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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山大林回填廢爐渣清理延宕過程的記錄

環境
關懷

103.9.19 議員勘查時，中鋼中聯金副總經理還再騙，中鋼能不汗顏嗎！

一、清理義務人 16 筆汙染農地清理計劃書提出一再延宕

1、107 年 6 月 7 日環保局函命 16 筆清理義務人黃胤鴒、戴

文慶及建發、萬大、中鋼中聯公司，於 107 年 6 月 7 日

於文到次日起 1年 6個月內完成清除處理，並於 60 日內

檢具廢棄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送原處分機關憑辦，逾期

未提出或未完成清理者，逕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行

政執行法第 29 條及第 34 條等規定辦理。

2、107 年 8 月 8 日應繳清運計畫書截止日，5個義務清運者

黃胤鴒、戴文慶及建發、萬大、中鋼中聯公司拖到 108

年5月22日，已延宕9個多月都還未完成提清運計畫書。

二、清理義務人 16 筆汙染農地清理計劃書未提出，而提訴願繼續

延宕

1、只靠萬大提清運計畫書補件，再退件，再提，再退件、、、

要延宕多久？

2、同時 5個義務清運者黃胤鴒、戴文慶及建發、萬大、中鋼

中聯公司再利用提訴願來繼續延宕！

3、至目前 108 年 5 月 22 日訴願委員會已駁回萬大公司、黃

胤鴒、建發公司、中鋼中聯公司訴願，另戴文慶提訴願

也已經駁回。

三、5筆的汙染農地併入 16 筆中，給清運義務者有機會，依法泡

製延宕

1、107年7月27日環保局辦理5筆汙染農地開挖，確認屬實。

2、107 年 8 月 10 日環保局函中鋼中聯公司將該 5筆地號土

地一併納入原 16 筆廢棄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規劃，並同

意延長期限至 107 年 9 月 30 日。但中鋼中聯並不理會，

9月 30 日中鋼中聯並沒提清理計畫書。107 年 8月 29 日

環保局函請5筆清理義務人黃胤鴒、戴文慶、建發公司、

萬大公司及中聯公司限清前陳述意見。事後又給清理義

務人戴文慶、萬大、黃胤鴒、建發、中鋼中聯公司可以

陳述意見。107年 9月 7日戴文慶、萬大提出陳述意見。

107 年 9月 12 日黃胤鴒提出陳述意見。

3、環保局第二次 107 年 10 月 19 日再命 5 筆清理義務人戴

文慶、萬大、黃胤鴒、建發、中鋼中聯公司限期於文到

次日起 1年 6個月內完成清除處理，並於 60 日內檢具系

爭「廢棄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送至局憑辦。

4、107 年 12 月 19 日到期，5筆清理義務人戴文慶、萬大、

黃胤鴒、建發、中鋼中聯公司還是未提出，再次拖延 7

個月，總共拖延 16 個月了。

四、5筆清運義務者再用行政訴訟來牽絆，逼使行政節節拖延！

1、108 年 3 月 26 日中聯、萬大及黃胤鴒三個清理義務人向

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訴訟。目前萬大行政訴訟已開庭。

2、108 年 5 月 22 日萬大律師已將戴文慶 16 筆另提處分，訴

願市府駁回，納入行政訴訟裡。

五、沒有標記土地遭棄置廢棄物之處理

1、108 年 5 月 22 日土地遭棄置廢棄物原 16 筆未註記：至地

政局調閱現已標註。

2、108年5月22日土地遭棄置廢棄物沒有註記5筆：環保局：

收到王老師寄來資料，會行文地政局標註。農田水利地

265-3 大林段 258。私人地圓潭子段 282-2 大林段 690。

承租地圓潭子段 264 大林段 512。國有地圓潭子段 654-

12 大林段 1049。業者地圓潭子段 281 大林段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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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蕉香港維多利亞港尖沙嘴開唱  1071207

