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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新灣曲的田野行動 -- 旗山水圳設計再出發

文化
關懷

獅子頭圳竹仔門發電廠10707

水圳工作坊結訓10707

旗山圳太平橋10707

	 關切高雄農業水資源，尊懷文教基金會號召全台十多位青年

朋友，與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計畫合作，一同針對水圳的產業、創

意生活面，以田野調查的「水圳田野工作坊」行動，促成水圳社

會設計。工作坊共計從 7月 3日至 7月 6日共四天三夜，在旗山

溪洲朝天宮香客大樓，青年 Long	stay 在旗山農村重鎮，共談水圳

的想像，農村的問題與可能行動的方案企劃。

	 活動第一天邀請高雄農田水利會梁繼友暢談水利會的過去與

現在，再邀請東華歷史系教授陳鴻圖老師共同對話，從水圳的歷

史層面到現在的狀態暢談轉型官股後的機會與問題。第二天邀請

道將圳、埔里眉溪與曹公圳三者例子，搭配旗山圳、二仁圳、獅

山圳的導覽課程，實例討論目前各地區經營的水圳狀況。第三天

邀請靜宜大學蔡佩如老師一起帶著學員，開始進行旗山水圳田野，

讓青年人進入水圳的訪

調，從平埔聚落、尾

庄水圳生活、廣福水尾

文化有進一步的探索。

第四天邀請社大全促會

楊志彬老師與台灣水資

源農業研究所吳啟瑞院

長，對話國外水圳實

例，再由青年人從各總

面像，重新產生水圳在台灣社會的各種可能。

	 面對目前農村人口外流，工作坊透過田野調查發現旗山地區

水圳具備特色，是農村產業轉型的重要資源。尊懷文教基金會秘

書王繼維表示：「旗山水圳擁有山與平原的交融，又是高雄水源

區的重鎮，要如何讓高雄不缺水並發展農村地方產業的特色，是

青年返鄉可以生存並發展的地方創生行動。」課程中學員除了討

論水圳文化歷史脈絡、水圳竹編產業的內容，也同時從綠能、圳

水農業與水利發展等角度，將進一步挹注，青年或產業在地方發

展的具體行動。

	 尊懷文教基金會會長王中義說：「今年系列活動以水圳為主

軸，從搖旗吶喊音樂節、田野工作坊、水圳小旅行與水圳寫生等

活動，多樣性的活動挹注，希望開創旗山地區水圳文化的腳步，

讓圳水環境的髒亂可以被洗滌、讓圳水的希望被開啟。」參加這

次活動的就讀高雄科技大學文創所的學員呂鎰榮說：「出田野調

查水圳，要克服田野調查的門檻還要有水圳文化的內容，其實挑

戰很大，但我覺得年輕人就是要這樣走入社區，遇到了水圳的釣

客我們了解了生態的樣貌、遇到水圳邊的香蕉選別師讓大家感受

產業與圳的情誼，都是這次活動深刻的記憶」，學員XXX說：「在

工作坊內，我們小組共同商討從產業面來激盪，一起替水圳找出

路，就像自己也融入自己的出路一樣，覺得好像有很多可以一起

來行動的事情。」

	 尊懷文教基金會今年暑假，系列的水圳活動，還將在 8月 4

日 -5 日，以水圳的主題，在旗山「搖旗吶喊音樂節」將有更多活

動和行動，邀請大家關切小鎮新彎曲。

詳細活動可上旗山尊懷文教基金會臉書 www.facebook.com/zun.huai.
fundation 查詢，或搜尋「搖旗吶喊音樂節」官網 www.cishanrock.
blogspot.com，聯絡電話：07-6611451。



