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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夢 最美希望相隨
/ 文峰國小

/ 新隆國小
苗栗縣銅鑼鄉的新隆國小，地理環境偏
遠卻格外優質，擁有群山環繞和豐富的自然生
態資源。2016 年校園內開始種植馬利筋及高
氏佛澤蘭後，培育出多種蝴蝶，每到春、夏間
總出現蝴蝶翩翩起舞迎夏日的盛況，今年更在
蝴蝶區掛上生態看板，讓大人小孩都能詳細了
解其知識生態，且更進一步認識群蝶特性。
根據生態導覽解說看板，馬利筋、高士
佛澤蘭在蝴蝶生態方面具有極大意義。馬利筋
全株具毒性，艷麗樺斑蝶在幼蟲階段，以馬利
筋的嫩莖與葉為食，蛻變蝴蝶也喜歡吸食馬利

文林國中創校於民國三十五年，位處銅
鑼鄉，界於三義、西湖兩鄉之間，交通便利，
山明水秀、民風純樸，是最適宜陶冶學子之
地。七十二年來培育了許許多多的莘莘學子，
校友人才輩出，涵蓋士農工商各行各業，分佈
在全國各個角落，在各崗位上謹守本分，在各
領域中發光發熱，服務社會貢獻國家。學校草
創初期百廢待舉，然而歷經七十載的蛻變與洗
禮，在歷任校長辛勤耕耘用心辦學及許多教職
員工奉獻青春無悔付出，地方仕紳、社區民眾
家長與校友的熱心支持與愛護下，文中校園已
綠意盎然，花木扶疏，完善的校舍及宏偉的逢
甲禮堂…等。
校如其名，文林國中是一所文風鼎盛、
美而精緻的優質學校，校風純樸，學生敦厚有
禮，教育團隊積極認真更充滿熱忱，親師生互
動融洽，是個溫馨和諧的學習樂園。文林的學
子能文能武，多元發展，在『文』的方面，為
了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校大力推廣晨光閱
讀，參加苗栗縣文狀元競賽成績優異；另外本
校師生參加 107 年度全國語文競賽苗栗縣複
賽，成績亮眼，盧俐文老師榮獲教師組字音字
形第一名、學生黃建雲榮獲客語字音字形第一
名、學生許詠婷榮獲國語朗讀第一名，將代表
苗栗縣參加全國語文競賽 ; 參加苗栗縣技藝教

筋花蜜，艷麗樺斑蝶累積毒素，轉化成防衛武
器，讓獵食牠的天敵噁心，下次敬而遠之，有
助於族群繁衍。
至於高士佛澤蘭則是台灣原生植物，雄
性的斑蝶喜歡吸食高士佛澤蘭的花蜜，因含有
生物鹼的特殊成分，為雄蝶合成性費洛蒙斑蝶
素的重要先驅物質，吸食足夠的高士佛澤蘭花
蜜，有利吸引雌蝶交配。
學校還在思源館牆面上，以打包帶製成
的風車、黏著在竹子、樹枝及牆面的人工蝴蝶
做裝飾藝術。蝴蝶、風車隨風搖曳，與蝴蝶生
態園區相映成趣，並以「蝴氣漫校園，蝶影舞
新隆」為此命名，打造校園美感角落。

/ 文林國中學務主任 吳佳瑩

育競賽，學生成績亦相當優異。感謝往昔師長
奠下的基礎，更要歸功於學校所有同仁的盡心
盡力辛勞的付出。
文林學子除了能『文』，在『武』的方
面，本校成立了田徑隊、棒球隊、籃球隊及跆
拳道隊，在吳紫伊組長、黃文中教練、吳一平
老師及許志嘉教練帶領下，利用有限的時間辛
勤練習，近幾年對外參加各項體育競賽，屢創
佳績，實屬不易。感謝縣府及鄉公所在體育經
費上給予學校的支持，及對於參賽學生不吝於
頒發獎金以資鼓勵。
七十二週年校慶的校慶活動，承蒙各界
長官、家長會曾國政會長暨所有委員的全力支
援；也要感謝地方賢達人士、熱心家長及歷屆
校友們出錢出力，慷慨贊助與熱情參與；更
要感謝文林國中教師與行政團隊的用心，讓
七十二年校慶留下甘甜美好的成果。
文林國中不斷的蛻變，不斷的力求進步，
在校長、行政及教師的努力下，為銅鑼鄉子弟
創造更優質的就學環境，針對不同學生給予屬
於他們自己的舞台發揮所長，使每位學子適性
揚才，成為社會國家的棟樑，期待學校的整體
發展及學生的學習表現上都能獲得各界的肯定
與讚賞。

