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次補強  655-5西邊溝渠環溝
鑿內壁凹溝 107.4.4.

環溝侵佔國有地溝渠尾端 旁水泥
道裂縫越來越大 107.4.23

東邊環溝底鑿10幾公
分深圖防水漆水泥補強

107.4.10
築在農田水利溝渠前端環溝水泥柱補強

無效10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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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你還要害我們多久！
中鋼如此惡行，我們的政府還不加以制止嗎！？

中鋼第七次防堵工程

	 102 至 105 年旗山大林農田回填廢爐渣和不明廢棄物，是受中

鋼金錢的支助和和簽約履行造成的惡果。

	 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4 年度訴字第 175 號判決主文如

下：、、、被告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項之規定，作成命

參加人建發營造有限公司將其回填在高雄市旗山區圓潭子段 655-

5、655-15、655-16、655-17、655-18 地號土地之轉爐石級配料

限期清除之行政處分。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被告即高

雄市政府，參加人即建發營造有限公司代表人黃胤鴒。

	 所以行政法庭已判決 102 年旗山大林農田回填廢爐渣和不明

廢棄物就是廢棄物，也就是說該項舉止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而不

再去說有無汙染環境的違反土壤及地下水染污整治法。不再去說違

反區域計畫法要怎麼地處罰，而是立即式的要求關係人，高雄市政

府必須作成命令要求參加人建發營造有限公司，將其在旗山大林受

回填地號土地之轉爐石級配料限期清除乾淨。

	 而建發營造有限公司和萬大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買賣中鋼

轉爐石級配料契約書，說建發要完全負責；而萬大又和中鋼子公司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簽編號：102R1S098 的轉爐石級配料銷售

契約書合約，說萬大要完全負責，契約書內容規定：、、、七、其

他事項：1. 買方或其代理人或受僱人違反本交易條款各條約時，賣

方得隨時終止本契約。、、、，4. 買方或其代理人於任何時間經中

聯資源公司查獲有不法情事時，中聯資源公司得隨時終止提運。事

實證明：買方已違反本交易條款條約 --( 買方未應自行向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違反區域計畫法，亦有污染 Ph 高達 12，亦有其他不明

污染源進入、、、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中聯公司當時都沒有隨

時終止本契約，且放任關係人回填數量擴大到 7公頃和 1年 2 個

月的工作時間，中鋼公司當然要負起相同的法律責任。

	 可是我們看到中鋼公司到目前為止，都還一直在為旗山大林農

田回填廢爐渣區做稀釋及防堵汙染水溢流的雙重工程，失敗了又再

做，做了又失敗，如今到 107 年 5 月已共做了七次，還美化門面

環境，無視法律的存在，讓我們對中鋼這個國營事業憤怒不止。底

下是中鋼七次工程的時間如下：

．第 1次防堵工程 103 年 9-11 月：目地在回填區做環溝，稀釋

及防堵汙染水溢出農田。

．第 2次防堵工程 104 年 9 月 21 日：第一次防堵工程失敗，中

鋼將環溝灌漿增厚、墊高，並在較嚴重地區環溝內壁鋪上 10公

分深的水泥面，企圖壓制污染水的溢出。

．第 3 次防堵工程 105 年 10-11 月：颱風及連日豪雨造成到處

pH12 以上強鹼汙染水，中鋼以混凝土車，將西邊溝渠灌漿墊

高，將乳白色強鹼水鎖在水泥裡面。全區亦挖壕溝鋪防水布在

鋪水泥成工程車的通道及強鹼水鎖在水泥裡面。並做一儲污染

水的水箱想要來調節污染水放出的時間。

．第 4次防堵工程 106 年 3 月：中鋼做圓潭子段 655-5 西南邊放

儲水箱，儲存汙染水工程也失敗，環溝、環溝底、水泥道繼續

龜裂，重做環溝防堵工程及再補強。

．第 5次防堵工程 106 年 8 月：中鋼 106 年 8 月第 2次再重做水

泥柱補強。

．第 6次防堵工程 106年 11月：1106年 11月做環溝補強工程。

．中鋼第 7次防堵工程：107 年 4月 -5 月再做環溝補強工程。

			中鋼如此惡行，我們的政府還不加以制止嗎！？

築在農田水利溝渠環溝內測往
芭蕉園逐漸變高1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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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搖旗吶喊-鄉村車展

