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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若無做為，

便是要鼓勵人民來看齊囉！

環境
關懷

108.8.23.東芭蕉園木瓜田木瓜枯死

108.8.21.圓潭子段655-5
東環溝棕色強鹼水

108.8.14.西椰子園下游
棕色強鹼水

108.8.9.東芭蕉園滲出
pH12-14強鹼水

108.8.23 東芭蕉園香蕉田裡持續
流竄強鹼水，全區芭蕉A狗

108.8.20  西大豐橋PH12-14強鹼
108.8.23.東芭蕉園流入東田溝排水管

出現詭異咖啡色泡泡強鹼水

	 中鋼主導廢爐渣回填大林農地，一切都是不合法，高等行政

法院已判決高雄市政府要使出行政責任，要求中鋼中聯清理乾淨，

恢復原貌，但中鋼到底做了甚麼呢？為何還不履行清理的責任，

還在做無謂的行政訴訟遊戲，身為大財團無臉來承認錯誤，無意

願來解決釀成的大禍，這是哪門的大企業良知呢！？

	 打算就這樣讓旗山大林農田持續的蹂躪，持續地犧牲人民與

環境，讓中鋼及建發和萬大業者賺得黑心財，而不必負任何責任，

高雄市政府若無做為，便是要鼓勵人民來看齊囉！

	 這五年來只要連續下雨，

中鋼中聯回填的大林農地的廢

爐渣便出現 pH12-14 的強鹼

水。以下是我們的報導：

一、103 年 8 月，第一次的連

日雨：

污	汙染事實：由於回填完廢爐

渣後 103 年 8 月，第一次

的連日雨：周界農地溝渠出

現強鹼水污染，打破中鋼謊

言說沒汙染。

堵	中鋼中聯開始圍堵：103 年

9-11 月開始在全區做環溝

〈桃紅色線〉圍起來，鎖住強鹼水。

二、中鋼中聯從 103 年 9 月 -107 年 5 月四年來一連做了 7次工

程圍堵：

污	汙染事實：一次雨季一次戳破中鋼謊言，香蕉、木瓜、荔枝、

芭樂枯死，蝸牛、魚…暴斃。

堵	中鋼中聯：從 103 年 9 月 -107 年 5 月四年來事實汙染哪邊滲

出嚴重，中鋼就補強那邊，依然破功。

三、107 年 7-8 月雨季：

污	污染事實：大量強鹼水又滲入周界農地、溝渠，東芭蕉園全區

及西田菁園百棵景觀植物枯死。

堵	中鋼中聯再工程再圍堵：

◆	清掃檢視環溝，再打掉龜裂處，重做環溝〈紅色

框〉，另再打掉環溝上水泥柱，再增加水泥柱

數量補強及加入注射針筒打入強力固化膠〈綠色

框〉。中鋼 4年來花上好幾千萬做 8次無效的防

堵工程。

四、108 年 6 月 13 日豪雨出現汙染，一直到 7 月

13 日：

污	汙染事實：旗山圳第 2幹線乳黃色、浮沫強鹼水

福壽螺集體暴斃。東芭蕉園田溝棕色、乳黃色強

鹼水蝸牛暴斃。西田菁園茄子枯死、圓潭子段

655-5 西南環溝油漬汙染物，流入排水溝棕紅色

汙染物。

堵	中鋼中聯持續派員工湮滅證據：抽西、北地下井

水入環溝沖刷入旗山溪。拿長刷刷掉東環溝、東

芭蕉園汙染水。芭蕉園棕色強鹼水，挖旁田土蓋

住湮滅。外界強鹼水處，以水瓢舀出汙染水。

五、108 年 8月 8日豪雨出現汙染，一直到 8月 27 日：

污	汙染事實：

◆	不管 655-5 或 655-6 的東、西、南環溝壁全面性都滲出很多，

有乳白、乳黃、棕、橘、咖啡、綠、藍顏色的pH12-14強鹼水。

◆	東邊環溝外外壁強鹼水滲出東芭蕉園，全區香蕉 A狗 ( 台語 )，

全區木瓜園死亡，蝸牛集體死亡。

◆	西邊環溝外田菁園景觀植物死亡，椰子園內芭樂死亡。

◆	西南環溝外蚯蚓集體死亡。

堵	中鋼中聯持續派員工湮滅證據的工作：

◆	挖旁田土做土提圍堵強鹼水並以幫浦抽入或手舀舀入環溝。

◆	引地下水井和圳溝水進入環溝沖水稀釋，流入旗山溪及二人

圳。

◆	他還花多人力去檢查東南西面的環溝做記號。

◆	請工人以強力膠硬化劑混水泥來堵住宣洩的裂縫。

◆	請工人電動鑿鑽洞，以強力膠硬化劑混水泥來堵住。

◆	滲出太多處了，不再做記號，直接請工人電動鑿鑽洞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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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洲影像交換所門面

