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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國64年4月5日蔣中正總統逝世，就在當年的9月19日，時

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與臺灣省主席謝東閔，輕車簡從蒞臨本鎮視

察。

　　民國69年4月5日，蔣經國發表紀念蔣中正總統逝世五週年紀

念文「最難忘的一年」（指民國64年）中，還特別提及：「那

年9月19日，前往卓蘭鎮，至感親切，民眾熱情而善良，使我感

動，竟將一切苦痛和煩惱都忘得一乾二淨。」

卓蘭鎮之美譽與光榮

鎮  

徽

蔣經國總統對卓蘭人的讚許



三

序

縣 長  序
鎮志乃詳細記載一鎮之沿革、地理、風俗、教育、物產、人物、名勝、古蹟，以及詩文

著作之史志，除提供縣志編纂之採擇外，尚有資治之功能，基層官員藉以作為施政之參考。

現今社會結構丕變，鎮志資治功能日漸式微，而其百科全書式的內容，乃成為學術界補充正

史、校勘史料，以及作為學術研究之重要資源，而地方文化觀光事業之發展，亦端賴鎮志提

供方向。

卓蘭鎮位於本縣最南端，瀕臨大安溪。在地形上，與本縣其他鄉鎮有一定的空間阻隔；

如北部以大湖丘陵與大湖鄉相隔，西側又以河階地與三義鄉相對，因而形勢相對封閉。在交

通上，一直都與大安溪南岸的臺中地區往來比較密切。在居民組織上，早在清代乾隆年間，

「罩蘭埔」即被劃為臺中盆地上巴宰族的養贍埔地；之後，在道光年間，大多數居民都以

「漢佃」的身分，從彰化地區經由臺中移來罩蘭埔。在行政管轄上，清代初期的罩蘭係隸屬

於彰化縣管轄，臺灣建省以後則改隸屬臺灣縣管轄；至日據初期，卓蘭先後仍由臺中縣之葫

蘆墩，東勢角辦務署管轄；直至明治32年(1899)9月16日，臺中縣告示: 「舊臺中辦務署管轄

拺東上堡內罩蘭區，編入苗栗辦務署管內」，才正式成為本縣的管轄範圍。同樣的，與鎮民

生活關係密切的部分公共事務，迄今仍由臺中地區的行政單位管理。如該鎮電信業務中的電

話局碼屬於臺中地區，農田水利灌溉區屬於臺中農田水利會的事業區域，自來水業務屬於第

四區(臺中區)管理處東勢營運處管理，部分公車路權亦由豐原客運取得。

雖然如此，卓蘭鎮卻仍是本縣18鄉鎮之一，亦為本縣綜合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

此，政鴻主持縣政以來即有鑒於該鄉鎮對外聯絡道路的缺乏，阻礙本縣「苗南生活圈」的建

立，乃積極興建完成本縣南橫快速道路，並聯結泰安鄉南部與臺中市地區；改善苗55線道路

狀況；整合苗58線、臺3線與南橫快速道路公路網；進一步在「好山好水好生活」的理想以

及「文化福祉生活城，科技觀光產業縣」的願景下，將卓蘭鎮納入以「發展人文與休閒的觀

光地域」的「苗南生活區」，使該鎮能結合生活圈內外的資源與產業發展，並加強水果種植

與花卉培育等相關一級產業，發展成結合生態旅遊和休閒農業的「水果王國」。

    《卓蘭鎮志》為本縣18鄉鎮市志當中最後完成出版的方志，至此本縣成為全臺第一個

所轄鄉鎮市均出刊有方志的縣市，誠本縣之榮耀也。且該志書由本縣《重修苗栗縣志》總編

纂之文史夙儒陳運棟先生負總纂之責，費時兩年於今完成編纂，都80餘萬言，內容豐富翔

實，誠為方志中之佼佼者，實乃卓蘭人之光榮，政鴻亦有榮焉。會詹鎮長問序於余，爰抒所

懷，略陳一二，是為序。

苗栗縣縣長
中華民國102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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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清幽、人文內涵豐富的「水果之鄉」卓蘭鎮，緊鄰泰安鄉、大湖鄉與三義鄉，位於