/ 九湖國小

/ 銅鑼國小 楊秋英

銅鑼國小為發展兒童多元智能，以優勢智能提升及帶動各項智慧之均衡發展，特別重視
能展現兒童興趣與活力之社團活動。
目前學校規劃之各年級及跨年級之動靜態社團約二十餘個，包含客家藝文、電腦程式設
計、國樂、田徑、舞龍、棒球、武術、跆拳道、直排輪及各種球類、棋藝、桌遊、跳繩、舞蹈
等……期望能透過多元活動的參與，培養兒童發展課業之外的興趣，並展現自信與活力。由於
社團指導老師及教練的用心教學與鼓勵，學生在各項競賽中也經常榮獲佳績。
在現今資訊蓬勃的時代，身為教師或家長的我們，常常期待孩子學了什麼就要馬上看見
成果，殊不知孩子在參與競賽或在社團體驗到的合作學習歷程，不論是否獲得佳績，在學習過
程中的每一個專注練習、自我肯定及勇於發揮，都已經奠定了兒童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石，成就
了孩子學習的特殊養分。非常期待家長們除了注重課業的學習，也能多方面的培養孩子在不同
的學習領域上專注學習的功夫，以具備挑戰未來多變社會的能力，共創孩子美好的未來。

銅鑼國小 120 週年校慶、國樂創團 20 週年暖身系列活動 ~ 國樂團於 11 月 25 日在九湖莊餐廳杭菊節快閃演出。
美桃校長親自帶領國樂團走出學校，擴大練習場域與經驗，感謝國樂協會黃肇乾理事長全程在現場打氣與指
導，也感謝鄉親們熱情的掌聲鼓勵與行動支持，孩子們得到了與平日在校練習時完全不一樣的經驗與感受，
因此在 12 月 4 日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苗栗縣初賽時榮獲絲竹室內樂優等的佳績。

棒球隊每日晨昏在彭文中教練指導下辛勤練習，11 月 17、18 二日參加徐生明盃棒球比賽。運動不忘藝術陶
冶―彩繪油紙傘，體驗在地美濃傳統文化藝術之美。近距離接受大聯盟旅美球星林仔偉、胡智為及陳偉殷
等人貼身指導各項棒球技巧，分享求學過程點滴，激勵在場選手們用功讀書、努力練習，假以時日一定能站
上夢想的舞台。

文峰國小創立迄今已經過了五十個年頭，
在歷任校長苦心的經營及地方賢達人士積極主
動參與之下，本校以穩健踏實的步履，一步一
腳印的致力於培養允文允文的現代化公民。多
年來，歷屆的畢業校友不管是在公部門或是在
其他各行業，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現，這凸顯出
文峰人勤勉與樸實的特質在職場上終能受到青
睞，嶄露頭角，因此，希冀本校莘莘學子，以
先輩為榜樣，戮力以赴，奮發向上，以迎向光
明璀璨的未來。
本校以「勤學、合群、懷德、創新」四
大願景，勾勒出未來文峰的學生圖像。學校師
長把「適性揚才」當成終身志業，凡事以身作
則，親力親為，對學生更是循循善誘，關愛有
加，在學業及生活上均尊重並支持每位學生的
個別差異，採取恩威並濟，關懷互助的正向教
導方式，讓學生天賦得以開展。另外，希望家
長能安心工作，學生能順利就學，學校積極引
進社會資源，協助弱勢族群翻轉人生的努力，
更是深獲家長的肯定。相信在充滿愛與關懷環
境下長大的文峰孩子，長大之後必能知恩圖
報，傳遞慈悲良善的種子，盡己之力回饋社會
與國家。
本校與社區互動熱絡，家長信任學校，
學校也積極與社區合作推動各項藝文與在地文
化活動，以達到資源共享與共好之目標。本校
考量社區地理位置之偏遠特性、弱勢家長育兒