從水圳出發的音樂季，我們是小鎮新彎曲

	 自從圳水流下，小鎮開始生機活躍，由於有了它的滋潤，米糧

花開結果、蔗香四溢著糖蜜、香蕉乘坐著水圳的催動，飽滿肥大，

這麼接地氣的景像，在一場音樂季中，可以嚮往這用 18 公里長的

圳水，帶入音樂旋律而引人入勝，這是已經辦理九年的「搖旗吶喊」

音樂季活動的陣陣動人開始，持續引圳水迎唱到 8月 4日至 5日，

音樂季整體活動從 6月開始，就陸續跨月開始系列活動，要推廣的

就是小鎮的「新彎區」。

旗山圳水就是帶入生命的源頭

	 今年音樂季以「土川 - 看水」為主題，除了凸顯鄉村地區既有

的水資源，也是對於農業發展的想像飲水思源。圳水孕育出地方產

業，成為成功造鎮的關鍵，在這旗山小鎮裡，圳水也是現代化自來

水的源頭，很難想像高雄最早的自來水系統，其實在旗山小鎮，而

這也是日治時期，日人積極建設地方現代化的重要政策。日本時代

的「上水道」就是專以自來水飲用水為主要輸送的渠道設施，透過

取用楠梓仙溪乾淨的水源，做為全市街區的用水，設置公共水龍頭

讓全鎮使用，可以說連結著水圳，帶動小鎮的全面發展。

	 完全由民間自籌款項辦理的搖旗吶喊音樂活動，九年來的努

力，從一個半天的音樂活動，到今年開啟 2天的演出和一個月的

季節活動，最大的推手，就是尊懷文教基金會的志工。「每年都要

有一個主題來延伸旗山的特色」這是音樂節逐步開創的氣象，在基

金會每年都有不同挖掘地方特色的行動，因此也是最好結合社區議

題，讓社區的景觀、產業、環境能夠透過藝術的倡議，重新賦予意

義。

理性、實務的深化行動是音樂季的先行

	 到底台灣社會對於圳水的了解程度如何？從去年政府宣布農

田水利會將改制為公務機關，形成民眾冷而上頭熱的社會與論便

可想而知，人民的遠離圳水的情況，已經是台灣生活的普遍模式。

全台灣水圳數量破千，流經面積幾乎包辦了8成人口的生活環境，

但對於水圳在生活中的想像，卻是一個停留在農業灌溉、與水溝

排水的刻版，也談出台灣環境思維，是切斷的圳水，讓水這個東

西離生活遙遠而無感動。

	 承上現況，音樂季今年希望結合「水圳工作坊」廣邀青年學

子或社會民眾，用4天3夜的方式從課程、討論、田野行動與實作，

深化旗山圳與台灣水圳文化內涵。「水圳工作坊是一場結合搖滾

精神的活動，從頭到尾鼓勵參與者從理性討論後，再進入圳水來

感性行動」音樂季藝術總監老王說，我們要做一個只要有感覺的

活動，還要有親手動作的空間，促動理性與感性的交織，營造一

個有思想有感動的水脈動。

水圳的造訪就是一種旅行

	 在「水阿，你可要慢慢流，別那麼快把我的愛帶走」的旅途

中，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的事情，而這樣的造訪，就是

趣味的開始。你可知道 50 年前的旗山孩子，都怎麼樣在水圳旅

行？腳踏車走入圳岸找朋友、抱著香蕉假莖隨圳水飄送。來感受

一段時代光譜、找尋一趟趣味童年，音樂季在圳上辦理「水圳鐵

馬行」和「香蕉水衝浪」小旅行活動，是大家感受水圳另類方式

喔！

	 一場藝術和社區的音樂活動，到底可以影

響地方什麼呢？近年國人們已紛紛開始討論，

而日本新潟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節」、「瀨

戶內海藝術季」等節慶，便是以地方的人文地

景為出發，透過藝術、旅行、自然環境的保護、

甚至直接的旅行走入，引人入勝更創造地方翻

轉的能量。而旗山雖然沒有他們幅員廣大，但

思路與愛的交織確是同出一轍，你也可以跟著

搖旗吶喊音樂季的腳步，進入旗山圳，一起把

愛的汁液充滿，翻轉農村的亮點，再次照耀。

獨立音樂的表現從搖滾寫生和圳水的體驗進入

	 為鼓勵台灣獨立音樂的推廣，2018搖旗吶

喊將是歷年辦理來第一次，有超過 16 個創作

演出團體的音樂節慶和 2天的音樂展演。除了

台灣的音樂演出朋友外，更有國外表演團隊前

來參與徵選活動。「旗山是屬於農村型的社區，

所以更有自由和特色的內涵，在世界都市快速

樣貌發展雷同的同時，各地農村的地景才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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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國家差異的開始，所以促動藝術在鄉村與環境土地對話，便能

