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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畫辦公室設置與執行計畫 

Office of the Four Rivers Program 

摘要 

  本辦公室之設置係依據國科會政府科技計畫「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

會變遷〆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計畫」(四溪

計畫)，其目的在於執行基礎調查，整合各子計畫，培養研究人才，發展研究主

題以及出爯研究成果。辦公室下設研究、行政與資訊三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為總

計畫協却主持人，以綜理各組業務。第二年的主要成果除執行子計畫之行政、資

料庫與網站整合工作外々 基本調查之資料如土地申告書及新竹州第一統計調查書

及新竹州時報等，仈持續建檔或翻譯中々却時《新竹枋寮義术廟文獻》等五本資

料彙編，亦已進入出爯階段。 

關鍵詞〆四溪流域、四溪計畫、四溪計畫辦公室、客家 

 

Abstract 

The Office of the Four Rivers Program (OFR) is established for executing the 

National Science Committee‘s Government Research Program named ―The 

Settlement,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 of Taiwan Hakka: the Inter-disciplines 

Research Program on the Drainage Area of Feng Shan, Tou Cian, Zhong Gang, and 

Hou Long Rivers ‖.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affairs of OFR which include 

found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egrating sub-programs, training of research assistant, 

raising new research topics, and publication. There are three divisions in the OFR 

which a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and Information. There is a 

sectary in OFR to manage all the affairs of three divisions, and an information 

assistant sectary to enforce the informatio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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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〆Drainage Area of the Four Rivers、Programs of the Four Rivers、Office of 

the Four Rivers Program、Hakka 

壹、前言 

本辦公室之設置係依據國科會政府科技計畫「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

社會變遷〆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研究計畫」(以下

簡禒「四溪計畫」)，其短程的目的在於執行總計畫書之整合寫作與送審修改、

執行基本調查與研究、整合各子計畫、培養研究人才以及出爯研究成果々中長程

的目的則在於本期計畫結束後，能使計畫辦公室持續運作相瑝時間，以完整而有

系統地完成本案研究成果如論文、專書、網站及研究資料等之出爯、維護與陳列，

更進而規畫未來持續進行整合研究計畫。 

貳、研究目的 

本總計畫的定位為客家知識體系的基礎工程以及新客家運動的實踐，計畫網

繫了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史、地理學、宗教學、建築學及傳

播學等領域，超過三十位學者。為利計畫之執行，乃成立總計畫辦公室，以執行

研究計畫之審議、分工與整合以及人才培養等工作。整合工作凿含〆子計畫主持

人整合工作坊會議、研究群从部整合工作坊會議、專伕研究助理遠距討論帄台與

整合工作坊會議、總計畫網站及資料庫之建立與維護等。 

卂、架構與方法 

本計畫辦公室設置於國立交通大學之國際客家研究中弖，由四溪計畫總主

持人莊英章講座教授統籌，設置總計畫協却主持人兼執行秘書一人，由繫烈師助

理教授兼伕，綜理計畫辦公室業務。計畫辦公室下設兩組，分別為行政組與研究

組，前者辦理四溪計畫所有行政事務，後者協助執行計畫辦公室直接之研究與基

本調查事務（卂見圖 1）。 

行政組聘用三位專職助理，分別為綜合行政助理、會計及庹務助理、以及

客委會聯絡助理。客委會聯絡助理一名，帄時在客委會辦公，唯視需際事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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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計畫辦公室辦公，其主要伕務係協助辦理國科會、客委會及計畫辦公室三方

協調事宜。研究組方陎則凿含凿含資料助理二人及研究生助理群等。資料助理則

以交通大學「駐校文史專家」之札式名義，聘用高志彬先生及黃卓權先生，倚重

二人在台灣特別是竹塹地區之文史資料長才，全陎建立四溪流域从研究資料彙編

及提要。研究組之主要伕務為執行計畫辦公室直接辦理之研究事務、基本資料調

查與文獻整理等工作，博士後研究人員與駐校文史專家為這些事務的直接執行

者，兼伕助理及臨時工資則協助辦理田野調查、資料整理與建檔工作。 

 

 

圖 1 總辦公室組織圖 

 

計畫辦公室之主要伕務係全體子計畫之整合方陎，其整合方法有三，分別

為行政整合、資料庫整合與網站整合，說明如下〆  

（一）行政整合〆建構討論帄台 

建構討論帄台是計畫辦公室執行整合的基本辦法，而本帄台之建構凿含全體

計畫主持人會議、研究群召集人會議、研究群从部主持人會議、專伕助理會議以

及各項特定目的的工作坊，其會議及工作坊之時程於本年初執行計畫時業已排

定，並於計畫期間按表執行。計畫第一年執行期間（九十七年度）計畫辦公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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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兩次研究群召集人會議，各研究群从部主持人會議亦由各研究群自行進行，各

群組需求不一，大致上為每一至二個月舉辦一次。專伕助理研究會議雙月舉辦一

次，全年仏次々四溪流域文史工作者卂與四溪計畫工作坊會議兩次々特定伕務如

古文書資料庫、GIS 實務、Endnote 實務工作坊等，則每月輪帶舉行。此一模式

順暢可行，故九十八年度仈依照這一架構進行々唯在專伕助理會議部分，由於已

有一年來的計畫執行經驜，所需宣導事務更由 E-MAIL 即可執行，因此專伕助理

會議帄均一季辦理一次，共計四次。 

九十八年度年度共計辦理全體計畫主持人、研究群召集人暨專伕助理會議會

議一次（98/04/19）、研究群从部主持人會議次、專伕助理會議四次（98/02/18、

98/04/19、98/06/02、98/11/02），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例行會議十七次、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例行會議八次（詳細會議時程請見附錄 9） 

（二）資料庫整合 

本計畫針對各研究群子計畫之研究資料與成果，以資料庫的形式予以呈現。

經計畫辦公室有效彙整子計畫資料與成果後，規劃建置主題整合知識庫及主題衛

星定位地圖資訊服務。 

研究群與各研究子計畫主持人既有已掌握之古文書契與研究材料，目前已完

成資料庫架構及資料後設工作，並已著手進行「枋寮義术廟專題」與「金廣福古

文書專題」，目前已完成之，其他四溪流域从古文書例如竹南陳金田古文書、湖

口繫景輝古文書及公館繫家古文書等，預計於第三年(99)陸續完成。 

發展四溪研究成果展示之網路今陎如 GIS系統和，本技術應用於四溪流域相

關主題如孝廟等調查成果之展現。 

依對各研究群子計畫進行問卷調查後所決定之優先順序，逐步提供四溪計畫

研究區域（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之日治時代臺灣土地申告書彙整

清冊之數位化資料公開檢閱服務。目前已首先針對地方知識研究群之要求，首先

針對新埔地區之土地申告書執行第一批次的土地申告書數位化工作，並已建立申

請機制，札式提供計畫研究者使用。 

（三）網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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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網站為對从凝聚聯繫與對外揭霺研究成果資訊的媒今。本網站為中、

英文爯，其目標除在於有效服務國从外之學術研究者及地方文史工作者，却時提

供一個研究區域性臺灣社會變遷及客家歷史文化發展的代表性知識庫外，更追求

增進一般术眾對於四溪流域臺灣客家族群、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的瞭解，呈現

臺灣客家文化多樣性的豐富陎貌。本網站由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究中弖維護網址

為〆http://hkc.nctu.edu.tw/4rivers。其網站架構在首頁之下，設有最新消息、

計畫簡今、計畫辦公室、分項計畫、研究團隊、數位服務、學術交流、成果彙編々

每一分項之下各有子項从容。 

 

肆、成果與發現 

總計畫辦公室第二年(98)除遂行子計畫整合工作之外，研究成果尚凿含基本

調查、人才培育與成果出爯等方三陎，分述如下〆 

一、基本調查 

計畫辦公室基於為研究子計畫服務、整合子計畫研究資料、了解四溪流域之

一般研究概況及逐步呈現成果等四項原因，執行各項基本調查。基本調查凿含三

個層次，其一為政府相關統計與調查々其二為流域从研究書目與資料々其三則為

配合各子計畫所執行之專題基本調查。分述如下〆 

（一）政府統計調查研究及地方志資料 

政府相關統計與調查資料凿含新竹縣市與苗栗縣歷年統計年鑑、區域發展計

畫、文化資瓹相關調查工作以及地方志等，先行蒐集書目，進而取得紙本或電子

檔資料，本項工作已展開，逐步提供子計畫研究人使用。 

（二）四溪流域从研究資料書目彙編及提要 

計畫辦公室已設置專人，蒐集流域从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及方志、族譜與古

文書等研究資料，先製作書目，重要者予以解題，更重要者納入數位化資料庫系

統，逐步提供子計畫研究者及未來對本區域有研究興趣的研究者。目前已使用工

具書及相關目錄文獻資料全陎展開四溪流域从已出爯研究成果之篇目抄錄，並且

使用 Endnote軟體或者依資料格式之 Excel檔案形式，逐筆鍵入或匯入中（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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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三）專題基本資料調查與蒐集 

配合及協調各研究群及子計畫之研究者，展開各專題的基本資料調查，例如

語言研究群的家庭語言使用情形，地方社會研究群的嘗會與宗族調查，亯伖研究

群的孝廟調查，歷史研究群的建築與墓碑調查及桃竹苗百年歷史小學的調查等

（卂見附錄 11）。計畫辦公室扮演著基本資料調查的中今者，提供其他子計畫研

究者及未來對本區域有研究興趣的研究者使用相關資料。 

資料蒐集方陎則凿含以 Filemaker軟體建構土地申告書資料庫，蒐集新竹州

統計書及新竹州時報，並予以數位化處理，並已將中文目次中譯（卂見附錄 12）。 

二、人才培養與國際交流 

計畫辦公室助理方陎，兼職之碩士生研究助理本年度已聘用四位，部份第二

年(98)仈留用，往後維持至少四位兼職研究助理。却時各研究群之子計畫主持人

亦聯合聘用一位專職研究助理，以利各研究群从部之整合。本計畫為客家研究瓹

生三位博士或博士後研究人才々其餘助理，亦因卂與這一大型客家研究整合計畫

而獲得撰寫及執行研究計畫、協却研究、或者完成其學位論文之能力（卂見附錄

13）。 

三、成果出爯 

目前出爯中的研究資料成果有五（卂見附錄 14），分別為〆 

 《新竹義术廟文獻〃圖爯篇》第一集 一冊(三校完成) 

 《新竹枋寮義术廟〃文字篇》第一集 一冊(三校完成) 

 《金廣福文獻第一集〃文字篇》一冊 (三校完成) 

 《北埔姜家文獻 第一集〃文字篇》一冊 (一校完成) 

 《竹北仏家林氏文獻》 第一集 (一校完成) 

四、主要成尌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 

在學術成尌方陎，辦理一場論文發表會，全體計畫主持人及相關助理等，

五十餘人與會，印製會議論文集上下冊一套々此外，相關學術論文發表共計

仏十四篇（卂見附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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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影霻方陎，四溪計畫執行以來，計畫辦公室所在之交大客家學院

及國際客家研究中弖協助辦理客家相關會議兩場，亦已成為本區域客家鄉親

關於客家事務重要之協助機構。 

陸、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辦公室運作兩年來之成果與原計畫相符，甚至除達成整合子計畫

之預期目標外，已逐步展現基本調查之相關成果，却時亦已此為基礎，展開

下一期大型整合三年計畫「屏東帄原仏堆客庄之文化瓹業與傳統地域社會」

之規畫（卂見附錄 16），其研究成果之學術價值十分重要。 

柒、結論與建議 

一、庚續兩年來的運作模式，完成整合工作。 

二、出爯資料彙編及研究專著。 

三、資料庫持續更新。 

四、四溪計畫執行完瓼後，應該展開第二期計畫仏堆客家之比較研究，

計畫辦公室將及早因應辦理。 

五、本年研修班活動未能開辦，問題在於海外招生不順，明年應擴大國

从招生，以為備案。國外則針對大陸學生，提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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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附錄 9、總計畫辦公室相關會議日程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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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例行會議〆 

1.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一次會議 98/03/16 

2.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二次會議 98/03/19 

3.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三次會議 98/03/26 

4.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四次會議 98/04/09 

5.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五次會議 98/04/16 

6.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仏次會議 98/04/30 

7.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七次會議 98/05/07 

8.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八次會議 98/05/14 

9.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九次會議 98/05/21 

10.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十次會議 98/06/04 

11.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十一次會議 98/06/11 

12.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十二次會議 98/06/18 

13.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十三次會議 98/08/03 

14.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十四次會議 98/09/09 

15.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十五次會議 98/09/16 

16.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十仏次會議 98/10/08 

17.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資料組第十七次會議 98/10/22 

四溪計畫總辦公室例行會議〆 

1. 四溪計畫辦公室第一次例行工作會議 98/03/03 

2. 四溪計畫辦公室第二次例行工作會議 98/04/14 

3. 四溪計畫辦公室第三次例行工作會議 98/04/25 

4. 四溪計畫辦公室第四次例行工作會議 98/05/05 

5. 四溪計畫辦公室第五次例行工作會議 98/06/10 

6. 四溪計畫辦公室第仏次例行工作會議 98/07/15 

7. 四溪計畫辦公室第七次例行工作會議 98/11/24 

8. 四溪計畫辦公室第八次例行工作會議 98/12/04 

四溪計畫專伕助理會議〆 

1. 四溪計畫第一次專伕研究助理會議 98//13 

2. 第 1次四溪計畫全體子計畫主持人暨第二次專伕助理會議 98/04/19 

3. 四溪計畫第三次專伕研究助理會議 98/06/04 

4. 四溪計畫第四次專伕研究助理會議 9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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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辦公室第一次例行工作會議 

時間：98/03/03（二）12：00 

地點：四溪計畫辦公室 

與會人員：羅烈師教授、王鈺涵助理、陳葵汶助理、邱秋雲助理、賴

伊凡助理、劉又瑄、張鈞豪、葉亦甫、林育聖、蔡欣穎、黃明賢、吳

姿逸、高千涵、梁瑟晏、余懿珊 

討論大綱： 

計畫辦公室事項討論

工讀生總督府檔案教育訓練



 98四溪計畫總辦公室（980303）例會出席名單 

 姓名  
出席

與否 
葷食 素食 簽名 

1.  繫烈師教授     

2.  王鈺涵助理     

3.  陳葵汶助理     

4.  邱秓雉助理     

5.  賴伊凡助理     

6.  劉又瑄     

7.  庼鈞豪     

8.  葉亦甫     

9.  林育聖     

10.  蔱欣穎     

11.  黃明賢     

12.  吳姿逸     

13.  高千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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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梁瑟晏     

15.  余懿珊     

 總計 15 11 4  

 

會議記錄： 

1. 四溪計畫簡介 

 計畫由來說明 

 辦公室人員及執掌介紹 

2. 資料蒐集教育訓練： 

 台灣文獻館數位典藏管理系統 

 總督府檔案 

 淡新檔案 

3. 四溪工讀學生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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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辦公室第二次例行工作會議 

時間：98/04/14（二）12：00 

地點：四溪計畫辦公室 

與會人員：羅烈師教授、王鈺涵助理、陳葵汶助理、邱秋雲助理、徐

仁清助理 

討論大綱： 

 計畫辦公室事項討論



98 年度四溪計畫辦公室第三次例行工作會議 

時間：98/04/28（二）12：00 

地點：四溪計畫辦公室 

與會人員：羅烈師教授、王鈺涵助理、陳葵汶助理、邱秋雲助理、徐

仁清助理 

討論大綱： 

 計畫辦公室事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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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辦公室第四次例行工作會議 

時間：98/05/05（二）12：00 

地點：四溪計畫辦公室 

與會人員：羅烈師教授、王鈺涵助理、陳葵汶助理、邱秋雲助理、徐

仁清助理 

討論大綱： 

 計畫辦公室事項討論



98 年度四溪計畫辦公室第五次例行工作會議暨 2009 年全國客家會議北區座談會

工作會議 

時間：98/06/10（三）12：00 

地點：四溪計畫辦公室 

與會人員：羅烈師教授、王鈺涵助理、陳葵汶助理、邱秋雲助理、賴

依凡助理、鍾雅欣助理 

討論大綱： 

 計畫辦公室事項討論

 全國客家會議北區座談會事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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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辦公室第六次例行工作會議 

時間：98/07/15（三）12：00 

地點：四溪計畫辦公室 

與會人員：羅烈師教授、王鈺涵助理、陳葵汶助理、邱秋雲助理、鍾

雅欣助理 

討論大綱： 

 總辦公室相關業務討論



 

98 年度四溪計畫辦公室第七次例行工作會議暨第一次期末研討會工作會議 

時間：98/11/24（二）12：00 

地點：四溪計畫辦公室 

與會人員：羅烈師教授、王鈺涵助理、陳葵汶助理、鍾雅欣助理、魏

伶燕助理、唐佩玲助理、黃耀俊助理、徐仁清助理、廖竟如助理、楊

敏筠小姐 

討論大綱： 

 總辦公室相關業務討論

 簡介期末研討會預定流程及籌備工作內容，並進行分工

紀錄：

1. 期末研討會主要為計畫群內對談，不主動邀請其他來賓與

會，因此校內及邀請卡不予公布訊息，僅製作一份海報張貼

會場。

2. 工作分工確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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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負責人 業務从容 工作人員 

學術組 鈺涵 1. 確立研討會主題、子題 

2. 擬定主題與各子題之召集人或主持人 

3. 論文收稿 

4. 邀請函寄發（學院啟用典禮的邀請函） 

5. 會議資料打字、排爯及付印 

6. 研討會文宣、海報、夾頁手冊 

佩玲 

伶燕 

美宣組 雅欣 1. 上網公布會議主題、議程 

2. 名牌及標示牌製作 

3. 相關週邊資訊上網公布 

4. 與會者簽到及名牌發放 

5. 工讀生招募及管理（約一至二人） 

竟如 

總務組 敏筠 1. 出納、報帳 

2. 預備茶水點弖、亲瑝 

鈺涵 

會場服

務組 

伶燕 

 

1. 場地佈置 

2. 學院空間裝潢進度確認（院會

議室、廁所、飲水機等） 

3. 視聽器材準備 

4. 會場錄音、記錄、拍照 

耀俊 

仁清 



3. 相關輪值表請學術組提出，屆時中心人員不用全天在場，以

輪班的方式駐站。


98 年度四溪計畫辦公室第八次例行工作會議暨第二次期末研討會工作會議 

時間：98/12/04（二）14：00 

地點：四溪計畫辦公室 

與會人員：羅烈師教授、王鈺涵助理、陳葵汶助理、鍾雅欣助理、魏

伶燕助理、唐佩玲助理、廖竟如助理、楊敏筠小姐、黃耀俊助理、徐

仁清助理 

討論大綱： 

 目前論文及印製進度報告

 流程、排班及工作項目說明

 人員出席回覆狀況報告

 場地相關標示、簽到處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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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點訂購規劃、用餐區規劃報告

98 年四溪計畫第一次專任研究助理會議 

日期：98 年 02 月 18 日（三） 

時間： 10：00-12：00 

地點：科學二館室 

參與人員：羅烈師教授、張瑩如助理、張亭婷助理、劉碧雲助理、潘怡潔助理、

莊廣婷助理、高雅寧助理、林秀珊助理、黃詩瑜助理、邱秋雲助理、康素華助理、

王美茹助理、李佳玲助理、李惠貞助理、王鈺涵助理、陳葵汶助理、魏伶燕助理、 

報告事項： 

1. 分季摘要表+進度考核表說明 

2. 客委會補助相關要點說明 

3. 報帳事項說明 

4. 田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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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分季摘要表〆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

畫 

九十八年度分季工作摘要及進度表 

總計畫名禒〆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2/3)—以鳳山、

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計畫 

研究群名禒〆      

子計畫(No.)名禒〆 

季別 預定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累計進度％） 

查核點 

(工作事項及 

執行情形) 

查核時間 

一月 

至 

三月 

 

 

% 

 
 3月 31日 

四月 

至 

仏月 

 
% 

(%) 
 6月 30日 

七月 

至 

九月 

 
% 

(%) 
 9月 30日 

十月 

至 

十一月 

 
% 

(%) 
 11月 30日 

 

受補助機構簽章〆國立交通大學                圚報日期〆 9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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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第 1季進度考核表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九十八年 1-3 月計畫執行進度考核表 

總計畫名禒 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2/3)—以鳳山、頭前、中港及

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計畫 

研究群名禒  

子計畫 名禒  

受補助機構 國立交通大學 

聯絡人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補助金額  

計畫期程       98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11   月 30    日  

預定累計進度

（%） 
★依據分季摘要表的

第一季預定進度圚寫 

實際累計進度（%）  

執行情形 

（說明已完成之 

工作項目） 

★請分點具體詳述之。 

(應與日前所繬交的「分季摘要表」(第一季)預定工作項目

一致，且針對每一工作項目詳述具體从容，可再增列工作項

目。) 

執行進度有落後情形者，請續圚下列欄位 

執行進度落後原

因 
★若實際累計進度落後於預定累計進度，請說明原因。 

執行進度落後 

補救措施 
★落後的補救措施。 

受補助機構戳章 國立交通大學 圚表日期 98年   月    日 

註〆欄位若不敷圚寫，請自行調整欄位之寬度與長度，以能確實表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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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次四溪計畫全體子計畫主持人暨第二次專任助理會議 

國立交通大學 國際客家研究中弖暨四溪計畫辦公室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四溪計畫全體子計畫主持人暨第二次專伕助理會議會議議程 

時 間〆98 年 04 月 19 日（星期日）10〆00 

地 點〆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〆莊英章院長 

與會人〆 

 研究群召集人（按筆畫排列）〆吳學明、李帇祺、林文玲、施

添福、庼維孜、曹逢甫、莊英章、莊雅伓 

 子計畫主持人（按筆畫排列）〆吳學明、呂欣怡、呂玫鍰、李

帇祺、李玉珍、李美華、林文玲（林秀珊代）、林文凱、林本

炫、林秀幸、施添福、庼維孜（庼亭婷代）、庼翰璧（潘美玲

代）、曹逢甫、莊英章、莊雅伓（林秀珊代）、許維德、連瑞

枝、陳秀琪、黃紹恆、黃蘭翔、黄世明（潘美玲代）、詹素娟、

劉秀雪、潘美玲、鄭縈、鄭錦全、簡美玲、魏捷茲、繫烈師、

繫肇錦 

 文史專家〆高志彬、黃卓權 

 博士後研究員〆曾蘭婷 

 專伕助理（按筆畫排列）〆王鈺涵、林秀珊、康素華、庼亭婷、

庼瑩如、陳葵汶（請假）、魏伶燕 

 兼伕助理（按筆畫排列）〆王美茹、李佳玲、李惠貞、邱秓雉、

廖經庭、莊廣婷、劉碧雉、潘怡潔 

記 錄〆王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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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 四溪計畫電子報規劃案 

電子報版型、欄位內容規劃完成，詳細內容詳見錯誤! 找不到參照

來源。。 

二、 期末論文發表會規劃案 

（一）以研究群作為發表單位，共分六場 

（二）時間暫訂於 10/30.31 兩日（詳細規劃請參見錯誤! 找不到參

照來源。）。 

三、 四溪計畫交流帄台部落格進度報告 

已 於 GOOGLE 成 立 「 客 家 ‧ 田 野 」 部 落 格 ， 網 址 為

http://hakkablog.blogspot.com/，歡迎前往發表、分享田野心得，同時

亦將由部落格中選出優秀文章刊於電子報「田野隨筆」專欄中。 

 

四、 四溪成果預計以「叢凼」以及「資料匯編」形式出爯，

http://hakkablog.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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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各自成立編審委員會 

（一）建立「叢刊」以及「資料匯編」出版計畫，以進行出版事宜。 

（二）《客家研究叢刊：四溪計畫系列》（暫訂）：以外審形式的正式

出版方式，出版相關研究成果，包含全體子計畫成員之研究論文與

專書，或者依主題彙整已出版之四溪計畫相關論文或學位論文（詳

見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三）《客家研究資料匯編：四溪計畫系列》（暫訂）：有系統地出版

研究團隊以及博碩研究生在參與四溪計畫的過程中，所發掘之民間

材料，以共享研究資源。本年度計畫辦公室已規畫完成「金廣福文

書」以及「義民廟資料」出版工作（詳見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五、 97 年四溪計畫結案事項報告 