困境，今年八月，在現任校長詹建華及各方賢
德人士的積極奔走之下，終於奉准成立附設幼
兒園，這對於整個學校學制的串聯及地方教育
向下紮根的工作，可說是邁向新的里程碑。當
然，草創之初，必是備受艱辛，但秉持著「教
育者無他，唯愛與榜樣」的信念，經過多日的
努力，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孩子逐漸平穩上
學情緒、破涕為笑，笑著跟家人說再見、開心
走進教室、主動與老師及同學們道早、學習照
顧自己並主動投入各式教學活動，看著幼兒園
的小小孩們和老師一起晨圈、烹飪、遊戲、徜
徉於大自然中、好奇的探索並討論著生活裡有
趣的發現，相信文峰的未來就會像是孩子的笑
容一樣燦爛。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前清舉人吳
子光結草堂耕讀於此，一時文風鼎盛，蔚為風
氣。相信每個文峰人都會珍藏並串聯那一段屬
於文峰驕傲的往事與美麗印記，並從中習得感
恩與榮譽的傳承，以荷擔文峰承先啟後的重責
大任。相信在十二年國教無垠的藍海中一定能
保有我們一席之地，作為新一代的文峰人，在
今後的工作中定會時刻發揚學校的優良傳統，
踏實工作，嚴謹真誠，認真履行為師為生的神
聖使命。奮起吧！揚帆啟程，協力同行，為培
養與時俱進的全方位人才，為學校更加輝煌的
明天貢獻自己的力量。

客家藝文校內競賽，二年級將學習成果展現給全校師
生欣賞；並與幼兒園代表本校參加客家委員會舉辦之
客家藝文競賽中區初賽，分別榮獲口說藝術低年級組
及歌唱幼兒園組優等佳績，幼兒園並於賽與范佐銘副
主委開心合影留念。

107 年 10 月 5 日教育部訪視委員一行人
來到客家小鎮 : 銅鑼收割一年來數位學習成
果，今年課程總共開 28 門課有、平板、智慧
手機 LINE、GOOGLE 導航、創意多肉、相片
書設計製作、標籤設計與製作，文書處理、空
拍、影片剪接、在地手工米麴 / 豆腐乳、直播
入門學、直播線上看、APP 好好玩、品牌識
別設計、一頁網進階美學設計……等等豐富又
實用的課程。
這些年來駐點人員認真用心耕耘至今，
與 DOC 學員們一起成長，每年開課報名都超
額。學員們一路相挺，都很支持 DOC 的課程，
也給予許多懇切的建議，讓 DOC 越來越好。
誠懇的態度，穩健踏實的帶著 DOC 推動地方
特色的發展，除了本鄉鎮之外，< 行動教室 >
更將服務帶到後龍三義泰安等偏遠山區，嘉惠
更多需要數位學習的族群。
中高齡長輩們更喜愛 LINE 社群、手機

APP 的學習，手機是現代生活中最常使用的
數位產品，解決很多生活困擾，我們希望學員
不用怕，從基礎慢慢開始學習， DOC 的課程
能夠結合生活，學習起來更有興趣和成就也在
此呼籲想學習數位相關課程的夥伴們明年三月
初可要把握機會可與數位中心駐點人員聯絡也
可掃描 QR code 加入我們的課程連絡站群組掌
握課程訊息。
電話 : 0918863383 彭懷玉
課程連絡站 QR code

/ 數位機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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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興國小

用心努力的教練篇 ~ 善用每天的晨曦、午後或假日時光：羅世宏老師於榕樹下進行武術指導、陳柏憲老師於
操場及周邊指導田徑及舞龍、許志嘉老師於多功能教室指導跆拳道。體育團隊對於鍛鍊學生強健的體魄及提
升專注力成效都相當不錯哦！

