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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凡例

◎凡記事，詳日期者，記其年月日；不詳日期者，記其年月；不詳月日者，記其年。

◎依「詳年月日者」、「詳年月者」、「詳年者」之先後順序排列。

◎以「本鎮大事記要」為主，「其他大事記要」為輔。

壹、明代以前

年　代 大　　　　　　　　事

嘉靖23年
（1544）

※罩蘭埔為原住民居住，尚未墾闢。

※葡萄牙人初航臺灣近海，稱臺灣為「福爾摩沙（Formosa）」，譯為「常

綠」、意為「美麗之島」。

天啟4年
（1624）

※荷蘭人登陸臺灣，於安平建堡壘、於臺南築熱蘭遮城，由南向北伸展勢

力。

天啟6年
（1626）

※西班牙人登陸臺灣，於淡水築聖多明哥城（即紅毛城），於基隆築聖薩

爾瓦多城（即雞籠城），由北向南伸展勢力。

崇禎15年
（1642）

※9月，荷蘭人將西班牙人逐出臺灣。

永曆15年
（1661）

※4月，明將鄭成功入臺，將荷蘭人逐出臺灣，以熱蘭遮城為安平鎮，改為

王城；將赤崁樓改為承天府，總曰「東都」。

※罩蘭埔隸屬於承天府天興縣管轄。

永曆18年
（1664）

※罩蘭埔隸屬於承天府天興州管轄。

貳、清朝時代

康熙22年
（1683）

※施琅攻臺；翌年，清廷將臺灣正式納入版圖。

康熙23年
（1684）

※罩蘭隸屬於福建省臺灣府（原名承天府）諸羅縣管轄。

康熙末年 ※廣東饒平縣人林瑞楠與唐潤還及後裔，先後入墾罩蘭。

雍正元年

（1723）
※罩蘭埔改隸屬於臺灣府淡水廳彰化縣管轄。

乾隆2年
（1737）

※清廷令漢人不得擅娶「番」婦，「番」婦不得牽手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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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3年
（1738）

※清廷改採護「番」禁墾政策。

乾隆4年
（1739）

※清廷禁漢人侵占「番」地。

乾隆初葉 ※廣東饒平縣人林仁荏、林仁英及後裔，林元梅、林元開、林明周及後

裔，先後入墾罩蘭。

乾隆17年
（1752）

※清廷設土牛溝，禁止漢「番」往來。

乾隆23年
（1758）

※臺灣府知府奉命諭告歸化熟「番」，仿漢髮飾，改冠漢姓，一如漢人。

乾隆25年
（1760）

※全面完成漢、「番」界線。

乾隆中葉 ※廣東陸豐縣人鄭遂兆，饒平人詹來琇、詹來瑟、詹金土、詹行次，鎮平

人徐月步及後裔，入墾罩蘭。

乾隆35年
（1770）

※東勢角墾戶、廣東人江福隆率眾在罩蘭埔上新庄（今上新里）開墾。

乾隆47年
（1782）

※內灣圳闢建，灌溉罩蘭莊。

乾隆51年
（1786）

※11月，臺灣發生林爽文反清事件。

乾隆52年
（1787）

※清廷派遣陝甘總督福康安率兵來臺，林爽文戰敗，12月24日率殘部經東

勢角，涉大安溪，並翻越本鎮大克山脈鞍部，從爽文坑再往北逃亡，是

為坪林里爽文坑地名的起源。

乾隆55年
（1790）

※清廷實施「屯墾制度」，將罩蘭埔撥給平埔族岸裡社麻薯大屯作為養贍

地。

乾隆59年
（1794）

※墾戶江福隆奉諭准許募佃開墾岸裡社屯「番」位於罩蘭之養贍埔地，配

給蔴薯社屯「番」口糧。

※黃裁兄弟向江福隆贌耕罩蘭埔地；廣東饒平縣人詹來傳認墾；廖似寧於

老庄一帶拓墾；後江福隆將墾務讓予廖似寧，墾成部份土地。

嘉慶元年

（1796）
※岸裡大社罩蘭養贍埔屯首潘賢文，率眾百餘名退居罩蘭。

嘉慶2年
（1797）

※蔴薯舊社屯「番」潘賢文，招得蔡養、馮富等5人開闢罩蘭庄上溪洲埔

地。

嘉慶6年
（1801）

※墾戶江福隆的佃戶廖各璨、黃富心立字招耕罩蘭埔地。

嘉慶9年
（1804）

※蔴薯舊社屯「番」潘賢文，接受粵監生鍾興雅的建議，率「番」眾向北

經九芎林遷往宜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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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11年
（1806）