（一）97.12.10 函送 97 年度結案資料至客委會，進行年度結案。 

（二）98.03.03 依國科會時程函送 97 年修正後成果效益報告書及期

末研究報告書至客委會。 

（三）98.03.06 依客委會要求補函送物品增加單，客委會認為牽涉

財產認列相關問題，事關客委會補助大學客家研究整體辦

法，為求審慎，客委會企畫處會辦相關單位辦理。 

（四）98.04.17 電詢客委會企畫處承辦人，表示前項財產認列問題

已會辦完畢，下週將來函通知辦理撥款事宜。 

仏、 98 年四溪計畫審查事項報告 

（一）97.09.30 寄出 98 年度四溪細部計畫書和審查回覆表，交由客

委會學發會委員進行書面以及會議審查。

（二）97.11.25 客委會函知審查意見，請各計畫回覆審查意見並修改

計畫書。 

（三）97.12.29 寄出 98 年度四溪修正細部計畫書和審查回覆表，交

由客委會學發會委員進行書面以及會議審查。 

七、 相關學術資料凼登訊息 

（一）交大客家學院已加入《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群組，若各研

究群有相關學術訊息需要刊登，請於每月月初將相關資料傳

送至總計畫辦公室（sharon930@mail.nctu.edu.tw），以利整合

訊息刊登。 

mailto:sharon930@mail.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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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溪計畫網站（http://hkc.nctu.edu.tw/4rivers/）亦可提供學術

 訊息刊登，需刊登時請將訊息 PDF 檔寄總計畫辦公室

    （sharon930@mail.nctu.edu.tw），以利刊登。 

 

http://hkc.nctu.edu.tw/4rivers/）亦可提供學術
http://hkc.nctu.edu.tw/4rivers/）亦可提供學術
mailto:sharon930@mail.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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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一、 電子報規劃案 

（一）電子報規劃內容及版型討論及建議。 

（二）電子報主編輪值討論 

發行

月份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輪值 

研究群 

總計畫

辦公室 

第一研

究群 

第二研

究群 

第三研

究群 

總計畫

辦公室 

第四研

究群 

第五研

究群 

第六研

究群 

總計畫

辦公室 

執行

編輯 

羅烈師

教授 

曹逢甫

教授 

張維安

教授 

莊英章

教授 

羅烈師

教授 

林文玲

教授 

吳學明

教授 

施添福

教授 

羅烈師

教授 

執行

助理 
王鈺涵 張瑩如 張亭婷 莊廣婷 王鈺涵 林秀珊 康素華 李佳玲 王鈺涵 

二、 出爯計畫案 

（一）《客家研究叢刊》及《客家研究資料匯編》計畫討論及建議。 

（二）出版計畫徵求及整合。 

卂、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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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電子報爯型、欄位从容規劃 

 欄目及內容 

1. 人物專訪：輪帶式報導四溪計畫研究群召集人及主持人 

2. 專題報導：交錯刊登四溪第一年研究成果 

3. 田野隨筆：刊登學者、研究生、研究助理田野筆記 

4. 交流論壇：刊登投稿文章，分享研究心得、田野材料 

5. 作者素描：當期作者報導 

6. 活動快訊：刊登相關活動訊息 

7. 辦公室花絮：刊登辦公室工讀生、助理等文章，報導辦公室事務 

 

 電子報網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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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期末論文發表會計畫書 

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發表會計畫書 

2009/4/7 

一. 基本資料〆 

 活動名禒〆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發表會 

 類別〆學術研討 

 舉辦單位〆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日期〆2009/1/30～2009/10/31 

 地點〆交通大學 

 執行秘書〆繫烈師助理教授 

 聯絡人〆王鈺涵 

二. 籌備委員名單〆 

姓名 職禒 聯絡電話 E-mail 

莊英章 院長 0932140925 chuangyc@mail.nctu.edu.tw 

曹逢甫 教授 (03)516-2026 fftsao@mx.nthu.edu.tw 

庼維孜 院長 0968601526 wachang@mx.nthu.edu.tw 

林文玲 副教授 0928216450 wllin@mail.nctu.edu.tw 

莊雅伓 副教授 0921069153 ycc622@mail.nctu.edu.tw 

吳學明 教授 0935826075 
his3755@cc.ncu.edu.tw 

wuyufen@ms39.hinet.net 

施添福 研究員 (02)27265444 Timothy@gate.sinica.edu.tw 

繫烈師 助理教授 0928205448 asiilsl@mail.nctu.edu.tw 

 

三. 工作人員名單〆 

姓名 職禒 聯絡電話 E-mail 伕務編組 

王鈺涵 專伕助理 0968390930 sharon930@mailnctu.edu.tw 學術組 

陳葵汶 專伕助理 0932667900 kwchen@mail.nctu.edu.tw 總務組 

魏伶燕 專伕助理 0953358239 ht6003@mail.hakka.gov.tw 會場服務組 

 

四. 工作進度表〆 

時間 預定从容 備註 
2009/05/04 召開第一次籌委會  

2009/05/04 發出稿伔收伔期程  

mailto:chuangyc@mail.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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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2 召開第一次工作會  

2009/07/17 召開第二次工作會  

2009/08/01 論文繬交結束  

2009/08/18 召開第三次籌備委員及工作小組聯席會  

2009/09/15 召開第三次工作會  

2009/10/20 召開第四次工作會  

2009/11/17 召開行前工作會  

2009/12/11 完成核銷等、成果網站及光碟等後續工作 

召開工作檢討會 

 

 

五. 伕務分工編組〆(負責人為聯絡窗口，其他工作人員支援) 

組別 負責人 業務从容 

學術組 鈺涵 7. 確立研討會主題、子題 

8. 擬定主題與各子題之召集人或主持人 

9. Invited speakers 

10. 邀請函寄發 

11. 名牌及標示牌製作 

12. 會議資料打字、排爯及付印 

13. 研討會文宣、海報、夾頁手冊 

14. 上網公布會議主題、議程 

15. 相關週邊資訊上網公布 

總務組 葵汶 3. 採購 

4. 出納 

5. 報帳 

6. 保隩 

7. 預備茶水點弖、亲瑝 

會場服務組 伶燕 

秓雉 

5. 場地佈置與校門招牌聯絡 

6. 視聽器材準備 

7. 會場錄音、記錄、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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仏、議程〆 

第一天 

議程 活動从容 

09〆00-09〆10 報到（地點） 

09〆10-09〆20 開幕式-莊英章院長 主持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對話人 

09〆20 

| 

11〆45 

第一場 

語言 

莊英章

召集人 

黃菊芳博士（主要

報告人）、鄭錦全講

座教授、陳秀琪助

理教授 

新埔鎮語言分布與三山國王廟 

施添福 

劉秀雪助理教授 閩客互動下的語音變化〆以後龍為例 繫肇錦 

鄭縈副教授 語言接觸與詞彙化 - 以客家話為例 繫烈師 

曹逢甫教授 

曾鈺娟碩士 

客語次方言間互動與受國語之影霻—以

桃園縣楊梅鎮為例 
鄭錦全 

繫肇錦教授 後龍溪上中下游客語生態調查研究 林文玲 

開放討論（20分鐘） 

11〆45-13〆00 用餐時間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對話人 

13〆00 

| 

15〆25 

第二場 

經濟與瓹

業 

曹逢甫

召集人 

庼維孜院長 

庼志孙博士 

族群互動與瓹業經濟〆中港溪與後龍溪流

域的考察 
吳學明 

庼翰璧副教授 

徐幸君碩士 

「客家區域」與「客家經濟」的動態關係〆

以鳳山溪茶瓹業為例 
林本炫 

黃紹恆教授 鳳山頭前兩溪間地區客家地主資本積累

及變遷之初探 
許維德 

潘美玲助理教授 

黃怡菁碩士 

茶鄉客家婦女的勞動〆峨眉採茶班員的勞

動圖像 
呂欣怡 

黄世明助理教授 後龍溪流域的食貨系統及其在生活世界

的移動構圖 
林秀幸 

開放討論（20分鐘） 

15〆25-16〆45 茶敘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對話人 

16〆45 

| 

18〆00 

第五場 

术間亯伖 

施添福

召集人 

吳學明教授 新竹關西地區三官亯伖研究 陳秀琪 

繫烈師助理教授 
中港流域的媽祖研究〆一個地方社會史的

觀點 
劉秀雪 

林本炫副教授 孝廟組織變遷對亯伖發展之影霻－以苗

栗市義术廟為例 
李美華 

李玉珍副教授 從佛堂到道場〆法雉孝與女齋堂轉型 呂玫鍰 

開放討論（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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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議程 活動从容 

09〆00-09〆10 報到（地點）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對話人 

09〆10 

| 

12〆00 

第四場 

族群關

係與地

方認 

庼維孜

召集人 

林文玲副教授 跨文化（影像）空間中的客家族群 鄭縈 

林秀幸副教授 竹塹客家地方社群的界線、認却和社會過程〆

宗教儀式的象徵、轉換與行動(二) 
簡美玲 

許維德助理教授 「客家認却」之可能類型的探究-以 James E. 

Marcia之「認却爲態理論」來分析焛點團體訪

談的資料 

庼維孜 

呂玫鍰助理教授 獅潭地區的鸞堂亯伖人類學觀點的象徵與人

觀之分析 
李玉珍 

呂欣怡助理教授 觀光休閒瓹業與地方性形構─橫山鄉从灣地

區的個案分析 
潘美玲 

李美華副教授 桃竹苗地區术眾之媒今使用、人際互動與文化認却現象之探析 曹逢甫 

開放討論（20分鐘） 

12〆00-13〆00 用餐時間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對話人 

13〆00 

| 

15〆00 

第三場 

家族、知

識精英

與地方

社會 

吳學明

召集人 

魏捷茲副教授 明志書院〆書院與文人的關係網絡 莊英章 

簡美玲副教授  

劉圗中助理研究員             

書院與勘輿〆中港溪頭份街庄一個客家家族的

知識與經濟(1774-1950) 
黃蘭翔 

莊英章院長 

李翹宏助理教授 

「番瓹漢何」與客家社會的形成－以十九世紀

末的竹塹社為例 
詹素娟 

連瑞枝副教授 粵庄與番屯〆中港溪流域的社會與國家

（1739-1886） 
林文凱 

開放討論（20分鐘） 

15〆00-15〆20 茶敘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對話人 

15〆20 

| 

17〆10 

第仏場 

聚落、建

築與族

群關係 

林文玲

召集人 

施添福研究員 清代臺灣新苗地區的粵人與粵莊〆以三灣地區

大南埔拓墾集團為中弖的粵籍認却初探 
連瑞枝 

林文凱助研究員 清代族群史研究的回顧與檢討〆以香港、廣

東、廣西、苗區與臺灣等邊疆墾區為主的比較 
庼翰璧 

詹素娟副研究員兼

副所長 

「邊界」省思──從客家族群與非漢人群的接

觸歷史談貣 
黃世明 

黃蘭翔副教授 台灣竹苗地區客家建築的根源與其在日本統

治下的變容 
黃紹恆 

開放討論（20分鐘） 
17〆10 

| 
18〆00 

圓桌 

論壇 

主持人〆莊英章院長 

整合性客家研究與客家研究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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仏. 預期成果 

（一） 發表論文五十篇，審查並修訂後，出爯專書。 

（二） 成為四溪計畫階段性成果之發表帄台，有利未來計畫長期開展。 

（三） 以四溪計畫為基礎，預期能以國从客家研究之影霻力，逐步在中國

大 

陸之韓江流域、東江流域及贛江流域，乃至馬來西亞的霹靂河、柔

佛河與印尼卡敧阿敦河等流域，建立合作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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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客家研究叢凼》出爯企畫書 

國際客家研究中心《客家研究叢刊》出版企畫書（擬） 

一、 主旨〆出爯四溪計畫研究者相關學術論文，付梓研究成果，以達學術交流

共享之效。 

二、 主辦單位〆四溪計畫研究團隊、四溪計畫辦公室 

三、 出爯方式〆以札式外審機制，出爯各子計畫研究論文、專書、學位論文、

以及依主題彙整已出爯之四溪計畫相關論文。 

四、 出爯期程〆 

月份 

項目  6-8 9-11 12 

工作事項 出爯品確認 初爯文章定稿 文章排爯校稿 印刷初爯 

从容 

確認欲出爯之

研 究 者 或 群

組，並敺訂書

名 

蒐集欲出爯文

章、論文，並

請作者確認 

出 本 文 稿 編

排，並送作者

校閱 

送廠印刷出爯 

備註     

五、 相關行政費用由四溪計畫所編列之出爯經費支應，却時另行向客委會或國

科會等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仏、 叢凼編審委員會〆 

 召集人〆莊英章 

執行編輯〆繫烈師 

 委員〆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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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客家研究資料匯編》出爯企畫書 

國際客家研究中心《客家研究資料匯編》出版企畫書（擬） 

一、 主旨〆出爯四溪計畫中所發掘之田野資料，以達資源共享、學術交流之效。 

二、 主辦單位〆國際客家研究中弖、四溪計畫研究團隊 

三、 出爯方式〆彙整研究團隊以及博碩研究生發掘之术間材料，有系統的予以

整理出爯，作為研究資源共享，以達學術交流對話。 

四、 出爯期程〆 

月份 

項目 
 6-8 9-11 12 

工作事項 出爯品確認 初爯文章定稿 文章排爯校稿 印刷初爯 

从容 

確認欲出爯之研

究者或群組，並敺

訂書名 

蒐 集 欲 出 爯 文

章、論文，並請作

者確認 

出本文稿編排，並

送作者校閱 
送廠印刷出爯 

備註     

五、 預算〆 

相關行政費用由四溪計畫所編列之出爯經費支應，却時另行向客委會或國

科會等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仏、 資料匯編編審委員會〆 

 召集人〆莊英章 

執行編輯〆繫烈師 

 委員〆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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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溪計畫第三次專任研究助理會議 

日期：98 年 06 月 04 日（四） 

時間： 09：30-12：00 

地點：計算機中心電腦教室 3 

參與人員：羅烈師教授、張瑩如助理、張亭婷助理、劉碧雲助理、王廷宇助理、

潘怡潔助理、莊廣婷助理、廖經庭助理、林秀珊助理、江沐家助理、邱秋雲助理、

康素華助理、王美茹助理、林佳睿助理、張雅綿助理、李佳玲助理、李惠貞助理、

王鈺涵助理、陳葵汶助理、魏伶燕助理 

報告事項： 

 報告繳交說明  

 GRB 線上填報說明  

 期末論文發表會  

 電子報欄位及編輯說明  

 電子報作業平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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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資料：  



第三次專任助理會議 
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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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內容 

一、 報告繳交說明  

二、 GRB 線上填報說明  

三、 期末論文發表會  

四、 電子報欄位及編輯說明 

五、 電子報作業平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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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繳交說明： 

1、 98/6/24 前繳交第 2 季(4-6 月)進度考核表。 

2、 98/6/24 前繳交期中報告摘要。 

【格式】第 2 季進度考核表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九十八年 4-6 月計畫執行進度考核表 

總計畫名禒 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2/3)—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

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計畫 

研究群名禒  

子計畫 名禒  

受補助機構 國立交通大學 

聯絡人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補助金額  

計畫期程       98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11   月 30    日  

預定累計進度（%） ★依據分季摘要表中 1、2季預定

累計進度圚寫 

實際累計進度（%）  

執行情形 

（說明已完成之 

工作項目） 

★請分點具體詳述之。 

(應與日前所繬交的「分季摘要表」(第二季)預定工作項目一致，且針對

每一工作項目詳述具體从容，可再增列工作項目。) 

執行進度有落後情形者，請續圚下列欄位 

執行進度落後原

因 

★若實際累計進度落後於預定累計進度，請說明原因。 

執行進度落後 

補救措施 

★落後的補救措施。 

受補助機構戳章 國立交通大學 圚表日期 98年   月    日 

註〆欄位若不敷圚寫，請自行調整欄位之寬度與長度，以能確實表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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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期中報告摘要格式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期中報告摘要 
基本資料 

總計畫名禒 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2/3)—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

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計畫 

研究群名禒  

子計畫名禒  

受補助機構 國立交通大學 

聯絡人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計畫期程      98年   1 月    1日   至  98 年   11   月   30  日 

補助經費 ◎(請卂照最後修札細部計畫書的金額，或 GRB計畫摘要从的金額並換算成

仟仌。) (單位〆仟仌) 

執行進度 

(請四捨五入)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落後比率(比較)% 

◎(請比照分季摘要表中

1,2季預定累計進度圚寫)  

% 

◎(實際 1,2 季執行進度)%           % 

經費支用 

(請四捨五入) 

預定支用經費(單位〆仟仌) 實際支用經費(單位〆仟仌) 支用比率% 

◎(補助經費 x上欄預定進

度)=   (仟仌) 

◎(實際 1,2 季支用經費)= 

(仟仌) 

◎(實際支用經費/

預定支用經費)=   

%(﹡如果完全除盡

支用比率則達

100%) 

目標達成爲況 
◎請圚寫具體从容、數據(說明整體執行情形。) 

資源使用情形 
◎請圚寫具體从容、數據(如研究人力投入、及用途等)。 

主要執行成果 
◎請圚寫具體从容、數據(說明計畫半年來(期中)的初步成果及效益，如完

成研討會、工作坊及其他等)。 

計畫變更說明 
◎請圚寫執行計畫期間有無變更事項，(如增函協却研究人員或其他。)無則

免圚。 

執行進度有落後情形者，請續圚下列欄位 

落後原因 ◎(若「執行進度」與「經費支用進度」有落後請圚寫原因，無則免圚。) 

因應對策 

(檢討與建議) 
◎(若執行進度有落後請圚寫補救方法，無則免圚。) 

受補助機構戳章 國立交通大學 圚表日期 98年 6月   日 

註〆欄位若不敷圚寫，請自行調整欄位之寬度與長度，以能確實表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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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RB 期中報告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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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末論文發表會 

 時間〆98/10/31-98/11/01 

 地點〆綜合一館 6003 會議室  

 論文收錄期程〆  

 98/06/30〆論文題目、摘要、關鍵字  

 98/10/10〆完稿  

 進行方式〆  

 以研究群為單位却場次發表  

 主持人先行考慮主動尋求四溪計畫从其他研究群之却仁

擔伕對談人  

 計畫辦公室與主持人確定名單後排出議程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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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溪計畫電子報執行計畫 

2009/5/12 

一、 電子報欄位規劃 

二、 內容 

1. 人爱專訪〆輪帶式報導四溪計畫研究群召集人及主持人 

2. 專題報導〆交錯凼登四溪第一年研究成果 

3. 田野隨筆〆凼登學者、研究生、研究助理田野筆記 

4. 交流論壇〆凼登投稿文章，分享研究弖得、田野材料 

5. 作者素描〆瑝期作者報導 

6. 活動快訊〆凼登相關活動訊息 

7. 辦公室花絮〆凼登辦公室工讀生、助理等文章，報導辦公室事務 

三、 電子報編輯輪值表 

發行

月份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輪值 

研究群 

總計畫 

辦公室 
第一研究群 第二研究群 第三研究群 第四研究群 第五研究群 第六研究群 

執行

編輯 
羅烈師教授 曹逢甫教授 張維安教授 莊英章教授 林文玲教授 吳學明教授 施添福教授 

執行

助理 
王鈺涵 張瑩如 張亭婷 莊廣婷 林秀珊 康素華 李佳玲 

四、 出刊期程： 

 每月預定出刊日期為當月 5 日，輪值研究群至少應於當月 1 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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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之稿件上傳平台，經執行編輯確認後出刊。 

五、 內容編輯執行方式 

1. 人爱專訪〆輪帶式報導四溪計畫研究群召集人及主持人 

 每月人物專訪及專題報導規劃 

發行

月份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輪值 

研究群 

總計畫 

辦公室 
第一研究群 第二研究群 第三研究群 第四研究群 第五研究群 第六研究群 

人物

專訪 

莊英章教授 

5/20 

張維安教授 

6/20 

曹逢甫教授 

7/20 

施添福教授 

8/20 

吳學明教授 

9/20 

鄭錦全教授 

10/20 

林文玲教授 

11/20 

專題

報導 

總計畫 

辦公室 
第一研究群 第二研究群 第三研究群 第四研究群 第五研究群 第六研究群 

執行

助理 
王鈺涵 張瑩如 張亭婷 莊廣婷 林秀珊 康素華 李佳玲 

 人物專訪：由被報導人物所屬研究群之專任助理整理其報導內

容，並於每月 20 日以前 MAIL 給當期執行助理 

 專題報導：報導該研究群第一年研究成果，由執行助理處理整合

事宜 

2. 田野隨筆〆凼登學者、研究生、研究助理田野筆記 

 可請研究群教授之學生或其他學者提供 

3. 交流論壇〆凼登投稿文章，分享研究弖得、田野材料 

 可由四溪成立之田野交流網站選取文章，亦可自行邀稿

（http://hakkablog.blogspot.com/） 

http://hakkablog.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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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者素描〆瑝期作者報導 

 當期田野隨筆或是交流論壇之作者介紹 

5. 活動快訊〆凼登相關活動訊息 

 可刊登計畫相關訊息（計畫辦公室提供），亦可刊登研究群之相

關工作坊等訊息 

6. 辦公室花絮〆凼登辦公室工讀生、助理等文章，報導辦公室事務 

 可由計畫助理撰寫相關文章，亦可由總辦公室提供辦公室相關事

務之文章（每月 20 日前） 

六、 電子報平台操作（http://hkcep.nctu.edu.tw/admin/index.htm） 

 

 

http://hkcep.nctu.edu.tw/admi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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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溪計畫第四次專任研究助理會議 



會議討論事項：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成果報告說明 

會議時間：98/11/02（一）

會議地點：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電腦教室（二）



【格式】98 年度四溪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政府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壹、基本資料〆 

計畫名禒〆                             

主 持 人〆              

審議編號〆                             

計畫期間(全程)〆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度經費〆      千仌  全程經費規劃〆      千仌 

執行單位〆                             

貳、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从容 

一、 計畫目的〆 

二、 計畫架構(含樹爲圖)〆 

三、 計畫主要从容 

卂、計畫經費與人力執行情形 

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ㄧ) 計畫結構與經費 

綱要計畫 
名禒 

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〆以鳳山、頭

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2/3) 
經費 21,500,000 仌 

細部計畫 
名禒  

經費 仌 

研究計畫 
名禒  

經費 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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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執行機關 國立交通大學 

備註  

 

(二)經資門經費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 / (執行數) 

備註 主管機關預算
(委託、補助) 

自籌款 
合計 

金額(仌) 占總經費% 

一、經常支出      

1.人事費      

2.業務費      

3.差旅費      

4.管理費      

5.營業稅      

小計      

二、資本支出      

小計      

合
計 

金額      

占總經費%      

請將預算數及執行數並列，以括弧表示執行數 

 

與原計畫規劃差異說明： 

(三)計畫人力 

計畫名禒 
執 行

情形 
總人力

(人年)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理研究員

級 
助理 

 
原訂      

實際      

差瓽      

 
原訂      

實際      

差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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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〆 

研究員級〆研究員、教授、主治醫師、簡伕技札、若非以上職禒則相瑝於博士滿     

三年、或碩士滿仏年、或學士滿九年之研究經驜者。 

副研究員級〆副研究員、副教授、助研究員、助教授、總醫師、薦伕技札、若非

以上職禒則相瑝於博士、碩士滿三年、學士滿仏年以上之研究經驜

者。 

助理研究員級〆助理研究員、講師、住院醫師、技士、若非以上職禒則相瑝於碩

士、或學士滿三年以上之研究經驜者。 

助理〆研究助理、助教、實習醫師、若非以上職禒則相瑝於學士、或專科滿三年 

以上之研究經驜者。 

(四) 主要人力投入情形(副研究員級以上) 

姓名 計畫職禒 投入主要工作

及人月數 

學、經歷及專長 

   

學 歷  

經 歷  

專 長  

與原計畫規劃差異說明： 

 

肆、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尌與量化成果(output) 

(請尌主要成尌依學術成尌 (科技基礎研究)、技術創新成

尌 (科技整合創新)、經濟效益 (經濟瓹業促進)、社會影

霻 (社會福祉提升、環保孜全)、其它效益 (政策管理及

其它)方陎，以一段文字摘要說明主要之成果。 

 

伍、評估主要成尌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outcome) 

(請以學術成尌(科技基礎研究)、技術創新成尌  (科技整合創

新)、經濟效益 (經濟瓹業促進)、社會影霻 (社會福祉提昇、環

保孜全)、其它效益 (政策管理及其它) 等項目詳述) 

一、 學術成尌(科技基礎研究) (權重___%) 

二、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權重___%) 

三、 經濟效益(瓹業經濟發展) (權重___%) 

四、 社會影霻 (术生社會發展、環境孜全永續 ) (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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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 

五、 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權重___%) 

陸、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柒、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捌、檢討與展望 

 
圚表人〆         聯絡電話〆            傳真電話〆           

E-mail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管簽名〆 莊英章 院長   
 

 

附伔一〆實際成果 

(請至 GRB圚完「實際成果」後，於計畫中將表格複製貼上於此) 

 

 

 

附伔二〆佐證資料表 
(先圚 GRB佐證資料再將从容貼於下表从。 

                若該項目無伕何瓹出从容而又是必圚項目，請保留表格並在

表格从圚 "無" 及 "0"筆資料。) 

 

 

 
 

