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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蠻政府，文化悲哀！

文化
關懷

旗山戲院文化大溝頂遭受市府拆六間後慘狀 
1070907

大溝頂民進黨黨部前抗議1050821
懷念旗山火車站公共財維修成功開幕980725

市府拆西邊違建後的大溝頂門面 1070721

旗山交響樂假關心戲院文化1070830

【 拆除了對於地方文化產業期待，旗山大溝頂半條命奄奄一息】

 對於文化的保存，就是留下產業回鄉發展的途徑。當我們開

始看見地方創生的準備推動，一手繼續拆除地方文化的行動，

難道又是一場騙局？

	 2016 年高雄市政府為了拆除大溝頂，不惜一切的代價的抹黑

和散布不實的言論，並用優勢警力拆除，但卻因為地方居民和公

民團體的行動，有效嚇阻了高雄市政府在 7月 19日的拆除行動。

而後，市府的野心並沒有消退，先是拆除旗山日本時代郡守官邸，

並以此名目操作居民的安置空間，在陸續威嚇利誘的行動下，架

空大溝頂的社區。

	 2018年9月7日，農曆鬼月尚未結束，高雄市政府看守內閣，

不顧地方、各界對於旗山大溝頂文化的重視，進行建築物 6間街

屋的拆除作業，並持續宣告會繼續作業拆除大溝頂，此舉已經令

人民感受到，地方文化在利益、開發和條件交換的黑幕下，已經

成為政客的犧牲品。

	 近日高雄市政府在旗山辦理「旗山蕉響樂」的系列活動，拿

著文化部的補助款，大吹自己推廣戲院文化，實質上卻搭配拆除

戲院老街大溝頂的行動。如此兩手策略混淆視聽，再次可以知道，

高雄市代理市長許立民已經正式成為陳菊的打手。

	 我們除了強力譴責這樣的行徑，也持續呼籲台灣人民睜亮眼

睛，文化公

共財是全民

共有的，唯

有保存更多

文化內涵，

才能讓台灣

留下火種，

創生台灣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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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山圳過口隘溪高空水橋10706

旗山圳入水口和攔砂壩10611

旗山圳圓潭青翠稻田1050318 旗山圳圓潭菱角園1061121

旗山圳圓潭菱角1061121

圓潭旗山圳瀑布1061121

旗山圳地圖

旗山圳生生不息，川流旗山百餘年！

	 清乾隆時期羅漢內門 (內門 )	為衙門所在，而它的外圍便稱為
羅漢外門區，包括蕃薯寮 ( 旗山 )、圓潭、溝坪、杉林等地區。
	 先人順著楠梓仙溪和二仁溪而上開墾，來到羅漢內外門，外
門地區為東、北邊高山生番的狩獵區，所以官方派遣位於武鹿溪
附近的熟番大傑顛社平埔族，前往旗山北邊的六張犁駐紮，與內
門望高寮配合防患生番下來干擾，並給予田地耕種。後隨著漢人