/ 圖書館

客家人的覺醒於 1988 年 12 月 28 日，全台灣客家社團聯合發動「還我客家話」「還我
母語」大遊行。運動之後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陸續的組成，大學成立「客家學院」、「客
家研究所」。2001 年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3 年成立客家電視台正式開播，成功
的邁向一個新旅程。
〈涯係客家人〉是一首由吳盛智作曲、涂敏恒填詞的客家歌曲：「五穀有種百草有根，
不管恩人在哪鄉，牽腸掛肚，涯是客家人，鼻孔有氣手脈不停，管佢世界亂紛紛，心肝記得，
涯是客家人，踏正你個腳踵根，昂起你個硬頸筋，風霜大雨涯不驚，日頭先照客家人，秤不
離鉈鉈不離秤，雖然離家千萬里，萬代不忘，涯是客家人」。
客家語言在台灣並非強勢語言，客家人都說「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
不忘祖宗聲」。如何傳承與保存自身的客家文化，必須靠所有客家鄉親自立自強突破困境。

中興國小附設幼兒園在校長與總務主任
努力爭取與規劃下，於 107 年 8 月 1 日成立，
中興國小的廣闊校園是孩子自由探索、快樂學
習的最佳園地。建立幼兒良好品格及經由『我
的學校』為主題的生活與體驗的學習歷程是我
們近程的課程目標。
在溫馨的學習環境中，每個孩子都健康、
快樂與自信的成長，班級模式是三個不同年齡
層之混齡方式，進行班級經營及教學活動，考

驗著教保服務人員的專業能力與團隊的合作精
神表現。
本校附幼著重師生的互動，孩子適性發
展，並在各學習區中，自由遊戲與探索；發現、
體驗不同的學習面向，藉由幼兒自由探索、主
動學習、發揮創意，透過互動、協商、討論，
共同合作完成作品，除此之外，良好品格學
習、勇於分享發表及解決問題等，培養孩子帶
得走的能力。

九湖國小十一月三日熱鬧滾滾舉辦學校
暨社區聯合運動會，整場活動以表演節目拉開
序幕，有幼兒園的洗澡歌和潑水歌、低年級的
學貓叫及愛的迷宮、中年級的客語歌唱舞蹈、
高年級的海草舞和客語口說藝術表演，還有九
湖社區歌謠班及舞蹈班的贊助演出，個個都獲
得如雷的掌聲。
跑！跑！跑！向前跑！珍惜一分和一秒，
目標就在不遠了。在六十公尺個人賽中，參賽
者無不爭先恐後，拼盡全力向前衝，而大隊接
力槍聲響起，一棒接著一棒，考驗著彼此的默
契，同心協力搶第一。趣味競賽更是家長與孩
子之間的歡樂時光，爸爸媽媽時而在場邊為孩

興隆國小在全校親師
生攜手努力下，共同規劃多
元的課程，如烏克麗麗、陶
笛、太鼓、直排輪、英語、
國際交流、水保課程，替在
地學子創造更多教育的可能
性。此外，爭取資源挹注，
如食農教育、藝術深耕、教
育優先區、美感教育等專案，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由於
深獲家長認可，興隆國小自
105 學年度起，每年學生數
穩健成長。
本校 107 年下半年度除
獲邀於「中部農業博覽會」擔任演出，參加
各項活動均獲得佳績：1.107 年推動夏日樂學
計畫課程模組，榮獲全國「優等」暨獎勵金 5
萬元。2. 暑期保護青少年 - 青春專案榮獲全縣
「特優」。3. 學生作品獲國語日報刊登已達
18 篇 ( 自 105 學年度迄今 )。4. 學生作品榮獲
「曬曬教師節」創意教師賀卡比賽 - 全國國小
組「優等」，並獲教育部指定為 107 年教師節
電子賀卡。5.107 年度「全國語文競賽苗栗縣
複賽」饒珮琪老師榮獲社會組作文全縣「第一
名」、徐晨皓老師榮獲社會組客語字音字形全