當旗山遇見香港的音樂旅程之一 

	 從旗山搭車到左營，搭著捷運前往小港機場，這是台青蕉第

一次的國外演出。「香港」的名字和畫面，對於台灣經常在電影

中出現，這個距離台灣只有 1個小時飛行時間，大夥回想起小時

到大的記憶，一幕幕港劇在心頭，鐵定要是能夠走訪「銅鑼灣」、

「尖沙嘴」、「油麻地」，一方面可以一解面紗，一方面又能演

出台灣的台語歌曲，成就出一種表現自我又期待受益的心情，滿

布在大家的身上，而這也是旗山的香蕉男兒，第一次用音樂走出

台灣。

	 在前往香港的前幾個禮拜，與曾經來台灣結識的香港朋友連

繫，下飛機後，果然「拾貳早已經在機場久候，一起協助接地搭

乘公車進入市區」。從郊野到繁華，才知道香港的擁擠跟人潮，

幾乎是兩個台北的滿，雙線道的街區、捷運站內看不清地板顏色

的腳步，「台北其實還是很舒適的呢！」來過數次香港，現在住

在台北打拼的鼓手堂軒，自滿的分享著。

	 的確，香港的街道有種英國風情，卻也很像台灣，一樣有琳

瑯滿目的招牌，但卻是車輛塞滿市區的道路，人群多的滿出來到

各個市區的公共空間，卻是我們這長期住在鄉村的青年，難以喘

息的景象。

	 第一次來香港，除了交通上的領教，在居住的空間也有很大

的感受。下飛機進入 AIRBNB 預定的房間，一晚 4000 台幣的雙人

房，就只有 4坪的大小，房間內上下舖、廁所就佔據了幾乎 2/3

的空間，兩個人在裡面站著顯得有些親近，行李箱每次整理要拿

東西，房間塞不下，都得拿到走廊上整理。

	 「這就是香港的劏房，小到不行的居住環境，這間已經算大

了，還有的只有一張床的大小，吃喝拉撒都在上面呢！」，拾貳

參觀了我們的安居落地，談著香港人生活大不容易的景象，「這

樣四坪大小的房間，租金換算一個月大概是 4-5 萬元台幣。令人

乍舌的答案聽著，我們的手卻沒停過，要把樂器跟行李都塞進去

房間，實在需要一點時間。

	 「準備一下晚上就要演出了！」我催促著大夥，此時已經是

下午 2點半，去吃一餐港式飲茶當午餐。拾貳特別請大夥飽餐一

頓，來到異地感受到朋友的情誼，叉燒包、燒賣、廣東炒麵等各

種好料就要幫我們養好精神，準備迎接晚上的演出。

	 香港最近開始流行「街頭演出」，那是由於香港租金提高，

及音樂風氣改變與政府對於展演空間的管制，本來有不少的演出

空間都已收掉，轉到以簡單器材的街頭演出，來讓更多喜歡音樂

表演的朋友，有機會可以展現。第一天的演出，我們跟當地的團

體接洽，與其他在地音樂人，來到觀光客匯集的「尖沙嘴碼頭」，

◎台青蕉老王

雖然說台青蕉已經有街頭演的出經驗，可以說是台灣樂團中的佼

佼者，但在國外街頭演出，還是格外要有一些注意，才剛開始試

音，一旁的香港保安就已經來此盯上。

	 在台灣街頭表演，雖然有街頭藝人制度，但有申請隨處都可

以有一些演出，通常是大家共同共識，野台文化在台灣已經行之

有年。但香港由於一些中國移民來的大媽，經常在公共空間大聲

撥放音樂來跳舞演唱，導致香港政府對於街頭演出，也開始有一

定的設限，像是江湖術士一般讓人投錢打賞的，抓的特別嚴厲。

當晚台青蕉的演出，也遇到這類的監督，主辦跟我們耳提面命，

如果有人要給你打賞，就請私下交易，否則有可能會觸動這些保

安。頓時那種走到哪！唱到哪！的旅人浪漫，就此打破。對於政

治敏感的我們，很快地感受到，言論自由本身的享有，從街頭的

表現就可以體現，香港目前的狀況。

	 這晚隨著維多利亞港，八點鐘整點的光雕秀，打卡人潮滿滿

的尖沙嘴碼頭，我們發著旗山帶來的自然農法舊北蕉，唱著青春

的歌曲。就在保安的全程監控和人群聆聽下，隨興而自在的把台

灣那一點點街頭自由的氣息和狂放，慢慢進入香港的夜空。(待續)

