五甲土地種香蕉，聘用長工溫建

仁以及幾位臨時工，採收香蕉後，需擔到 600 公尺處的舊庄埔集

貨場交貨，而且是走在竹子頭裸露的路面，腳痛難行諸多不便，

於是地方人士極力向青果合作社爭取設置集貨場，民國五十五年

就在蕉埔巷1號旁蓋起集貨場，就以當時大地主杜富榮來取名「富

榮埔」，名號因而響起，當人家問你住哪裡？就會說我住在富榮

埔。

	 現在的富榮埔集貨場已不再運作，但是建築還完整的保留下

來，居民多以務農為生，有檸檬、香蕉、椰子、芭樂等作物就在

蕉埔巷的周邊，適合單車漫遊，令人心曠神怡，唯獨附近有中鋼

廢爐渣回填於此，成為最大敗筆，當地人成立自救會，誓言要將

此廢爐渣逐出，以保護環境和水源的安全。

四、「埔姜林」則是旗甲路四段的力行橋向北到旗甲路四段 523

巷，它的範圍包含店仔(嵩山營區前旗甲路商店)、華興路(新厝)、

和興街、光正街 ( 舊庄 )，西以龍瓊山與景義為界，東至楠梓仙溪

旁，統稱為「埔姜林」。

	 相傳在日治時期明治年間，徐氏家族從高樹遷徙過來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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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尚還未有人開墾，