子們加油打氣，時而親自下場親子同樂並肩作
戰，大家一起努力爭取勝利拿獎品。
另外，在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九湖
台地杭菊盛開，如夢境般的美景，令人如癡如
醉，每年的「杭菊芋頭節－菊祥如芋」活動更
是地方上的盛事。今年九湖國小再度獲邀擔任
開幕迎賓表演的重責大任，當天九湖孩子們帶
來「天一光、平安戲」兩首客語歌唱和舞蹈，
純真稚嫩的歌聲、生動活潑的舞蹈，加上可愛
靦腆的笑容，讓在場觀眾無不給予熱烈的掌聲
和一致的好評，不但成功炒熱現場的氣氛，也
充分呈現出學校在客家文化傳承上的努力，小
朋友真的好棒棒！

/ 興隆國小

縣「第一名」，將代表苗栗縣參加全國語文競
賽。 6.107 年度客家藝文競賽中區初賽 - 國小
高年級組客語口說藝術類、幼兒園組客語歌唱
表演類均榮獲甲等獎好成績。
興 隆 國 小 自 西 元 1899 年 創 校 即 將 邁 入
120 年。二甲子的時光如一條綿延的河，圍繞
著興隆的大樟樹，我們將以「樟顯興隆」為
目標，創造「幸福 120」，預計於 108 年 4 月
27( 六 )、28( 日 ) 舉辦 120 週年校慶。歡迎鄉
親共下來寮 !

業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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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 清潔隊

銅鑼鄉為發展多元化垃圾處理政策、落
實垃圾減量及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於 107 年
7 月 6 日 ( 星期五 ) 早上 10:00 在清潔隊衛生
垃圾掩埋場旁辦理『資源再生修繕廠』啟用說
明會。本所清潔隊為減少焚化處理費用，延長
掩埋場使用年限，回收巨大廢棄物，整修後再
利用，本所結合苗栗地檢署提供社會勞動人
力，發揮專長巧思，化腐朽為神奇，創造回收
資源新價值。
代理鄉長張正秋表示：非常感謝這些辛
苦的清潔隊員與苗栗地檢署合作，能夠將民眾
丟棄不要的舊傢俱，製作成美輪美奐的傢俱，
堪稱環保再生的表率，更加印證『丟棄是垃
圾 • 回收即資源』這句話的真諦；本鄉每年
巨大廢傢俱產出約 150 噸，鄉公所每年花在燒

/ 政風室

垃圾的處理費用高達 150 萬元，相當可觀。只
有加強回收再生再利用及垃圾減量政策的推
廣，撙節垃圾處理費用，讓更多的經費挹注銅
鑼鄉各項鄉政建設，締造全鄉民更大的福祉。
鄉公所清潔隊所回收的大型家具若屬堪
用狀態，則經整修後再利用，免費贈與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落實資源回收再
利用，既是扶助弱勢也是功德一件，又能為環
保盡一份心力。
銅鑼鄉公所清潔隊透過面對面的溝通傳
輸環境教育觀念，俾利於推動並落實資源回收
工作，以永續經營的負責態度，向垃圾全分
類、零廢棄的目標邁進。清潔隊隊長 - 李文焱
連絡電話：980860、0952-970711
107 年 9 月 29 日， 當 晚 19 點 至 22 點 在
銅鑼火車站前廣場前。銅鑼社區發展協會舉辦
客家山歌、婦聯會歌謠、土風舞、弦樂班、肚
皮舞、晨曦舞、熱歌勁舞、日語班歌謠等，聯
合成果發表晚會，並邀請全村民同樂活動。
當天下午 15 點由張理事長桂英會同志工
團隊們，進入會場佈置及整理摸彩禮品準備工
作事宜，19 點時刻未到，已見熱情鄉親們開
始踴躍進入會場，節目開始由各社團輪番上
台，個個精神抖擻全力以赴精采演出高水準節
目，獲得鄉民們熱烈掌聲，安可聲不斷響起，
絕無冷場！
晚上 21 點徐縣長耀昌蒞臨會場，由張代
理鄉長正秋會同陳委員、羅議員，以及各級長
官上台向台下數千多位觀眾致意祝福每個家庭
快樂幸福。
接近尾聲由張代理鄉長和徐縣長各抽一
台 42 吋電視壹台，現場氣氛帶到最高點，得
獎人員最後由張理事長帶領全體理監事及志工
團隊向全體觀眾互道珍重再見，大會圓滿成
功！