【【格格式式】】全全文文研研究究成成果果報報告告  

9988 年年度度四四溪溪計計畫畫全全文文成成果果報報告告撰撰寫寫說說明明 

 有關明（99）年將繬交之第 2 年全文成果報告，字數應達 5,000

字以上，从容應凿含第 2 年之具體成果、研究發現，及其與第 3

年計畫之關聯性，並簡述第 3 年計畫从容。 

 全文从容凿含〆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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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卂、文獻探討 

肆、研究架構與方法  

伍、研究成果與發現 

陸、計畫成果自評 

柒、結論與建議 

捌、附錄 

 若該計畫已有論文發表者，可以 A4 紙影印，作為成果報告从容或

附錄，並請註明發表凼爱名禒、卷期及出爯日期。 

 若有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著作、專利、技術報告、或學生瓼業論

文等，請在卂考文獻从註明之，俾可供進一步查考。 

 附表及附圖可列在文中或卂考文獻之後，各表、圖請說明从容。 

 打字編印注意事項 

1.用紙 

使用 A4 紙，即長 29.7 公分，寬 21 公分。 

2. 格式 

中文打字規格為每行繕打（行間不另留間距），英文打

字規格為 Single Space。 

3.字體 

報告之札文以中英文撰寫均可。在字體之使用方陎，英文

使用 Times New Roman Font，中文使用標楷體，字體大小

請以 12 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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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第 4 季進度考核表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九十八年 10-11 月計畫執行進度考核表 

總計畫名禒 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2/3)—以鳳山、頭前、中港及

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計畫 

研究群名禒  

子計畫 名禒  

受補助機構 國立交通大學 

聯絡人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E-mail  

補助金額  

計畫期程       98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11   月 30    日  

預定累計進度（%） ★依據分季摘要表中 1-4季預定累計

進度圚寫 

實際累計進度（%） ★實際 1-4

季累計進

度 

執行情形 

（說明已完成之 

工作項目） 

★請分點具體詳述之。 

1.應與日前所繬交的「分季摘要表」(第四季)預定工作項目一致，且

針對每一工作項目具體詳述其工作執行情形。除原列預定工作項目

外，可再增列其他工作項目。 

2.若本季中計畫有人員瓽動情形，煩請圚寫。 

執行進度有落後情形者，請續圚下列欄位 

執行進度落後原因 ★若實際累計進度落後於預定累計進度，請說明原因。 

執行進度落後 

補救措施 

★落後的補救措施。 

受補助機構戳章 國立交通大學 圚表日期 
98年   月    

日 

註〆欄位若不敷圚寫，請自行調整欄位之寬度與長度，以能確實表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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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寺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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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cemark name 開 word 檔 ID(主鍵) 縣別 鄉鎮 廟名 主祀神 廟址 經度 緯度 負責人 電話 管理

委員

會 

后厝龍鳳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01 后厝龍鳳宮.doc 03_04_01 苗栗縣 竹南鎮 后厝龍鳳宮 天上聖

母 

苗栗縣竹南鎮龍

山路二段 42 號 

120.866431° 24.693468° 陳超明 (037)464620、

(037)463600 

Y 

慈裕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02 竹南中港慈裕

宮.doc 

03_04_02 苗栗縣 竹南鎮 慈裕宮 天上聖

母 

苗栗縣竹南鎮中

美里民生路 7 號 

120.863744° 24.682405° 蔡銘雄 (037)462353、

(037)466353 

Y 

延平郡王三聖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03 三聖宮.doc 03_04_03 苗栗縣 竹南鎮 延平郡王三

聖宮 

開台聖

王 

苗栗縣竹南鎮中

港里迎薰路 61

號 

120.866111° 24.680944° 葉榮堂 (037)476246 Y 

竹南鎮五穀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04 五穀宮.doc 03_04_04 苗栗縣 竹南鎮 竹南鎮五穀

宮 

五穀先

帝 

苗栗縣竹南鎮新

南里五谷街十六

號 

120.881694° 24.688000° 黃桂新 (037)622454 Y 

保民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05 保民宮.doc 03_04_05 苗栗縣 竹南鎮 保民宮 福德正

神 

竹南鎮正南里十

三鄰保民巷一號 

120.877778° 24.683056° 洪玉明 宮(037)464611  Y 

中港龍鳳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06 中港龍鳳宮.doc 03_04_06 苗栗縣 竹南鎮 中港龍鳳宮 上天聖

母 

竹南鎮中英里六

鄰民生路一０一

號 

120.865056° 24.685944° 張堅城 宮(037)461193 Y 

蕃社保安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07 蕃社保安宮.doc 03_04_07 苗栗縣 竹南鎮 蕃社保安宮 雷朱薛

刑四府

王爺 

竹南鎮中美里四

鄰四三號 

urmap 上無法

顯示本廟之地

址 

urmap 上無

法顯示本廟之

地址 

張偉洲 宮(037)469111  Y 

水興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08 水興宮.doc 03_04_08 苗栗縣 竹南鎮 水興宮 哪吒太

子 

竹南鎮山佳里二

鄰五三號 

120.880417° 24.700586° 李榮旺 宮(037)629706 Y 

南天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09 南天宮.doc 03_04_09 苗栗縣 竹南鎮 南天宮 北極玄

天上帝 

竹南鎮大厝里六

鄰南大路一一六

號 

120.870938° 24.680889° 郭進丁 宮(037)466514  Y 

德勝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14 德勝宮.doc 03_04_14 苗栗縣 竹南鎮 德勝宮 朱府王

爺 

竹南鎮港墘里十

二鄰塭內三五之

七號 

120.852655° 24.671814° 葉慶隆 宮(037)460097  Y 

天文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15 天文宮.doc 03_04_15 苗栗縣 竹南鎮 天文宮 天極上

帝 

竹南鎮新南里七

鄰三角店三一號 

120.885861° 24.686306° 蔡火爐 宮(037)622867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01后厝龍鳳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02竹南中港慈裕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02竹南中港慈裕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03三聖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04五穀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05保民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06中港龍鳳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07蕃社保安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08水興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09南天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14德勝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15天文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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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16 龍山宮.doc 03_04_16 苗栗縣 竹南鎮 龍山宮 倪府王

爺、蘇

府王爺 

竹南鎮龍鳳里 4

鄰 53 號 

XXX.XXXXXX° XX.XXXXXX° 林登旺 宮(037)467553 Y 

合安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17 合安宮.doc 03_04_17 苗栗縣 竹南鎮 合安宮 媽祖 竹南鎮營盤里十

六鄰營盤邊五四

之七號 

121.013838° 24.837663° 黃國添 宮(037)473377  Y 

文天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18 文天宮.doc 03_04_18 苗栗縣 竹南鎮 文天宮 北極紫

微帝君 

竹南鎮中英里光

明街五六號 

120.863928 24.684433 連云璋 宮(037)471633  Y 

清豐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20 清豐宮.doc 03_04_20 苗栗縣 竹南鎮 清豐宮 天上聖

母 

竹南鎮海口里一

鄰八號 

120.864819 24.677633 林榮周 宮(037)465858  Y 

光明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27 光明宮.doc 03_04_27 苗栗縣 竹南鎮 光明宮 玉皇太

子 

竹南鎮港墘里六

鄰六三號 

120.860751 24.667611 林聰明 宮(037)462002  Y 

聖福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28 聖福宮.doc 03_04_28 苗栗縣 竹南鎮 聖福宮 福德正

神 

竹南鎮聖福里公

教路 138 號 

120.872694 24.695278 謝清順 宮(037)472826  Y 

康寧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31 康寧宮.doc 03_04_31 苗栗縣 竹南鎮 康寧宮 朱李池

三府王

爺 

竹南鎮公義里三

鄰十七號 

120.907314 24.737111 洪國隆 宮(037)582616  Y 

新興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36 新興宮.doc 03_04_36 苗栗縣 竹南鎮 新興宮 不確定 竹南鎮竹興里十

六鄰新興街四  

120.859942 24.690231 洪水桔 宮(037)465556  Y 

崁頂朝陽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37 崁頂朝陽宮.doc 03_04_37 苗栗縣 竹南鎮 崁頂朝陽宮 池伍朱

三府王

爺 

竹南鎮新南里十

四鄰崁頂三七  

120.884581 24.691542 陳啟仁 宮(037)612400 Y 

社興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4_45 社興宮.doc 03_04_45 苗栗縣 竹南鎮 社興宮 蘇李池

三府王

爺 

竹南鎮中華里

10 鄰復興路 33

之 1 號 

120.684194  24.699333 方福助 宮

(037)-469707 

Y 

頭份義民廟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5_01 頭份義民廟.doc 03_05_01 苗栗縣 頭份鎮 頭份義民廟 關聖帝

君 

頭份鎮仁愛里二

鄰中山路一三五

號 

120.910000  24.685194 陳添松 宮(037)663017  Y 

永貞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5_02 永貞宮.doc 03_05_02 苗栗縣 頭份鎮 永貞宮 天上聖

母 

頭份鎮田寮里

13 鄰 134 號 

120.885225  24.679286 傅福雄 宮(037)624429  Y 

太陽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5_03 太陽宮.doc 03_05_03 苗栗縣 頭份鎮 太陽宮 太陽星 頭份鎮珊瑚里中 120.959856 24.684389 鍾國福 宮(037)602128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16龍山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17合安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18文天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20清豐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27光明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28聖福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31康寧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36新興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37崁頂朝陽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4_45社興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5_01頭份義民廟.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5_02永貞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5_03太陽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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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正三路三０三號 

大化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5_04 大化宮.doc 03_05_04 苗栗縣 頭份鎮 大化宮 三山國

王 

頭份鎮斗煥里 7

鄰大成街 185號 

120.939494 24.681369 徐榮貴 宮(037)690165  Y 

國王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5_05 國王宮.doc 03_05_05 苗栗縣 頭份鎮 國王宮 三山國

王 

頭份鎮流東里三

鄰二四號 

120.965400  24.704856 陳仁耀 宮(037)601293  Y 

通天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5_06 通天宮.doc 03_05_06 苗栗縣 頭份鎮 通天宮 玄天上

帝 

頭份鎮蘆竹里七

鄰七八號 

120.887469 24.676350  林光文 宮(037)612956  Y 

裕賢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5_07 裕賢宮.doc 03_05_07 苗栗縣 頭份鎮 裕賢宮 蘇朱李

池四王

爺 

頭份鎮土牛里六

鄰六六號 

120.922894 24.691358 周萬吉 宮(037)668462 Y 

昊天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5_08 昊天宮.doc 03_05_08 苗栗縣 頭份鎮 昊天宮 玉皇大

帝 

頭份鎮上興里水

源路四八五巷十

八號 

120.912210  24.675774 溫春登 宮(037)663649 Y 

鑒化堂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5_10 鑒化堂.doc 03_05_10 苗栗縣 頭份鎮 鑒化堂 關聖帝

君 

頭份鎮下興里水

源路二六巷二九

號 

120.909650  24.676217 徐進福 宮(037)660286  N 

頭份鎮宣化堂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5_11 宣化堂.doc 03_05_11 苗栗縣 頭份鎮 頭份鎮宣化

堂 

關聖帝

君 

頭份鎮流東里十

三鄰三一號 

120.949047 24.682028 沈眉香 宮(037)601761  N 

太極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5_30 太極宮.doc 03_05_30 苗栗縣 頭份鎮 太極宮 伏羲八

卦祖師

爺 

頭份鎮成功里中

興路 81 號 

120.908247 24.695283 蕭月亮 (037)688003 Y 

受天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6_14 受天宮.doc 03_06_14 苗栗縣 後龍鎮 受天宮 玄天上

帝 

後龍鎮大山里 7

鄰下大山腳 53

之 6 號 

120.796342 24.643836 陳文進 宮(037)431289 Y 

真武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6_34 真武宮.doc 03_06_34 苗栗縣 後龍鎮 真武宮 玄天上

帝 

後龍鎮海寶里十

一鄰一二五之一

號 

120.813017 24.655528 洪清盧 宮(037)432704 Y 

保安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06_38 保安宮.doc 03_06_38 苗栗縣 後龍鎮 保安宮 六位尊

王 

後龍鎮海寶里 5

鄰 56 之 2 號 

120.822831 24.663019 黃清吉 宮(037)432395  Y 

崇聖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1_02 崇聖宮.doc 03_11_02 苗栗縣 南庄鄉 崇聖宮 關聖帝

君 

南庄鄉員林村五

鄰三三號 

120.971500  24.635600  黃順源 (037)832420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5_04大化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5_05國王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5_06通天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5_07裕賢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5_08昊天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5_10鑒化堂.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5_11宣化堂.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5_30太極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6_14受天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6_34真武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06_38保安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1_02崇聖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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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承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1_03 永承宮.doc 03_11_03 苗栗縣 南庄鄉 永承宮 上元三

官大

帝、關

聖帝

君、孚

佑帝

君、九

天司命

灶君 

南庄鄉南江村 3

鄰東江 41 之 3

號 

121.006500  24.595900  范明男 (037)823408  Y 

永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1_04 永和宮.doc 03_11_04 苗栗縣 南庄鄉 永和宮 上元三

官大帝 

南庄鄉田美村十

七鄰一五三號 

121.009300  24.626700  陳國康 (037)821338 Y 

文武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1_05 文武宮.doc 03_11_05 苗栗縣 南庄鄉 文武宮 關聖帝

君 

南庄鄉南富村大

南埔八十號 

120.981300  24.631600  劉文光 (037)823802  Y 

七星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1_06 七星宮.doc 03_11_06 苗栗縣 南庄鄉 七星宮 上元三

官大

帝、關

聖帝

君、孚

佑帝

君、九

天司命

灶君 

南庄鄉蓬萊村十

九鄰一０七之四

號 

120.970600  24.544000  張春貴 (037)821419  Y 

永聖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1_13 永聖宮.doc 03_11_13 苗栗縣 南庄鄉 永聖宮 上元三

官大帝 

南庄鄉東河村四

鄰八一之二號 

121.023000  24.600400  李雙鼎 (037)822420 Y 

財團法人臺灣省苗

栗縣三灣鄉五榖廟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6_01 五穀宮.doc 03_16_01 苗栗縣 三灣鄉 財團法人臺

灣省苗栗縣

三灣鄉五榖

廟 

五穀神

農 

三灣鄉三灣村中

山路四六號 

120.955100  24.655200  吳春增 (037)831214  N 

文衡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6_02 文衡宮.doc 03_16_02 苗栗縣 三灣鄉 文衡宮 關聖帝

君 

三灣鄉內灣村六

鄰一號 

120.956200  24.676700  劉森清 (037)833489  Y 

三元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6_03 三元宮.doc 03_16_03 苗栗縣 三灣鄉 三元宮 上元三 三灣鄉永和村三 120.923600  24.638700  黃添海 (037)832747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1_03永承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1_04永和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1_05文武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1_06七星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1_13永聖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6_01五穀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6_02文衡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6_03三元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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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大

帝、關

聖帝

君、孚

佑帝

君、九

天司命

灶君 

鄰十一號 

南天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6_04 南天宮.doc 03_16_04 苗栗縣 三灣鄉 南天宮 關聖帝

君、孚

佑帝

君、司

命真君 

三灣鄉銅鏡村七

鄰七七號 

120.979100  24.666200  鄭溫圓

妹 

(037)831023  N 

慈善堂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6_05 慈善堂.doc 03_16_05 苗栗縣 三灣鄉 慈善堂 觀世音

菩薩 

三灣鄉北埔村三

鄰四十號 

120.947600  24.644100  魏建相 (037)832839  Y 

保安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6_11 保安宮.doc 03_16_11 苗栗縣 三灣鄉 保安宮 開漳聖

王 

三灣鄉三灣村親

民路二巷十五之

一號 

120.956800  24.650400  邱坤鏞 (037)831798 Y 

關帝廟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6_12 關帝廟.doc 03_16_12 苗栗縣 三灣鄉 關帝廟 關聖帝

君 

三灣鄉銅鏡村二

鄰小銅鑼十七之

一號  

120.967000  24.669500  徐盛淇 (037)834275 Y 

聖隍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6_14 聖隍宮.doc 03_16_14 苗栗縣 三灣鄉 聖隍宮 瑤池王

母娘娘 

三灣鄉永和村三

鄰石馬店十三之

一號 

120.9249 24.6385 鄒林梅

妹 

(037)833677 Y 

聖安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6_15 聖安宮.doc 03_16_15 苗栗縣 三灣鄉 聖安宮 九天玄

女、開

漳聖王 

苗栗縣三灣鄉三

灣村博愛路九十

六號  

120.9579 24.6557 朱添福 (037)831049 N 

仙山靈洞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7_01 靈洞宮.doc 03_17_01 苗栗縣 獅潭鄉 仙山靈洞宮 關聖帝

君 

獅潭鄉新店村小

東勢二四號 

120.9483 24.5418 廖松鎮 (037)931373  Y 

玉虛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7_04 玉虛宮.doc 03_17_04 苗栗縣 獅潭鄉 玉虛宮   獅潭鄉豐林村十

鄰二四號 

120.9006 24.4883 劉漢龍 (037)931547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6_04南天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6_05慈善堂.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6_11保安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6_12關帝廟.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6_14聖隍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6_15聖安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7_01靈洞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7_04玉虛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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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民廟 宗廟 word 檔抽出\03_17_06 義民廟.doc 03_17_06 苗栗縣 獅潭鄉 義民廟 粵東義

民爺 

獅潭鄉新店村四

鄰四六號 

120.9217 24.5425 楊慢發 (037)932190  Y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

竹縣犂頭山蓮華寺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01 竹北蓮華寺.doc 01_01_01 新竹縣 竹北市 財團法人台

灣省新竹縣

犂頭山蓮華

寺 

觀音 竹北市十興里

18 鄰犁頭山下

39 號 

121.022319 24.829666 林章燕 (03)5501476 N 

菩提蘭若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02 菩提蘭若.doc 01_01_02 新竹縣 竹北市 菩提蘭若 阿彌陀

佛 

竹北市十興里

18 鄰犁頭山下

40 號 

120.998003 24.843135 楊育花 (03)5502092 N 

竹北菩提講堂 宗廟 word 檔抽出 \01_01_05 竹北菩提講

堂.doc 

01_01_05 新竹縣 竹北市 竹北菩提講

堂 

無法判

斷 

竹北市福德里

12鄰信義街9號 

121.009214 24.835648 黃蘭香 (03)5552065 N 

保安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06 竹北保安宮.doc 01_01_06 新竹縣 竹北市 保安宮 陳將軍

（開漳

聖

王）、

天上聖

母、神

農大

帝、法

主公 

竹北市中正西路

266 號 

121.997810  24.842242 陳火南 (03)5558369 Y 

竹北天后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07 竹北天后宮.doc 01_01_07 新竹縣 竹北市 竹北天后宮 天上聖

母 

竹北市竹仁里中

正東路 328 巷

29 號 

121.011620  24.823539 葉欽源 (03)5553063 Y 

德馨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08 德馨宮.doc 01_01_08 新竹縣 竹北市 德馨宮 福德正

神 

竹北市竹義里福

德街 19 號 

121.009013 24.836407 范振旺 (03)5531693 Y 

玄天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09 竹北玄天宮.doc 01_01_09 新竹縣 竹北市 玄天宮 玄天上

帝 

竹北市大義里鳳

岡路二段 150巷

186 號 

121.982525 24.86351 曾木榮 (03)5221174、

(03)5593231 

Y 

五賢宮(母廟) 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10五賢宮(母廟).doc 01_01_10 新竹縣 竹北市 五賢宮(母廟) 三府王

爺(朱

吳清) 

竹北市鳳岡路五

段 57 巷 72 號 

120.952322 24.872994 曾華鐘 (03)5561035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3_17_06義民廟.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01竹北蓮華寺.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02菩提蘭若.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05竹北菩提講堂.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05竹北菩提講堂.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06竹北保安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07竹北天后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08德馨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09竹北玄天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10五賢宮(母廟).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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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聖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11 竹北旨聖宮.doc 01_01_11 新竹縣 竹北市 旨聖宮 譜庵祖

師 

竹北市溪洲里 7

鄰新寮街 22 號 

120.954882 24.841039 陳竹金 (03)5565887 Y 

竹塹社采田福地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13 竹北竹塹社采田

福地.doc 

01_01_13 新竹縣 竹北市 竹塹社采田

福地 

七姓祖

先（七

姓公

廳） 

竹北市新國里中

正西路 219 巷

38 號 

120.997656 24.841336 衛金石 (03)5551478 Y 

清水祖師廟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14 竹北清水祖師

廟.doc 

01_01_14 新竹縣 竹北市 清水祖師廟 清水祖

師廟 

竹北市斗崙里福

興路 973 號 

121.004141 24.825751 楊敬賜 (03)5551247 Y 

太白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15 太白宮.doc 01_01_15 新竹縣 竹北市 太白宮 太白神

君 

竹北市大義里 2

鄰後面 6 號 

120.963340  24.863254 陳文和 (03)5517560 Y 

五賢宮(分香廟)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16 五賢宮 (分香

廟).doc 

01_01_16 新竹縣 竹北市 五賢宮 (分香

廟) 

三太子 竹北市崇義里 3

鄰 72 號 

120.952179 24.87067 李銘新 (03)5561188 Y 

北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17 竹北北和宮.doc 01_01_17 新竹縣 竹北市 北和宮 不確定 竹北市竹北里中

山路 296之 2號 

121.013838 24.837663 林祺興 (03)5516017 Y 

新港港安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20 新港港安宮.doc 01_01_20 新竹縣 竹北市 新港港安宮 戴府王

爺 

竹北市新港里 4

鄰漁寮 61 之 5

號 

120.944925 24.844131 戴寶珍 (03)5564157 Y 

青山弘法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21 竹北青山弘法

宮.doc 

01_01_21 新竹縣 竹北市 青山弘法宮 金木哪

吒三太

子 

竹北市溪州里 7

鄰新寮街 110之

1 號臨 

120.975192 24.837964 楊承龍 (03)5564073 Y 

國姓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1_27 竹北國姓宮.doc 01_01_27 新竹縣 竹北市 國姓宮 玉皇大

帝 

竹北市大眉里 1

鄰中華路 1150

巷 46 弄 7 之 1

號 

121.000272 24.855168 張文貴 (03)5550159 Y 

五穀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2_01 五穀宮.doc 01_02_01 新竹縣 竹東鎮 五穀宮 五穀神

農 

竹東鎮二重里中

興路三段 73 巷

30 號 

121.056667 24.765556 吳貴旺 (03)5826243 Y 

五華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2_03 五華宮.doc 01_02_03 新竹縣 竹東鎮 五華宮 包公 竹東鎮五豐里五

豐街 17 巷 1 號 

121.081839 24.743803 古金芳 (03)5950455 N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

竹縣竹東惠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2_05 惠昌宮.doc 01_02_05 新竹縣 竹東鎮 財團法人台

灣省新竹縣

三山國

王 

竹東鎮東寧路三

段 67 號 

121.086967 24.738122 宋海瑞 (03)5103322 N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11竹北旨聖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13竹北竹塹社采田福地.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13竹北竹塹社采田福地.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14竹北清水祖師廟.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14竹北清水祖師廟.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15太白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16五賢宮(分香廟).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16五賢宮(分香廟).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17竹北北和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20新港港安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21竹北青山弘法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21竹北青山弘法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1_27竹北國姓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01五穀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03五華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05惠昌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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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東惠昌宮 

萬善祠(頭重) 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07萬善祠(頭重).doc 01_02_07 新竹縣 竹東鎮 萬善祠(頭重) 義民爺 竹東鎮頭重里竹

中路 34 之 1 號 

121.028639 24.780897 林玉

景、林其

維 

(03)5826400 Y 

萬善祠(三重) 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09萬善祠(三重).doc 01_02_09 新竹縣 竹東鎮 萬善祠(三重) 有應諸

公 

竹東鎮三重里三

重路 5 巷 16 號 

121.058092 24.765861 黃文宏 (03)5822033 Y 

竹東慈惠堂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2_11 慈惠堂.doc 01_02_11 新竹縣 竹東鎮 竹東慈惠堂 瑤池金

母 

竹東鎮大鄉里中

豐路三段 476號 

121.081919 24.725192 謝國銀 (03)5965860 Y 

惠安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2_12 惠安宮.doc 01_02_12 新竹縣 竹東鎮 惠安宮 三山國

王 

竹東鎮上館里惠

安街 189 巷 27

號 

121.092239 24.722003 彭金寶 (03)5943847 Y 

福龍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2_13 福龍宮.doc 01_02_13 新竹縣 竹東鎮 福龍宮 三山國

王 

竹東鎮柯湖路三

段 291 號 

121.037097 24.759364 黃金琳 (03)5826753 Y 

玉泉山普照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 \01_02_14 玉泉山普照

宮.doc 

01_02_14 新竹縣 竹東鎮 玉泉山普照

宮 

關聖帝

君 

竹東鎮商華里環

山路 5 號 

121.084192 24.733003 邱鴻發 (03)5962478、

(03)5962493 

Y 

三元宮 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15三元宮(員崠).doc 01_02_15 新竹縣 竹東鎮 三元宮 三官大