皆是埔姜樹林掩蓋，

因此人家說你在哪

裡？就說我在埔姜

林，久而久之就用

「埔姜林」來稱呼此

地。50 年代嵩山營

區前店鋪也蓋起店仔

後，才有店仔、舊庄、

新厝的名字出現，而

古庄為埔姜林地區最

早的聚落了，現在於旗甲路四段營區旁的公車站牌也用「埔姜林」

做為站名。

	 此地早期還有「埔姜」(黃荊 )的蹤跡，以前的人用它與稻草

曬乾困綁做為蚊香，點火燻香驅趕蚊蟲，及噗鼻香氣有助提神功效；

若遇中暑時，以葉子加上鹽巴食用就可以解暑，及嬰兒拿其葉子浸

泡洗滌，也有驅邪安

魂作用，這些都是留

傳下來的民俗療法。

但隨著不斷地開墾及

台糖的甘蔗大面積種

植在向西的兵營旁，

埔姜樹就消失殆盡，

只能從地名來看當年

在此地的景象。

五、舊庄位於大林里，明治堡圖 (1898) 標為新埔姜林庄就是一般

人所稱的舊庄（埔姜林舊庄）位置，從旗甲路四段和興街尾與相

鄰的光正街銜接地方，它的範圍在和興街街尾，和光正街成 L形

的地方，東邊以大豐橋圳溝與富榮埔隔開，和興街直走便可通往

到天鵝湖、豬寮仔地方，從地理位置來看，此地可通到中隘的田

埔巷，是大林里與中正里的交界。

	 在和興街旁家門口前有小圳溝流出，是早期婦女堆砌石頭在

此聚集洗衣服天然的洗衣場，居民也設置的蕭公聖君及福德祠祭

祀。而蕭公聖君位處富榮埔和舊庄兩聚落之間，便成為二庄的共

同信仰。再直走和興

街，再接蕉埔巷，通

往楠梓仙溪岸邊，可

欣賞旗尾群峰和涉

溪而過，通往杉林莿

仔寮，是先民開墾種

植的重要所在。

	 在地耆老表示，

在日治時期於現今

的福德祠處是日本人的刑場，把杉林、圓潭一帶的反日壯士屍首

埋葬在此，成為地方的亂葬崗。有一次這裡的豬、人常出現食慾

不振，徐氏和村民便到杉林莿仔寮功明宮請示，經蕭公聖君顯靈

解決，才鎮定了該地的不安氣氛，後來便蓋起蕭公聖君廟來祭拜。

	 據鎮志記載，在日治時期明治年間，徐氏家族從屏東高樹遷

徙來此地耕種，之後來自美濃竹頭角的鍾、楊、廖、黃、賴等也

陸續移入，形成「客庄」，大正九年前後楠梓仙溪洪水沖毀古庄

房屋，徐添丁保正便向台糖會社爭取到龍瓊山腳下新闢新處居住，

成為新厝地區，而原居處便以「舊庄」自稱了。民國六十年代至

八十年代有嵩山營區外省老兵就近租房，和大林尾庄潘姓及杉林

陳姓人家，在旗山吳家的土地上蓋起四間透天厝，形成有客家、

閩南、融合的多元聚落。

六、新厝位於大林里，旗甲路四段華興路南邊設永和街、協和街、

合和街三條平行的街道，行政區域劃分為 13、14、15 鄰，北邊

與嵩山營區相鄰，兵營現今為空軍與陸軍駐紮，據傳此地日治晚

期日本政府欲在此建一飛機跑道，而飛機場便是現在的嵩山營區，

後來因戰爭的結束而終止計畫。

	 從大林流來的旗山圳，繞過嵩山營區後到合和街旁，再流到

公館的合森巷，並在中庄與二仁圳匯合。合和街旁圳水邊有一排

黑瓦厝，為民國五十年代海軍陸戰隊駐紮嵩山營區時，外省老兵

退役後自行在台糖山坡地蓋的房子，現遺留下來，成為邀來營區

附近謀生的屏東韓姓人家製做手工豆腐的小店家，後來在「店仔」

開張吉賜早餐和雜貨店販售。
	 相傳在大正九

年前後因楠梓仙溪

洪水沖毀房屋，當

時的徐添丁保正向

會社爭取龍瓊山腳

下土地，做為災民

新闢新居處地形成

聚落，定期向會社

繳納租金，居民落

腳到新處，大家都以「新厝」地名來稱呼，形成了另一處的「客庄」

聚落。日治時期，日本的營區就在旁邊，在地耆老表示，曾看到

整群的日本阿兵哥在福德祠下的水圳洗澡與戲水，戰後台糖收回

種甘蔗，之後又恢復軍營使用直到現在，營區時而放映電影，讓

在地的居民進入觀看，如此軍民一家敦親睦鄰在當地傳為佳話。

	 日治時期，台南西港的葉氏進入本庄負責包台糖甘蔗，於是

請庄內與西港人協助採收和裝車，但隨著台糖不再種甘蔗後，紛

紛轉種其他，農地多在東邊埔姜林、富榮埔處。而清朝公館名人

陳能公與其妻的墓園就在合和街往大林方向附近的山坡上，有一

條叉路可以通往內門景義，而「新厝」信仰則以合和街的北極宮

和水圳旁的福德祠為主。

七、公館位於大林里，旗甲路向北經過力行橋開始為四段區，從

左手邊不遠處和森巷進入，為大林里往南最後行政區第 16 鄰，北

與新厝相鄰，聚落向西一路到山坡上，隔著山與內門景義對望，

東則以旗甲路和埔姜林為界。有旗山圳從新厝一路來到這裡，再

到中庄與二仁圳匯流，地方信仰有大雄寶殿、妙德宮、奉竹寺。

埔姜林店仔

新厝與嵩山營區

公館標誌旗甲路三段

舊庄庄頭

鐵枝路上蕭公聖君
	 公館地名的由來，從內政部地名資訊中記載，相傳清朝圓潭

子為界外禁管區域，土地以番大租為主，漢人入墾需繳納租金，

公館為業主收租的行館，於是就稱此地為「公館」。據說本地的

業主或官員為陳能公，現在新厝後方的山坡地上有陳能公與其妻

的墓園，新厝和公館居民每年會幫忙清掃墓園，並在過年時帶牲

禮、水果祭拜，成為地方上的重要信仰。又據〈旗山鎮誌〉記載，

傳說清朝派陳能領兵駐屯地方，於全台十八個地方落腳娶妻，各

由其妻室居住掌管，其三貢山內尚築埤儲水飲用，迄今其埤隄尚

在，俗稱「陳能公埤」。又庄頭的太上老君廟及埔姜林北極宮皆

將陳能公列為奉祀神明。而臺灣各地公館之名，事實上往往來自

縣城內官方為供遠地出差官員住宿或辦理某種公務而設之建築

物，或鄉間大租戶為徵收租穀而建之房屋 (租館 )，皆為「公館」。

	 近幾年旁邊私地主要開發，請人重測發現陳能公墓園有侵佔

私人土地，地主便擲杯請示陳能公，據說獲得同意，開始挖開和

清除墓園，卻發現裡面有許多陪葬的物品，所幸妻子墓園尚位在

台糖土地而沒被剷除，至今居民每年還是會去清掃與祭拜。現在

的公館由外地移入居多，有木柵的新港社、外省老兵等，形成多

元族群融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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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飯店，以前可不是住宿過夜的地方，只要所謂飯店、食堂、