夠產生更強的吸引力和活化鄉村生命和特色。

	 「我們跟商業型音樂節不同，沒有大卡司，只有希望被看見

的演出人，聽過就沒意思了，來就要聽沒聽過的」。音樂季除了

希望帶動鄉村的藝文活動外，也希望透過募集共好的方式，從地

方店家、小額捐款、週邊活動、企業募款等一點一滴地把舞台搭

起，讓不以付費的方式讓更多的人浸淫在這友善共好環境接受薰

陶和刺激成長。

	 8 月 4 日活動的第一天，將與搖滾寫生、圳水感恩慶典與吶

喊市集綜合辦理，透過音樂和地景寫生的結合，「讓寫生更有節

奏、讓音樂更有畫面，也是音樂季歷年來的重要特色。	

繼續深化社區的藝術散播蜿蜒

	 第九年的音樂季，開始慢慢成為地方特色的活動慶典。只要

讓藝術連接世界各地的人到訪，更希望讓鄉村地區翻轉，就從自

己的社區特色出發，保護生活的樣貌，使得音樂季表現所留下的

內涵，能夠成為持續深化蜿蜒土地深處的根。土地是彎曲的，音

樂也是曲折的有趣，「要跟別人不一樣，就從小鎮新彎曲開始出

發吧。

水圳的體驗活動，是今年搖旗吶喊的系列活動

2016搖旗吶喊音樂節

新聞連絡：老王	0933610126

更多活動訊息可上搖旗吶喊官網：www.cishanrock.blogspot.tw

或搖旗吶喊臉書：www.facebook.com/QishanRock

歡迎分享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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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懷 160 期尊重與關懷月刊贊助名單

會員徵信：玉如、美玉、美琴、才女、柔華、中義、貽芬、繼維、繼伶、月滿、彥澤

贊助名單：【3000】月滿怡璇堂軒、無名氏【講師費】：繼維、繼強【導覽費】：繼強、繼維

【希望蕉園提供 2 分地】呂明、【希望蕉園提供 5 分地】呂秀英

香蕉蛋糕服務與義賣：繼強、繼伶、繼維、中義、貽芬、郁綾、靜美、合沅

搖旗吶喊志工服務：丸子、五千、郁陵、靜美、繼維、繼強、合沅、欣宜、祈紘、崇淵、宇辰、諭誠、雨軒、佳蕙、濰隆、

冠宇、已茜、泳伸、宜靖

深度旅遊志工協助：中義、貽芬、繼維、繼強、繼伶、合沅、汝謙

專職志工：中義、貽芬		蕉園體驗：中義、繼維、繼強、合沅、汝謙、繼伶、貽芬

一齣戲院文化的默劇 -- 大家來仙堂看戲

	 2014 年 11 月的某日清晨，原以為還是社區民眾逛菜市場、

長輩晨間運動的普通早晨，卻開來一台無情怪手，以牌坊土地常

遭環保局開罰登革熱髒亂為由，硬生生將旗山仙堂戲院山型牌坊

打落，淺藍色山型的戲院記憶，在高雄市政府及區公所的默許下，

被登革熱這竹篙導菜刀的荒謬理由拆除了。

	 仙堂戲院前身名為新樂園，最早於現舊鼓山國小附近，以演

布袋戲為主經營，後來搬到現仙堂戲院位置 ( 旗南一路 44-54 號 )