※葫蘆墩社「番」打買阿馬下招得古裕興，前來耕闢罩蘭庄下溪洲埔地。

嘉慶20年
（1815）

※詹氏族人越過大安溪進入罩蘭開墾，築成「內灣圳」。

道光年間 ※廖天送率民壯抵罩蘭拓展墾務，罩蘭發展為交易市集。

※廣東客籍墾戶詹顯田入墾罩蘭內灣，古阿憨招募36股，向岸裡社給墾，

並與北勢群訂立合約，故內灣被稱為「36股開庄」。

道光3年
（1823）

※中街里峩崙廟創建。

道光11年
（1831）

※新厝里上圳萬善祠，由名為「古君會」的神明會創建。

道光18年
（1838）

※老庄里老庄伯公廟創建。

道光30年
（1850）

※上新里詹姓伙房興仁堂創建。

咸豐初年 ※罩蘭人詹文炳等人入墾最北側的新開地區，不過並未成功。

咸豐2年
（1852）

※蔴薯舊社屯外委潘清章，招得罩蘭庄詹文炳等15份人，籌組「金復順」

墾號，承墾壢西坪，後因「番」擾問題以致多人退股，轉致拋荒。

同治元年

（1862）
※彰化發生戴潮春反清事件。

同治13年
（1874）

※欽差大臣沈葆楨正式奏請在臺開山撫「番」。

光緒元年

（1875）
※詹金水與詹其定2人為首，招募湊成36股，向岸裡社「番」阿木四老給得

墾字開拓內灣地區。

光緒2年
（1876）

※詹阿祝組「共同團」56人，從東勢入南湖築隘防「番」，製腦墾耕。

光緒3年
（1877）

※清廷解除禁渡臺令，設「招墾局」，加速開墾臺灣。

※於本鎮老庄里河間堂懸掛「會魁」匾，並在繼述堂懸掛「欽點御前花翎

侍衛」豎匾之詹紹安，先年中式武舉人，本年3月在會試中式第5名，4月
殿試2甲第2名「賜進士出身」。

光緒4年
（1878）

※罩蘭埔改隸屬於臺北府新竹縣管轄。

光緒8年
（1882）

※詹其（阿）祝所組「共同團」，乘夜進入馬拉邦社剿「番」。

光緒9年
（1883）

※彰邑職員葉春霖等人組股籌資於罩蘭設置「公館」，雇勇分墾罩蘭、大

湖等處。

※詹金鵬向蔴薯舊屯屯業主潘榮春承墾「上矮山」。

※新榮里繼述堂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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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10年
（1884）

※2月18日，原住民銃斃漢人3名，使得大湖、罩蘭庄人於2月20日擅自糾眾

攻破蘇魯、馬那邦2社。

※5月，因葉春霖等墾罩蘭、大湖等處，引起漢「番」互攻，楊提督進行武

力彈壓，明令生「番」荒埔由官方屯墾，不許民「番」侵佔。

※8月，泰雅族集結400餘人襲擊罩蘭，死傷極眾。

※光緒年間，廣東客籍移民劉泰慶入墾罩蘭上埔尾地區。

光緒11年
（1885）

※4月，中法戰爭結束。

※4月，林朝棟率棟軍2千人，以鄭以金為副，統領柳泰和率所部2營為後

援，至罩蘭屯營。

※9月5日，臺灣建省，劉銘傳首任巡撫。

※10月，臺灣巡撫劉銘傳派林朝棟率湘軍約2,000人紮營罩蘭，以防禦原住

民之阻擾墾務。

光緒12年
（1886）

※4月，劉銘傳廢除民隘，組隘勇新制；罩蘭置上坪、內灣隘勇營，以防原

住民阻擾。

※6月，蘇魯、馬那邦2社聯合東勢角、大湖各社進攻罩蘭，清兵陷圍；劉

銘傳親領萬餘名，急來本鎮設營討伐；9月17日進紮大隙（克）山，後遭

伏擊無功而返。

※10月，由唯一標榜中立之老屋峨社土目居中調停，清軍撤兵；該社土目

因調停有功獲授六品銜，賜姓白，稱白麻鳳。

※方祖蔭繼任新竹縣知事，兼攝苗栗縣事。

※劉銘傳設「全臺撫墾總局」於大嵙崁，設置「撫墾分局」於罩蘭，由梁

成柟出任撫墾委員致力招撫。

光緒13年
（1887）

※4月，劉銘傳作「勸番歌」，以告誡原住民歸化。

※7月，罩蘭撫墾分局遷移至東勢角，梁成柟為總辦，以張國經為管帶、林

朝棟為統領。

※罩蘭埔隸屬於臺灣府臺灣縣拺東上堡管轄。

※老庄里山下萬善祠創建。

光緒14年
（1888）

※劉銘傳將「大湖撫墾署」與「罩蘭東勢角撫墾局」，裁併為「中路罩蘭

等處撫墾局」，統一事權，方便處理撫墾事務。

光緒15年
（1889）

※3月，梁成柟以「罩蘭撫墾局」委員的名義，核發「廣泰成」示諭以及墾

戳1枚。

※9月，廣泰成墾號成立，以黃南球任「總墾」，進墾大湖及罩蘭一帶未墾

荒野。

※清廷將原新竹縣分為新竹縣和苗栗縣，以中港溪南條支流南港溪為界，

12月於接隘仔山豎立「新苗分界碑」。

※林桂芬首任苗栗縣知縣，縣治設於貓裏街北之夢花莊，苗栗開始有正式

行政機構掌理政事。

※棟字軍統領林朝棟積極獎勵於罩蘭地方種植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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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17年
（1891）