唐朝天寶年間發生安史之亂，張繼避亂
逃至江浙楓橋一帶而作一首《楓橋夜泊》成為
千年之作，膾炙人口朗朗而讀，「月落烏啼霜
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
半鐘聲到客船」，所提寒山寺因名僧寒山而得
名也拜其所賜留名千古。
寒山問曰：「世間有人謗我、欺我、辱我、
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該如何處之
乎？」拾得答曰：「只需忍他、讓他、由他、
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
且看他。」寒山、拾得兩位大師，是我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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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著名的詩僧，行跡特異話語非常，留下了
寒山拾得問答錄，相傳是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
的化身。
寒山問拾得或許能給大家啟示「沉默絕
不是懦弱，忍耐也不是麻木。」希望做個有智
慧的人；「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
頭。」更仰望做個有修養的人。常言道：「口
是心非、為非作歹、造口業易、修功德難。」，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
形。」世人應修身養性廣種福田消除業障，也
值得芸芸眾生反醒省思。

/ 民政課

/ 戶政事務所
死亡給付分本人死亡給付及家屬死亡給 ●本人死亡給付（需本人為被保險人）→ 向
投保單位申請
付，以被保險人死亡之當月起前 6 個月之平均
1. 一般情況，請領喪葬津貼 5 個月。
月投保薪資為基數，二者不可重複請領，請申
2. 被保險人死亡，其遺屬不符合請領遺屬
請人釐清何者數額較高再行決定，家屬有數人
年金給付或遺屬津貼條件，或無遺屬者，
時應再釐清由何人申請較為適合：
由支出殯葬費之人，按被保險人死亡之
當月（含）起前 6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
●家屬死亡給付 → 向投保單位或戶政事務所
資請領 10 個月喪葬津貼。
申請
1. 父母、配偶死亡時，發給 3 個月。
2. 年滿 12 歲之子女死亡時，發給 2.5 個月。
3. 未滿 12 歲之子女死亡時，發給 1.5 個月。

/ 地政室

鄉親至苗栗縣各地政事務所申辦地政業
務繳納地政規費，現行提供多元管道方式，如
晶片金融卡 ATM、信用卡、悠遊卡或一卡通
等電子錢包，均可臨櫃繳納或線上繳納服務。
依據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官網
消息，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持卡人持以下
各發卡機構信用卡繳費，發卡機構配合主管機
關政策於 107 年度免向持卡人計收手續費 :
中國信託、兆豐商銀、國泰世華、玉山
銀行、聯邦商銀、上海商銀、永豐銀行凱基銀