本縣最南端，地處大安溪中游谷地北岸而與臺中市之和平區、東勢區相望。在乾隆中期以

後，漢人早已開始以軍工採料的名義在本地進行拓墾。於此之前，這塊土地原屬於泰雅族北

勢群之固有領域。

乾隆55年（1790），清廷以平埔族設屯防堵，藉由土地分配隔離山地原住民與漢人，

達成其治臺目標。自此，境內俗稱「罩蘭埔」的平原部分，即由原住民領域改劃歸為彰化縣

貓霧拺堡管轄。漢人為了入墾罩蘭埔，探索叩路，依次開發，進而與巴宰族展開合作關係。

然而，泰雅族北勢群為防止其固有領域遭受外界侵犯，於是不時由內山突襲攻防，神出鬼

沒，強悍如鋼，外人不敢冒進；因此，直至清末，泰雅族北勢群實屬漢人拓墾卓蘭地區最大

的人文限制。

至於山區部分，漢人亦步步進逼，持續挑戰禁越山地的規範，違規越界，潛至山內，私

自抽藤、釣鹿、燒炭、製枋，或是藉由巴宰族「祖遺獵場」之名義，開發周圍近山的旱埔及

山間凹地。起初，可供開成水田的土地是漢人進入界外的最大誘因；其後，山地解禁與樟腦

利潤的日漸優厚，更加促使卓蘭紳民決定大舉以集團武力的方式競逐、進墾山區，原漢人數

懸殊，利益衝突日增，導致北勢群被迫遷至馬那邦山脈（又名馬拉邦山脈）以東之境，因而

醞釀、傾注了往後原漢大規模衝突的歷史情結。

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為貫徹開發山地資源之政策目標，將卓蘭山地的開發任務劃歸由

官方設立的「撫墾局」職掌。歷經廣泰成墾號辦理墾務的制度，到日治時期的理蕃、山地產

業經營等政策，一直到光復以後的開發，終於使卓蘭蛻變成現在的面貌。

    本人有幸曾代理卓蘭鎮長，深刻體認卓蘭鎮具有下列特色：首先，是地理形勢特殊，

東以山容巍峨壯麗的馬那邦山山脈與泰安鄉為界；南以大安溪與臺中為鄰；西以關刀山山脈

與三義鄉為界；北則以景山溪與南湖溪的分水嶺和大湖鄉相互銜接。因此，可謂地處臺灣中

部內山深處，四周群山環繞，與臺中地區往來相對密切，反而與本縣其他各鄉鎮市存在空間

上的阻隔。

其次，是地處副熱帶季風氣候區，雨水豐沛，惟雨量集中夏季，以致大安溪不僅月流量

分布明顯豐枯現象，而且經常氾濫成災。每逢夏季，豪雨或颱風雨來臨時，滾滾洪流自山區

傾瀉而下，經常改變河道，沖毀圳路，或淹沒田園屋宅，而嚴重威脅鎮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又鄰大安溪沿鎮長築大堤，護衛卓蘭鎮，形成特有景觀。

再者，是複雜的族群關係形成卓蘭的多元社會。除了原先的原漢對抗所形成的人文限

制，光復後由於山地開發反而成為卓蘭鎮發展特色條件之外，長期與福老人的來往也使卓蘭

鎮居民目前都已成為福客雙聲帶並用的區域。卓蘭鎮雖是客家人居多的鄉鎮，然而也是一個

多方言並存的區域，語言的複雜程度在國內甚為少見。就以客語來說，其「次方言」種類甚

多，包含四縣腔、饒平腔、大埔腔和海陸腔；另外，卓蘭鎮又因經過長期深度的語言滲透而



五

序

衍生了獨特的客語次方言混合體，語言學界名之為「卓蘭腔」。

 由於卓蘭鎮具有上述特色，相對地也增加了修志的困難度，因而數十年來雖有許多

修志的呼喚，卻無法付諸實施。所幸這次在詹鎮長就任後積極籌畫，並由本縣鄉土文史專家

陳運棟先生所組織的文教基金會負責執行，配合在地文史工作賢達，在各界的熱切期待下，

卓蘭鎮有史以來的第一部鎮志誕生了，讓我們可以透過鎮志，更充分地認識這塊土地，實在

可喜可賀。

在代理卓蘭鎮長的這一年之中，必通對於卓蘭的地理環境、民情風俗多有接觸，鎮民們

勤儉樸實、樂觀奮鬥，深感認同，咸以卓蘭人自居，持續關心卓蘭各項事務，又適主管全縣

文化觀光業務，特予挹補經費，今樂見鎮志付梓，對所有參與編纂、審查、校正諸先進之辛

勞與貢獻，表達佩謝之忱，並樂為序。

苗 栗 縣 政 府
國際文化觀光局局長

中華民國10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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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人不可不知在地事」，要知在地事必須編有詳述在地事的方志，這也是卓蘭人渴