小朋友們排排坐一起吃李港ㄟ枝仔冰

	 在鄉村問路，開 google	map、講路名、地址通常都說不準，

反而是以當地住戶的小名、老樹、老地名、店家賣的物品最具代

表性，使鄉村報路方式格具地方溫度。因為這群人有共通的詞彙、

記憶、生活，講出來的內容，比準確的路名及門牌，更具有說服

力。「影像交換所」的地址是中洲路 38 號，地址講出來溪洲認識

的沒幾個，但假如說，「媽嚕角」、「里港仔」、「球間」，得

到的回應一定相當熱情與豐富，這個地方的文化就跑出來了。

起家不怕艱難，做木仔師傅的木板房

	 交換所場域的老頭家李正經老先生，在庄頭做木的技術人人

稱讚，尤其插榫頭的家具，各個做的耐用又別致。現今溪州庄很

多阿公阿嬤以前結婚的眠床、門窗、衣櫥等都是請李老先生一手

操刀，雖已過七、八十年的歲月，這些嫁妝不曾退色與壞去，依

然存放在家中最重要的位子。

	 李老先生做木有固定收入後，認識了妻子，開始在現交換所

最右邊的房子〈當時是空地〉，拿起木頭、木板、槌子等木工工具，

純手工蓋起一間木板房，並以竹子剝半前後交織，搭配泥土製成

牆面，防止雨水噴到木板房的主結構，一間準備經營家庭生活，

滿滿愛心的房子就這樣誕生了，也是現在影像交換所的前身。

七十年前一群女工捲菸的盛況

	 約民國 37、8 年，溪洲開始種植菸葉，從上溪洲到下洲仔也

有三到四個菸窯，李正經老先生會到菸窯買整片菸葉，載著菸葉

騎腳踏車到美濃刨 ( ㄎㄠ）菸草，再帶回家中給眾多女工捲菸，

但卻是花時間又重成本，李老先生乾脆以他木工師傅的本領，自

己製作刨 ( ㄎㄠ ) 菸的器材，以兩片木板之間製作彼此拉近與拉

遠的機關，將從菸窯買的煙葉放進兩個木板之間，再將兩塊木板

彼此相互靠近擠壓菸葉，直將菸葉擠壓成塊狀，拿刨刀出來將塊

狀菸葉刨成一片片的細片，之後就可以捲菸了。當時李家宅邸 (現

交換所 )	菸葉盛產期都會聚集數十女工，拿菸草來捲菸，最後再

將菸草剪齊及完成。

大家來去里港冰店吃冰！

	 菸葉生意做不久，約民國 41 年，家中孩子漸漸上小學，可以

幫忙分擔家中工作，李老先生再度利用多年木工的專業，研發出

製冰的木箱子，成為溪洲第一間冰店，紅遍溪洲大街小巷，由於

李正經老先生小名叫做港仔，每次溪洲人要吃冰，都會說「走！

我們來去李港吃冰」，所以李港ㄟ冰店成為溪洲人的一個新地標。

曾經有外地人來找朋友聽到要去「李港吃冰」，急忙婉拒，想說

為什麼要去這麼遠地方吃冰，這件事情也就成為溪州庄茶餘飯後

聊天說笑的內容。

	 李老先生家賣冰，全家七口總動員。三女兒李枝利阿嬤說，

冰店的營業時間就是一家人的作息時間，一起床，從煮糖水、炒

香蕉冰、備料、招待客人等，全天沒有休息，晚上全家人閉眼睛

才是冰店關門的時間。雖然如此，都沒有人有怨言，全家相當和

樂，總是很用心的在協助冰店的生意能更加好。

	 當時枝利阿嬤才國小四、五年級，早上到溪洲國小上學，下

午放學就揹著父親做的木箱子，帶著李港冰店的枝仔冰，到各個

街頭小孩子遊戲場所、廟口聚會的地方叫賣，「來唷~來買枝仔冰，

要不要買枝仔冰」的叫賣聲音，成為當時上洲、鯤洲兩里、甚至

武鹿坑的聚落午後阿公阿嬤們的回憶。

	 李港冰店冰品種類有很多元，四果冰、綠豆／紅豆冰、香蕉

清冰、枝仔冰等都是他們的招牌，由於當時整個溪州庄還沒有冰

箱，大家都會來我們這邊吃冰。對面是青果合作社的	角 (媽魯角 )

香蕉集貨場，農民都會從四處的蕉園，擔 40-60 公斤的香蕉來	角

交香蕉，做完事太累又領到錢了，大家都會來吃這裡吃一碗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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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港冰店右側紅磚牆面