組別 : 幼兒園組

組別 : 國小中年組
名次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第1名

中興

陳宜辰

吳昭枝

第2名

九湖

黃印

曾鳳絹

第3名

九湖

黃子菱

曾鳳絹

最佳台風獎

文峰

黃玉燁

張詠捷

最佳台風獎

新隆

吳沂澄

黃吟如

最佳台風獎

銅鑼

邱子芹

黃淑滿

最佳台風獎

興隆

魏于晴

陳佳鞠

最佳台風獎

中興

徐澄銨

吳昭枝

名次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最佳台風獎

九湖

彭彥愷

巫佳蓉

第1名

九湖

劉力仁

邱碧緣

最佳台風獎

銅鑼

傅柚涵

吳美蓉

第2名

樟樹

徐醇翔

鍾海萍

最佳台風獎

新隆

盛祺宸

詹淑一

第3名

九湖

古宣榕

邱碧緣

最佳台風獎

新盛

陳以恩

張桂蘭

組別 : 國小低年組

鄉長表達由衷的敬意，並希望這些典範、善
行，能散播到社會各角落，讓社會更溫馨祥
和。為表達對模範父親及好人好事敬佩與感謝
之意，在表揚大會中特別致贈每位受表揚者精
緻之匾額及禮品，還特別邀請李瑞珍舞蹈工作
室 ( 阿哥哥、一定是他 ) 陽光舞蹈健身班 ( 李
玉如老師 ) 長青關帝會電音三太子 ( 陣頭文化
表演 ) 使每位受表揚者忘卻過去的辛勞。
張代理鄉長認為受表揚模範父親的共通
點都是無怨無悔付出、教導子女有成及熱誠服
務鄉里；在他心目中，父親如山，為孩子抵檔
狂風暴雨，細心呵護成長，永遠是子女最堅強
的靠山，家庭和樂穩定促進社會風氣及倫理道
德向上提昇，同時鼓勵為人子女應及時行孝，
不可讓父母憂心。
代理鄉長張正秋也推崇好人好事代表樂
善好施的精神，不僅發揚互助美德，也讓社會
處處有溫情，期待能有更多人加入行善助人的
行列，讓社會更祥和、更進步。

行、台北富邦銀行、遠東商銀、日盛商銀、台
新商銀、安泰商銀、星展銀行、新光商銀、元
大銀行、陽信銀行、華泰銀行、三信商銀、第
一銀行、台中銀行、樂天公司、華南商銀、合
作金庫、土地銀行、臺灣中小企銀、彰化銀行、
匯豐銀行、花旗銀行、永旺信用卡、高雄銀行
等 31 家金融機構。

/ 圖書館

107 年兒童客語說故事比賽於 9 月 19 日
於圖書館盛大舉行，國小分高、中、低、及幼
兒園幼兒組四組參賽，同月 30 日舉行頒獎典
禮，代理鄉長張正秋感謝參加學生及師長們對
於於客家文化的努力與貢獻，兩日的活動主席
多位代表村長也到場鼓勵加油使得活動更顯溫
馨熱鬧。

本 鄉 於 107 年 8 月 4 日 上 午 9 時 在 公 所
二樓會議室以簡單隆重之方式舉行 107 年度模
範父親暨好人好事表揚大會，並邀請鄉內各界
佳賓、機關團體共同慶祝，感謝辛勞的父親。
接受表揚的 10 位模範父親及 3 位好人好
事代表，都盛裝出席領獎，家人到場獻花、獻
吻，並拍照留下全家福照片紀念，場面熱鬧又
溫馨。
受表揚的 10 位模範父親與 3 位好人好事
係由各村辦公處推薦，並經過本鄉公正賢達人
士組成之評審委員會遴選通過。獲表揚的模範
父親代表分別為銅鑼村陳文宏先生、中平村陳
廷彰先生、朝陽村陳企禹先生、福興村劉政宏
先生、竹森村李玉喜先生、九湖村曾振爐先
生、盛隆村謝清源先生、新隆村江建昌先生、
興隆村魏國勝先生、樟樹村周仁富先生以及好
人好事代表銅鑼村賴明雄先生、新隆村邱明喜
先生、中平村曹智瀛先生。
表揚大會係由本鄉代理鄉長張正秋主持，