入墾人數越多，大傑顛社平埔族便再被官方再派往更北邊的口隘、
中隘、及尾隘防守，甚而到達內門溝平，遍及整個外門地區，如
今尚留下公廨便足以證明外門地區發展的過程。之後隨著漢人進
入拓墾及大傑顛社人口日益增多，為了讓土地增加生產及養活更
多人，於是在民間或官方開鑿水圳工程的需求，就變得越來越迫
切了。而圓潭地區東邊較低為楠梓仙溪流域，無法引水灌溉；西
邊則為較高丘嶺地型，亦較無充足的水源進入，只有從北邊地理
較高的楠梓仙溪流入大林與杉林處，引水來灌溉。
	 因此蕃薯寮人柯必從 ( 獨 ) 先生於清光緒三年 (1877)，便開
始在圓潭地區修築水圳灌溉，稱為「圓潭仔圳」，成為旗山最早
開通的水圳。圓潭仔圳便是引楠梓仙溪流入大林與杉林較高處河
道水，進入已挖好的溝渠水道，流向西側山腳下，再流布圓潭地
區，及向東分流灌溉整個圓潭地區。清朝時期使用了 18年，到了
日治時期 (1895) 後，亦將圓潭仔圳定位為民間獨立管理的埤圳，
而照常運作。
	 一直到日本政府規劃台灣為農業米倉重地時，才由官方收購
成為公共埤圳，實施統一的管理模式。於是，收購後的圓潭仔圳，
便由日本政府總督府提供部分補助和交由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旗山糖廠）出資，於大正 8至 10 年 (1919-
1921 年 ) 擴張水圳工事，從原本向西、向南
灌溉圓潭的圳水，延伸至旗山，最後到溪洲磱
碡坑處，全長約有十八公里，溉面積由原來的	
688 甲擴增到	1,300	多甲，成為旗山發展產業
最重要的水源。並且於大正 10 年 (1921)7 月
12 日與杉林鄉梆物坡圳合併改稱為「公共埤圳
組合旗山圳」，才成為今日大家耳熟能詳的「旗
山圳」名稱的由來，沿用至今。
	 從旗山北邊的	(尾庄、杉林、大林)	水源頭，
引楠梓仙溪溪水進入旗山圳，流過圓潭地區有
尾庄、大林、新厝仔、公館仔、中庄、過溝仔、
西圓潭，於中間再分成尾庄、大林、雞油腳三
條支圳，向東、向南灌溉全圓潭地區。
	 到了西圓潭後，遇到了從溝平而來的口隘

溪橫阻，再以高空水橋，越過了口隘溪
到六張犁丘嶺的山腳邊左轉，再沿著六
張犁丘嶺山系，蜿蜒進到旗山地區的鼓
山丘嶺山腳下永和里，再到竹峰里，順
著鼓山公園山腳下緩緩前去，進入湄州
里、太平里，再左轉進入三協里三桃山

下的頭林、北勢，再到南州里，最後到了磱碡坑，全段匯流的幅
員廣闊，對於圓潭、旗山、溪洲過去的農業冨國時期影響很大。
	 旗山圳從光緒三年 (1877) 至今民國一 O七年 (2017) 已屆
140 歲矣！今天來檢視此圳，不止擁有難得百年生命歲月，且其
工程建造工法亦是於當時環境堪稱一傑，難能可貴，若依現今技
術而言，簡直是最先進的綠建築了。分別敘述如下：
( 一 )、整條水圳導引水流，完全不依靠人為及機械能操作，而是

照著地勢高低位差及不破壞地景的方式進行，並形成諸多
大小瀑布美景，再利用圳寬的大小控制水流速度，成為既
安全又節能減碳及灌溉廣脈流域的農田。

( 二 )、若遇溪流橫阻則架『高空水橋』，讓乾淨的水於溪流上空
越過，整條圳水有三座水橋，分別在西圓潭越過口隘溪及
北勢越過北勢溪與武鹿坑越過武鹿溪，成為圳的文化特色
景觀。

( 三 )、水圳進入旗山市區，則引水進入水池，沉砂、過濾成為自
來水（上水道水），儲存至淨水庫，亦以高低位差，將淨
水庫裏的自來水供應旗山街使用與建設街屋，成為日治時
期在高雄第一個自來水的城鎮，成就旗山成為一具有文化
與商業發展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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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宇涵