望有一部詳載卓蘭之地理、沿革、風俗、教育、物產、人物、名勝、古蹟，以及詩文著作之

鎮志的緣由。

有鑑及此，本人在競選鎮長之際，乃以在任內編印鎮志為政見之一；上任以來積極從事

籌備，終於在民國100年2月間籌妥財源，編成標案，上網公告；幸得財團法人陳運棟文教

基金會出面承標，再由該會聯絡本鎮文史工作者組成編纂團隊，積極從事編纂，費時2年有

餘，今已編纂完成，都80餘萬言。內容除大事記、總述、歷史、地理、政事、建設、經濟、

水果、觀光、文教、社會、宗教、人物、影像等14篇之外，並附有文獻資料、數據資料及年

代對照表，其內容翔實，直可媲美百科全書。

本鎮地處本縣最南端，不僅環境較為封閉，而且天災地變不斷，所有文物史料幾乎喪失

殆盡，所有史實每騰諸傳聞而苦於文獻無徵，這也就是本鎮幾十年來所碰到的修志難度。然

而，今日不修，日後更難，誠如臺灣大儒連雅堂在撰《臺灣通史》之際所說的：「然今為

之，尚非甚難，若再經十年二十年而後修之，則真有難為者。是臺灣三百年史，將無以召示

後人，又豈非今日我輩之罪乎？」本人於卓蘭之志亦作如是觀。

發行鎮志是地方盛事，也是本人鎮長任內心願。在此感謝陳運棟文教基金會率領編輯團

隊成員兩年多的辛勞，審查委員綿密認真的審核，以及鎮公所與鎮志編纂相關工作人員的配

合與努力，尤其對所有資料提供者之敬業精神與情重鄉土的情懷，熱切關懷地方發展的用

心，表達感佩之忱。地方史乘與國史相輔，願這部苗栗縣最後發行的《卓蘭鎮志》，為卓蘭

鎮的源流與發展，保存重要史證。是為序。

卓蘭鎮長　詹 明 光
中華民國102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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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志之編纂，旨在搜集整理與保存本鎮地方史料，幫助鄉親經由認識家鄉、認同家鄉進

而愛護家鄉、建設家鄉。主要目的就是要讓鄉親瞭解卓蘭在地的歷史、關心在地的人事物、

傳承在地的優質文化，讓後代子孫能以身為卓蘭人為傲。

本人世居卓蘭，深感地方史料記錄與保存的重要性，惟史料搜集不易，會由於社會轉

型、產業變遷或耆老凋零……等等因素，而變成難以彌補的憾事。為免憾事發生，《卓蘭

鎮志》之編纂乃成為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基於如此共識，雖然本鎮財政困難，但在詹鎮長

提出編纂《卓蘭鎮志》的計畫和預算時，本鎮鎮民代表會均表支持，乃有委由本縣籍文史大

師、客家終身貢獻獎得主陳運棟先生主持文教基金會承編的具體行動，多年來地方鄉親的心

願得以實現，總是值得欣慰。

《卓蘭鎮志》經已完稿審定，本人謹向全體編纂委員、審查委員、本鎮各級機關團體所

有撰述或提供資料的地方耆老先進，以及鎮公所工作同仁的辛勞付出，表示敬意與肯定，並

向本會代表同仁全力支持督促表示謝意，感謝大家共同為《卓蘭鎮志》編纂奉獻心力。付梓

之際，謹誌數語以為序。

卓蘭鎮民代表會主席　徐 善 森

中華民國102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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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編纂凡例

壹、本志的編撰，旨在搜集、整理並保存鄉土史料、記錄經驗、彰顯因果，增進鎮民認識卓

蘭，促進鎮民關懷鄉土，且為未來鎮政擘劃的基礎，並有助於舉世瞭解卓蘭、熱愛卓蘭。

貳、本志之編撰，立論力求客觀公正，上溯本鎮有史之始，以迄民國100年（2011）底；地

區以本鎮轄域範圍為原則。惟部份資料及時記述至民國102年（2013）。

參、本志除「大事紀」「總述」、外，內含11篇，依序為歷史篇、地理篇、政事篇、建設

篇、經濟篇、水果篇、觀光篇、文教篇、社會篇、宗教篇、人物篇、影像篇。各篇之下分

章，章之下分節，其次以壹、一、（一）、1、（1）等符號，章節脈絡井然有序，利於閱

讀。

肆、本志各章之內容詮釋、資料引用、出處註明等，均採「隨頁附註」方式，需附之表與圖

均採隨文方式，參考書目彙列於該篇之末。

伍、本志文體採語體文，文字力求簡潔流暢，生動自然，輔以單元分明的版面，俾使讀者易

於閱讀瞭解。

陸、為使讀者正確了解年代，本志採用記述事件當時的紀年，並以括號加註西元紀年：民國

以前以當時帝王年號紀年，日治時期以日本紀年，當代以民國紀年；所有紀年均以阿拉伯

數字表示。

柒、對於所記事件之發生時間，以記述年月日為原則，其日不詳者記其年月，其月日不詳者

記其年。對於所列建置名稱或地名，均以當時之名稱為準，附註現今建置名稱或地名，以

便參閱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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