組別 : 國小高年組
名次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第1名

銅鑼

李梓湘

陳碧芳

名次

學校

姓名

指導老師

第2名

中興

張立萱

劉傳道

第1名

中興

陳采伶

謝秀雲

第3名

中興

邱秀娟

劉傳道

第2名

新隆

陳宣宇

巫玉美

最佳台風獎

九湖

曾媤慧

羅濟良

第3名

興隆

魏紀禎

連欣欣

最佳台風獎

銅鑼

謝依岑

王素雲

最佳台風獎

新隆

陳晏緹

何藹湘

最佳台風獎

中興

劉宜亭

蘇秀玉

最佳台風獎

中興

賴宥嘉

王玉美

最佳台風獎

銅鑼

黃郁晴

王素雲

苗栗縣銅鑼鄉社區福利促進協會終於在
今年 8 月 19 日誕生了。創會理事長鍾兆良 ( 原
竹森社區理事長 )，常務理事 2 人─吳美英 ( 中
平社區理事長 )、吳慶俊 ( 興隆社區理事 )，理
事 6 人─張天福 ( 九湖社區理事長 )、李正明
( 興隆社區理事長 )、李家增 ( 樟樹社區理事
長 )、陳石豐 ( 新盛社區理事長 )、吳漢忠 ( 原
銅鑼社區理事長 )、邱宏洋 ( 竹森社區理事 )，
常務監事鍾文湧 ( 樟樹社區常務監事 )，監事
劉永鴻 ( 原竹森社區理事 )、古瑞全 ( 九湖社
區理事 )，總幹事黎宥霆、會計徐青雲、出納
吳紫蘋，顧問兼執行長劉弘景。

/ 民政課

銅 鑼 鄉 由 於 鄉 內 產 業 不 發 達， 年
輕人口謀生不易，導致年輕人口大量外
移至其他鄉鎮市發展，鄉內人口老化及
老人獨居問題嚴重，銅鑼鄉公所積極推
動社區照顧機能，協助各社區發展協會
成立關懷據點在各社區內肩負起互助合
作、互相照顧之功能，期望透過社區發
展協會的活力與動力讓社區營造更落
實。近年來配合水保局農村再生計畫，
協助社區做農村活化各項事宜，各社區
發展協會的功能也在鄉公所及社區努力
下逐漸開始轉型，不單單只是要維持與
社區居民良好之互動及友善照顧外，更重要的
是加強社區的軟實力。好山好水的銅鑼鄉多數
處未開發地，也正因此保留有許多豐富的生態
以及傳統的文化信仰，社區發展協會不只致力

/ 竹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發展工作，銅鑼鄉內社區仍要努力，
就以照顧老人的關懷據點為例，迄今只有竹
森、銅鑼、中平、九湖四個社區進行而已，其
他社區仍在籌備階段。因此促進協會成立的宗
旨是凝聚社區共識，分享經驗交流，促進鄉內
社區品質全面提升。我們的理念是「不但要獨
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不只要一支獨秀，更
要遍地開花」，希望以竹森經驗帶動鄉內社區
的優質化。
我們的目標，希望透過旗艦計畫的運作，
讓各社區一起來推動社區福利；希望透過彼此
交流分享，讓關懷據點全面成立；希望透過彼
此的努力成長，爭取更
多經費回到鄉內社區。
這條福利之路，才
剛開闢完成，後續仍須
維護保養。這個促進協
會才剛萌芽，盼望各界
支持鼓勵，不吝指教。

於照顧長者，對於鄉內各項產業及文化都積極
推動，保有原始農村風貌的銅鑼鄉除了有美麗
的農村風景外，更有豐富的生態與純淨的農
業發展空間。本鄉於 107 年 9 月 23 日假九湖
莊餐廳前廣場，結合銅鑼、中平、九
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銅鑼美食 ~ 茶、
芋、香活動，透過此活動吸引各地愛
好美食的朋友前來銅鑼參加美食饗
宴，並體驗到銅鑼鄉內各社區推動社
區營造之成果，此次活動參加的民眾
主要以閩南、客家族群為主結合社區
鬥魚節暨文化產業推廣活動展現，更
代表著銅鑼鄉公所致力於推動社造發
展。

/ 圖書館
107 年閱讀起步走於 11 月 10 日於圖書
館盛大舉行，代理鄉長張正秋於開幕式中勉勵
與會的家長，現代家庭都是處於忙碌之中，能
夠撥冗參加實屬難能可貴，出席家長很多證明
大家對教育之重視，也是非常可喜的事。
《道德經》：「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今天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教育乃國家
大計，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小孩是家中父母
的寶貝，也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去年新生兒
是贈書活動的主角，能夠點燃希望而且是將來
最閃亮的星星。

知識爆炸的時代訊息千變萬化而且一日
千里，誰能掌握資訊就能處於優勢，立於不敗
之地。朱用純〈治家格言〉：「子孫雖愚，經
書不可不讀」。讀書可以增廣見聞通曉事理子
孫受用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