台青蕉香港場土溝灣  1071208

台青蕉香港維多利亞港10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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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洲雙龍寺

溪洲雙龍寺董公祖

照見洲仔庄興衰的慈目─ 溪洲雙龍寺董公廟

	 傍晚的中洲路水泄不通，十幾頂神轎在各廟宇人員的推動下

經過一張又一張的香案。一張張虔誠的面孔敬備茶水四果並手持

清香，在神轎經過自家門前時恭敬朝拜。這天是農曆十一月廿六

日，是被暱稱為「董公廟」的溪洲雙龍寺外出刈香請火的日子。

每年雙龍寺都會到外地請火，其地點不固定，可能到北台灣的石

門水庫、台南沿海的四草或恆春半島的四重溪等等。唯一不變的，

就是雙龍寺的刈香請火必定會在農曆十一月廿七日主神董公真仙

聖誕前夕舉行。這天是溪洲庄內一年當中最熱鬧的日子之一，溪

洲庄內不管大廟、社區廟或者私人壇大部分都會出轎贊境，各單

位從下午在華興街車頭處接香到晚上入廟安座皆會全程參與，整

個溪洲都動了起來。

	 雙龍寺主祀董公真仙（董公祖）與迦毘羅王（尪公祖）兩位

神祇，陪祀則有中壇元帥、福德正神、月老公、註生娘娘及虎爺

公等。西元 1740 年（清乾隆五年），來自福建安溪石壁的郭姓四

兄弟來到當時隸屬台灣府台灣縣羅漢外門庄的溪洲地區定居時，

奉請了家鄉固美樓供奉的董公真仙、廣澤尊王（聖王公）以及靈

護廟供奉的迦毘羅王金身前來。當時溪洲地區有西拉雅族的大傑

顛社人居住，想必是經過了一段族群交流的過程。逐漸安頓以後

郭姓四兄弟決議將三尊神聖供奉在長房大厝之中一同祭拜，也開

放讓其他庄民朝拜。就這樣董公祖、尪公祖與聖王公逐漸成為下

洲仔庄的主要信仰，庄民絡繹不絕地往郭家大厝祈福敬拜。西元

1945 年庄民決議推舉董公祖與尪公祖為下洲仔庄庄主並擇地建廟

（聖王公則留在郭家做為私佛），建成廟宇命名為「雙龍寺」，

即為今日雙龍寺之肇始。

	 董公真仙與迦毘羅王在台灣屬於罕見神祇，在福建安溪卻是

相當盛行的信仰。董公真仙在台灣的開台級大廟共有六所，分別

位於宜蘭頭城、台北新店、台中清水、嘉義義竹、屏東萬丹與高

雄旗山。這幾所廟宇對於董公真仙（部分廟宇稱董公真人）的生

平由來都有不同說法，唯一相同的便是董公祖乃是一名相當早慧

的高僧，所以神像都是年輕或幼年的僧侶貌。迦毘羅王（又稱里

主尊王）相傳為隋代的安溪押遷官，其姓張名純，因帶領百姓開

拓安溪有功而受到崇祀。台灣以迦毘羅王為主神的廟宇只有兩所，

其餘都只算是陪祀神，這兩所一為嘉義鹿草的華封堂（稱里主尊

王），其二便是雙龍寺了。董公祖為祖師類的高僧信仰，善於驅

邪押煞，因而在各地都有斬妖伏魔的傳說。此外董公祖也非常善

於擇日，至今下洲仔庄中還是有許多人會請董公祖幫忙擇定婚喪

喜慶的日子。

	 乩童操寶接禮，開路鼓為轎班的腳步伴奏，廟埕上的一頂頂

友廟神轎在乩童的引領下入廟拜禮後迎來最後的高潮。牌樓與拜

亭的瀑布炮不停噴落，拿著比自己還高的大鯊魚劍的乩童站上神

轎，鼓動著轎班向前衝。最後董公祖、尪公祖與土地公的三頂神

轎依序衝入廟中，乩童在神桌前指示廟務，轎內神尊則依序被請

回到神龕中，刈香請火圓滿大吉。隔天董公祖聖誕正日，熙來攘

往的香客一早就滿佈廟堂，接續著要祝董公祖聖誕萬壽。下午廟