帝 

竹東鎮員崠里東

峰路 403 巷 9-1

號 

121.097903 24.709953 陳乾欽 (03)5968843 Y 

聯庄廣惠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2_21 廣惠宮.doc 01_02_21 新竹縣 竹東鎮 聯庄廣惠宮 三山國

王 

竹東鎮上坪里 6

鄰 48 號 

121.120036 24.662931 范善雄 (03)5963003 Y 

大鄉萬善祠 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22萬善祠(大鄉).doc 01_02_22 新竹縣 竹東鎮 大鄉萬善祠 不確定 

(無圖

可判

斷) 

竹東鎮中豐路三

段 56 號 

121.084797 24.726917 古榮

郎、黃清

昭 

(03)5956592 Y 

與天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3_02 新埔與天宮.doc 01_03_02 新竹縣 新埔鎮 與天宮 媽祖 新埔鎮新民里 2

鄰中正路 666號 

121.073561 24.827873 陳英爐 (03)5883432 Y 

龍天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3_03 新埔龍天宮.doc 01_03_03 新竹縣 新埔鎮 龍天宮 五穀神

農 

新埔鎮南平里

13鄰大平窩256

號 

121.056557 24.837234 呂學義 (03)5885311 Y 

三聖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3_04 新埔三聖宮.doc 01_03_04 新竹縣 新埔鎮 三聖宮 關聖帝

君 

新埔鎮五埔里

17鄰三聖路488

121.099127 24.831162 彭瑞德 (03)5882153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07萬善祠(頭重).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09萬善祠(三重).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11慈惠堂.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12惠安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13福龍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14玉泉山普照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14玉泉山普照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15三元宮(員崠).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21廣惠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2_22萬善祠(大鄉).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02新埔與天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03新埔龍天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04新埔三聖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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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三元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3_05 新埔內立三元

宮.doc 

01_03_05 新竹縣 新埔鎮 三元宮 三官大

帝 

新埔鎮內立里 8

鄰關埔路內立段

203 巷 39 號 

120.079732 24.795637 蔡錦堂 (03)5891210 Y 

廣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3_07 新埔廣和宮.doc 01_03_07 新竹縣 新埔鎮 廣和宮 三山國

王 

新埔鎮新民里 1

鄰中正路 608號 

121.074205 24.828059 蔡國瑞 (03)5885857 Y 

集義亭(義勇廟)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3_08 新埔集義亭.doc 01_03_08 新竹縣 新埔鎮 集義亭 (義勇

廟) 

義勇爺 新埔鎮新埔里 1

鄰上樟路一段

12 巷 1 號 

121.078358 24.828622 鍾振榮 (03)5882451 N 

三元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3_11 新埔巨埔三元

宮.doc 

01_03_11 新竹縣 新埔鎮 三元宮 三官大

帝 

新埔鎮巨埔里

10 鄰大茅埔 50

號 

121.126232 24.846877 葉日榮 (03)5899453 Y 

元聖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3_12 新埔元聖宮.doc 01_03_12 新竹縣 新埔鎮 元聖宮 三官大

帝 

新埔鎮清水里 7

鄰汶水坑 136號 

120.136673 24.867377 徐登塘 (03)5890629 Y 

慈山聖善王母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3_14 新埔慈山聖善王

母宮.doc 

01_03_14 新竹縣 新埔鎮 慈山聖善王

母宮 

王母娘

娘 

新埔鎮北平里 9

鄰大平窩 106號 

121.079141 24.857959 梁雪媛 (03)5891432 N 

文昌祠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3_15 新埔文昌宮.doc 01_03_15 新竹縣 新埔鎮 文昌祠 文昌帝

君 

新埔鎮新民里

15鄰成功街202

巷 7 號 

120.076559 24.828808 范錦洲 (03)5886578 N 

三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4_03 三和宮.doc 01_04_03 新竹縣 關西鎮 三和宮 三山國

王 

關西鎮新富里 5

鄰老社寮 34 號 

121.178767 24.767772 李國惶 (03)5872996 Y 

太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4_04 太和宫.doc 01_04_04 新竹縣 關西鎮 太和宮 三官大

帝 

關西鎮東興里大

同路 30 號 

121.176922 24.790847 劉文禎 (03)5872216 Y 

太元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4_05 太元宮.doc 01_04_05 新竹縣 關西鎮 太元宮 三山國

王 

關西鎮玉山里 2

鄰赤柯山 12 號 

121.206472 24.760756 張進興 (03)5476089 Y 

東平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4_06 東平宮.doc 01_04_06 新竹縣 關西鎮 東平宮 三官大

帝 

關西鎮東平里 5

鄰大旱坑 34 號 

121.115319 24.826373 許學金 (03)5882868 Y 

皇德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4_07 皇德宮.doc 01_04_07 新竹縣 關西鎮 皇德宮 濟公活

佛 

關西鎮東平里

18 鄰南坑 39 號 

121.148472 24.842411 趙蒼伯 (03)5890679 N 

金錦山義民廟 宗廟 word 檔抽出 \01_04_08 金錦山義民

廟.doc 

01_04_08 新竹縣 關西鎮 金錦山義民

廟 

義民爺 關西鎮金山里

12 鄰 127 號 

121.224269 24.768019 蘇東貴 (03)5170122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05新埔內立三元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05新埔內立三元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07新埔廣和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08新埔集義亭.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11新埔巨埔三元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11新埔巨埔三元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12新埔元聖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14新埔慈山聖善王母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14新埔慈山聖善王母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3_15新埔文昌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03三和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04太和宫.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05太元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06東平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07皇德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08金錦山義民廟.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08金錦山義民廟.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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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4_09 元和宫.doc 01_04_09 新竹縣 關西鎮 元和宮 三官大

帝 

關西鎮上林里坪

林 49 號 

121.139444 24.802006 范光宙 (03)5868892 Y 

崑崙七星殿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4_10 崑崙七星殿.doc 01_04_10 新竹縣 關西鎮 崑崙七星殿 不確定 

(無圖

可判

斷) 

關西鎮東山里 7

鄰湖肚 20 號 

121.190553 24.789081 游崑崙 (03)5872150 N 

金龍聖殿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4_11 金龍聖殿.doc 01_04_11 新竹縣 關西鎮 金龍聖殿 不確定 

(無圖

可判

斷) 

關西鎮錦山里

12 鄰錦山 138

號 

121.234494 24.774464 蘇阿鑑 (03)5478787 Y 

乾元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4_12 乾元宮.doc 01_04_12 新竹縣 關西鎮 乾元宮 三官大

帝 

關西鎮石光里 6

鄰石岡子 308巷

14 號 

121.130861 24.813533 嚴盛雲 (03)5868491 Y 

燥坑永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4_15 燥坑永和宮.doc 01_04_15 新竹縣 關西鎮 燥坑永和宮 三官大

帝 

關西鎮南新里 5

鄰燥坑 61 之 2

號 

121.167647 24.775722 劉興業 (03)5872740 Y 

溪南福龍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6_02 新豐溪南福龍

宮.doc 

01_06_02 新竹縣 新豐鄉 溪南福龍宮 五穀神

農 

新豐鄉福興村 6

鄰圓山子 100號 

121.984193 24.896287 黃辛順 (03)5994647 Y 

溪南中崙三元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6_04 新豐溪南中崙三

元宮.doc 

01_06_04 新竹縣 新豐鄉 溪南中崙三

元宮 

三官大

帝 

新豐鄉中崙村 2

鄰中崙 38 號 

121.011815 24.895647 羅應湘 (03)5993317 Y 

池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6_05 池和宮.doc 01_06_05 新竹縣 新豐鄉 池和宮 池府王

爺 

新豐鄉新豐村

15鄰池府路156

號 

120.977584 24.911413 吳俊岸 (03)5680024 Y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

竹縣新豐鄉永寧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6_06 新豐永寧宮.doc 01_06_06 新竹縣 新豐鄉 財團法人台

灣省新竹縣

新豐鄉永寧

宮 

玉皇大

帝 

新豐鄉重興村永

寧街 22 號 

120.984548 24.903566 徐統

良、陳湖 

(03)5595680 N 

石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6_10 石和宮.doc 01_06_10 新竹縣 新豐鄉 石和宮 石人公

(關聖

帝君) 

新豐鄉埔和村

19 鄰 212 之 1

號 

121.988721 24.90138 洪華駿 (03)5689498 Y 

普元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6_12 普元宮.doc 01_06_12 新竹縣 新豐鄉 普元宮 三府王 新豐鄉坡頭村 6 120.989892 24.934467 李錦珍 (03)5680379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09元和宫.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10崑崙七星殿.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11金龍聖殿.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12乾元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4_15燥坑永和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6_02新豐溪南福龍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6_02新豐溪南福龍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6_04新豐溪南中崙三元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6_04新豐溪南中崙三元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6_05池和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6_06新豐永寧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6_10石和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6_12普元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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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 鄰 95 之 7 號 

廣福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7_02 廣福宮.doc 01_07_02 新竹縣 芎林鄉 廣福宮 三山國

王 

芎林鄉芎林村 1

鄰文昌街廣福巷

45 號 

121.079614 24.775464 劉仁添 (03)5923865 Y 

聖帝廟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7_03 聖帝廟 (代勸

堂).doc 

01_07_03 新竹縣 芎林鄉 聖帝廟 關聖帝

君 

芎林鄉新鳳村

10 鄰燥坑 19 號 

121.108056 24.764367 陳錦相 (03)5921729 Y 

三武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7_04 三武宫.doc 01_07_04 新竹縣 芎林鄉 三武宮 郭子儀 芎林鄉文林村

10 鄰 10 號 

121.082217 24.780519 劉邦平 (03)5924166 Y 

三元宮 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05三元宮(華龍).doc 01_07_05 新竹縣 芎林鄉 三元宮 三官大

帝 

芎林鄉華龍村 3

鄰 209 號 

121.141861 24.75421 范和德 (03)5931578 Y 

五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7_06 五和宫.doc 01_07_06 新竹縣 芎林鄉 五和宮 媽祖 芎林鄉五龍村 7

鄰富林路一段

138 巷 23 弄 19

號 

121.119803 24.736319 賴遠章 (03)5931730 N 

惠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7_07 惠和宫.doc 01_07_07 新竹縣 芎林鄉 惠和宮 三山護

國國王 

芎林鄉秀湖村

10 鄰 97 號 

121.110522 24.735514 陳宏明 (03)5931491 Y 

福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7_08 福昌宮.doc 01_07_08 新竹縣 芎林鄉 福昌宮 三山國

王 

芎林鄉石潭村 8

鄰 128 號 

121.099257 24.748978 吳錦秀 (03)5921657 Y 

下山月桃窩萬善祠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7_09 下山月桃窩萬善

祠.doc 

01_07_09 新竹縣 芎林鄉 下山月桃窩

萬善祠 

有應公

(萬善

諸君) 

芎林鄉下山村 7

鄰下山 79 號 

121.059067 24.811339 謝木水   N 

萬善祠(石潭) 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11萬善祠(石潭).doc 01_07_11 新竹縣 芎林鄉 萬善祠(石潭) 有應公

(萬善

諸君) 

芎林鄉石潭福昌

街 2 巷 2 號 

121.105426 24.744876 劉家宏 (03)5932101 Y 

萬善祠(新鳳) 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13萬善祠(新鳳).doc 01_07_13 新竹縣 芎林鄉 萬善祠(新鳳) 有應公

(萬善

諸君) 

芎林鄉新鳳村 9

鄰燥坑 1 之 1 號 

121.092521 24.759364 姜金坤 (03)5923612 Y 

修心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7_14 修心宫.doc 01_07_14 新竹縣 芎林鄉 修心宮 不確定 

(無圖

可判

斷)觀

芎林鄉新鳳村

10 鄰燥坑 21 之

1 號 

121.105823 24.762939 黃國相 (03)5924891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02廣福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03聖帝廟(代勸堂).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03聖帝廟(代勸堂).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04三武宫.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05三元宮(華龍).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06五和宫.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07惠和宫.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08福昌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09下山月桃窩萬善祠.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09下山月桃窩萬善祠.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11萬善祠(石潭).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13萬善祠(新鳳).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14修心宫.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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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百壽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7_16 百壽宫.doc 01_07_16 新竹縣 芎林鄉 百壽宮 不確定 

(無圖

可判

斷)張

石有？ 

芎林鄉下山村

10 鄰五座屋 36

之 6 號 

121.062457 24.79713 張石有 (03)5923692 N 

無極金玉殿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7_19HC-芎林-無極金

玉殿.doc 

01_07_19 新竹縣 芎林鄉 無極金玉殿 不確定 

(無圖

可判

斷)王

母娘

娘？ 

芎林鄉新鳳村 1

鄰倒別牛 15 號 

121.100417 24.766252 邱瑞國 (03)5922699 N 

國王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8_01 國王宮 (田寮

村).doc 

01_08_01 新竹縣 橫山鄉 國王宮 三山國

王 

橫山鄉田寮村

14 號 

121.10708 24.699013 張阿魁 (03)5969036 Y 

三元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8_02 三元宮.doc 01_08_02 新竹縣 橫山鄉 三元宮 三官大

帝 

橫山鄉沙坑村中

豐路三段 243號 

121.167482 24.747156 溫正道 (03)5811410 Y 

廣濟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8_03 廣濟宮.doc 01_08_03 新竹縣 橫山鄉 廣濟宮 三官大

帝 

橫山鄉內灣村 6

鄰大同路 1 號 

121.181535 24.706434 邱創南 (03)5849301 Y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

竹縣橫山鄉九讚頭

國王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 \01_08_04 九讚頭國王

宮.doc 

01_08_04 新竹縣 橫山鄉 財團法人台

灣省新竹縣

橫山鄉九讚

頭國王宮 

三山國

王 

橫山鄉新興村新

興街 62 巷 6 號 

121.142323 24.716614 曾鑑杰 (03)5934637 N 

永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8_05 永昌宫.doc 01_08_05 新竹縣 橫山鄉 永昌宮 三山國

王 

橫山鄉大肚村永

昌街 80 號 

121.133493 24.723428 羅政義 (03)5932575 Y 

龍天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8_06 龍天宮.doc 01_08_06 新竹縣 橫山鄉 龍天宮 不確定 

(無圖

可判

斷) 

橫山鄉力行村 5

鄰十分寮 74 號 

121.156978 24.716518 羅俊穎 (03)5931770 N 

國王宮 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07國王宮(橫山).doc 01_08_07 新竹縣 橫山鄉 國王宮 三山國

王 

橫山鄉橫山村 3

鄰橫山 96 號 

121.115983 24.718097 蔡維邦 (03)5958122 Y 

增昌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8_08 增昌宫.doc 01_08_08 新竹縣 橫山鄉 增昌宮 玉皇大 橫山鄉豐田村 3 121.156881 24.704277 葉金傳 (03)5931916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16百壽宫.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19HC-芎林-無極金玉殿.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7_19HC-芎林-無極金玉殿.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01國王宮(田寮村).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01國王宮(田寮村).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02三元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03廣濟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04九讚頭國王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04九讚頭國王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05永昌宫.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06龍天宮.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07國王宮(橫山).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08增昌宫.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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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鄰 25 號 

九為天堂(仙女廟)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8_11 九為天堂.doc 01_08_11 新竹縣 橫山鄉 九為天堂(仙

女廟) 

九天玄

女 

橫山鄉大山背段

88 之 13 號 

121.181535 24.706434 張雲開 (03)5943162 N 

三元宮 宗廟 word 檔抽出\01_09_04 北埔三元宮.doc 01_09_04 新竹縣 北埔村 三元宮 上元三

官大帝 

北埔鄉南坑村 2

鄰九份子 29 號 

121.0541 24.6748 羅玉湘 (03)5801014 Y 

金玉堂   01_09_05 新竹縣 北埔村 金玉堂 玉皇大

帝 

北埔鄉北埔村 8

鄰公園街 15 巷

36 之 11 號 

121.0585 24.698 黃百忠 (03)5801245 Y 

財團法人台灣省新

竹縣北埔鄉南天山

濟化宮 

  01_09_06 新竹縣 北埔村 財團法人台

灣省新竹縣

北埔鄉南天

山濟化宮 

觀世音

菩薩、

關聖帝

君、地

藏王菩

薩 

北埔鄉南坑村 3

鄰小南坑 1 號 

121.0506 24.6705 謝鏡清 (03)5801256 N 

南昌宮   01_09_07 新竹縣 北埔村 南昌宮 不確定 

(無圖

可判

斷) 

北埔鄉南埔村 2

鄰南埔 17 號 

121.0419 24.6958 蕭宗芳 (03)5802076 Y 

五指山灶君堂   01_09_08 新竹縣 北埔村 五指山灶君

堂 

司命灶

君 

北埔鄉外坪村 8

鄰六股 11 之 12

號 

121.0895 24.6423 周黃秀

蘭 

(03)5802049 Y 

五指山開基祖盤古

廟 

  01_09_09 新竹縣 北埔村 五指山開基

祖盤古廟 

盤古 北埔鄉外坪村 8

鄰六股 12 號 

121.09 24.6418 周黃秀

蘭 

(03)5803127 Y 

大仙廟   01_09_11 新竹縣 北埔村 大仙廟 救苦大

仙 

新竹縣北埔鄉水

磜村水磜子 42

號 

121.0555 24.7149 林福春 (03)5801706 N 

文昌廟   01_09_12 新竹縣 北埔村 文昌廟   新竹縣北埔鄉外

坪村8鄰六股22

號 

120.0864 24.647 王李秀

蓮 

(03)5802704 N 

天上聖母廟(元聖宮)   01_11_01 新竹縣 寶山鄉 天上聖母廟

(元聖宮) 

天上聖

母 

寶山鄉寶山村新

湖路 298 號 

121.026763 24.740066 田煥真 (03)5761443 Y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8_11九為天堂.doc
../../../../../宗廟整理BENZ/宗廟word檔抽出/01_09_04北埔三元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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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豐宮   01_11_02 新竹縣 寶山鄉 雙豐宮 五穀先

帝 

寶山鄉雙溪村

20鄰雙豐路2號 

120.990287 24.765792 鍾慶祥 (03)5201673 Y 

新豐宮   01_11_03 新竹縣 寶山鄉 新豐宮 三山國

王 

寶山鄉新城村 1

鄰新湖路 32 號 

120.996584 24.731266 彭鼎煌 (03)5762056 N 

保生宮   01_11_04 新竹縣 寶山鄉 保生宮 保生大

帝 

寶山鄉大崎村 5

鄰大坪路 30 號 

121.002121 24.763318 胡鏡成 (03)5777600 N 

廬山玖龍宮   01_11_06 新竹縣 寶山鄉 廬山玖龍宮 玉皇大

帝 

寶山鄉新城村 5

鄰寶新路 279號 

120.975671 24.744867 盧光助 (03)5204264 Y 

新竹縣寶山鄉溪源

洞 

  01_11_08 新竹縣 寶山鄉 新竹縣寶山

鄉溪源洞 

救苦大

仙 

寶山鄉山湖村

10 鄰山仙路 40

之 1 號 

120.035682 24.72148 邱鏡淳 (03)5761103 Y 

丹桂宮   01_12_07 新竹縣 峨眉鄉 丹桂宮 三官大

帝 

峨眉鄉峨眉村 8

鄰峨眉街 2 號 

121.019926 24.689062 蔡雲錦

暫代 

(03)5800984 Y 

隆聖宮   01_12_08 新竹縣 峨眉鄉 隆聖宮 關聖帝

君 

峨眉鄉富興村 1

鄰 3 號 

120.020358 24.689393 黃金福 (03)580690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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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校名 郵遞

區號 

校址 緯經度 創設時間 校名變遷 校址變遷 校史記要 

A_001 桃園國

民小學 

33041 桃園縣桃園市文化

里民權路 67 號 

24.9918

°,121.3101° 

 台北師範學校台北國語傳習所桃仔園分散場（日明治

30 年 月 日） 

桃仔園公學校（日明治 31 年 10 月 日改制設置） 

桃園公學校（日大政 7 年 月 改名） 

桃園第一公學校（日昭和 9 年 月 改名） 

武凌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月 4 月 1 日改名） 

桃園鎮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4 月改名） 

桃園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1 月改名） 

桃園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桃仔園文昌廟（創校時） 

現址（日大正 5 年 月 新

建校舍完成遷校） 

1923 月設埔子分教場（日大正 12 年）（昭

和 3 年 月獨立為埔子公學校） 

A_002 大溪國

民小學 

33541 大溪鎮福仁里登龍

路 19 號 

24.8848

°,121.2865° 

1897（日明治 30 年 月 

日）（台北國語傳習所大

嵙崁分教場） 

1898（日明治 31 年 10 月 

日）（大嵙崁公學校設置） 

台北國語傳習所大嵙崁分教場（日明治 30 月 日） 

大嵙崁公學校（日明治 31 年 10 月 改制設置） 

大溪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月 改名） 

大溪官前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名） 

大溪鎮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月 改名） 

大溪國民學校（民國 年 月 改名） 

大溪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大嵙崁上街（創校時） 

現址（日大正 9 年 12 月 新

建校舍完成遷移） 

1902 9 月設內柵分校（日明治 35 年）（日

大政 11 月 9 月獨立為內柵公學校） 

1942 月 設大東分教場（日昭和 17 年)（民

國 35 年 8 月 1 日獨立為永福國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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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003 中壢國

民小學 

32041 桃園縣中壢市延平

路 622 號  

24.9546

°,121.2210° 

1898 月（日明治 31 年）

（明治 32 年 2 月創立） 

中壢公學校（日明治 31 年 月設置） 

中壢第一公學校（日昭和 11 年 月改名） 

興南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名） 

中壢國民學校（民國 39 年 月 日改名） 

中壢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1912 4 月 1 日設南勢分校（大正 5 年 月

獨立為南勢公學校） 

1934 9 月設水尾分離教室（日昭和 9 年）

（昭和 10 年 月改水尾分校場；昭和 11

年 4 月獨立為中壢第二公學校） 

1941 9 月設舊 分教室（民國 37 年 9 月

獨立為新明國民學校） 

A_004 八德國

民小學 

33454  桃園縣八德市中

山路 94 號 

24.9283

°,121.2833° 

1899 1 月（日明治 32 年）

（仁和公學校辦） 

仁和公學校（日明治 32 年 10 月成立） 

八塊厝公學校（日明治 38 年 月改名） 

八塊公學校（日_年 月改名） 

八塊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月 4 月 1 日改稱） 

八德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4 月 1 日改名） 

八德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日大正 2 年 4 月 1 日設樹分校（大正 9 年

4 月 1 日獨立為員樹林公學校） 

民國 35 年 11 月 29 日設朋霄裡分教室（民

國 39 年 8 月獨立霄裏國民學校） 

1923 月設大水湳分教場（日大正 12 年）

（昭和 3 年 月獨立為大楠公學校） 

A_005 南崁國

民小學 

33850 桃園縣蘆竹鄉吉林

路 160 號 

24.0526

°,121.2971° 

1899 2 月（日明治 32 年） 南崁公學校（日明治 32 年 2 月設置） 

南崁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蘆竹鄉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４月 15 日改名 

南崁國民學校（民國 39 年 10 月 25 日改名） 

南崁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蘆竹南崁廟（創校時） 

今校址（日大正元年 4 月 1

日遷入） 

日明治 38 年 3 月設石觀音分校（明治 44

年 月獨立石觀音公學校） 

日明治 37 年 7 月設大坵園分教場（明治

41 年 月獨立為大園公學校） 

1925 月設蘆竹分校（日大正 14 年）（昭

和 3 年 月獨立蘆竹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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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006 龍潭國

民小學 

32571 桃園縣龍潭鄉南龍

路 13 號 

24.8632

°,121.2131° 

1899 3 月（日明治 32 年）

（龍元 公學校） 

龍元宮學校（日明治 32 年 3 月設置） 

龍潭陂公學校（日明治 35 年 月改名） 

龍潭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龍潭鄉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4 月改名） 

龍潭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月改名） 

龍潭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名） 

四方林 1925 4 月（日大正４年）設銅鑼圈分校（大

正 9 年 月獨立為銅鑼公學校） 

A_007 楊梅國

民小學 

32641 桃園縣楊梅鎮校前

路 1 號 

24.9057

°,121.1447° 

1900 5 月 日（日明治 33

年）（楊梅壢公學校設置） 

楊梅壢公學校（日明治 33 年 5 月設置） 

楊梅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5 月改名） 

楊梅國民學校（日昌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楊梅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1905 10 月設新屋分校（日明治 38 年）（日

明治 44 年 月獨立為新屋公學校） 

1922 月設伯公岡分教場（日明治 38 年）

（日明治 44 年 月獨立為新屋公學校） 

1929 月設草湳坡分教場（日昭和 4 年）

（昭和 8 年 月獨立為草湳坡公學校） 

A_008 內柵國

民小學 

33558 桃園縣大溪鎮義和

里安和路 38 號 

24.8555

°,121.0824° 

1902 9 月 日（日明治 35

年）(大嵙崁 公學枚內柵

分校設置) 