旗山大林農田回填廢爐渣雨後狀況圖1070610

環境
關懷2 中華民國107年07月尊懷文教基金會•尊懷活水人文協會

655-5水泥道雨後積水pH12
強鹼水1070611

655-5東邊環溝內漬水pH12
強鹼1060608

間歇性大雨，強鹼水依然恐怖污染！！！
請清除廢爐渣。

	 旗山大林農田回填中鋼廢爐渣和不明物體，在間歇性的大雨

4至 5個小時，我們就去測測看，到底回填區內有何變化。我們

發現，雖然雨勢沒有持續很久如 3天夜以上，從回填區內污染土

溢出的污染水，尚未開始滲入周邊農田呈現乳白色或棕色的沉澱

物，但會漫上白色的水泥通道上殘留，並流入環溝中。

	 107 年 06 月 10 日晚上間歇性大雨到早上，回填區內溢出

污染水就是如此漫上水泥通道及環溝，東西兩面經我們以試紙一

測，還都是 pH10-12 的強鹼。代表回填區內部一定還留下很深的

強鹼水在裡面，無法靠下雨的力量來稀釋乾淨。

	 過去在雨水持續 3天夜大雨之下，我們早已測得會很多污染

水湧入環溝漫出或滲入農田，或流入灌溉溝渠，危害作物，污染

環境，毒害生物和地下水脈。今在 4至 5小時的間歇大雨下，則

是回填區內的污染水量緩緩溢出，漫入環溝，流入灌溉溝渠，一

樣也是危害農田作物，污染環境，毒害生物和地下水脈。這證明

回填區內的污染水無法自然去化，無法在數年時間甚數十年間去

化，必須要清除污染源，讓大地恢復原貌生機，才能遏止。

	 難怪中鋼中聯和業者在北邊開了 1號稀釋井，及西邊開了 2

號稀釋井，專為稀釋東西邊溝渠污染水進入灌溉溝渠，流入二仁

溪和高屏溪，若來不及稀釋，還會開水圳閘門，再將水引入稀釋。

美其名是稀釋減少污染，但卻是包藏禍心，要以拖待變，想要去

化這一片污染地區，對外宣稱可以控制到不會污染。

	 但事實是不可能發生的，等到那一天，人都已經掛了！還有

什麼意義呢？！所以，我們要堅持，中鋼中聯和業者一定要清除

污染源，才可以恢復原有的生機的。

	 所 以 在 7 月 2、3

日豪雨中，強鹼水已溢

出進入回填區內的環溝

和區外的田溝了。7 月

西地下井抽水入環溝沖刷稀釋強
鹼水107.7.5

北地下井水抽入環溝沖刷稀釋強
鹼水107.7.4

4 日中鋼中聯的人員便開始每天抽西地下井水大量進入西邊的紅

色環溝、抽北地下井水大量進入東邊的紅色環溝稀釋溢出的強鹼

水。

	 抽南地下井水 ( 綠色箭頭 ) 大量進入田菁園水平田溝 ( 紫色 )	

，再廣佈進入垂直的田溝 ( 澄色 )，稀釋進入田菁園內廣大面積的

強鹼水。

	 再開西邊水閘門 ( 桃紅長方形 ) 引旗山二仁導水路 ( 西邊藍色

線 )	沖刷稀釋流入西大豐橋內的強鹼水。再開旗山圳第二幹線 (東

邊藍色線 ) 流入垂直田溝 ( 橘色 )	，廣佈稀釋流入水平田溝，稀釋

東香蕉園內廣大面積的強鹼水，再沖刷稀釋東大豐橋強鹼水。

所有的重金屬和強鹼水的污染水流，全部流入污染旗山溪及農田

水利會取水口，再流入中正里農田及高屏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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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力的社區系列
講座！

光影‧場域─戲院中的打狗人生

指導單位：文化部、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

主辦單位：高雄市旗山尊懷活水人文協會。

協辦單位：大山社區發展協會、中洲社區發展協會、台

青蕉創意工作坊、南新社區發展協會、圓富

社區發展協會。(持續更新中 )	

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77725905907903/

	 一開始講師是全面性地介紹台灣各地方都有其代表性的戲

院，讓大家可以一窺在過去百年中戲院的一些來龍去脈及特殊性，

所以我們身為高雄打狗的一員，從講師的分享中，便會快速地讓

我又回到小的時後的時代光影中，於今日再來觀之，那是當時的

時代意義和價值，陪伴著當時人們的成長，因而帶來的快樂與生

活休閒娛樂，存在著不可抹滅的記憶和回味的樂趣。	

	 講師傳達台灣在日治時期，電影事業蓬勃發展，有些鄉鎮都

有華麗的戲院，從布袋戲到放映洋片及台語片到歌舞團的演出，

和日本當時的發展的趨於一致，可見台灣的生活水準也漸漸提高。

若以台灣開始電影播放的日治時期 1904 年來看，離 1895 年世界

第一部法國電影開播才不到 10 年光陰，足證明台灣在世界文化的

舞台，從沒有過落後，緊跟著日本的腳步發展，正展現目前台灣

的影事業的發展，還是亞洲國家中的佼佼者，台灣年輕人不能沒

有信心，更應該要如何來維繫著戲院的文化硬體，來轉型讓戲院

文化的精髓一樣可以發揮在社區的功用。

	 所以，我們在此舉辦用力講座，希望能讓在地人了解影像對

於社區的重要，期待年輕人能在各自的生活圈內，找尋出那失去

的珍珠，一起來保存現有的社區文化資源，再尋求創生的力量來

謝一霖講師分享 ( 第一場 )