埕由董公祖降駕主持的犒軍賞兵不只慰勞無形的兵將，董公祖也

為在場的信眾們收驚祭改。加上晚上舉行的平安宴，連兩日大家

都沐浴在董公祖跟尪公祖的神恩庇佑之中。慶典過後庄內恢復寧

靜，但神靈仍默默保佑百姓們安居樂業。敬字亭上與屋宇間的剪

黏依然壯麗，廟埕聳立的大榕樹氣根猶然輕飄。董公祖與尪公祖

來到溪洲庄將近兩百八十個年頭，一直以來都照看著庄內人們的

日常生活，也見證了溪洲這個香蕉王國的興衰發展。

◎烜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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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懷 166 期尊重與關懷月刊贊助名單

會員徵信：【2400】向玉如、王寶雪、莊麗禾【400】陳彥澤
贊助名單：【9000】無名氏【7600】向玉如【1000】秦柔華、郭土龍、曾錦元【講師費】王繼強、王繼維、王繼玲【導覽費】王繼強、

王繼維【2000】圓潭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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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旅遊志工協助：中義、貽芬、繼維、繼強、繼伶、合沅
專職志工：中義、貽芬				蕉園體驗：中義、繼維、繼強、合沅、繼伶、貽芬
影像交換所：中義、繼維、繼強、合沅、繼伶、貽芬、鎰榮、香蕉、柔華
【希望蕉園提供 2分地】呂明、【希望蕉園提供 5分地】呂秀英

尊懷文教基金會暑期活動大放送

營隊時間：8/12-8/17

比賽獎金：首獎：獎狀 +獎金一萬五千元

	 特獎：獎狀 +居民交換之農產品

參加對象：9 人，以喜歡社區、鄉村環境，對影像紀錄有興趣者，

以有剪輯過影片者〈提供影像作品〉、社區參與實務

經驗者為佳。

活動方式：學員以小組型態進行拍攝，並娉請「社區領航員」、

「紀錄片導演」與參賽者進入社區討論及創作，最後

舉辦成果放映會，邀集社區長輩、業界老師擔任評審，

優勝方獲得獎狀與獎金。

參賽地點：影像交換所、旗山溪洲地區

營隊時間：7/2-7/3、8/22-23

參加對象：國中學生 (7 月 )、全台青年 (8 月 )

活動方式：從影像認識鄉村，推起影像交換攤車，從老照片與阿公阿嬤談起各

種社區故事，做植物藍晒、自製紙相機感受鄉村的可貴的溫情，用

影像來說話。

活動時間：7/24-26

活動地點：旗山、美濃地區人數：20 人 / 小三 -

小六學生 (10 人以上開團 )

活動經費：一人 5000 元，作伙兩人 8500)

時間：7/10-12( 星期三 - 五 )

地點：旗山尊懷文教基金會、旗山野溪

參加對象與人數：12 至 30 歲，20 位青年朋友 ( 以國、高中生優

先錄取 )。

培訓有保證金：繳交 500 元保證金，全勤退費。培訓全勤參加頒

發培訓證書。

課程包含：野溪探險、社區闖三關、青年異言堂、志工實務實習等，

以探索體驗的方式認識志願服務的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