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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溪洲大和座的戲院光影

文化
關懷

大洲戲院大和座鎰榮攝

郭老師接受訪問

	 溪洲，是旗山南邊一個充滿香蕉特色風情的庄頭。過去由於

雨季楠梓仙溪洪水氾濫，為當地土壤帶來大量有機質養分，在沙

與土黃金比例搭配下，種出深受日本人的喜愛的舊北蕉。在這裡，

人人都跟種香蕉有關，隨處可見阿公穿著滴滿香蕉乳汁的白色內

衣，騎著載滿一筆筆香蕉的 KAWASAKY 摩托車，從眼前經過，帶

來的清風似乎聽見溪洲庄過去蕉城風華聲響，冰果室包廂男女間

的相約耳語，戲院明星隨片登台的宣傳車聲響，是一種不同於旗

山街區的娛樂生活熱度，也隨著香蕉產業的興衰而上下起伏。

	 1938 年溪洲的「大和座」戲院由當時五保保正郭振勝先生出

資，並請「日本大阪工業專科學校」留學的二兒子郭藻梗先生設

計完成。郭家從清朝時期到此開墾後就久居溪洲，日治時期屬於

南洲里一帶的大戶人家，人丁

興旺且種蕉者眾，家庭特別重

視孩童的教育，因此郭家出了

不少老師和校長，其中設計戲

院的郭藻梗先生，過去更曾任

『台灣省立花蓮工業職業學校』

首任台灣人校長。

	 而曾在旗山第二公學校

〈溪洲國民小學〉的郭老師回

憶，我 20 歲的時候任職於旗山

第二公學校的老師，當時ヤマ

ト (yamato)( 大和座 ) 正興建，

戲院大概可以容納百多人，內

做布袋戲、大戲及電影都有，

我還曾帶著老婆一起去看過電

影，但當時由於女孩子要顧家、

顧孩子很少去戲院，都是男生

去看比較多。

	 為了避開農忙時間，大和

座的戲碼差不多都是下午三、

四點開始，演到五點散戲後回

家吃晚餐，在當時打電話都覺

得奢侈的年代，這是最享受、

高檔的休閒娛樂活動。戲院剛開使營業時，還是郭家的人看戲佔

多數，而後越來越多從大坑、蟧碡坑、和尚寮、十八份等地來看

戲的厝邊，五保的發展也隨戲院建設越來越熱鬧，帶動附近的商

業氣氛，漸漸菜市場、夜市、飯桌仔等產業一一開設，深深影響

溪洲地區的街區發展。

	 如今走訪溪洲的大和座，已鮮少人知道他過去曾有個日本的

名稱。1957 年，陳皆興先生擔任高雄縣長時來此，希望戲院能夠

因應地方特色並去除日本化，改名為「大洲戲院」，如今戲院門

面「陳皆興提」的四個小字，有點被風化的字體效果，娓娓道出

時代變化的軌跡。

	 過去大洲戲院可說是包場經營的社區根經濟，服務的客群多

半是溪洲在地的鄉親。從老蕉農的口中可以知道，大洲戲院除了

自己有固定的戲碼安排外，也會有大戶蕉農以「包場」的方式，

一場約一至兩週的包場放映，除了回饋鄉里引進好看的片子外，

也招待前來幫忙的長工、移工與親朋好友，也在包場時候賺點外

快，讓地方的藝文氣息有所進展。

	 好景不常，在 6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的經濟起飛時，把人帶往

都市，加上電視的快速普及，終究不敵潮流，大洲戲院在民國 71

年前後停止營運。但建築物主體外觀依舊存在，提醒著每個曾經

在此看戲、看劇擁有歡笑、悲傷與感動的朋友們，串聯著日治及

戰後不同世代共同交織的回憶。

	 所以，在溪洲整個地區的發展，若要真實地呈現在地的文化

與特色，一定要保護保留大洲戲院的完整性，也才能凸顯郭家在

溪洲文化的舉足輕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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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署I點
採樣物PH12-14強鹼107.8.13.