桌店〈飯桌仔〉等等都是餐廳的別稱，位於旗山大溝頂的南松飯

店，開業於民國 43 年（1955），店名取自當年老闆許松根先生

的中間字，是旗山唯一擁有四個店面、六個包廂、10 幾人員工的

大規模飯館。許松根先生出生於約大正 5年（1916），從台南來

旗山當學徒，當年旗山酒家發展興盛，尤以位在旗山延平路的南

京酒家生意非常好，在旗山已經打出火紅。當中除了小姐漂亮以

外，更重要的是下酒菜的美味，許松根就在此跟著日本師傅當學

徒，同時學日式與中式料理。後來學成出師，戰後自己在旗尾糖

廠內當餐廳廚師，輾轉又在旗山公有市場賣飯菜的小生意，因為

手藝好，客人多，擁有不少積蓄，45 年才在旗山太平商場購買一

間店面開始經營。

	 南松大飯店正式開業，從一間店面，慢慢擴充到 4家店面，

匯集更多的客人。據太平商場的居民口述，南松飯店生意好到，

腳踏車都停一整排，一桌起來馬上又換另一桌，許多旗山的政商

名流、公務人員都最愛來此洽談生意跟聚會，店內經常有警察局、

稅捐處、銀行、公務人員、學校、糖廠、青果合作社、公賣局、

改良所等附近的機關人士消費，老高雄縣長林淵源在學校任教時

候也是常客。而總共有四間店面的南松，第一間店面前面是展示

櫥，中間則是切菜和備料處，後方是廚房，因為出菜量大，空間

只能犧牲一間店面樓下來做菜，就可以知道當年的客人川流不息。

南松的樓下用餐以圓桌為主，方桌為輔，主要是一般客人和吃桌

酒席的客人，二樓包廂，則是以和式塌塌米坐墊為主要空間，分

成五大包廂，分別都有木門隔間，放置方型木桌，提供客人洽談、

開會等隱密的用餐空間，最多樓上可以擠下 30 多人用餐，上下樓

樓梯狹窄，只能一人通過，多由跑堂小弟以錫鐵製的餐盤箱上下

樓送餐點。

	 南松的榮景，讓許松根先生生意忙碌，也收了不少學徒。來

此當學徒一開始都要先從跑堂開始，上上下下點菜、送餐、整理

環境，而後才有機會慢慢得到老闆的指導，最後出師。當南松的

戰後政商的最愛聚會場所 - 南松飯店

學徒可不容易，

教學非常嚴厲，

只要學徒弄錯或

者沒把事情處理

好，就拿著拳頭

敲頭，口裡念著：

「請你吃八寶

丸」，督促學徒

認真。當年最多

人的時候，南松飯店有十幾個人在跑堂，而其中也不缺現在旗山、

美濃或者其他飯館的大師傅在此。像旗山老邱活海產的師傅、美

濃真好味的阿喜與金成仔都是這裡出師的。由於許松根先生精通

日菜與台菜，發展台灣人喜歡的菜餚，也將這些飲食文化的內容，

深刻的影響了美濃的飲食。在美濃從事地方文史工作的邱國源先

生，就表示：南松飯店的中式菜餚，融化美濃人只吃客家菜的心

防，回到美濃開餐廳，把這個味道融入在客家菜餚內。

	 然而，許松根先生雖然結婚，有兩房老婆，但是久無子嗣，

在台南的大姐為了讓他傳宗接代，就將他 13 歲的兒子許國源送來

南松當養子，靠其聰穎，後來考上高雄高工機械科，畢業後就直

接去台北工作，後來因為在台北車禍受傷，才被叫回來飯店工作。

由於父命難違，便成為南松第二代的接班人，26 歲時透過相親方

式，娶了同樣在旗山也是家族經營餐館的 22 歲陳文英女士，就在

南松飯店幫忙，及養兒育女。

	 許松根老闆不喜歡示範和傳授，在旁協助的人都只能用眼看，

陳女士靠著眼力默默記下公公做菜手路，所以家人真正受傳便是

媳婦一人而已，而後許松根於 63 年（1974）過世，整個飯店的

掌廚，就落到她手上。飯店的菜餚最引以為傲及令旗山人食指大

動的莫非台菜五柳枝了。而紅燒鰻、蔥油雞、醉雞、八寶丸、珍

珠丸無不是老闆的拿手好菜，且像是蚵仔捲、花仔捲、沙西米、

日式炒烏龍等等日式的「手路菜」，也都是客人必點的好菜。現

任老闆陳文英阿嬤說：要先拿海帶燉湯，而後加入豆腐調味及稍

燉片刻後，再加入味素滾一下馬上起鍋，就是一碗當年大家都喜

歡點的招牌味增湯。

	 許國源先生接下南松後，他負責菜餚的提點，繼續維持南松

的口味。但隨著新式餐廳的開業，旗山戲院的沒落，加上店藏於

永安街巷弄內沒有大型停車場，讓南松生意不如往前，再加上客

人多半是機關團體及盛行的賒帳的文化，造成許多的呆帳。民國

78 年（1989）許國源老闆就決定收掉飯店的生意，與兒子和太太

轉賣高級茶品的生意，店內的裝潢也改變了不少，二樓的日式塌

塌米包廂，變成自家居住的空間，一樓辦桌的空間，擺起了家具

和茶桌，讓客人來此泡上一壺好茶，回憶當年的盛況。	

	 旗山大飯店一詞，已經在 90 年代逐漸式微，但只要講到大飯

店，還是觸動了老旗山人的懷念，南松的菜餚還是讓這些曾經在

此駐足的朋友，懷念再懷念，想吃到這麼老台菜跟日菜合璧的美

味，就來此泡茶等阿嬤給你，她獨特的私房提點吧。

南鬆飯店日本和室

南松飯店老照片

南松飯店老闆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