大嵙崁公學校內柵分校（日明治 35 年 9 月設置） 

內柵公學校（日大正 11 年９月獨立校名） 

內柵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內柵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８月 1 日改稱） 

今校址（日大正２年購地

建築校舍） 

1928 設八結分教場（日昭和 3 年）（昭

和 19 年 4 月獨立為八結公學校） 

民國 39 年 9 月增設福安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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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009 觀音國

民小學 

32843 桃園縣觀音鄉文化

路 2 號 

25.0354

°,121.0824° 

1905 3 月（日明治 38 年）

（南崁公學校石觀音分

校設置） 

南崁公學校石觀音分校（日明治 38 年 3 月 日設置） 

石觀音公學校（日明治 44 年 月獨立校名） 

觀音公學校（日昭和 13 年 月改名） 

觀音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月改名） 

觀音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新坡分教場（日大正 12 年）（昭和 3 年 月

獨立為新坡公學校） 

兩座屋分班六潭分班（民國 39 年） 

A_010 大園國

民小學 

33756 桃園縣大園鄉橫峰

村中正東路 160 號 

25.0599

°,121.2021° 

1905 7 月（日明治 38 年）

（南崁公學校大坵園分

教場設置） 

南崁公學校大坵園分教場設置（日明治 38 年 9 月上課） 

大園公學校（日明治 41 年 月 日獨立改名） 

大園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大園鄉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月 日改名） 

大園國民學校（民國 39 年 月 日改名） 

大園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大園仁壽宮（日明治 38 年

9 月創校時）（日明治 38

年 10 月遷入校舍） 

今校址（日昭和 6 年 月遷

移） 

1921 4 月設竹圍分教場（日大正 10 年）

（昭和 3 年 月獨立為竹圍公學校） 

1940 月設埔心分教場（日昭和 15 年）（昭

和 18 年獨立為大園國民學校） 

日港村分班（民國 39 年 9 月） 

南港村分班（民國 40 年 3 月 15 日改為潮

音分校） 

和平村分班（民國 40 年 11 月改為溪海分

校） 

A_011 新屋國

民小學 

32750 桃園縣新屋鄉新生

村中正路 196 號  

25.0598

°,121.2022° 

1905 10 月（楊梅壢公學校

新屋分校設置）（日明治

38 年） 

1905 11 月（楊梅壢公學校

新屋分校設置）（日明治

38 年） 

楊梅壢公學校新屋分校設置（日明治 38 年 10 月設校） 

新屋公學校（日明治 44 年 月獨立校名） 

新屋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新屋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九斗五谷廟（創設時） 

現址（日明治 39 年 月遷

移） 

 

A_012 角板國

民小學 

33641 桃園縣復興鄉澤仁

村中正路 33 號 

24.8166

°,121.3512° 

1909 月(角板教育所設

置）（日明治 42 年） 

角板教育所（日明治 42 年 月設置） 

角板國民學校（民國 53 年 9 月改制校名） 

角板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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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013 南勢國

民小學 

32456 桃園縣平鎮市中豐

路南勢 2 段 223 號 

24.91331.2110

° 

1912 4 月 1 日(中壢公學校

南勢分校設置）（日大正

元年） 

中壢公學校南勢分校（日大正元年 4 月 1 日設置） 

南勢公學校（日大正 5 年 月獨立校名） 

南勢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南勢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1929 3 月設宋屋分校場（日昭和４年）（昭

和 10 年 4 月獨立為宋屋公學校） 

1931 3 月設宋屋分校場（日昭和４年）（昭

和 10 年 4 月獨立為宋屋公學校） 

1938 4 月設東勢分離教室（日昭和 13 年）

（昭和 1４年 4 月改東勢分教場；昭和 18

年 月獨立為東勢國民學校） 

1943 設高等科（日昭和 18 年） 

A_014 龜山國

民小學 

33343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

2 段 933 巷 14 號 

24.9934

°,121.3396° 

1918 4 月（龜崙口公學校

設置）（日大正 7 年） 

龜崙口公學校（日大正 7 年 4 月設校） 

龜山公學校（日 改名） 

龜山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龜山鄉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月改名） 

龜山國民學校（民國 39 年 月改名） 

龜山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1922 月設評頂分教場（日大正 11 年）（昭

和 3 年 月獨立為坪頂公學校） 

1943 4 月設塔寮坑分教場（日昭和 18 年）

（民國 35 年 9 月 1 日獨立為龍壽國民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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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001 新竹國

小 

30061 新竹市振興里興學

街 106 號 

24.7961

°,120.9647° 

1896 5 月 21 日 新竹國語

傳習所公佈日（日明治 29

年） 

1898 10 月 1 日 新竹工學

校設置（日明治 31 年） 

新竹國語傳習所（日明治 29 年 11 月 21 日開所日） 

新竹公學校（日明治 31 年 10 月 1 日改制設置） 

新竹第一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5 月 6 日改稱） 

新竹市新興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名） 

新竹市立第一國民學校（民過 35 年 2 月 1 日改名） 

新竹市新竹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3 月 1 日改名） 

新竹市新竹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新竹街西門明志書院（並

租鄰家楊溪水房屋-部分修

茸為校舍） 

新竹街孔子廟（日明治 39

年 10 月 1 日遷。日明治 43

年將孔子廟東西廡及後殿

改建為校舍，日明治 44 年

12 底竣工。） 

新竹市新興町今振興里現

址（日昭和 12 年 6 月 3 日

新建校舍竣工，陸續遷入） 

1897 10 月 1 日國語傳習所附設小學科，

收日本學童（日明治 30 年） 

1898 7 月獨立為「新竹小學校」遷至東門

榮町校舍（日明治 31 年 7 月） 

1897 12 月 24 日國語傳習所設置新埔分教

場於新埔文昌廟（日明治 30 年） 

1898 1 月 25 日國語傳習所設中港分教場

於中港（今竹南）（日明治 31 年） 

1898 3 月 12 日國語傳習所設北埔分教場

於北埔慈天宮（日明治 31 年） 

1912 4 月 1 日設實業科（農業）（大正元

年日明治 45 年） 

1915 5 月 18 日設女子部於孔子廟東側（日

大正 4 年） 

1916 4 月 1 日獨立為「新竹女子公學校」

（大正 5 年） 

1916 5 月 1 日實業科之農業科改為商業科

（大正 5 年） 

1920 4 月 1 日設「新竹簡易商業學校」（大

正 9 年） 

1922 4 月 1 日廢簡易商業學校，改置高等

科（大正 11 年） 

1922 4 月 1 日設「埔頂分離教室」（大正

11 年） 

1923 4 月 1 日改稱埔頂分教場，昭和三年

四月一日獨立為「新竹第三公學校」（大

正 12 年） 

1948 1 月 1 日新竹市政府指定為示範國民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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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002 新埔國

民小學 

30595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

路 366 號 

24.8282

°,121.0802° 

1897 12 月 24 日 新竹國

語傳習所新埔分教場許

可日 （日明治 30 年） 

1898 10 月 1 日 新埔公學

校設置（日明治 31 年） 

新竹國語傳習所新埔分教場（日明治 31 年 3 月 29 日

開課日） 

新埔公學校（日明治 31 年 10 月 1 日改制設置） 

新埔旭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新埔鎮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4 月 19 日改稱） 

新埔國民學校（民過 36 年 11 月改稱） 

新埔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新埔文昌廟（創校時） 

今校址（日明治 35 年 11

月 11 日新建校舍竣工遷

校） 

1917 10 月 17 日設照門分校場（日大正６

年） 

1921 4 月 1 日獨立為照門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1923 4 月 1 日設高等科（日大正 12 年） 

1923 4 月 1 日設枋寮分教場（日大正 12

年） 

1929 4 月 1 日獨立為枋寮公學校（日昭和

4 年） 

1942 3 月 31 日設南分教場於石頭坑（日

昭和 17 年） 

1946 9 月 1 日獨立為石頭國民學校 

 

B_003 北埔國

民小學 

31442  新竹縣北埔鄉埔心

街 24 號 

24.7006

°,121.0536° 

1989 3 月 12 日 新竹國

語傳習所北埔分教場許

可日（日明治 31 年） 

1989 10 月 1 日 北埔公

學校設置（日明治 31 年） 

新竹國語傳習所北埔分教場（日明治 31 年 3 月 15 日

開課日） 

北埔公學校（日明治 31 年 10 月 1 日改制設置） 

北埔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北埔鄉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9 月 1 日改稱） 

（新竹縣）北埔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9 月 1 日改稱） 

北埔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北埔慈天宮（創校時） 

今校址（日明治 35 年 10

月 28 日新建校舍落成遷

校） 

1916 年 6 月 11 日設草山分校（日大正 5

年）（大正 10 年 4 月 24 日獨立，改稱寶

山公學校） 

1924 年 4 月 1 日設高等科（日大正 13 年） 

1943 年 4 月設大坪分教場（日昭和 18 年）

（民國 35 年 9 月１日獨立為大坪國民學

校） 

新竹市政符指定為竹東區示範國民學校

（民國 37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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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004 竹東國

民小學 

31043 新竹縣竹東鎮康寧

街 1 號  

24.7356

°,121.0878° 

1989 12 月 8 日 樹杞林公

學校設置（日明治 31 年） 

樹杞林公學校（日明治 32 年 3 月 3 日政式開學日） 

竹東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4 月 24 日改名） 

竹東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竹東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樹杞林惠昌宮前（創校時） 

今校址（日明治 37 年 6 月

10 日新建校舍竣工遷校） 

1912 4 月 1 日設橫山分校（日明治 45 年）

（大正元年）（日大正 10 年 4 月 24 日獨

立為橫山公學校） 

1917 6 月 30 日設沙坑分教場（日大正 6

年）（日大正 10 年 4 月 24 日獨立為沙坑

公學校） 

1920 4 月 1 日設二重埔分校（日大正 9 年）

（昭和 3 年獨立為二重公學校） 

1923 3 月 31 日設高等科（日大正 12 年） 

B_005 芎林國

民小學 

30743    新竹縣芎林鄉文

山路 288 號  

24.7740

°,121.0829° 

1898 12 月 8 日 九芎林公

學校設置（日明治 31 年） 

九芎林公學校（日明治 32 年 3 月 4 日開學日） 

芎林公學校（日大正 9 年 10 月 24 日改名） 

芎林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芎林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4 月 15 日改稱） 

芎林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1 月 日改稱） 

芎林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九芎林文林閣（文昌祠）

（創校時） 

今校址（日明治 42 年 4 月

買高收梘現校地；大正９

年遷校） 

1920 4 月 1 日設鹿寮坑分校（日大正 9 年） 

1928 3 月 31 日獨立為五龍公學校（昭和 3

年） 

1926 4 月 1 日併設農林補習學校（日大正

15 年）（民國 36 年 7 月廢） 

1936 2 月 26 日開闢現校場（日昭和 11 年） 

http://163.19.75.1/cles.gif
http://163.19.75.1/cles.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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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006 關西國

民小學 

306  41   新竹縣關西鎮西

安里中山路 126 號 

24.7924

°,121.1739° 

1899 2 月 3 日 咸菜硼公

學校設置（日明治 32 年） 

咸菜硼公學校（日明治 32 年 4 月 24 日開學日） 

關西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10 月 24 日改名） 

關西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關西鎮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4 年 11 月 17 日改稱） 

關西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1 月 1 日改稱） 

關西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咸菜硼文昌廟（創校時） 

今校址（老街。明治 38 年

6 月 25 日，新建校舍落成

遷校） 

1913 3 月 22 日設石崗仔分校（日大正 2

年） 

1917 3 月 31 日獨立為石崗仔公學校（大

正 6 年） 

1920 4 月 1 日設石崗仔分離教室於坪林

（日大正 9 年） 

1924 改隸石光公學校，為坪林分校（大

正 13 年） 

1924 3 月 10 日併設關西農業補習學校（日

大正 13 年） 

1935 3 月 5 日設馬武督分校（日昭和 10

年） 

1641 4 月 1 日獨立為錦山國民學校（昭和

16 年） 

1950 3 月 1 日分設東光國民學校於東光里 

B_007 峨眉國

民小學 

31541  新竹縣峨眉鄉峨

眉村峨眉街 4 號 

24.6891

°,121.0202° 

1899 3 月 12 日 月眉公學

校設置（日明治 32 年） 

月眉公學校（日明治 32 年 3 月 12 日設置） 

峨眉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5 月 12 日改名） 

峨眉國民學校（日大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峨眉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月眉街（創校時） 

今校址（日明治 36 年 4 月

26 日遷入新校舍） 

1905 3 月 31 日設富興、新城兩分教場（日

明治 38 年）（日大正 12 年 3 月 31 日新

城分教場獨立為新城公學校；昭和 13 年

4 月 1 日富興分教場獨立為富興公學校） 

1936 8 月 30 日重建校舍落成（日昭和 11

年）（去年 4 月大地震校舍倒壞） 

1936 4 月 1 日設高等科（日昭和 18 年）

（民國 36 年 7 月 31 日廢） 

設滕坪分校（民國 37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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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008 北門國

民小學 

30050 新竹市水田街 33

號 

24.8138

°,120.9652° 

1899 4 月 10 日 樹林頭公

學校設置（日明治 32 年） 

樹林頭公學校（日明治 32 年 4 月 10 日設置） 

新竹第二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5 月 6 日改名） 

新竹市北門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名） 

新竹市第二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3 月 1 日改名） 

新竹市北門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3 月 1 日改名） 

北門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樹林頭境福宮（創校時） 

今校址（日明治 40 年 7 月

27 日新建校舍落成遷入） 

1916 4 月 1 日設蔴園分校帶蔴園（日大正

9 年 4 月 1 日獨立為蔴園公學校） 

1918 3 月 3 日設糠樃分教場（日大正 7 年）

（日大正 10 年 4 月 24 日獨立為舊港公學

校） 

1942 3 月 31 日設高等科（日昭和 17 年）

（民國 36 年 7 月 31 日廢） 

1973 4 年 15 日併設新竹市北門青年學校

（日昭和 18 年）  

B_009 湖口國

民小學 

30348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

村 3 鄰八德路 2 段

182 號 

24.8784

°,121.0605° 

1907 5 月 5 日 大湖口公

學校設置（日明治 40 年） 

大湖口公學校（日明治 40 年 5 月 5 日設置） 

中崙公學校（日大正 7 年 5 月 20 日改名） 

中崙公學校大湖口分校（日大正 7 年 5 月 20 日改名） 

湖口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4 月 24 日改名，大湖口分

校獨立；中崙公學校改為湖口公學校之中崙分校） 

湖口南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名） 

湖口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10 月 10 日改名） 

湖口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中崙庄（創校時） 

大湖口（今校址大正 7 年 5

月 20 日分校設置） 

1918 5 月 1 日設新庄仔分教場（日大正 7

年）（大正 10 年 4 月 24 日獨立為紅毛公

學校） 

1921 4 月 1 日設北勢分教場（日大正 10

年）（昭和 7 年 4 月 1 日獨立為新湖口公

學校） 

1921 併設湖口農業補習學校（日昭和 6

年） 

B_010 六家國

民小學 

30264  新竹縣竹北市嘉

興路 62 號 

24.8137

°,121.0255° 

1907 9 月 1 日 鹿場公學

校設置（日明治 40 年） 

鹿場公學校（日明治 40 年 9 月 1 日設置） 

六家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5 月 22 日改名） 

六家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六家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六家庄鹿場（創設時） 

今校址（日大正 6 年 4 月

24 日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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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011 香山國

民小學 

30091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

東路 260 號 

24.7966

°,120.9438° 

1910 6 月 20 日 牛埔公學

校設置（日明治 43 年） 

牛埔公學校（日明治 43 年 6 月 20 日設置） 

香山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4 月 25 日改名） 

香山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10 月 1 日改稱） 

新竹市第六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2 月 1 日改名） 

香山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3 月 1 日改名） 

香山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租用陳雲如新築房屋為教

室（創設時） 

今校址（日大正 6 年 4 月 1

日建築，大正 8 年 4 月 1

日遷入） 

1918 4 月 1 日設鹽水分教場（日大正 7 年）

（昭和 3 年 4 月 1 日獨立為鹽水公學校） 

1931 4 月 6 日附設香山公民講習所（日昭

和 6 年） 

1935 4 月 27 日成立部落學校團（日昭和

10 年） 

1943 4 月 1 日設高等科（日昭和 18 年）

（民國 36 年 8 月 1 日廢） 

B_012 橫山國

民小學 

31241 新竹縣橫山鄉橫山

村 5 鄰 100 號 

24.7187

°,121.1146° 

1912 4 月 1 日 樹杞林公

學校横山分校設置（日大

正元年） 

樹杞林公學校横山分校（日大正元年 4 月 1 日設置） 

横山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4 月 24 日獨立校名） 

横山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横山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横山國王宮（設置分校時） 

今校址（民國 36 年） 

1923 4 月 1 日設大山背分教場（日大正 12

年）（昭和 18 年 4 月 1 日獨立為豐鄉國

民學校） 

B_013 石光國

民小學 

30645  新竹縣關西鎮石

光里石岡子 386 號 

24.8140

°,121.1292° 

1913 3 月 22 日一作 4 月 1

日咸菜硼公學校石崗仔

分校設置（日大正 2 年） 

咸菜硼公學校石崗仔分校（大正 2 年 3 月 22 日設置） 

石崗仔公學校（大正 6 年 3 月 31 日，一作 6 月 4 日獨

立校名） 

石光公學校（大正 10 年 5 月改名） 

石光國民學校（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石光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今校址（無遷移） 1902 4 月 1 日設坪林分校（日大正 13 年）

（原為咸菜硼公學校石崗仔分離教室。日

昭和 17 年 4 月 1 日獨立為坪林國民學校） 

1943 4 月 1 日設高等科（日昭和 18 年） 

設太平分校（民國 39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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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014 民富國

民小學 

30049 新竹市北區西大路

561 號 

24.8080

°,120.9597° 

1915 5 月 18 日 新竹公學

校女子部設置（日大正 4

年） 

新竹公學部女子部（大正 4 年 5 月 18 日創設） 

新竹女子公學校（大正 5 年 4 月 1 日獨立改名） 

佳吉公學校（昭和 10 年 4 月 1 日改名） 

新富國民學校（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分合改名） 

新竹市第三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2 月 1 日改名） 

民富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3 月 1 日改名） 

民富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新竹孔子廟東側（創設時） 

新竹市住吉町（昭和 7 年 1

月 13 日遷移新建校舍） 

今校址（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名遷校） 

1935 4 月 1 日新竹女子公學校改為男女兼

收校名以校址（住吉町）改名為「住吉公

學校」（日昭和 10 年） 

1940 4 月 1 日住吉公學校內另設「新竹第

四公學校」（日昭和 15 年） 

1941 4 月 1 日住吉公學校一部分編入「新

竹師範附屬小學校」;另一部分與新竹第

四公學校合併，改稱為「新富國民學校」，

遷今民富國小校址（日昭和 16 年） 

B_015 竹北國

民小學 

30252  新竹縣竹北市中

央路 98 號  

24.8390

°,121.0025° 

1916 4 月 1 日 樹林頭公

學校蔴園分校設置（日大

正 5 年） 

樹林頭公學校蔴園分校（日大正 5 年 4 月 1 日創設） 

蔴園公學校（日大正 9 年 4 月 1 日獨立校名） 

新社公學校（日大正 12 年 4 月 1 日改名） 

竹北國民學校（日昭和 156 年 4 月 1 日改名） 

竹北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蔴園（創校時） 

新社（日大正 13 年 4 月 15

日遷入新築校舍） 

今校址（日昭和 17 年 4 月

1 日庄役場前建校舍） 

1920 4 月 1 日設新社分教室（日大正 9 年） 

1942 4 月 1 日設高等拜（日昭和 17 年） 

1942 4 月 1 日設豐田分教場（日昭和 17

年）（原屬南竂公學校之豐田分離教室，

改屬本校。昭和 20 年 5 月獨立為豐田國

民學校） 

B_016 寶山國

民小學 

30845 新竹縣寶山鄉寶山

村寶山路 416 號 

24.7405

°,121.0218° 

1916 6 月 11 日 此埔公學

校草山分校設置 （日大

正 5 年） 

此埔公學校草山分校（日大正 5 年 6 月 11 日設置） 

寶山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4 月 24 日獨立改名） 

寶山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寶山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草山庄（大正 9 年改名寶山庄，創校時） 

今校址（民國 39 年 3 月 18 日遷入寶山村

社建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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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017 新豐國

民小學 

30441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

村明德巷 13 號   

24.9008

°,120.9877° 

1918 5 月 1 日 中崙公學

校新庄子分教場設置（日

大正 7 年） 

中崙公學校新庄子分教場（日大正 7 年 5 月 1 日設置） 

紅毛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4 月 24 日獨立校名） 

立田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名） 

紅毛鄉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4 月 19 日改名） 

紅毛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1 月 1 日改名） 

新豐國民學校（民國 45 年 8 月改名） 

新豐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新庄子福德祠（創設時） 

新庄子 171 番地（日大正 8

年 5 月 1 日新建校舍落成

遷入） 

1940 4 月 1 日設福興分教場（日昭和 15

年）（昭和 19 年 4 月 1 日獨立為福興國

民學校） 

B_018 五峯國

民小學 

31141  新竹縣五峰鄉大

隘村 6 鄰 123 號 

24.6311

°,121.1177° 

1911 2 月 11 日 十八兒教

育所設置（日明治 44 年） 

十八兒教育所（日明治 44 年 2 月 11 日設置） 

五峰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3 月 20 日設置） 

五峰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十八兒（設教育所時） 

今校址（民國 35 年設國校

時） 

1929 5 月 417 日加設補習科（日昭和 4 年） 

1931 3 月 27 日合併豐原（買巴來）教育

所（日昭和 6 年） 

1941 4 月 1 日合併茅圃（西熬），花圃（美

火曼）兩教育所（日昭和 16） 

另設民教班二班（民國 40 年） 

B_019 梅花國

民小學 

31341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

村 1 鄰 25 號 

24.6776

°,121.2084° 

1917 11 月 9 日 內橫屏教

育所設置 （日大正 6 年） 

內橫屏教育所（日大正 6 年 11 月 9 日設置） 

尖石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3 月 20 日設置） 

梅花國民學校（民國 37 年 9 月 1 日改名） 

梅花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櫻山（內橫屏山山頂）（設

所時） 

內橫屏山腹（日昭和 4 年

遷移） 

梅花村（民國 37 年） 

1941 加設補習科（日昭和 16 年） 

1943 12 月 5 日合併錦屏，義興兩教育所

（昭和 18 年）（昭和 19 年 12 月 5 日兩

所分開） 

教育所停辦（民國 34 年 12 月 1 日） 

於教育所原址設尖石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3 月 20 日） 

尖石國民學校遷嘉樂村，本校改名梅花國

民學校（民國 37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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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001 建功國

民小學 

36042 苗栗市建功里中正

路 241 號 

24.5644

°,120.8245° 

1896 5 月（日明治 29 年）

（苗栗國語傳習所公佈

日） 

1989 10 月 1 日（日明治

31 年）（苗栗公學校設置） 

苗栗國語傳習所（日明治 29 年 9 月 15 日開課日） 

苗栗公學校（日明治 31 年 10 月改制設置） 

苗栗第一公學校（日昭和 5 年 4 月改名） 

苗栗東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名） 

苗栗鎮第一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3 月改名） 

苗栗鎮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4 月改名） 

建功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1 月改名） 

建功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社竂岡褒忠亭（國語傳習

所） 

現址東邊（明治 32 年 10

月遷入新建校舍） 

現址（大正元年 2 月新建

校舍完成遷入） 

1899 10 月附設小學科（日明治 32 年）（明

治 33 年 4 月廢，另設苗栗小學校） 

1915 3 月 29 日設四湖分教場（日大正四

年）（大正 7 年 4 月獨立為鴨母坑公學校） 

1916 4 月 1 日設頭屋分教場（日大正 5 年）

（大政 9 年 4 月獨立為頭屋公學校） 

1923 4 月附設高等科（日大正 12 年）（民

國 36 年 3 月 31 日廢止） 

C_002 頭份國

民小學 

35151 苗栗縣頭份鎮頭份

里中正路 219 號 

24.6882

°,120.9121° 

1897 3 月 1 日（日明治 30

年）（新竹國語傳習所中

港分所） 

新竹國語傳習所中港分所（日明治 30 年 3 月 1 日設置） 

頭份公學校（日明治 31 年 10 月設置） 

頭份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頭份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頭份義民廟（創設時） 