五角〉，每到下午時段，李港冰店總是排隊排滿整條當時中洲路。

經營冰店還有撞球間，七逃仔趴妹的好去處

李港冰店面李政經兒子結婚照

阿嬤化妝分享

溪洲影像交換所1080424

	 交換所一棟三間的建築，中間這間經營冰店，左邊這間就租

給人經營撞球〈四顆算分的類型〉，撞球會請「球婆仔」負責算分、

陪客人打球，所以通常要請漂亮的女生當球婆，球間的生意才會

好！

	 當時冰店與隔壁球間成為上溪洲居民娛樂消遣的好去處，但

也常常遇到七逃仔在撞球間賴著不走的情形，甚至起衝突，「港

仔」想說這樣不行，不是自己經營的撞球間，沒辦法管理這些問

題，於是將撞球間設備買下來自己經營，並找自己的三女兒枝利

阿嬤擔任「球婆仔」，除了人漂亮外，又能夠應付這些七逃仔。

	 當時溪洲出很多厲害的撞球高手，整天都待在冰店旁的撞球

間等人來比賽，如果贏了，撞球的錢就是輸的人付，若只有一個

	 阿嬤說，嫁人媳婦的例行工作是從早上4點起床開始，燒材、

起火、煮飯、養豬、帶孩子到香蕉田工作，沒有在午休的，晚上

則到公井擔水回家儲水，家中常放較大卵石來手洗衣服。

	 農作之餘也外出做小工，沒有在休息，至於化妝沒有那麼多

時間，但若有化妝則旁邊的男人會說「較水！」。還是小姐的時

候，姐妹伴在一起都會學一點化妝，若要結婚時一定要挽面，成

為一種時尚。

	 溪洲的女人有的一生中也沒化過妝，都忙於工作，有的是化

淡妝，擦點面油 ( 膏 )，再塗上口紅，有的還會再塗上碰粉，有的

濃妝，一般還是以工作為主，若化妝太濃，流汗會不舒服，故平

常還是以不化妝或淡妝為主。

	 兩個阿嬤都已經 80 和 84 歲了，化妝成為她每天的日常，若

沒化妝就會感覺皮膚皺皺的，一生中越老才感受到越漂亮，因為

較不受家庭與長輩的約束，可以做自己，一切為自己而活，笑起

來，真正美，笑出老人的『水』來。

	 阿嬤說：「她今天很高興，能有那麼多的年輕人願意聽她們

人要撞球，那就得跟球婆仔撞球。枝立阿嬤擔任球婆時，從一開

始不是很會，與附近的七逃仔、撞球高手過招，最後也變成庄內

好手，很多七逃仔很喜歡找枝立阿嬤打撞球。

	 從做木欸、李港冰店、球間、捲菸，一間店會有這麼多不同

地表現。鄉村其實是用經驗認識彼此，一同經歷過那個時代的風

華，共同的時代記憶會令人懷念、卻也令人反省，過去人來人往

的	角	集貨場，現已成為荒煙蔓草的空地，溪洲懷念的是繁華嗎？

還是對於人與土地的信任。過去以人名、地名認路的方式，實質

將人與地方關係連接，人代表這間店、店代表這個區，甚至因為

店產生出舊地名，所以人的角色很直接的進入庄頭的土地中，我

們可以從一間店、一個地方感受到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特性，但現

今庄頭好像缺少了，缺少了現代人與土地的連結，這也許也是我

們一直在找尋的感覺。

阿嬤來交換人生水噹噹的過去
的故事，分享她們化妝與生活日常。」我說：「因為阿嬤從年輕

時工作到現在，都一直在工作，能擔二芎 60 公斤的香蕉，老時，

身體自然就那麼好，看起來年輕 20 歲。」

	 尊懷文教基金會分出一組人馬從去年開始在溪洲各個社區走

動，並在上洲里中洲路 38 號租了李家大厝旁的李政經建的發基

地，成立一個溪洲影像交換所，並在四月二十七日對溪洲人辦一

個茶會和做老照片與蕉農照片展覽，也邀請阿公阿嬤來此做香蕉

甜裸，而且又辦了為期一個半月的親子說故事和 DIY 活動，並與

大洲國中學校合作，開辦影像相機製作與拍攝活動，及陸陸續續

邀集在地與外來年輕人，關心昔日的阿公阿嬤的化妝和飲食與生

活文化，特別用一個星期時間和溪洲環境與人接觸，從而製作了

三支影片來描述溪洲，因而造成小鎮的點點漣漪，好像讓小鎮地

方找到了春天似的，增加了小鎮生活的話題和相互的激盪，也讓

關心鄉間社區的議題相互談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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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懷 168 期尊重與關懷月刊贊助名單

活動訊息看板：

會員徵信：【200】陳彥澤

贊助名單：【3000】無名氏【1200】郭月滿【500】黃魏慶【講師費】王繼伶、王繼維【導覽費】王繼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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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芷、宜靖、柔華、淑梅