( 四 )、水圳沿山而行，需大幅度蜿蜒，形成了大圓弧灣圳之美，
再成為旗山圳的另一個特色之美了。

( 五 )、旗山圳不只提供農業灌溉水，亦提供自來水，且維護引水
及流域的生態環境，具有提供產業與環境和文化平衡建設
的重要資料，成為極具觀光與教育實施的場址。

旗山圳鼓山頂灣圓之美1000415 旗山圳旗山淨水庫10706

仙堂戲院陳啟清與員工1070919

仙堂戲院陳建男1070919

仙堂戲院陳建男妻黃茶1070919

旗山水圳之旅10706

	 生生不息的川流在旗山百餘年旗山圳，不曾停歇地施於農田
灌溉，孕育了旗山經濟與文化的搖籃，並兼顧保護著旗山環境的

	 曾經繁華，曾經落寞，仙堂戲院與爺爺一同在旗山這個小鎮

上，掀起過感動的序曲，承受過賽洛瑪(颱風)的無情，重振的努力，

電視台的崛起，夕陽產業的落敗，伴隨許多嘆息聲，最後不盡圓滿

的落幕。

	 爺爺過世後，並沒有留下些什麼，唯有送給我的那一張泛黃的

紅色票券，上頭寫著仙堂戲院和 20元，編號的倒數四碼我依稀記

得是 0401，恰巧是開幕那一日，那時的我只把它當作一個紀念，

小心地放在鐵盒子裡，不曾動過，後來因為搬家的緣故，票卷遺失

了，但它卻一直在我心上。

優美條件，如此影響旗山的百年發展，以此不愧當為旗山人的父
親的榮耀矣。所以，在浸入這漫漫水圳歷史的長頁感動之時，值
得來向您推薦，騎著腳踏車一同來走一趟水圳之旅，將可體驗與
感受沿途的水圳風土人情。

仙堂戲院的二十塊遺產
「每一個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對生命的辜負」- 尼采。

	 仙堂戲院，不只是一間戲

院或者一部小說，對於我，是

爺爺的一生，隨著白布幕的放

映悄悄展開的人生。於是，我

想為仙堂戲院的起落寫一本小

說來敘述。

	 在寫這部小說 (仙堂戲院 )