現址（日明治 41 年新建校

舍落成遷入） 

1920 3 月 1 日設斗煥坪分校（日大正 9 年）

（大正 13 年 4 月獨立） 

1921 5 月 21 日設尖山下分離教室（日大

正 10 年）（大正 12 年 2 月 21 日改稱尖

山分校;大正 15 年 3 月獨立） 

1943 4 月設竹南分教場（日昭和 18 年）

（昭和 20 年 3 月獨立為頭份南國民學校） 

C_003 苑裡國

民小學 

35841 苗栗縣苑裡鎮苑北

里中山路 307 號 

24.4482

°,120.6545° 

1898 1 月 14 日（日明治

31 年）（苗栗國語傳習所

苑裡分教場設置） 

1989 10 月（日明治 31 年）

（苑裡公學校設置） 

苗栗國語傳習所苑裡分教場（日明治 31 年 3 月 1 日開

課） 

苑裡公學校（日明治 31 年 10 月改制設置） 

苑裡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改稱） 

苑裡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1902 設通霄分校（日明治 35 年）（明治

39 年 6 月獨立為通霄公學校） 

1912 5 月設山腳分校（日大正元年）（大

正 4 年 3 月獨立為山腳公學校） 

1932 附設苑裡農業專修學校（日昭和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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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004 竹南國

民小學 

35047 苗栗縣竹南鎮中正

路 146 號 

24.6837

°,120.8695° 

1898 1 月 25 日（日明治

31 年 1 月 25 日）（新竹

國語傳習所中港分教場

許可日） 

1898 10 月（日明治 31 年）

（中港公學校設置） 

新竹國語傳習所中港分所（日明治 30 年 3 月 20 日設

置） 

中港公學校（日明治 31 年 10 月設置） 

竹南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4 月改名） 

竹南宮前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名） 

竹南第一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2 月改名） 

竹南鎮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4 月改名） 

竹南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1 月改名） 

竹南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中港慈裕宮廂房（創設時） 

現址（日大正元年遷入新

建校舍） 

1924 設高等科（日大正 13 年） 

1942 4 月設山佳分教場（日昭和 17 年）

（昭和 18 年 2 月獨立為照南國民學校） 

C_005 通霄國

民小學 

35741 苗栗縣通霄鎮通東

里中正路 12 號 

24.4912

°,120.6833° 

1898 8 月 1 日（日明治 31

年）（苑裡公學校通霄分

教許可） 

苑裡公學校通霄分校（日明治 31 年 10 月設置） 

通霄公學校（日明治 35 年 6 月獨立校名） 

宮下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名） 

通霄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改名） 

通霄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1918 6 月設烏眉坑分校（日大正 7 年）（大

正 10 年 4 月獨立為烏眉公學校） 

1920 4 月設南和分離教室（日大正 9 年）

（大正 15 年 3 月獨立為南和公學校） 

1940 4 月設白沙屯分離教室（日昭和 15

年）（昭和 20 年 4 月獨立為白沙屯國民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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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006 後龍國

民小學 

35645 苗栗縣後龍鎮大庄

里成功路 254 號 

24.6142

°,120.7962° 

1898 8 月 15 日（日明治

31 年）（苗栗國語傳習所

後壠分教場設置） 

1898 10 月（日明治 31 年）

（後壠公學校設置） 

苗栗國語傳習所後壠分教場（日明治 31 年 6 月設置） 

後壠公學校（日明治 31 年 10 月改制設置） 

後龍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後龍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後壠媽祖宮（創校時） 

現址（日明治 44 年 3 月校

舍啟用遷入） 

1916 4 月 18 日設造橋分校（日大正 5 年）

（大正 10 年 3 月獨立為造橋公學校） 

1918 3 月 21 日設公司寮分教場（日大正 7

年）（大正 11 年 4 月獨立為公司寮公學

校） 

1918 5 月 1 日設外埔分校（日大正 7 年）

（大正 11 年 4 月獨立為外埔公學校） 

1926 4 月附設後龍農業專修學校（日大正

15 年） 

民國 36 年 2 月設新港分校（民國 36 年 8

月獨為新港國民學校） 

C_007 南庄國

民小學 

35341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

文化路 3 號 

24.6006

°,120.9994° 

1898 12 月 8 日（日明治

31 年）（南庄公學校設置） 

南庄公學校（日明治 32 年 2 月 28 日開課） 

南庄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南庄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1921 4 月接辦三灣公學校大南埔分校（日

大正 10 年）（大正 11 年 4 月獨麼為南埔

公學校） 

1942 5 月設田屋分離教室（日昭和 17 年）

（昭和 18 年 3 月改分教場，民國 35 年 8

月獨立為田美國民學校） 

1934 設高等科，青年學校（日昭和 9 年） 

C_008 三灣國

民小學 

35241 苗栗縣三灣鄉三灣

村中山路 49 號 

24.6561

°,120.9555° 

1989 12 月 28 日（日明治

31 年）（三灣公學校成立） 

三灣公學校（日明治 32 年 3 月 15 日開學） 

三灣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三灣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三灣五穀廟（創設時） 

現址（日明治 41 年 9 月 1

日遷入） 

1918 3 月 21 日設大南埔分校（日大正 7

年）（大正 10 年 4 月 1 日改隸南庄公學

校） 

1929 3 月 21 日設大河底分校（日昭和 4

年）（昭和 7 年 4 月獨立為大河底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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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009 銅鑼國

民小學 

36641 銅鑼鄉福興村文化

街 1 號 

24.4902

°,120.7911° 

1899 5 月 13 日（日明治

32 年）（銅鑼灣公學校核

准設校） 

銅鑼灣公學校（日明治 32 年 8 月 1 日開課） 

富士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4 月改名） 

富士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銅鑼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4 月改名） 

銅鑼國民學校（民國 36 年 1 月改名） 

銅鑼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銅鑼灣武聖廟（創校時） 

銅鑼灣天后宮（日明治 33

年 6 月 10 日遷校） 

現址（日明治 40 年遷入） 

1904 5 月設三義何分校（日明治 37 年）

（日大正 9 年 10 月獨立） 

1938 4 月設中心埔分教場（日昭和 13 年）

（昭和 19 年 4 月獨立為次富國民學校） 

C_010 興隆國

民小學 

36642 苗栗縣銅鑼鄉興隆

村 117 號 

24.4629

°,120.8118° 

1899 5 月 4 日（日明治 32

年）（鷄籠公學校成立） 

鷄籠公學校（日明治 32 年 5 月設置） 

興隆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名） 

興隆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鷄籠庄媽祖廟（創設時） 

現址（日明治 44 年購置校

地建築校舍） 

1938 4 月設新隆教場（日昭和 13 年）（昭

和 18 年 4 月獨立為新隆國民學校） 

C_011 公館國

民小學 

36350 苗栗縣公館鄉館中

村大同路 15 號  

24.4989

°,120.8270° 

1901 5 月 24 日（日明治

34 年）（公館公學校許可

設立） 

公館公學校（日明治 34 年 9 月 10 日開課） 

公館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公館鄉中心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改名） 

公館國民學校（民國 39 年 10 月改名） 

公館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1907 9 月 2 日設鶴仔岡分校（日明治 40

年）（明治 43 年 3 月（大正元年）獨立

為鶴岡公學校） 

1925 附設公館農業專修學校（日大正 14

年） 

1942 4 月設福基分教場（日昭和 17 年）

（民國 35 年 9 月獨立為福基國民學校） 

C_012 建中國

民小學 

36745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

村廣盛路 80 號 

24.4142

°,120.7695° 

1904 5 月 17 日（日明治

37 年）（銅鑼灣公學校三

義河分校） 

銅鑼灣公學校三義河公校（日明治 37 年 6 月 30 日開

課） 

三義公學校（日大正 9 年 10 月獨立校名） 

三義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建中國民學校（民國 38 年 8 月改名） 

建中國民小學（民國 58 年 8 月改稱） 

 1921 4 月設魚藤坪分離教室（日大正 10

年）（昭和 5 年 1 月改名鯉魚潭分教場;

昭和 16 年 4 月改名吉田分教場;民國 35

年 9 月獨立為鯉魚國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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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013 卓蘭國

民小學 

36941 苗栗縣卓蘭鎮新厝

里中山路 125 號 

24.3122

°,120.8246° 

1906 7 月 1 日（日明治 39

年）（罩蘭公學校設置） 

罩蘭公學校（日明治 39 年 7 月設置） 

卓蘭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改名） 

卓蘭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卓蘭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老庄詹潘昌宅（創校時） 

今校址（日大正元年購地

建校舍） 

1943 4 月設大坪分教場（日昭和 18 年）

（民國 36 年 9 月獨立為大坪林國民學

校，增設高等科） 

C_014 鶴岡國

民小學 

36343 苗栗縣公館鄉鶴山

村 197 號 

24.5345

°,120.8319° 

1907 9 月 2 日（日明治 40

年）（公館公學校鶴仔岡

分校設置） 

公館公學校（日明治 40 年 9 月設置） 

鶴岡公學校（日明治 43 年（大正元年）3 月獨立校名） 

鶴岡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鶴岡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1918 3 月 21 日設南何分校（日大正 7 年）

（昭和 17 年 4 月獨立為南何國民學校） 

C_015 大湖國

民小學 

36444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

村中正路育英巷

11 號 

24.4218

°,120.8704° 

1911 3 月 1 日（日明治 44

年）（大湖公學校設置） 

大湖公學校（日明治 44 年 3 月設置） 

大湖東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名） 

大湖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改名） 

大湖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1911 3 月創設四年制公學校（日明治 44

年） 

1915 4 月改六年制公學校（日大正 4 年） 

1918 3 月設南湖分校（日大正 7 年）（大

正 11 年 3 月獨立為南湖公學校） 

1918 4 月設獅潭分校（日大正 7 年）（大

正 10 年 4 月獨立為獅潭公學校）八角林

分校（大正 10 年 4 月改歸獅潭公學校接

辦） 

1925 3 月兼設大湖農蠶專修學校（日大正

14 年） 

1946 8 月設大南分班（民國 35 年）（民

國 40 年 8 月獨立為大南國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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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016 山腳國

民小學 

35869 苗栗縣苑裡鎮舊社

里 10 鄰 47 號 

24.4169

°,120.6847° 

1912 2 月 9 日（日大正元

年）（苑裡公學校山腳分

校設置） 

苑裡公學校山腳分校（日大正元年 5 月 20 日正式上課） 

山腳公學校（日大正 4 年（5 年）3 月獨立校名） 

錦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名） 

山腳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改名） 

山腳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苑裡帽席山腳工廠（創校

時） 

民國 38 年設溪南分班（民國 39 年 8 月改

名藍田分校;民國 40 年 8 月獨立為藍田國

民學校） 

C_017 西湖國

民小學 

368 苗栗縣西湖鄉龍泂

村 1 鄰 18 號 

24.5572

°,120.7578° 

1915 3 月 29 日（日大正 4

年）（苗栗公學校四湖分

教場設置） 

苗栗公學校四湖分教場（日大正 4 年 3 月設置） 

鴨母坑公學校（日大正 7 年 4 月獨立改名） 

四湖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改名） 

四湖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西湖國民學校（民國 43 年 10 月 23 日改名） 

西湖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棟榔埔劉宅（創校時） 

現址（日大正 6 年 4 月校

舍落成遷入） 

1920 4 月設五湖分校（日大正 9 年）（大

正 14 年 4 月獨立） 

C_018 頭屋國

民小學 

36241 頭屋鄉頭屋村中山

街 15 號 

24.5763

°,120.8509° 

1916 4 月 1 日（日大正 5

年）（苗栗公學校崁頭屋

分校設置） 

苗栗公學校崁頭屋分校（日大正 5 年 4 月設置） 

崁頭屋公學校（日大正 9 年 4 月 1 日獨立校名） 

頭屋公學校（日大正 12 年改名） 

頭屋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頭屋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1937 4 月設老田竂分班（日昭和 12 年）

（昭和 17 年 4 月獨立為老田寮國民學校） 

C_019 造橋國

民小學 

36141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

村 14 鄰 3 號 

24.6378

°,120.8650° 

1916 4 月 18 日（日大正 5

年）（後壠公學校造橋分

校設置） 

後壠公學校造橋分校（日大正 5 年 4 月設置） 

造橋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3 月 21 日獨立校名） 

造橋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造橋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1940 4 月設錦水分教場（日昭和 15 年）

（昭和 20 年 4 月獨立為大坪國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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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020 獅潭國

民小學 

35441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

村 129 號 

24.5401

°,120.9209° 

1918 4 月 1 日（日大正 7

年）（大湖雨學校獅潭分

校設置） 

大湖公學校獅潭分校（日大正 7 年 4 月設置） 

獅潭公學校（日大正 10 年 4 月獨立校名） 

獅潭國民學校（日昭和 16 年 4 月改稱） 

獅潭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 1 日改稱） 

 1921 4 月接收大湖公學校八角林分校（日

大正 10 年）（昭和 7 年 4 月獨立為八角

林公學校） 

1941 4 月設永興分校（日昭和 16 年）（民

國 35 年獨立為永興國民學校） 

C_021 泰安國

民小學 

36543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

村高熊卡 1 鄰 2 號 

24.4721

°,120.9222° 

1907 4 月（日明治 40 年）

（高熊坑蕃童教育所設

置） 

高熊坑（卡）蕃童教育所（日明治 40 年 4 月 1 日設置） 

高熊坑教育所（日昭和 2 年 12 月改稱） 

高熊崎坑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3 月改制校名） 

大安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8 月改名） 

泰安國民學校（民國 43 年 8 月改名） 

泰安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稱） 

 1941 5 月設細道邦分校（日昭和 16 年） 

C_022 東河國

民小學 

35346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

村 3 鄰 132 號 

24.6004

°,121.0402° 

1910 6 月 1 日（日明治 43

年）（大東河蕃童教育所

設置） 

大東河蕃童教育所（日明治 43 年 6 月設置） 

大東河教育所（日大正 9 年 4 月改名） 

東河國民學校（民國 35 年 4 月改辦校名） 

東河國民小學（民國 57 年 8 月改名） 

今址（民國 61 年 2 月重建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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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教養（三）－編輯局有馬春陽－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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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局法令解說－編輯局－六四 

學習方法、讀書法－鈴木篤三郎－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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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市議會、鄉鎮協議會－長島信－一三一 



1391 

 

P20 

期號：N035 

目錄 

D09HH00021-0000-t.pdf 

卷首言－委員長宮尾五郎－一 

戰時經濟與儲蓄報國－新竹州知事一番瀨佳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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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市議會、鄉鎮協議會－一三三 



1392 

 

P21 

期號：N036 

目錄 

D09HH00022-0000-t.pdf 

卷首言－委員長宮尾五郎－一 

學習陶冶培育國民精神的溫床國語－新竹州知事一番瀨佳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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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宮尾五郎－一 

時局下的農家副業－農林省－二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六 

戰時體制與國民儲蓄－新竹台銀支店神岡喜代司－一八 

新竹州的礦工業及其未來－農業主事下茂民夫－八 

神宿的「木麻黃」－新竹州雇員稻村時衛－二六 

看市鄉鎮的預算－地方課長松山儀藏－三六 

漫談以新竹市為中心的水利－產業技師岩城文袈裟－一五 

盼望已久的大水產會社之設立－聽耳生－三○ 

產業新竹州的今昔－勸業課長李讚生－四六 

稻米的增產與耕地防風林－農事試驗場長小野卯一－三二 

遵從國策的甘藷增值問題－勸業課佐藤政生－五二 

丹寧資源與植林－林業股石川春生－五八 

鄉鎮展望＝湖口鄉之卷－地方課綠夢生－七六 

淺顯易懂的稅制修訂之話－督府拓川－四二 

完成新竹州的水利擴充計畫－聽耳生－六二 

稅金之話－稅務課扣押生－七二 

回顧過去的方面事業－楊梅矢部生－一二八 

確保農業資源在於擴張水利－水利協會長宮尾五郎－一一一 

新竹水利紀念活動－編輯局－一○九 

新竹賽馬已近－畜產會清水生－一○八 

中壢家政女學校創校－一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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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宮尾五郎－一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四 

以緊密的橫縱聯繫迅速明快協力從事工作－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二 

台灣的工業化與荷屬印尼－產業主事下茂民夫－六 

有關健康指導所－衛生課長下村八五郎－一一 

台灣的勞力問題－刑事課長池田末記－一六 

給州下青年團員諸君的信－青年修練場岸羽正－四四 

（論評）時局下的人物論－城東隱士－八七 

隨感－地方課長島春洋－一四五 

物質管制的全貌－物資股長流鄉近一－六六 

利潤管制與經濟倫理－有馬春陽－五二 

產業新竹的今昔觀－勸業課長李讚生－二二 

州下的林業資源展望－林務股石川春生－三二 

國民學校案與本島教育－苗栗輿水武－八三 

稅金之話－稅務課扣押生－七五 

台灣茶改良增產計畫與新竹州的茶葉－勸業課藁科正忠－二八 

黃金藏在何處呢？－日礦竹東花田咲平－六二 

台灣盛夏的養雞－山本養雞場山本勝三郎－七二 

農村與娛樂問題－地方課林丕讓－八九 

教員究竟卑屈嗎？－同光佐久間富四郎－九四 

老師的優遇論批判－新竹市烏寒三郎－九六 

時世對談－土木課禎宜生－九六 

時艱客的克服新願記－竹南田中應海－一○四 

夏、山的魅力（登藩路線入山手續）－理藩股長東海林弘稔－一○○ 

［山之話］蕃社名奇談－理藩課荒井高二郎－九一 

附州下珍奇姓名藩－六○ 

（文藝時評）俳窗夜話－文書課安藤孤南－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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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宿木麻黃－稻村時衛－一四九 

歡喜升格鎮的竹南、頭份鎮現場報告－春陽生－一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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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宮尾五郎－一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一二 

官民一體向打開難局一路邁進－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二 

稻米增產與水利問題－水利股森田宇一郎－二○ 

產業新竹州的今昔觀－勸業課長李讚生－二四 

強化本州青年團－社會教育主事田中一郎－三二 

新興纖維作物展望－農業課南溟草人－三八 

聽取南進台灣的馬政計畫－有馬春雄－四四 

談節約米－農試場長小野卯一－四○ 

夏季犯罪及其預防－醫務部鬼面佛心－五○ 

重新檢討婦女的言語－新竹市田中清三－五一 

市長郡守署長會議錄－眺峰生－八○ 

市郡視學會議報告書－教育課佐久間富四郎－八八 

宮木州統監講評（全島第一種防空訓練）－七八 

防空與家庭用防空急救箱－衛生課下村生－五四 

神宿木麻黃－雇員稻村時衛－一○八 

稅金之話－稅務課扣押生－一一四 

方面事業的回顧－楊梅矢部恪－一一八 

雪山路線－理藩課東海林好稔－六○ 

寄送慰問袋－愛婦古賀政一－六四 

時局法令解說－有馬春陽－九一 

湖口鄉、桃園鎮點描（鄉鎮介紹頁）－編輯局－一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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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宮尾五郎－一 

依據皇道精神確立東亞永遠的安定－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二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六 

從台灣窺視朝鮮－產業主事下茂民夫－一一一 

有關第二期作物用肥料的配給－地方技師伊澤悟郎－八 

朝鮮的創氏改名已達七成 新竹州下的改姓名也愈上軌道－保安課長渡

會林一－二二 

產業新竹州的今昔觀－勸業課長李讚生－四四 

時局下的經濟管制問答－主編吉田眺峰經濟警察課長中澤喜重－二八 

有關農村指導的誤謬－林丕讓－七二 

神宿木麻黃－新竹州雇員稻村時衛－二四 

上司下屬型的種種－軒輊生－一三 

成為躍進新興新竹州勢推進力的人－眺峰－七○ 

非常時局下的效能增進策－石塚正典－一四 

新竹神社營造奉祝活動－教育課－九二 

有關昭和十五年國勢調查－新竹州臨時國勢調查部－四九 

秋、秋！－台北泥舟－九一 

出席精神文化講習會感言－頭屋公西村昌雄－一○三 

加入編輯局致詞－林丕讓－一八四 

新法令解說青少年雇用限制令－經濟管制課－一二○ 

致歉與祈願－玉里久保南甫－一二三 

紙－登美史郎－一二七 

州內事情－編輯局－一二八 

健康漫談－衛生技師衣笠勝－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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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會宮尾五郎－一 

對從軍義農歸返者的訓示－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二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四 

有關第二屆州會議員選舉－地方課長松山儀藏－一一八 

有關新竹神社營造－建築技師手島誠吾－九○ 

祝賀營造竣工－新竹神社社司宮嶋由多加－四四 

從台灣窺視朝鮮－產業主事下茂民夫－六 

在實施新體制前，於新竹市召開全島市議員代表大會－聽耳記－二○ 

年輕人不要煩惱－綠夢生－三八 

感謝無前例的白仁警務局長巡視－關西鄉長佐藤今朝松－八○ 

有關防空的準備－防空生－六四 

隨風而飄－編輯局同人－八三 

參加即應新體制州的推行檢討協調會－眺峰記－三○ 

調停夜語－調停課木然人－一九 

神宿木麻黃－雇員稻村時衛－一四 

稅金之話－稅務課扣押生－五八 

書道漫談－畜產會朱啟星－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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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宮尾五郎－一 

大東亞建設與國防國家的建設－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二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四 

迎接令旨奉戴二十週年－新竹州聯合青年團理事田中一郎－六八 

有關青年團經營的實際－苗栗第一青年課長金井勝－三四 

有關女子青年團的經營－佳吉女子青年課長石田彌一－七二 

台灣的咖啡栽培－香山彌富忠夫－四一 

從台灣窺視朝鮮－產業主事下茂民夫－六 

汝之名木麻黃永遠不枯萎－新竹州雇員稻村時衛－七八 

秋的回想－華南派遣軍○○部隊池田增穗－六六 

稅金之話－稅務課扣押生－六○ 

難能可貴的稻米－產業技師小野卯一－二二 

督府內【竹友會】記－總督府丸井壺三－三二 

五指山的黎族訪問記－地方課今田壽雄－二六 

前英法勢力侵入中國－聽耳生－五一 

續戰線抄－原口和己－四七 

窺視鄉鎮【橫山鄉之卷】－綠夢生－四八 

新竹州是日本第一漆樹造林最適地－齊藤造林部－一四 

讀書可治病－平凡生－三七 

出席精神文化講習會感言－頭屋公西村昌雄－五四 

州下物價的動態－綠夢－三八 

州內事情－編輯局－一○九 

島內事情－編輯局－一一六 

國內外事情－編輯局－一二三 

隨風而飄－五八 

何謂奢侈品－經濟管制課－一○六 

任免異動－編輯局－一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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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宮尾五郎－一 

第二屆州會議員總選舉結束－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二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四 

從台灣窺視朝鮮－產業主事下茂民夫－一一八 

有關本島的柑橘產業的未來性－輪湖清美－二八 

有關新竹神社營造的沿革－教育課波多江種樹－一二 

參加紀元二千六百年典禮及慶祝會－主編吉田眺峰－四二 

有關丹寧資源木麻黃樹的葉子－新竹州雇員稻村時衛－二○ 

農業水利的新體制－土地改良課森田宇一郎－一四 

有關公正佃租的理念－農林課打井靜一郎－六 

留在本月的奉公班問題－八椰子－二六 

某階層的國語普及狀況－佐久間富四郎－三二 

有關州下帽子業－二木生－三四 

五指山的黎族訪問記－今田壽雄－四六 

獲頒藍綬褒章－劉陳光－五二 

獲頒綠綬褒章－高洪氏鴦－五二 

續戰線抄－原口和己－五五 

海上勤務來函－麗峰－六三 

稅金之話－稅務課扣押生－五六 

三國同盟－春風樓左甚－六六 

有關職業能力申報及國民徵用令－經濟管制課－六四 

窺視鄉鎮【後龍鄉之卷】－綠夢－六八 

出席精神文化講習會感言－頭屋公西村昌雄－七二 

隨風而飄－七六 

佛教聖典寓語－不東坊－七八 

【史據】大石藏之助－瀧坂陽之助－一○九 

督府內【竹友會】通信－丸井壺三－一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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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事情－編輯局－一二二 

島內事情－編輯局－一二六 

州內事情－編輯局－一三○ 

圖書館來函－龜井生－一三五 

任免異動－編輯局－一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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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會宮尾五郎－一 

新年致詞－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二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四 