國產署G點
採樣物PH12-14強鹼107.8.13

報告國產署：

	 9 米底下都是廢爐渣強鹼污染水

	 國產署 5月 28 日帶法官和地政局官員到旗山大林農田盜挖

砂石和回填廢爐渣不明廢棄物所在，一面標示A點一面怪手在後，

標示完立即開挖 A點採樣給法官看，確實後法官便離去。中午休

息後再把A點採樣完深度，並再標示其他 9個點，分別為 B、C、

D、E、F、G、H、I、J。

	 依據我們製作的法院、國產署鑽探採樣說明圖，我們觀察到

107 年 5 月 28 日 10 到下午 6點，法院及國產署在盜挖回填廢爐

渣並侵佔國有地圓潭子段 655-13 及大林段 665共鑽 6個點採樣，

其深度和觀察情況如下：	A 點約 8.5	米、B點約 7.5 米、C點約 4	

米、D點約6-7米、E點約6-8米、	F點約8-9米，每1米採一樣品，

6點皆採到廢爐渣，幾處約 3-4 米便已是廢爐渣水了。而且 B點

噴出的廢爐渣水測出 PH10 以上強鹼，還發出刺鼻臭味。到了下

午 6點，國產署人員決定擇日再至 655-2、655-13、大林段 665

插上的 G、H、I、J 四個點鑽探採樣。

	 這是我們看到國產署較為敬業的部份，感覺到國產署有在動

起來，要做全套完成清除廢爐渣了！之前國產署和業者打刑事官

司失利，國產署看起來沒有上訴？！代表著消極及不想繼續追求

真實，因而轉到民事官司來訴訟。雖然如此，還是有所做為的，

所以我們在此為他打氣，政府為人民所做的，人民都看得見，唯

取樣員取G點採樣物   107.8.13

獨政府要有 LP，不能只做半套或表面，一定要完全的把廢爐渣清

除乾淨，恢復灌溉溝渠，還地於政府，給農民灌溉使用。

	 已過了將近 3個月，107 年 8月 13 日國產署終於再來國有地

圓潭子段 655-13、655-2 盜挖回填廢爐渣，並侵占的 G、	H、	I、	

J 點 ( 紅色三角形 ) 鑽探採樣，G點挖約 8米、H點挖約	7 米、	I

點挖約	6 米、J 點挖約 6米。挖到 3-4 米時便已是廢爐渣水，且

皆採到粉末不明廢棄物、廢爐渣，而且噴出的廢爐渣水及回填物，

測出 PH12 以上的強鹼。

	 其中有兩個點和法官與地政人員規畫點有點偏移，一個是 H

點，移到 2米外 655-13 處 ( 紫色三角形 )，一個是 G點，往東北

移到 5米外 655-13( 紫色三角形 ) 處。雖然如此，但從照片中都

知道，採樣人員有把樣品裝入塑膠瓶中，並放於國產署車後車箱

運走。而且看其遇水結塊及顏色灰黑色系及強鹼顯示，當然可以

證明這三筆圓潭仔段 655-2 與 6655_13 及大林段 665 地號，皆有

盜挖砂石及回填廢爐渣與不明廢棄物。

	 我們如此監督，便是希望及協助國產署能真的硬起來，不然

全台灣有多少國有財產署土地，被不肖業者盜挖再回填廢棄物，

變成國產署為犯罪者提供了廢爐棄物天堂，也是廢棄物在全台亂

竄的幫兇了。所以，若國產署能真的把此案子辦得出來，比對我

們的資料，就會證明盜挖砂石及回填廢爐渣與不明廢棄物確實無

誤，而繩之以法，才能達到洗去罪名和嚇阻作用。

	 目前圓潭子段 655-13 及 655-2、大林段 665 鑽探，已經證

實了地下 9米都有盜採砂石外賣和再回填廢爐渣，並侵佔國有土

地，一魚三吃，危害污染農田，傷害農民及大高雄飲水。至於大

林段 1049（圓潭子段 654-12）水利地圍牆內的 2.5 平方公尺及環

溝外 4平方公尺，國產署於 105 年 1 月 7日測量業者侵佔之大林

段 665、圓潭子段 655-13 時便知道 1049 遭業者侵佔，並在該地

號地界上噴漆記號，卻一直未來處理。至自救會 106 年 9 月再次

陳情監察院，國產署才於107年 1月 29日來勘查，噴漆做記號。

其實 1049 地 10 幾年前業者盜挖 655-6 陸砂，已形成 9米凹洞，

103 年 6 月業者再以黑色粉末及不明廢棄物填平，表層再覆上轉

爐石。據國產署說，因早已交由農田水利會代管和負責，所以農

田水利會屆時將配合清除乾淨。

法院 國產署鑽探採樣位置說明圖二    10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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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膠捲走入社區再次放映─