精彩的電影 / 講座就在社區！

今年「用力講座」以影像與文化為主題安排系列八場活動，秉持以往用力講座看好、看滿精神，

希望每場講座都能跟社區有些對話，以下講座堅強陣容。

以影像文化不同觀點討論地方光影

用力聽、用力想、用力看，有用力 ~ 地方就有希望！！！

線上報名預留座位：https://www.surveycake.com/s/7DyZ3

6/29( 五 )	18:30-20:30	光影‧場域─戲院中的打狗人生
謝一麟	《海埔十七番地：高雄大舞台戲院》作者

7/27( 五 )	18:30-21:30	影像‧時空─來與台灣電影談戀愛
鄭秉泓	《台灣電影愛與死》作者、影評人

8/25( 六 )	18:30-20:30	背後那隻手─中國電影的大片時代
李政亮	《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作者

9/15( 六 )18:30-21:00	「最後的放映師」映後座談
鄭中信	在地方人文飲食館負責人 / 暨南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10/12( 五 )	18:30-20:30	搶救電影「媽媽為著你」談影像文化資產保存
曾吉賢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音像紀錄研究所助理教授

10/13( 六 )	18:30-20:30	影像‧文學─日記電影的個人與社會
李明宇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助理教授

10/19( 五 )	18:30-21:00	「日常對話」映後座談
黃惠偵	《日常對話》、《我和我的 T媽媽》、《烏將要回家》導演

11/05( 一 )	18:30-20:30	影像概念與音樂語言的磨合想像
林強	歌手 / 詞曲家 / 電影配樂製作人

擦亮，讓文化的傳承與流傳增加光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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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懷 161 期尊重與關懷月刊贊助名單

會員徵信：蔡美伶、陳彥澤

贊助名單：【3000】無名氏、無名氏【2000】王惠慧、小鄧髮廊【1600】陳又誠【講師費】：楊清樑、中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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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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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憶晴、炘潔、鎰榮、映竹、繼伶、繼維、繼強		拍片：雨軒、繼維、繼強		貼海報：諭誠、祈紘、崇淵、憶晴

用力講座：憶晴、沛岑、雨軒、繼強		田野調查：宇涵、宜靖、繼強、鎰榮、憶晴、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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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山枝仔冰城、明華農機行、心心幼兒園、

三合院民宿、常美冰店、金鋒銀樓、信安小

兒科、東和金香舖、麗景民宿、統帥芋冰城、

大阪次郎、原園涮涮鍋、小奇芋冰城、崛江

生活網、仙翁養生園、陶之鄉客家窯、協傳

影印店、蒲公英幼兒園、歐樂印刷、高雄汽

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川雅居民宿、香蕉與

黑膠三合院民宿、台灣青啤股份有限公司、

金玉堂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小鄧髮廊、吳記

肉圓、阿爸ㄟ卡打車點心坊、小露吃冰淇淋、

牛媽媽鴨蛋刺、元氣食堂、大家堂、食神、

金寶珍珠寶店、阿 Q凍圓、韓家小館、筒仔

米糕、秀明豬舌冬粉、良將西服、綠野鮮蛋

糕、吉美西點麵包、101手工饅頭、心海產、

阿嬤的番薯圓、金長興、燒肉丼飯、六梅草

堂、第二街髮廊、家鄉麵食館、碧蓮酥皮濃

湯、有氧早餐、鄭家陽春麵、金記德便當、

紹興炒飯、唯貞租書店、阿婆香雞排、黃家

小饅頭、旗山麵線糊、月亮紅茶冰、金昆記

製麵廠、怕蒂斯咖啡、國家皮鞋、農會章魚

燒、東山鴨頭、紫薇髮型設計、台北永和豆

漿大王、汶泉機車行、旗豐手機行、百惠文

理補習班、小鄧牛肉麵、陳氏印刷、永新廣

 2018搖旗吶喊音樂季圳看水活動107080405

2018搖旗吶喊音樂季行程表107080405

告招牌、佳佳素食、錦昌藥

局、歸入素食、永豐早餐

店、轉角麵店、全紅紅茶、

泉水永和豆漿、紅燒排骨

麵、小町壽司、茶點子、劉

家牛肉麵、寶島眼鏡、源興

機車行、巧味、曼黛瑪璉內

衣、黑屋、神奇 3c 手機包

膜、林博仁診所、八泡飲料

店、足好滷肉飯、北站雜菜

湯、幽靈肉粽、河堤火鍋、

圓來自助餐、俗ㄆㄤˋ碳

烤三明治、初次約會西式餐

廳、建霖百貨鞋行、牛伯伯

牛排、德豐五金行、傻師傅

湯包、觀音素食、賽珠藥

局、海苔飯捲、榮記肉圓、

健康素食坊、旗山 GIANT、

旗山紅槽肉、羊肉大王、阿

香的廚房、菸城民宿、觀亭

7-11 老闆張譽、第一銀行

經理陳永盛、張桂雀老師、

邱明萱、李世麟、老王。

2018 年搖旗吶喊音樂季圳
看水活動店家、個人贊助
芳名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