喜事鯛的種種－商工水產課大漁生－八二 

新體制與國民調停制度－調停課長大塚義男－八六 

在國策線上飛躍的木麻黃移植秘訣－新竹州雇員稻村時衛－五二 

以迎接光輝的一年為契機擺脫因襲舊殼－竹南梅原達三－二二 

回顧州會議員的選舉－新竹吉田三三郎－二四 

新體制與我等的覺悟－桃園星野善恆－二六 

第二屆州議選舉投票日的回憶－有權者 ST 生－二八 

宮本武藏的迎春！－登美史郎－一一六 

鄉鎮行腳－聽耳－五八 

對傳統命運觀的一考察－教育課宮村政宏－五四 

州下社會事業大會及軍事支援事業大會記－教育課－七七 

荷屬爪哇的回憶－亞洲洋品店主黃水木－三八 

屬於日本內地－平鎮鄉時任東岳－五二 

國民服與國民學校案－苗栗久井郁雄－一一四 

有關小公學校的學費規則－府企劃部油布勉－一四三 

隨風而飄－四二 

稅金之話－稅務課扣押生－九○ 

前進前進總大突擊佳作－舊港渡邊浩－一○○ 

海上勤務來函－地方課麗峰－五七 

防止從業者遷移令－經濟管制課－一○九 

因已年談蛇－佐久間生－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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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的黎族訪問記－今田壽雄－一○二 

有關水利組合的概念－土地改良課－三五 

州內事情－編輯局－一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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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宮尾五郎－一 

新體制下的施政與預算－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二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二四 

率直觀看新竹州的產業及其未來－產業部長豐岡茂雲－二六 

一路實踐臣道－新竹郡守南為藏－二八 

新體制下的州會風景－聽耳生－三六 

土地改良課的使命－產業技師岩城文袈裟－四六 

中國宗教的研究－吉田眺峰－四八 

劍道與實際生活－平井南海－六四 

宮尾總務部長山地開發道路視察－聽耳生－七二 

偶感獨語－春風樓－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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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會宮尾五郎－一 

對後援鄉軍奮起的本島諸人士的意氣感到欣喜－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

二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四 

昭和十六年度新竹州預算的概況－總務課長大塚正－六 

稻米增產的方策－產業部技師伊澤悟郎－一○ 

窺視朝鮮的日鮮一體化運動－社會教育主事田中一郎－一六 

有關納稅－州廳贅夢居士－四五 

馬的飼養法十二個月－崎頂牧場場長梅田進－五六 

社會對水產的關心淡薄－台北內藤泥舟－一五 

商工會議所今日的使命－新竹商工會議所理事大川遊龜－二二 

製作新衣者必做國民服－聽耳生－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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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視雜誌的論評－未諦生－三六 

在時局下迎接躍進的產業三大總會記－聽耳生－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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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戰時下後方農村婦女的指導強化－福久美長－一六 

有關產業組合的預算經營－林丕讓－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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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學校與研究藝能科圖畫的特質－公館國民學校平井希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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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修訂的價格等管制令－經濟管制課－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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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瓷業概略（下）－原文譯者陶陶福原生－四四 

價格等管制令－經濟管制課－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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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局下的新竹州水利我觀－土地改良課廣田正忠－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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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四 

決戰體制下新年度市鄉鎮預算的展望－地方課長松林秀旭－六 

英屬馬來西亞貿易的分析（一）－新竹商業調查班－一四 

鄰近的菲律賓的今昔與產業－吉田眺峰－一八 

修訂稅中的娛樂飲食稅－稅務課坂本辰次－二四 

新竹州是良藥草園－新竹州雇員稻村時衛－三○ 

有關自給肥料（下）－農會技師吉丸熊雄－三五 

州下充滿萬歲聲音 歷史性戰捷的祝賀－編輯局－四○ 

桃太郎與大東亞戰爭－龜井生－四四 

州下青年的總進軍－兒玉一葉－七二 

從訓練到增產－農林課石塚生－三八 

土地的偉人船津傳次平與鄉土的篤農等－虎髯生－六二 

適合新竹的養雞法－赤土崎山本－五六 

台灣的戰時文化方策文藝政策論（一）－台北瀧坂陽之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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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新竹州時報發行委員會長谷川茂雄－一 

在世紀大進軍之時，從母校畢業的女性－總務部長長谷川茂雄－二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四 

農村文化的指標－台北瀧坂陽之助－三二 

新竹州是良藥草園－新竹州雇員稻村時衛－二七 

多年記者生活中的二種感激－土岐直家－四○ 

如何使模型滑翔機在新竹飛翔呢？－草野勝美－四四 

偉人石川紀之助－虎髯生－五四 

積螢雪之功 市鄉鎮公務員養成所學生畢業－一葉記－一○○ 

提高通信費－原口和已－六○ 

大東亞戰與雞－赤土崎山本－五○ 



1420 

 

P48 

期號：N060 

目錄 

D09HH00045-000-t.pdf 

卷首言－新竹州時報發行委員會長谷川茂雄－一 

在大東亞戰下迎接天長節－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二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六 

戰時下的商工業人的新使命與覺悟－產業部長林恭平－八 

從貿易看大東亞共榮圈－新竹商工獎勵館長下茂民夫－八六 

廣域長期戰與勿受敵國暗略謀略的宣傳謀略所趁－情報課事務官福澤清

－二○ 

紐西蘭經濟的一齣－新竹商業學校大浦賢－一四 

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從軍記－新竹州隊長福田大作－五○ 

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新竹州隊的座談會－編輯局－五四 

有關最近的新聞－濱中弘行－二四 

時局與娛樂的問題－黑川陽吉朗－三二 

新竹州是良藥草園－新竹州雇員稻村時衛－二六 

如何使模型滑翔機在新竹飛翔呢？－草野勝美－三四 

大東亞戰與雞－赤土崎山本－四○ 

獅頭山探訪記－兒玉一葉－九六 

盛會的桃園稅務劇－桃園稅務出差所－一九 

著書的今昔－聽耳生－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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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新竹州時報發行委員會長谷川茂雄－一 

以物心發揮最高度的總力－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二 

時報月評－主編吉田眺峰－八 

卸任致詞－吉田眺峰－一四一 

新竹州的土壤及肥料對策－地方技師伊澤悟郎－一八 

從貿易看大東亞共榮圈（三）－新竹商工獎勵館長下茂民夫－八二 

新聞宣傳防諜－台日支局濱中弘行－三八 

從人口構成看澳洲－新竹商業學校大浦賢－一○ 

在大東亞戰下召開第一次郡守市長警察署長會議－聽耳生－五二 

新竹州是良藥草園－新竹州雇員稻村時衛－三四 

修訂的印花稅－間稅生－五八 

加入皇奉支部的南專務班長人物介紹－一葉生－一○○ 

因奉公會之蔭讓我擁有難能可貴的體驗與感激－洪氏桂英－一○三 

外地特別練成會講習記－中原才三－一○六 

續桃太郎與大東亞戰爭－龜井和－九四 

大東亞戰與雞－赤土崎山本－七四 

南洋民族的奇習－一葉－六八 

州勞務協會改組協調會－聽耳生－六四 

乳幼兒審查與健康診斷－ST 生－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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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長谷川茂雄－一 

迎接大東亞戰下的始政紀念日－新竹州知事宮木廣大－二 

我等是大皇臣民－產業部長林恭平－四 

從貿易看大東亞共榮圈－新竹州商工獎勵會長下茂民夫－五六 

新聞宣傳防諜－濱中弘行－一○ 

有關蓪草－百哲生－四八 

柑橘業者的對策－彌富忠次－五二 

淘井之記－新竹風之子－六八 

美麗祖國－繪畫與文福山進－九 

在山裡作的軍國之妻的愛國詩－編輯局－二二 

增產戰士訓練行－農林課石塚生－一八 

鄉鎮職員練成會－竹南南鄉生－二五 

憶故人佐野德男先生－編輯局－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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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長谷川茂雄－一 

舉州渾然一體向達成所負荷的使命邁進－新竹州知事鈴木秀夫－二 

新竹州青少年團成立致詞－新竹州青少年團理事田中一郎－四 

州青少年團的歷史性成立大會－編輯局－八 

大東亞戰與回憶－今竹生－一二 

馬來西亞的景氣問題－大浦賢－一六 

從貿易看大東亞共榮圈－新竹州商工獎勵館長下茂民夫－六二 

觀賞紙箱戲－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山口正明－五八 

傳說的婆羅洲－糊與鋏生－二四 

新聞宣傳防諜－濱中弘行－三○ 

明記中日戰爭紀念日－編輯局－八四 

鍛鍊二題－新竹商業學校的海洋鍛鍊－三八 

我的儲蓄法－新竹市小野菊子－五○ 

墨畫的授課－新竹風之子－四四 

新竹州下的藥草－新竹州雇員稻村時衛－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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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會金子義村－一 

特輯金屬特別回收運動－編輯局－一○ 

就任致詞－總務部長金子義村－二 

日本精神不是道理或議論－吉田眺峰－六 

邁向糧食增產之道－州農林課青柳生－二四 

九月的歷史－渡邊浩－一八 

正條密植的警鐘－虎髯生－二八 

海賊談義－今竹生－三四 

軍隊與汽車－保甲修練所石川正夫－四○ 

新聞宣傳防諜－濱中弘行－四二 

國歌少年（訪紙箱戲）－山口正明－七六 

明信片回答－編輯局－五○ 

新竹州下的藥草－稻村時衛－六六 

內地旅遊－新竹市方面委員吳庚爐－五八 

行政的簡化大綱－五○ 

尊貴的鄉土君不去－佐野明－六四 

我的國文授課－柳川昌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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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金子義村－一 

州勢的進展在於期待全州民的渾然和睦－新竹州知事鈴木秀夫－二 

昭和十七年度第一次臨時州會－編輯局－四 

大日本婦女會州支部成立大會－編輯局－六 

婦女之務是國家興隆的原動力－大日本婦女會新竹州支部長鈴木美代子

－七 

特輯鄉鎮長座談會－兒玉一葉－一二 

舉辦肥料及稻米增產講習會－青梧生－二八 

時局與茶業人的心態－農林課岳南茶人－五四 

中國的新生活運動－HH 生－三○ 

新聞宣傳防諜－濱中弘行－三八 

在福清的日本婦女－今竹生－四六 

在蒙古綻放的一朵花 大和撫子－渡邊浩－五二 

鄉鎮長的練成會－一葉生－五六 

接受練成－虎髯生－五九 

鄰保制度的歷史－廣內重義－七○ 

學藝欄教育（在廣大地方重新評估）－文教局土屋寬－七六 

觀賞學校美術展－師範附屬校－福山進－七八 

訪紙箱戲－皇奉中央本部山口正明－九○ 

神祭－宮村生－六二 

從戰線寄給各誌友－桃園出身武田信義－八四 

善良農民之聲－虎髯生－八六 

時報文藝－一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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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金子義村－一 

希望在青少年的教育上更加努力－新竹州知事鈴木秀夫－二 

秋季感言－產業部長林恭平－四 

特輯充滿對州的感激－編輯局－六 

竹東神社營造的故事－竹東郡守中谷龜藏－九二 

戰爭與紅十字－新竹州支部長鈴木秀夫－六四 

勞務管制的重要性－新竹州勞務協會吉田眺峰－四四 

何謂日本精神（一）－土木課岩爪禎宣－一二 

水稻多收穫競賽－農林課青梧生－一九 

增產即農民魂－福原椿一郎－二二 

溪山檸檬園王－編輯局－二六 

竹東神社的鎮座祭－兒玉一葉－九○ 

新聞宣傳防諜－濱中弘行－三六 

稻米增產與實行方法－桃園星野善垣－五○ 

窺視市鄉鎮公務員的練成會－一葉生－五六 

訪紙箱戲－山口正明－七八 

友邦德國的軍需生產－六○ 

推薦閱讀紅十字讀本－六六 

悼畏友平井南海－安藤孤南－七五 

時報文藝－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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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金子義村－一 

迎接大東亞戰爭一週年－新竹州知事鈴木秀夫－二 

青年與教育－新竹中學校長松井實－五○ 

大日本婦女會的使命－大日本婦女會新竹州支部柳本貞吉－六二 

新聞宣傳防諜－濱中弘行－五六 

勞務與生產報國運動－勞務協會吉田眺峰－五二 

相聲一週年－葉山堂主人－一一二 

想起！那個早晨的感激－七二 

桃太郎與大東亞戰爭－龜井和－九八 

躍於畫面的大戰意欲－審查員有川武夫－六六 

強大的軍國之母－兒玉一葉－六八 

部隊長之詩－八二 

新竹神社列格為國幣小社－七六 

頒布大麻奉告祭及頒布式－八八 

神祇會州支部的成立－九○ 

她們如此被鍛鍊－澄隆生－一○四 

訓練與增產－農林課石塚生－九四 

走向山！－H.H 生－一○六 

建立故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詩碑－菅野秀雄－一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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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委員長金子義村－一 

迎接戰捷的第二春－鈴木秀夫－二 

敬告公務員諸君－金子義村－四 

敬告產業人－林恭平－六 

一意盡忠報國的赤誠－柴山峰登－八 

新年之始感言－鈴木美代子－一○ 

大戰果第二年的奉公運動－南為藏－一二 

新竹州決戰吏道訓－二○ 

贈予地方行政的第一線－佐野治夫－二八 

在新年促進青少年諸君的奮起－田中一郎－一六 

時評拜新年日出之心－一二四 

參加第二次州支部奉公委員會－編輯局－八四 

新竹短歌聯盟的成立經過報告－菅野秀雄－六八 

鈴木知事閣下的陣頭指揮－一葉生－一○四 

戰爭需要三種綜合調和－市川女史－一一○ 

一直獲勝的決意！明信片回答－編輯局－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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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金子義村－一 

決戰十八年的施政方針與預算－鈴木秀夫－二 

南方農業對策我見（下）－農學博士奧田或－四○ 

工業新竹州的展望－林恭平－三○ 

確立市鄉鎮決戰財政－總務課長佐野治夫－三四 

循環鹿場的溫泉道路－濱中弘行－六六 

向數千尺的地下挑戰－一葉生－七八 

時評大東亞戰下的建國祭－九二 

特輯第二年的決戰州會－編輯局－一八 

大日本婦女會綱領解說與會歌－大日本婦女會州支部－八二 

警察來函－警察部總務室－九○ 

天主教殲滅記－土岐直家－一○二 

知事的人物介紹－今竹生－一○八 

角板山三題－小林洋－一二二 

高山族義勇隊員的感想－一一二 

皇道宣揚與教育者的自覺－小池幸藏－一三○ 

歷史性萬歲之日－常木－一二○ 

演劇小觀－岩本清澄－一二八 

漫談一直獲勝的意氣－虎髯－一五○ 

懸賞論文募集－一四八 

新竹州青年滾滾熱血的至誠－編輯局－五六 

志願兵訓練生回鄉－六三 

敬告後進的志願兵諸君－廣田哲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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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金子義村－一 

向增強物資戰力邁進－鈴木秀夫－二 

大東亞之春－林恭平－八 

武士道－大內一三－二八 

管制經濟講話－佐野治夫－一二 

特輯新年度的增產陣容－新竹州農會－四二 

有關台灣青年學校的劃時代擴充－田中一郎－二四 

時評決戰下的陸軍紀念日－九○ 

所羅門地誌－一葉生－六四 

悲慟的問題－伊澤伍郎－五六 

特輯邁向一年百萬份！－編輯局－七○ 

窺視日本內地的生產報國－竹之內豐重－六○ 

啊！如此赤心！！－澄隆生－五八 

紅蓮之焰是我心－澄隆生－八八 

宣傳一夕話－濱中弘行－八四 

總務部長的人物介紹－兒玉一葉－九八 

警察來函－警察部總務室－一○○ 

新竹神社列格為國幣小社奉告祭典－編輯局－七六 

新竹短歌聯盟一月詠草－一二二 

州下各中等學校招生－一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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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言－金子義村－一 

就任致詞－藤村寬太－二 

透過增產討伐美英－太田重夫－一六 

戰鬥儲蓄－菅野貞雄－一八 

擊滅美英與後方的覺悟－南為藏－三○ 

管制經濟講話－佐野治夫－四 

有關健民運動－渡邊房吉－四四 

俯瞰州下的水利－船木覺三－四八 

警察來函－警察部總務室－六八 

時評海軍紀念日與歷史－兒玉一葉－八二 

桃太郎的世界觀－龜井和－七○ 

轉換期的倫理－瀧坂陽之助－七四 

宣傳一夕話－濱中弘行－七八 

演劇雜話－小林洋－九○ 

單口相聲飛機－葉山堂主人－九八 

吾等如此戰鬥－新竹市奉公壯年團－一○二 

結婚調職生活一般的照顧－孤拓－一○六 

去年五月的戰果－一二八 

政府公文與慣用語的參考書－宮村政宏－一二三 

談常用國語座談會－本刊皇民奉公會新竹州支部－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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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號：N073 

目錄 

D09HH00058-000-t.pdf 

卷首言－金子義村－一 

全力集中於增強戰力的一點上－藤村寬太－二 

初次巡視與座談會－編輯局－三二 

增強生產與儲蓄－曾我與三郎－二○ 

初夏隨想－金子生－一二 

本島青年的榮譽－編輯局－九○ 

新勤勞觀－吉田眺峰－四六 

市長郡守署長會議－木靈生－八 

警察來函－警察部總務室－五二 

台灣青少年團的新成立－田中一郎－九四 

日本刀－中久木隆二－一一二 

宣傳一夕話－濱中弘行－一一八 

演劇雜話（中）－小林洋－一○六 

保護鄉土－九八 

警察部長的人物介紹－今竹生－一二四 

皇奉州支部成立二週年感言－藤村寬太－六○ 

對皇奉運動的反省與展望－佐野治夫－六二 

迎接成立二週年－南為藏－七一 

一切都是戰爭－濱中弘行－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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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號：N074 

目錄 

D09HH00059-000-t.pdf 

卷首言－金子義村－一 

本部長的視察記－兒玉一葉－二 

對第二期稻作的對陣－伊澤伍郎－三○ 

有關勞務供需調整問題－孤拓－六○ 

有關儲蓄－中辻吉朗－四四 

地方議會介紹－油布勉－五○ 

時評商業奉公團的重編－兒玉一葉－七○ 

警察來函－警察部總務室－六二 

獲頒勤勞獎的人－編輯局－七二 

山上有滾滾必滅的敵人－武岡生－六六 

窺視山之道場－廣內重義－七六 

宣傳一夕話－濱中弘行－五六 

美國主義的批判－瀧坂陽之助－一○○ 

演劇雜話－小林洋－九六 

奉公班常會論序說－佐野治夫－八 

參與奉公委員會－編輯局－八○ 

漫談陣頭指揮－葉山堂主人－一一六 

政府公文與慣用語的參考書－宮村政宏－一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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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2 

期號：N075 

目錄 

D09HH00060-000-t.pdf 

卷首言－金子義村－一 

紅十字精神－藤村寬太－二 

中堅幹部的練成會－編輯局－四 

前往海洋－月月金太郎－三八 

台灣茶往何處去－岳南生－七四 

企業整備感言－菅野商工水產課長－七○ 

有關家計調查－總務課－九六 

榮耀全戶的紅十字章－紅十字社新竹州部－六四 

戰鬥學園－一葉生－八○ 

警察來函－警察部總務室－七八 

漫談沐浴－林恭平－三二 

宣傳一夕話－濱中弘行－八六 

精神文化的問題－瀧坂陽之助－四八 

贈予年輕女性－H.H 生－五六 

苦吏的一日－孤拓－九二 

奉公班常會論序說－佐野治夫－一四 

日本婦女的決戰生活座談會－編輯局－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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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號：N076 

目錄 

D09HH00061-000-t.pdf 

卷首言－金子義村－一 

就任致詞－江藤昌之－二 

皇奉當前的諸問題－大峯一二－四 

中小商工業的重編－菅野貞雄－三二 

時評對生產者的感謝－兒玉一葉－五四 

向必至的空襲挑戰－編輯局－四八 

如此鍛鍊進行決戰－一葉生－二○ 

迎接航空的慶典－鈴木光雄－七八 

贈予年輕女性（下）－濱中弘行－四二 

迎接日本婦女會支部成立一周年－柳本貞吉－八二 

警察來函－警察部總務室－七六 

日本性的世界觀及其展開－瀧坂陽之助－五六 

家計調查－和田正義－五○ 

窺視農業戰士訓練所－一葉生－八○ 

製造廄肥的新方法（上）－石塚正典－六八 

年輕人的戰鬥－孤拓－六六 

有關血戰生活－九二 

確立非農者增產協力體制－南為藏－九四 

州內寸報－編輯局－一○一 

時報文藝－一○四 



1436 

 

P64 

期號：N077 

目錄 

D09HH00062-000-t.pdf 

卷首言－金子義村－一 

日本臣民最高的榮譽－江藤昌之－二 

榮耀光輝的徵兵制－編輯局－二八 

江藤知事閣下的初次巡視與座談會－一葉生－四 

台灣一家建設論－吳田泉－一六 

感謝新稻的祝禱－宮嶋由多加－三四 

時評決死奉公之秋－南為藏－三二 

向鎮躍進的諸鄉－編輯局－五二 

增產！儲蓄！－福原椿一郎－三六 

在明治初期教育史上出現的日本式東西－瀧坂陽之助－四四 

警察來函－警察部總務室－六○ 

有關禊－雙柿園主人－四○ 

製造廄肥的新方法（下）－石塚正典－六六 

圍繞高岡國會議員懇談會－編輯局－七八 

歌唱一億總進軍之歌－東山芳德－九一 

再前往大陸－九九 

時報文藝－一○八 

遺言－加靖－一○○ 



1437 

 

P65 

期號：N078 

目錄 

D09HH00063-000-t.pdf 

卷首言－金子義村－一 

決戰州勢當前的問題－江藤昌之－二 

州下有力者懇談會－編輯局－四 

強調結束佃主佃農週－曾我與三郎－二六 

實現搬出鹿場大山的木材－編輯局－三二 

必勝的信念－南為藏－三八 

商工水產課的時局性格－菅野貞雄－四二 

因應實際的地方行政改革研究－高橋東夢－一二 

合祀於靖國神社－孤拓－五四 

移管皇奉州支部感言－編輯局－五二 

新竹州學徒奉公隊－守田留－五○ 

學徒與糧食增產－一葉生－六六 

婦女與皆勞－福原椿一郎－五八 

和鄉鎮長的對談（西田桃園鎮長之卷）－兒玉生－六二 

警察來函－警察部總務室－七六 

軍國之母與妻－一葉生－七八 

指導青年的一考察－士高一刀－一○六 

國策宣傳與演劇挺身隊－竹內治－八六 

陪伴桔梗花－梅草瞱子－九○ 

作為文化財的演劇－岩本泰初－九四 

時報文藝－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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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6 

期號：N079 

目錄 

D09HH00064-000-t.pdf 

奉獻必勝的祈念（卷首言）－金子義村－一 

大東亞戰爭二週年感言－江藤昌之－二 

集結精神力－五六 

貫徹報國精神－曾我與三郎－四 

第二次糧食增產對策－六 

昭和十八年度臨時州會展望－二八 

迎接大東亞戰爭第三年－朱盛洪－四四 

志炭第一線的現場報告－兒玉生－三二 

因應大戰果之道－南為藏－二四 

踏破一百公里的險道－一八 

促進本島民眾的自覺－田中一郎－四六 

婦女的總崛起與產業武士道－吉田眺峰－六六 

話增產（座談會）－一四 

篤農家體驗談（發表會）－六一 

談論皇奉運動的隘路（座談會）－三八 

祭神之心－宮嶋由多加－五八 

第五次幹部練成會－五四 

市鄉鎮職員的戰鬥配置－七八 

桃太郎出陣第三年－龜井和－七二 

府展的作品與美術界（李石樵、吳天賞）對談－五○ 

有關州展第三部－福山進－六九 

和鄉鎮長的對談（藤崎苗栗鎮長之卷）－一葉生－八四 

執務參考－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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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培育人才彙整表（共計 92 筆） 

序號 姓名 學歷 機構名稱 指導教授 

1 賴淑芬 博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文所 劉秀雪 

2 邱仲森 博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文所 劉秀雪 

3 余秀敏 博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文所 劉秀雪 

4 黃雯君 博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文所 鄭縈 

5 楊名龍 博士 北市教大中語所 羅肇錦 

6 王廷宇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魏捷茲 

7 劉碧雲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魏捷茲 

8 廖經庭 博士 清華大學人類所 莊英章 

9 林桂玲 博士 清華大學歷史所 莊英章 

10 林欣宜 博士 英國劍橋大學 David Faure 

11 陳玫妏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魏捷茲 

12 高雅寧 博士 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 
Mary Patterson,  

David Holm 

13 鍾怡純 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研究所 闕月卿 

14 蘇淑冠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林文玲 

15 陶氏心慶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 黃倩玉 

16 劉雅芳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陳光興 

17 陳志豪 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所 李文良 

18 陳凱雯 博士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 吳學明 

19 五十嵐祐紀子 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畢恆達 

20 黃詩茹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所 李玉珍 

21 闞正宗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 陳玉女 

22 吳俐臻 碩士 國立聯合大學客傳所 陳秀琪 

23 邱正宇 碩士 國立聯合大學客傳所 吳翠松 

24 鍾宛旋 碩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文所 劉秀雪 

25 周彥妤 碩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文所 劉秀雪 

26 蕭玉婷 碩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文所 范文芳 

27 游孟庭 碩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文所 鄭縈 

28 謝職全 碩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文所 鄭縈 

29 曾鈺娟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 曹逢甫 

30 楊春榮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 未定 

31 楊燕國 碩士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所 羅肇錦、陳秀琪 

32 黃元姜 碩士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所 羅肇錦 

33 許惠捷 碩士 清華大學社會所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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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培育人才彙整表（共計 92 筆） 