【希望蕉園提供 2分地】呂明、【希望蕉園提供 5分地】呂秀英

台灣人如何自立自強救自己開始來救國家

	 從『一芳』及『一

沫日』飲品事件談民

主，談如何處理和成

為國家準則，以後不再

成為社會對立動亂的煽

惑！

	 在香港的『一芳手

搖飲店』發表不贊成反

送中後，受到國內與論

或大加報導沒良心而強

烈抵制消費；而一芳的台灣總部則出來發表那是加盟店的個人行

為，力圖要和其劃清界線，力保在台灣的消費市場；而同樣登陸

的手搖飲品店，也被要求被冠上來自中國台灣字眼，在台的總公

司也忙出來澄清，在中國並無分店，那是山寨店和公司無關；又

在台灣的某些店家，也趁此標舉支持反送中的店，似乎想藉此機

會穩固或贏得更多的消費者支持。這樣的亂象，皆來自於意識形

態及整個社會被操空的民主低能兒現象，足證台灣尚處民主低能

兒的社會。

	 去年高雄市長的選舉操控出『韓粉』的凝聚和行為，隨著選

舉的熱度升高及選情告急之下，出現反制的力量『韓黑』，也加

劇了兩方人員的對峙和言語衝突，互相指責對方不是和挑釁，也

產生彼此抹黑及造假傷害，更甚的是，有假借對方名譽發表不利

於對方訊息而嫁禍他方，真的五花八門，讓事情複雜化到霧裡看

花，而不可收拾。因而引起社會對立和造成動亂，這就是台灣尚

處民主低能兒社會的明證。

	 為何台灣選舉會有此種現象，當然不是現在才開始，而是要

從專制極權轉入民主時代所必須要經過的過程。由於民意所趨再

加上與論受到操控，所以當時的執政黨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至

最後換人與換黨執政。也因為如此，雙方已看到民器 (氣 ) 可用的

效果無價，誰能操控民器及抹殺對方不是而提高聲量，便能獲得

選民青睞，因而獲得選票而執政，於是，選舉成為各界要掌握資

日期 地點 名稱 講師 / 頭銜

10/11
15:00-17:00

溪洲影像交換所 鏡頭下的民俗生活
洪振傑 /2019 Wonder Foto Day 台北國際攝影藝術
交流展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民俗攝影特約攝影師

10/13 
09:30-11:30

溪洲影像交換所 植物藍晒的鄉村美食

講師：呂鎰榮 /
愛上台灣文化的馬來西亞人，底片攝影浪漫家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