放映機測試感想

	 有幸的事，在今年 7月受尊壞文教基金會的邀請，對旗山電

影膠卷放映師洪新改先生進行影音記錄。在 7月 2日時我們到洪

先生的家進行放映機的測試，兩台 35mm 的電影膠卷放映機就放

在他家門外，當我掀開遮蓋放映機帆布的瞬間，我莫名激動起來。

雖然自己常在博物館看放映機，但還是第一次親手接觸以及從洪

先生身上學到電影膠卷的放映知識，突然覺得自己宛如《新天堂

樂園》主角 Salvatore 一樣。

	 首先是處理電源供應的部分，這部分是繼強和合沅處理，而

電源的供應上是採用變壓器供電，變壓器涉及許多電線，若插錯

電線，隨時會燒壞變壓器，所以需要相當謹慎。在確保電源供應

無誤後，就可以安裝電影膠卷了。在膠卷室裡每個齒輪上都會安

裝膠卷，且需要保留一些長度，才不會在齒輪轉動時，因太緊而

造成放映機的損毀，同時還要在上膠卷時要先在齒輪上放潤滑油

保養，否則也會同樣的狀況。當這兩個步驟完成後，洪先生從屋

裡拿出了一個盒子，且動作十分謹慎，再從盒子取出放映機的鏡

◎鎰榮

膠卷電影試撥1070702

讓膠捲走入社區再次放映

讓膠捲走入社區再次放映

頭。在洪先生的指導下，我們小心

翼翼的將鏡頭安裝上，再來就是測

試燈箱是否能產生光源，若沒有光

源就無法將膠卷影像投射在布幕

上。燈箱正常運作後，我們拿起一

張海報，嘗試讓影像投射在上面，

過程裡要不斷調整適當的焦距，這

樣才能產生清晰的影像。不過，這

次測試的膠卷未進行倒帶的程序，

所以影像是反轉且無法發出聲音。

不過這次測試相當順利，且無任何

突發的狀況。

	 在 8月 17 日，我們再次前往測試放映機，雖然上次的測試裡

整體上是沒發生狀況。不過這次卻遇到了意外狀況，就是變壓器

的操作由於失誤將兩條同樣的插頭插在變壓器上，導致電源回流

造成故障，所以我才認為電源這部分很重要。此外還進行了膠卷

倒帶的測試，這個動作是為了將膠卷復原，讓下次的放映不會產

生反向影像與光學聲

帶失效等狀況。由於

變壓器在測試的過程

中損毀，所以我們在

洪先生的帶路下，到

旗山尋找老師傅維修

變壓器，但老師傅已

經將事業交由兒子打

理，所以目前的師傅

並沒在維修變壓器。

除了維修的方法，洪

先生與其朋友是否願

意暫借變壓器給我

們，我們就得想辦法

尋找其他租借變壓器

的單位與組織。

	 在於和洪新改先

生的互動上，雖然他

已經 80 幾歲了，但

對於整個放映機的操

作上，我能感受到他從事這個一甲子所累積經驗純熟與老練。而

且我認真覺得洪先生與《新天堂樂園》Alfredo 很相似，在我們測

試的過程中，他幾乎不會操作給我們先看一篇，而是要我們自己

操作，然後在一旁指導如何進行放映機的操作，若有步驟錯誤他

才會出手相救。

	 這兩次的測試都給予我很棒的體驗，我是一位膠卷攝影玩家，

且深深被《新天堂樂園》的放映師的劇情給影響著，所以這種機

會對我來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這個時代的電影膠卷還

在持續遭到無情地淘汰，器材與放映師也將隨著時間的過往而跟

著消失，若我們來不及參與感受，因而消失時，將是非常可惜。

所以在此，我也抱著希望來參與盛會，並也藉此鼓勵大家多支持

這些傳統的產業，支持方式就是來參加尊壞文教基金會未來舉辦

的電影膠卷放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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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懷 162 期尊重與關懷月刊贊助名單