由蘇添發先生經營，但於民國 51 年 (1962) 經營不善由法院宣告

破產；而1962年正是旗山香蕉經濟輝煌的黃金年代，小鎮的戲院、

酒家、茶室等娛樂產業也隨之蓬勃，因此新樂園臨時的停業，令

許多居民難以相信，亦在當時報紙有一番討論。

	 52 年新樂園由當時土地所有權人陳啟清老先生購買下來，易

名為仙堂戲院。老先生平時為人正直，常常行醫幫小朋友看病，

醫術在街坊流傳甚好，後來亦在現今雜貨店址 (復新街 )開「賦安

堂」藥局，由女兒阿秀小姐擔任護士。據陳老先生媳婦表示，父

親購買戲院過程相當辛苦，由於當時陳家經濟狀況不佳，但陳老

先生是新樂園法拍的首要競標者，因此與女兒阿秀兩人到處籌錢，

找人、找銀行，最後好不容易得標延續戲院的經營。

	 仙堂戲院一開始經營就像現在野台開唱一樣，相當有草根的

精神，據太平商場蔡女士描述，一開始看電影仙堂是泥土的地板，

坐的椅子是老闆山上採竹子製成長條竹椅，相較旗山戲院看電影

是另一種滋味。民國 66 年賽洛馬颱風來襲造成南臺灣重創，仙堂

戲院有許多物品及擺設被吹毀，才重新裝潢，將竹椅換成沙發椅，

也在市內加裝了空調，成為能容納 1000 人左右的仙堂大戲院。

	 民國 49 年後戲院以播電影為主，每個月仙堂老闆娘與美濃第

一戲院老闆常相約上台北電影公司挑片，從旗山坐公車到高雄，

再轉火車上台北，或坐計程車到小港搭飛機，車程都需花上一天

的時間。仙堂戲院老闆娘描述著，當時全台的戲院都會上台北挑

片，邵氏是以武俠片最有名，而林青霞、林鳳嬌的藝文片比較能

熱賣，像這類能熱賣的片子，單價都比較高，且電影公司會看我

們是從旗山來，因為旗山香蕉當時賺錢有名，讓我們免費試看片

子，同時租費也算貴一點。

大溝頂商圈連結的仙堂戲院

仙堂戲院招待券

	 每個月的台北行，要待在多久還得看電影公司排

片的狀況而定，有時候電影公司人很多，等很久才順

利開始挑片，最長有時在台北要待上一個禮拜的時間。

租回來的四、五部膠卷電影，依片子叫好情形播放三

到五天，結束後與美濃的第一戲院輪流放映，減少成

本。

	 仙堂戲院平時共有七名員工和一位總管，管理戲

院大小事務、兩位賣票小姐、兩位帶位小姐、還有兩

位十項全能重要的機師。這兩位機師除負責膠卷放映

機放映、製作旗山店家廣告，在電影休息時播放，賺

取外快〈一則廣告五角錢〉以外，還要負責畫每個月

電影的海報，若有空閒時間，還得開宣傳車去杉林、

內門、溪州宣傳，根本是美編、行銷、放映機操作各

領域專業的結合，與其他戲院分工明確的運作模式非

常不一樣。

	 仙堂戲院有時也會租給布袋戲或是歌仔戲班，如

黃俊雄布袋戲班、藝霞歌舞團或是新興的新劇都在仙

堂戲院開演過。有名戲團一演就是十天以上，而藝霞

歌舞團每次來都造成旗山民眾的轟動，整個舞團約 50 人左右，仙

堂沒辦法住這麼多人，大部分團員都安排住在延平路上的花王別

館、東山旅社跟金城旅社等地方。每請到他們，仙堂戲院總會特別

開宣傳車到鄰近鄉鎮宣傳，而且一連演出的十幾天票房，不會掉下

來。

	 仙堂戲院周遭早期相當熱鬧，戲院正面的太平商場商店街 ( 大

溝頂老街 ) 人潮來往熱鬧的不用說，面對戲院的右邊是東陽旅館，

左邊是百合茶室，百合茶室旁還有阿真鴨蛋刺，茶室的客人常從窗

戶探頭出來叫鴨蛋刺與小姐一起共享；另外還有冰果室、漫畫店等

等延伸到中山路，成為完善的娛樂商店圈。如今仙堂戲院周邊只剩

下太平商場及百合茶室立面存在，依稀看見當時熱鬧又不失典雅的

風情。

	 仙堂戲院內放映機框啷框啷轉動，放印師竹雞仔正用毛筆寫上

幻燈片，準備協助街坊尋找在戲院看戲的人，螢幕交換炫光刺眼，

座無虛席戲院的每個人看到不同的字樣。在戲院裡遇到的愛人、看

撿戲尾又偷撕電影海報的孩童們、不用錢來看電影的軍人、百合茶

室的當紅小姐等等，一切都是人對戲院的回憶，能否讓放映機再次

框啷框啷轉動，戲院文化的默劇需要你我當辯士述說及保護，讓回

憶回到生活討論、留存，在生活上形成特色而無所不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