講師：王繼強
愛上鄉村野菜的影像交換所負責人
旗山尊懷活水人文協會專案
人數：15 人
費用：隨喜贊助 / 拿能讓活動更棒東西來交換

11/7
18:30-20:30

台青蕉工作坊 老鷹想飛映後座談 梁皆得 導演〈老鷹想飛導演〉

帶大洲國中營隊登旗尾山20150724

源的利器。為了要掌握資源就必須要勝選，要勝選就要使出不擇

手段，越能掌握民器，操控民器，讓社會一陣紊亂，因而凝聚選

票而得到勝選。如此便演變成為，要出來選舉的人一定要能勝選，

黨才會提名他，一切以勝選為目的，最後卻成為選前的各項妥協

早已安排，選舉只是形式，選後各項問題依舊無解，只是換人換

黨執政而已。

	 如何能掌握民器就變成無比的重要，所以只要把選民安逸好、

教好、依靠政府資源的挹注成為習慣，就比較能挑起民氣，善用

民氣，進行選舉奪權的準備。所以在學校教育現場，講授民主卻

不實施民主，而是假民主及降低民主能力，一律趕入競技場相互

宰殺，而不必學習『如何關心家庭和社區的健全』，培養出不知

自我興趣和能力的孩子，成為趨炎附勢的下一代，也是為何台灣

的民主尚處在於民主低能兒程度而已的原因。政府成為最大幫派

的頭頭，換黨換人執政後還是依樣是最大幫派，控制資源挹注及

小惠安逸人民，只要聽話和順從便有糖吃，登入幫派的殿堂與其

同沾，這是兩派政黨的共同目標，台灣民主沒進步反而成為低能

兒的罪魁禍首。人民才是最大的輸家，到現在人民還不知道民主

的真諦，還不知道為何台灣還無法成為民主的國家？越是假民主，

或低能兒的民主，國家正向發展的動力就會越弱，各項的建構成

為看好不堪用的窘境。

	 所以台灣人民若要救自己，便要超越兩黨現有的做法來決定

自己的現在和未來，首先要透過選舉來改變這樣的文化，要讓民

氣長存，成為可談可論尊重與關懷的民主氣度，才能建造出自覺

與自立自強的民主結構，而非常受幫派物化成器而受人擺布的『民

器』。所以，今逢總統選舉在即，台灣人民應可拋開意識形態，

選出超越兩黨的舊政治框架外的真民主領袖，一起來重新建構民

主，來可談可論，來培養尊重與關懷的人文內涵，到學校落實真

民主的實踐道場，來建構國家資源如何公平正確的分配，來如何

讓選舉能有所規範，來如何拋開意識形態確立國家定位，來如何

處理海外商家受制於敵對國家的擺佈共識和準則，如此才能帶給

台灣人希望和正向成長的幸福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