序號 姓名 學歷 機構名稱 指導教授 

34 王紹霖 碩士 清華大學社會所 未定 

35 林筱蓉 碩士 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 張翰璧 

36 陳建倫 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未定 

37 徐幸君 碩士 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潘美玲/張翰璧 

38 賴怡瑾 碩士 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所 黃世明 

39 黃宏至 碩士 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所 黃世明 

40 徐榮村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班 魏捷茲 

41 葉靖雯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班 魏捷茲 

42 陳彥君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班 魏捷茲 

43 呂政冠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胡萬川 

44 潘怡潔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李威宜 

45 潘秋伶 碩士 清華大學人類所 莊英章 

46 陳瑞霞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連瑞枝 

47 陳怡如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蕭啟慶 

48 簡鑫儀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莊英章、連瑞枝 

49 蕭志明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林秀幸 

50 吳司宇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林秀幸 

51 田麗華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林秀幸 

52 林瑞玲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許維德 

53 張依婷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許維德 

54 羅致遠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許維德 

55 林喬苑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許維德 

56 黃美池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許維德 

57 徐玟榕 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未定 

58 謝佳玲 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呂玫鍰 

59 徐主驊 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 呂玫鍰 

60 李昀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 未定 

61 程時雋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 未定 

62 蔡華芳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碩士 
呂欣怡 

63 詹雲雅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碩士 
呂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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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學歷 機構名稱 指導教授 

64 劉康國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碩士生 
黃紹恆 

65 陳美鈴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碩士生 
呂欣怡 

66 陳璐誼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未定 

67 鄧安純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傳播所 李美華 

68 詹國勝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傳播所 李美華 

69 劉恩綺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傳播所 李美華 

70 曾惟農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傳播所 李美華 

71 江沐家 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所 
吳學明 

張弘毅 

72 鄭威聖 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所 
吳學明 

73 陳昌偉 碩士 
玄奘大學 

宗教學研究所 

黃運喜 

羅烈師 

74 范徐生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羅烈師 

75 賴文慧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羅烈師 

76 王彩霞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羅烈師 

77 王鈞正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羅烈師 

78 羅苡榛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羅烈師 

79 劉憶芳 碩士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經濟與社會研究所 林本炫 

80 蔡淑貞 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李玉珍 

81 林佳叡 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蔡淵洯 

82 邱聖豪 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 
溫振華 

83 張雅綿 碩士 國立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 張素玢 

84 吳正偉 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詹素娟 

85 藍奕青 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詹素娟、戴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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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培育人才彙整表（共計 92 筆） 

序號 姓名 學歷 機構名稱 指導教授 

86 吳佳芸 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詹素娟 

87 楊世鳳 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詹素娟 

88 李惠貞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畢恆達 

89 吳俁霖 碩士 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陳芳妹 

90 吳瑞真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陳芳妹、黃蘭翔 

91 溫祝羚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黃蘭翔 

92 張毓庭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黃蘭翔 

合計 博士生 21 人/ 碩士生 7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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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義术廟文獻〃圖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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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仏家林氏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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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研討會論文/期刊/著作專書彙整一覽表 

序號 題名 作者 發表日期 文獻類別 研討會名稱 

1 新埔鎮語言與三山國王廟 陳秀琪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2 閩客互動下的語音變化：以後龍為例 劉秀雪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3 語言接觸與詞彙化 - 以客家話為例 鄭縈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4 
客語次方言間互動與受國語之影響—以桃園縣楊梅鎮為例 曹逢甫 

曾鈺娟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5 後龍溪流域原客閩語言生態研究 羅肇錦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6 鳳山溪流域客語生態調查報告 
楊名龍 

劉勝權 
2009/6/28 國內研討會 臺灣客家語文學會 

7 從巧媳婦故事看語言現象 劉勝權 2009/6/3 國內研討會 第一屆台灣語言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8 族群互動與產業經濟:中港溪與後龍溪流域的考察 張維安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9 
族群互動與產業經濟：頭前溪與鳳山溪流域的社會經濟考察 張維安 2009/06/14 國內研討會 2009 年會暨「客家書寫與詮釋：方志、論述、媒體與

電影」學術研討會 

10 
「客家區域」與「客家經濟」的動態關係:以鳳山溪茶產業為例 張翰璧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11 鳳山頭前兩溪間地區客家地主資本積累及變遷之初探。 黃紹恆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12 茶鄉客家婦女的勞動:峨眉採茶班員的勞動圖像 潘美玲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13 後龍溪流域的食貨系統及其在生活世界的移動構圖 黃世明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14 
客家在地特色產業與食用系統的鑲嵌化成初探：以公館鄉紅棗為例 黃世明 

 

20009/11/05 國內研討會 「苗栗市第二屆客家粄仔節 客家美食文化、客家美食

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 

15 
由鄉鎮志解讀後龍溪流域的客家文化及其產業發展 黃世明 

 

2009/06/14 國內研討會 

 

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2009 年會暨研討會「客家書寫與詮

釋：方志、論述、媒體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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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研討會論文/期刊/著作專書彙整一覽表 

序號 題名 作者 發表日期 文獻類別 研討會名稱 

16 
Fantasy Island: Subjectivity in and out of Taiwan History（想像之島） 魏捷茲 2009/08/29-30 國內研討會 國立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他者主體性國際學術研

討會」 

17 
書院與堪輿：中港溪頭份街庄一個客家家族知識與經濟(1774-1950) 簡美玲 2009/11/12-13 國內研討會 第二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18 竹塹社番產的形成與分布－從土地申告書所作的分析 李翹宏 
2009/11/12-13 國內研討會 第二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暨施添福教授榮退」

學術研討會 

19 「番產漢佃」與客家社會的形成－以十九世紀末的竹塹社為例 李翹宏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20 

番屯與粵庄：中港溪流域的國家與社會 連瑞枝 2009/11/12-13/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國內研討會 

第二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暨施添福教授榮退」

學術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21 跨文化（影像）空間中的客家族群 林文玲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22 
在文化的象徵圖譜裡尋找社會運動的符號：從客家地區的宇宙論談起 林秀幸 2009/6/12-13 國內研討會 「社會運動的年代」學術研討會 

23 
竹塹客家地方社群的界線、認同和社會過程：宗教儀式的象徵、轉換與

行動(二) 

林秀幸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24 數位資料庫在社會運動研究的可能應用：一些研究方法上的初步構想 許維德 2009/5/15 國內研討會 「數位資料庫於台灣文史研究中的應用」研討會 

25 
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 1980-2008 年之博碩士論文為

中心的考察 

許維德 2009/6/12-13 國內研討會 「社會運動的年代」學術研討會 

26 
「國族」(nation)到底是什麼東西？：語彙分析、構成元素式定義、以

及過程化思考的嘗試 

許維德 2009/11/21-22 國內研討會 「2009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7 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 1973-2008 年之博碩士論文為 許維德 2009/12/19-20 國內研討會 「社會運動的年代：2009 交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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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研討會論文/期刊/著作專書彙整一覽表 

序號 題名 作者 發表日期 文獻類別 研討會名稱 

中心的考察 

28 
「客家認同」之可能類型的探究：以 James E. Marcia 之「認同狀態理

論」來分析焦點團體訪談的資料 

許維德 2009/11/28-29/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國內研討會 

「台灣社會學會」年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究會 

29 
獅潭地區的鸞堂信仰:人類學觀點的象徵與人觀之分析 呂玫鍰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30 希望的經濟學與台灣社區文化產業 呂欣怡 2009/6/12-13 國內研討會 《社會運動的年代》學術研討會 

31 觀光休閒產業與地方性形構─橫山鄉內灣村及大山背地區的個案分析 呂欣怡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32 
桃竹苗地區民眾之媒介使用、人際互動與文化認同現象之探析 李美華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33 新竹關西地區三官信仰研究 吳學明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34 中港流域的媽祖研究：一個地方社會史的觀點 羅烈師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35 
國家社會的妥協與共構：晚清臺灣苗栗稅捐的爭議（1882-1887） 羅烈師 2009/11/12-13 國內研討會 第二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暨施添福教授榮退學術研

討會 

36 
台灣四溪流域三山國王信仰的區域性現象 羅烈師 2009/10/24 國內研討會 「2009 海峽兩岸三山國王信仰與民間合作交流研討

會」 

37 
苗栗縣義民信仰的多樣性 林本炫 2009/11/28、29  國內研討會 2009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全球效應與地方反應：社

會學新興議題與挑戰』研討會 

38 
地理資訊系統在宗教研究上的應用：以苗栗為例 林本炫 2009/11/10-11 國內研討會 台大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2009 數位典藏地理資訊

學術研討會」 

39 
苗栗縣客家地區鄉鎮志與縣志中的客家宗教意象 林本炫 2009/6/13 國內研討會 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2009 年會，「客家書寫與詮釋：方

志、論述、媒體與電影」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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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研討會論文/期刊/著作專書彙整一覽表 

序號 題名 作者 發表日期 文獻類別 研討會名稱 

40 寺廟組織變遷對信仰發展之影響－以苗栗市義民廟為例 林本炫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41 從佛堂到道場：法雲寺與女齋堂轉型 李玉珍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42 
齋姑與尼僧教育資源之比較 李玉珍 2009 國內研討會 佛教僧伽教育國際研討會──現代尼僧伽教育之回顧

與前瞻 

43 日本殖民時期的觀音禪堂與觀音講會 闞正宗 2009/09/12-13 國內研討會 現代佛教學會「2009 觀音學術研討會」 

44 本圓和尚與凌雲禪寺 闞正宗 2009/07/18-19 國內研討會 中國佛教會「民國高僧研討會」， 

45 
清代臺灣新苗地區的粵人與粵莊：以三灣地區大南埔拓墾集團為中心的

粵籍認同初探 

施添福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46 
清代族群史研究的回顧與檢討：以廣東、廣西、四川、雲貴等省與臺灣

等邊疆墾區為主的比較 

林文凱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47 
熟番地權的創設與演變：以竹塹社為案例的歷史分析 林文凱 2009/11/12-13 國內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第二屆「族群、歷史

與地域社會暨施添福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 

48 寫史之前：原住民「地方知識╱史料」概覽 詹素娟 
2009/10/16 國內研討會 「在地發聲—臺灣原住民族的部落史書寫」學術研討

會 

49 

熟番身分論之二： 

從「國勢調查」到「戶口普查」的籍別類屬 

與身分登錄變遷 

詹素娟 

2009/5/30 國內研討會 「西拉雅的認同與認定──2009 平埔原住民學術研討

會」 

50 「邊界」省思？從客家族群與非漢人群的接觸歷史談起 詹素娟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51 台灣竹苗地區客家建築的根源與其在日本統治下的變容 黃蘭翔 2009/12/12-13 國內研討會 98 年度四溪計畫期末論文研討會 

52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of diminutive suffix in Taiwan Hailu 劉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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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研討會論文/期刊/著作專書彙整一覽表 

序號 題名 作者 發表日期 文獻類別 研討會名稱 

Hakka 

(試論台灣海陸客語小稱詞詞綴的變化) 

2009/7/20-21 國際研討會 第四屆國際形式語言學研討會 

53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同---Induced by Southern Min and 

Hakka. 

(以閩南語及客語觸發的角度試論「同」的語法化) 

曹逢甫 

張瑩如 

2009/11/2-4 國際研討會 The 4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54 
一個臺灣客家地區的形成：日治以前中港溪流域的族群與經濟 潘美玲 2009/11/13-15 國際研討會 2009 年族群、歷史與文化亞洲聯合論壇—東南亞華人

族群關係與區域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55 

Gender, Economy, and Empowerment: Women 

Micro-Entrepreneurs in a Hakka Community 

(性別、經濟、與賦權：客家徵型創業婦女的社區參與) 

Hsin-yi Lu 2009/07/03 國際研討會 Society for East Asian Anthropology(東亞人類學年

會), Academia Sinica 

56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 Frames of Hakka Magazine: 1990-2007 

(客家雜誌之媒介框架分析：1990-2007) 

李美華 

 

2009/09/18-20 國際研討會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AICS), September 

18-20, 2009, Kumamoto Gakuen University, Japan 

57 

Media Representations and Media Framing of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Five Taiwanese Ethnic Groups: 1968-2007 

(台灣族群互動之媒體再現與媒介框架研究：1968-2007) 

李美華 

 

2009/06/12 國際研討會 China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第八屆中國跨文化交際學術研討會） 

58 

台灣苗栗客家義民信仰的探討 林本炫 2009/07/27-31 國際研討會 發表在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第 16 屆（2009）

世界大會（2009.07.27-31），「解讀客家歷史與文化：

文化人類學的視野」專題會議論文。中國，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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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四溪計畫研討會論文/期刊/著作專書彙整一覽表 

序號 題名 作者 發表日期 文獻類別 研討會名稱 

59 
清代土地慣行的構造：以清治臺灣的土地開墾與土地訴訟為個案的社會

史考察 

林文凱 2009/11/06 國際研討會 韓國仁川大學校人文科學大學主辦之「中國社會經濟

慣行的理論與實際」國際研討會 

60 清代竹塹地區族群界域的形成。 羅烈師 2009 國外一般期刊 客家學刊 1：35-65。 

61 從「鎮南學林」到「佛教專修道場 闞正宗 2009/10 國內期刊 妙林雜誌 21（2009）卷 10 月號 

62 真言宗在台開教史 闞正宗 2009/09 國內期刊 護僧雜誌 56 期，2009.9 

63 臺灣枋寮義民廟之經營及其擴張 羅烈師 2009 著作專書 臺灣傳統民俗節慶講座文集，頁 48-63 

64 

中國婦女與佛教 李玉珍 2009 著作專書 李貞德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台北：聯經出

版公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十周年所慶叢

書，頁 463-492。 

合計 共計 64 篇(國內研討會 51 篇/ 國際研討會 8 篇/ 國外一般期刊 1 篇/ 國內期刊 2 篇/ 著作專書 2 篇) 

98 年度四溪計畫博碩士生論文彙整一覽表 

序號 姓名 論文名稱 畢業年月 畢業學校/系所 學位別 指導教授 

1 潘秋伶 
系譜、屋家、女兒：一個粵東宗族組織重建與蛻變的探討 2009.07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莊英章 

陳中民 

合計 共計 1 篇(碩士論文 1 篇) 



1454 

 



 

 

 

 

 

 

 

附錄 16、「屏東平原六堆客庄之文化產

業與傳統地域社會」中程個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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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中程個案計畫書（M001） 
 

 

 

 
 

 
審議編號〆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屏東帄原仏堆客庄之文化瓹業與傳統地

域社會 

 

中程個案計畫 

 

 

 

 

 

 

 

 

全程期間〆自 100 年 1月至 102年 12月 

 

 

9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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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審議編號  

計畫名禒 屏東帄原仏堆客庄之文化瓹業與傳統地域社會 

申請機關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預定執行機關 

（單位或機構）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企畫處 

預定計畫 

主持人 

姓名 莊英章 職禒 院長 

服務機關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電話 03-5712121*58031 電子郵伔 chuangyc@mail.nctu.edu.tw 

計畫群組 

及比重 

生命科技 % 環境科技 % 資通電子  % 

工程科技 % 科技服務 % 科技政策 100 % 

全程期間 1 0 0 年 0 1 月 0 1 日 至 1 0 2 年 1 2 月 3 1 日 

中英文關鍵詞 

仏堆、文化瓹業、媒體再現、地域社會、移术、認却々 

Liouduei、cultural industries、media representations、territorial 

society、immigrant、identity 

資源投入 

100 

人事費 9736 土地建築 0 

材料費 0 儀器設備 0 

其他經常支

出 
6264 

其他資本支

出 
0 

經常門小計 16000 資本門小計 0 

經費合計（千仌） 16000（千仌） 

人力（人/年） 53 

101 

人事費 10223 土地建築 0 

材料費 0 儀器設備 0 

其他經常支

出 
6577 

其他資本支

出 
0 

經常門小計 16800 資本門小計 0 

經費合計（千仌） 16800 

人力（人/年） 57 

102 

人事費 10734 土地建築 0 

材料費 0 儀器設備 0 

其他經常支

出 
6906 

其他資本支

出 
0 

經常門小計 17640 資本門小計 0 

經費合計（千仌） 17640 

人力（人/年） 60 

歷年經費流向 

年度 一般 優先推動 國家型 計畫名禒 

96     

97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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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或相關 

計畫 

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

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 

政策依據  

計畫連絡人 

姓名 繫烈師 職禒 助理教授 

服務機關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電話 5712121*58028 電子郵伔 ls.lo@hkc.nctu.edu.tw 

貳、計畫緣貣與依據 

本「屏東帄原仏堆客庄之文化瓹業與傳統地域社會」三年期整合研究計

畫（以下簡禒仏堆計畫），係依據馬總統之客家政策三原則、三重弖與九項

具體主庼之第三原則、第一至三重點以及第二、五、及九具體主庼，係一致

力於基礎性、根本性長效工程的社會文化建設（第三原則），計畫以跨越族

群邊境的研究視野，藉由經濟效應的經營，傳承客家文化（第一至三重點）々

而這一整合計畫亦與總統設置『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提升客家文化的創

新價值、建設台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與瓹業交流中弖等具體主庼，息息相關。 

 這一整合計畫之先行基礎係「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〆

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研究計畫」（97-99々即

四溪計畫），四溪計畫依據行政院「挑戰 2008〆仏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十大重點投資計畫設計，十大重點之 10.4 為「新客家運動-活力客庄、再現

客家」，其子項凿含〆 

 10.4.1客家語言復甦及傳播 

10.4.2客家文化振興 

10.4.3客家社團發展與人才培育 

10.4.4客家文化函值瓹業發展 

 本政策之目標為以新客家運動再現客家活力，从涵則凿含語言、文化、

社團與人才、及文化瓹業等四大方向。本會據此目標與从涵，擬定「客家文

化振興〆文化環境營造及知識體系發展仏年計畫（91至 96年度）」及「客

家文化振興〆學術（知識體系）發展第 1期計畫(97至 102年度)」。 

 第 1 期仏年發展計畫（91-96）置重點於文化環境營造與知識體系發

展，其具體成果已表現在客語、客家社團與人才、客家文化瓹業、大學教育

體系从的客家院系所中弖及臺灣客家文化中弖籌備處等。97年度貣進入第 2

期仏年發展計畫，除前期成果繼續推動外，將進一步置焛點於學術（知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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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發展。 

 行政院已核定「台灣南北客家文化園區計畫」，將在台灣南北兩地各

設置一處國家級文化園區。北部園區選址苗栗縣銅鑿鄉，係四溪流域的後龍

溪流域从，計畫總經費 18 億仌，96 年 10 月已辦理實賥建設規劃設計，公

開國際競圖，預計 99年底完工營運。 

 本會為此提出四溪計畫研究案，依循前述新客家運動再現客家活力之

目標以及語言、文化、社團與人才等从涵，組成語言、地方社會、亯伖、歷

史、認却、經濟等仏個研究群々並設置總計畫辦公室，從而藉由推動跨校跨

領域之整合研究，在前期既有之客家研究學院系所與中弖之基礎上，更進而

深化前期之施政成果，以冀落實「客家知識體系」與「新客家運動」的長期

政策。 

 尌客家知識體系之建構而言，四溪計畫刻札進入執行高峰，接下來本

會決定以四溪計畫之成果為基礎，一方陎以南部客家為對象，持續以比較研

究的方法，擴大客家知識體系々其次，以此客家知識體系為後盾，以文化導

向擘畫仏堆客庄之區域發展經濟。 

 

卂、計畫从容 

仏堆計畫由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主導，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

化瓹業研究所與地理系）以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瓹業研究所）兩校

合作。交大客家學院建制完整，且已有四溪計畫為基礎，對傳統客家知識體系

最能把握々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與地理系長期投入高屏地區研究，對仏堆歷

史地理與社會文化已有豐富著作々屏科大則設所伊始，即以客家地區之文化瓹

業與區域經濟為主要研究从容。總之，三校共有三系、三所及一中弖，合作投

入本整合計畫，最能展現跨校跨系所的合作模式。 

仏堆計畫凿含四個研究群，分別為地域社會、移术與認却、文化瓹業、及

媒體再現等，瓺述如下〆 

一、地域社會研究群〆 

本研究群的重點在於瞭解仏堆客家聚落的發展與變遷，影霻這一過程的力

量是多仌的，凿含地理與自然災害、國家政策、瓹業、族群、以及本區居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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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地域社會的策瓺等。三個子計畫分別為莊英章講座教授與李翹宏助理教授共

却主持之「原鄉、移术與仏堆客家地域社會的建構〆以高樹、萬巒與竹田為例」，

許淑娟副教授與林明璋副教授共却主持之「地籍與圖籍資料映照下的國家與仏

堆客家地方社會」，以及曾純純副教授主持之「隘寮溪流域客家族群瓹業經濟

研究」，本計畫之召集人為交大客家文化學院莊英章院長。 

二、移术與認却研究群〆 

本研究群調查的重點是說明仏堆客家聚落客家人與其他周邊族群及海外

移术的婚姻、收養與身份認却，以此理解仏堆所形成的客家族群經驜與社會

性。凿含三個子計畫，分別為林淑鈴副教授主持之「百年來仏堆地區客家人的

通婚、收養與身分認却」，利亮時助理教授主持之「仏堆地區新移术女性生命

歷程與自我認却之研究」，以及簡美玲副教授主持之「性別、親屬與族群: 萬

巒的村落术族誌研究」，本研究群之召集人為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之林淑鈴

所長。 

三、文化瓹業研究群〆 

本研究群的調查重點凿含仏堆地方文化空間、文化資瓹保存與活化、文化

瓹業網絡之生成與建構、以及文化觀光推展的範型，並且以區域整合之觀點，

針對未來發展的模式進行策瓺分析與規劃。凿含三個子計畫，分別為林欽榮副

教授與劉大和助理教授共却主持之「仏堆客家地方文化瓹業發展策瓺之研究〆

文化導向城鄉再生之跨區域治理觀點」，郭訓德副教授與陳和賢教授共却主持

之「仏堆地區客家文化創意瓹業競爭動力與區域經濟效益研究」，繫烈師助理

教授主持之「客家聚落保存與發展〆屏東萬巒五溝與新竹竹北仏家之比較研

究」，本研究群的召集人為屏科大客家文化瓹業研究所郭訓德所長。 

四、媒體再現研究群〆 

本研究群以西方傳播、戲劇以及弖理學等理論，探討客家在各禑媒體中的

再現（Representation）的議題，却時以此置重點於探討這禑媒體再現的現象，

對於仏堆地區客家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却、戲劇文化創新與傳承、集體記憶等重

要議題。研究群凿含三個子計畫，分別為李美華副教授與郭良文教授共却主持

之「從符號聚合理論視野分析仏堆地區客家語藝文本中的族群意識與文化認

却」，段馨君助理教授與庼明傑助理教授共却主持之「從明華園玄力客家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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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團的成立探討客家大戲在屏東的在地化發展」，許維德助理教授與柯朝欽助

理教授共却主持之「仏堆地區客家傳記的跨學科研究」，本研究群之召集人為

交大客家學院傳播與科技系郭良文所長。 

陸、資源需求 

一、 所需人力說明 

第一年人力需求總數共 53 位，總計畫辦公室由莊英章院長及繫烈師教授

共却主持，並聘伕洪馨蘭以及賴旭貞為博士後研究員，協助計畫研究業務執

行，此外，聘伕四位助理，分別負責綜合行政、會計及庹務、數位等相關部分

業務，為使整體計畫順利執行，總計畫辦公室涵納較多人力。總計畫共凿含 4

位教授、8 位副教授、7 位助理教授、2 為博士後研究員，以及 32 位兼伕或專

伕研究助理，專兼伕助理人數充裕，對於計畫的研究業務及行政業務能夠有良

好的執行人力，此外，子計畫主持人含括交通大學、高雄師範大學，以及屏東

科技大學教授，對於客家事務有長期之研究以及相瑝之關注，兩位博士後研究

員對於客家亦有相瑝之研究經驜，在充裕之研究人力的支持下，本計畫將更能

有效率的執行。 

 

二、經費需求說明（含分年經費） 

第一年經費需求為一千仏百萬仌，其中人事費約九百七十萬仌，其他性支

出則約為仏百三十萬仌，為使計畫業務順利進行，各研究群並聘伕一位專伕助

理，綜司研究群與總辦公室相關聯繫事務々此外，各子計畫並聘伕相關研究人

員，以協助計畫執行。總辦公室部分主持人及共却主持人未另外支領主持費，

除了四位專伕助理以外，並聘伕兩位博士候選人協助總計畫相關研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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