會員徵信：郭合沅

贊助名單：【3000】無名氏【2000】江重信、王中義【300】圓潭診所【講師費】繼維、繼強【導覽費】繼強、繼維【腳

踏車】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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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玟淳、淑惠、瑀謙、繼伶、繼強、繼維、銘祥、已茜、汝謙、炘潔、沛瑄、郁綾、家安、珮岑、韋辰、

合沅、崇淵、澤賢、巧燕、宇辰、祈紘、嘉陞、伊伶、憶晴、宗群、濰隆、典廷	、俋諠、諭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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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戲院我的小故事─

看戲？不如跟著劇團離家出走 ~

	 那是一個瘋迷「新劇」且年少輕狂的年代。

	 南光新劇團正在旗山的仙堂戲院，上演廖添丁如何打擊惡人

的巡演，一連十日演出坐無虛席，戲中開槍的音效、燈光的閃爍、

演員的臨場，無不讓人讚不絕口。劇團離開前，有兩位初中學生

帶著渴望眼神來到團長面前，表示家人都已同意，希望他們能夠

加入劇團四處巡演，團長當下沒多疑，就帶著兩個初中毛小孩上

路了。

仙堂戲院

美國仔林先生接受訪問

	 南光劇團離開旗山的前幾天，

旗山初中發生前所未有－全班歷

史考卷集體考零分事件，這對初

中是莫大荒謬且羞恥的一件事情

啊！據台大畢業的任課歷史老師

表示，一切都是兩個學生從中搞

鬼，號召班上同學考試只寫五分鐘

交卷，才導致同學考試成績不佳。

當時老師們立即召開校務會議，正

討論是否將這兩位學生退學處分。

	 跟著劇團離開旗山的兩位初

中生心頭思緒雜亂，幾天前還風

光號召同學考試五分鐘後交白卷，

反抗班上公認個性傲慢、又不會教

書的歷史老師。但又在幾個小時前

收到學校可能將他們退學的消息，

害怕回到家中受到父母的棍棒責

罵，才帶著對於新劇團的嚮往以及

怕遭受打罵衍生出的勇氣，跟著劇

團離家出走了！

	 南光劇團的下一站是嘉義的

朴子，剛加入的初中生什麼都不

會，一路負責劇團眾多打雜事務，而到朴子的車資、每日三餐都

是由劇團供應，額外還給你一點點微薄的薪水，現在回憶起來當

時的自己，綽號美國仔的林先生表示，一個什麼也不會的初中生，

能有這種待遇，真的就要很感激人家了！

	 來到朴子，美國仔有了新任務，是負責演戲的聲效及燈光。

團長告訴他，當廖添丁手放入口袋就是開槍的信號，閃光及槍聲

要準備放出來，你與廖添丁配合的越好，這齣戲就會越精彩！這

個重責大任落在美國仔的身上，誰知有一次美國仔太緊張，一看

廖添丁手放入口袋，急忙放出槍響及火花的光線，碰的一聲！誰

知廖添丁沒有拿出槍，反而從口袋拿根菸出來抽，現場的演員一

看音響與光線全錯了，靈機反應只好倒在地上假裝被槍擊中，台

下的觀眾哄堂大笑不已！美國仔當下的失誤，在眾演員的臨場應

變處理下，竟獲得觀眾滿堂喝采，可說是他在新劇團印象最深刻

的事情了。

	 在朴子與新劇團蹲了十到二十天的演出，美國仔的爸爸透過

各種管道，終於找到離家出走的他們，想想當時沒有網路的肉搜、

也沒有便利的交通，要找到一個跟著劇團出走的小孩是多麼困難，

但美國仔的爸爸真的用了各種方式找到他們。至於帶回旗山後，

父子見面是感人的重逢？還是被退學的教訓呢？我想這就留在旗

山人心中去做回憶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