的過程裡，一開始，我只是想

幫爺爺找回買不回的家產，為

他完成最後的遺願，既然我做

不到硬體，那我就幫他把這個

故事給說完。寫著寫著，才發

現原來這是整個旗山人的回

憶，有人從戲院板凳的兩頭慢

慢曖昧到結婚，然後生了小孩，再一起到戲院看戲，不論是年節時

所看的《桃太郎》還是紅遍大街小巷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每部

戲都深深地烙印在旗山人的心中。

	 而且戲院，是製造情感的地方。民國40-50 年代，戲院正猖狂

崛起，有一位遠從新化而來的售票員小姐黃茶，和仙堂戲院的大公

子陳健男，相識相愛相知相惜，他們的愛情伴隨著戲院，牽連著一

整個家族的興衰，當黃茶老老垂已時，她仍然時常回想和健男一起

在戲院的時光，她獨自一人親上台北西門町排片的風光仍然歷歷在

目。

	 在仙堂戲院共有十位員工，兩個「顧口的」，兩個售票員，兩

個帶位員，兩位會計，一個機長，一個放映，仙堂的老闆爺爺都把

他們當做自家人看待，一起經歷過興盛時期。而戲院內，叔公、姨

婆們也在這裡走過了青春，經歷了滄桑，如同一綑綑膠卷，看著人

們喜怒哀樂，在散場後收拾那些情緒，燈開，像是一個重新的開始，

觀眾帶著劇中人的精神繼續在生活中奮鬥。

	 民國 80幾年，關起門後的仙堂戲院，只剩一道歷經歲月摧殘

的淡藍色牌樓，在我幼小時，我只知道那「曾經」是仙堂的象徵，

但我沒有力量去保護它，只能眼睛睛看著它被拆除，屬於戲院的回

憶，在旗山毫無蹤跡，靠著人們口中的敘述拼湊那些年的模樣……

	 2018 年我跟著尊懷文教基金會在做田野的訪問裡，我收集到

好多關於爺爺的事情，他是旗山的大好人，眾人豎起拇指的大英

雄，其中，放映師洪阿公說到 Takeo( 健男的日本名 : 武雄 )，他用

微小的聲音說著：「他人很好，過去都會請我們這些員工吃飯，我

很久沒看見他了。」這時，我才說出他去年去好命了，看著洪阿公

惋惜的神情，以及他眼中的 Takeo，我感到無限驕傲，縱然想念爺

爺，我依然不會讓自己掉下眼淚，因為爺爺說過哭不好看，要笑才

會漂亮，身為老戲院的孫女，我要把仙堂戲院的故事繼續說下去，

讓多人聽見戲院的文化。

	 藏於我心房的那張二十元票券，帶我領略每一齣人生戲劇，仙

堂戲院延伸出去的牌樓夜市、太平里、大溝頂 (太平商場 )，他們

最美的樣貌，都存於我們珍貴的記憶中。

	 我相信在天上的爺爺會知道，仙堂戲院，在大家的心底，重新

開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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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保留旗山街區最後的戲院文化光影

	 就算老街景氣蕭條，每當與店家聊起旗山與仙堂兩大戲院，

總會從阿姨、阿伯的眼神中看見精神與希望，並滔滔不絕談出各

種過去戲院光影，他們的聲音就像吹奏音符的各種樂器，合奏出

旗山街區戲曲跳躍，旗山人的生命力及自信在此展現。

	 在全球化浪潮的時代中，旗山需要有清晰的自我定位，以地

方特色站穩腳步與世界對話，才有可能為旗山經濟開創新的局面，

也是政府近幾年推動地方創生想開創的新方向，但迎面而來的直

接問題，不是人才缺乏或是中國政治打壓，地方創生面臨最大的

問題，就是政府自己都在拆除地方文化，執行地方創生的人如何

屏東大學社發系大溝頂1051029

旗山國中拆1060513

日本時期郡長宿舍

能踏在文化涵養中向上發展令人隱優。

	 近幾年旗山傳統文化消逝相當快速，去年

九月旗山古早材燒碗粿因為空汙法而停止營

業；同年九月日治建築旗山郡守官社遭高雄市

水利局違法拆除；去年五月旗山戰後建築代表

─旗山國中活動中心遭高雄市政府拆除；今年

三月旗山洪厝百年老宅在高雄市文化局默許下

遭人拆除；今年九月旗山大溝頂老街被高雄市

水利局拆除了 1/4 建築，拳頭師、百年手工刻

印、洋裁女裝等多數珍貴的文化老店停止營

業。

	 兩年內逝去的旗山文化，都沒有非拆不可

理由，卻因為總總政治因素而成為最廉價的犧

牲品，但背後真正被影響的是在旗山討生活的

人們，旗山文化漸漸消逝，來走訪旗山老街的

人數當然變少！遊客來到這裡，想感受的是文

化的氛圍，因此旗山的未來發展，跟地方文化

息息相關，今天假如消逝了，旗山也將失去在

地與世界競爭的潛力。

	 暑假有幸參訪新加坡一趟，深刻感受台灣相較新加坡還保有

更多元的文化，但在新加坡卻能夠很明確告訴你我的文化有那些，

嘗試讓國家的文化在國際中佔有一席之位，但在台灣我看到的是

許多不信任自身的人，期待從他人得到自身的認可，久而久之原

本重要的事情，隨著人云亦云的心態也就不重要了。

	 今年 9月 7 日，也在我出訪新加坡的前一天，高雄市政府看

守內閣，不顧地方、各界對於旗山大溝頂文化的重視，拆除了 6

間老街的街屋，並持續宣告會繼續作業拆除大溝頂，此舉已經令

人民感受到，地方文化在利益、開發和條件交換的黑幕下，早已

是廉價的犧牲品，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想要回到旗山的青年，還

是回到一樣的問題？文化拆掉了旗山拿什麼與其他地區競爭！！

我們願景在哪裡呢？！

文化保存才能讓「地方創生」不是抄襲與複製

日本郡長宿舍遭市府拆除106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