※劉銘傳先前設置之「腦務總局」將樟腦收為官辦，本年增設罩蘭等分局。

※詹姓家族由詹其來出面湊成28股，向屯弁潘朝光給墾公館巃一帶山場，

作為樵牧塚地。

光緒18年
（1892）

※罩蘭人抗日先驅詹天培中式壬辰科秀才

※老庄里人詹顯騫到豐原焗腦，將當地鄭新丁公廟香火割火帶回罩蘭建立

小廟奉祀。

光緒20年
（1894）

※漢人於大安溪沿岸築起堤防，使水流方向改變，減少氾濫情形，耕地得

以保存，庄頭漸有發展。

光緒21年
（1895）

※2月，中日甲午戰爭議和；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割給日本。

※6月14日，日軍佔領臺北城，籌備成立「臺灣總督府」。

※罩蘭埔改隸屬於臺灣縣苗栗出張所拺東上堡管轄。

參、日治時期

明治28年
（1895）

※5月2日（陰曆），「臺灣民主國」成立，抗日事起。

※5月8日，作為馬關條約「日籍確定期」，不願居於割讓區者，兩年內得

自由賣產離去。

※5月29日，日本臺灣鎮定軍近衛師團自基隆登陸臺灣。

※6月17日，臺灣總督府在臺北舉行始政式，樺山資紀首任總督。

※8月14日，日本臺灣鎮定軍近衛師團佔領苗栗。

明治29年
（1896）

※1月，新竹支廳公布「街庄事務辦理規則」，將街庄事務辦理員改為「街

庄長」。

※10月，制訂「紳章條規」，籠絡臺民。

※在全島設立「國語傳習所」開始教授日語。

※撤除軍政，發布施行「警察規程」。

※罩蘭改隸屬於臺中縣拺東上堡管轄，稱罩蘭莊，詹霧欽任頭人。

明治30年
（1897）

※罩蘭改隸屬於臺中縣葫蘆墩辦務署拺東上堡管轄。

※各街庄置街庄長，設辦事處。

※發生北勢群突襲罩蘭各庄事件。

明治31年
（1898）

※7月，公布「臺灣公學校令」，國（日）語傳習所一律改為公學校。

※11月29日，臺中第二期討伐生「蕃」，至濁水溪以北、苗栗以南之地，

本日進軍大湖、打蘭（即本鎮）附近。

※11月，苗栗復隸臺中縣，設苗栗辦務署；其餘各辦務署、撫墾署取消。

※12月，實施街庄制度。

※罩蘭改隸屬於臺中縣苗栗辦務署拺東上堡管轄，稱罩蘭區，劉世在任區長。

明治32年
（1899）

※3月7日，罩蘭、新開庄土人29名，遭東勢角老屋峨社「蕃」人殺害。

※3月，1個月內在苗栗辦務署管內共有34名漢人遭「蕃」殺害，其中有29
名罩蘭庄苦力，於新開庄附近的校栗林道路，集體遭「蕃」人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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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2年
（1899）

※4月7日，苗栗士紳黃南球由廈門回臺，辦務署長家永泰吉郎邀其經營腦

業。

※5月，罩蘭區長詹其富與北勢「蕃」中的馬那邦、盡尾、蘆翁、蘇魯等社

進行和約協議；7月16日馬那邦社酋長率壯丁至罩蘭庄舉行和約埋石儀

式，罩蘭地區的漢「蕃」關係有進一步的發展。

※9月12日，罩蘭地區「蕃」人百餘名聚集，罩蘭派出所巡查率壯丁團10數
名追擊，庄民移居他處。

※9月16日，臺中縣告示：舊臺中辦務署所管拺東上堡內罩蘭區，編入苗栗

辦務署管內。

※10月上旬，發生老屋峨社藉故破壞罩蘭圳灌溉源頭，導致罩蘭各庄水田

乾涸、居民飲水亦成問題；最後經由中科庄通事葉阿昌入山與北勢各社

交涉後，庄民方可進入圳頭處修復。

※10月24日，罩蘭附近竹橋頭前建銃櫃數座，置隘丁守備禦「蕃」，日前

「蕃」人出草於此，互有死傷。

※10月27日，罩蘭附近各山熬腦人，因日前隘丁擊斃酋長之子，恐遭不

測，紛罷熬腦，返歸鄉里。

※12月16日，罩蘭2名土人遭「蕃」人殺害。

※罩蘭改隸屬於苗栗廳拺東上堡，稱罩蘭區，詹其富任區長。

明治33年
（1900）

※1月17日，老屋峨社發動社人包圍上新庄，造成上新與罩蘭間的來往幾乎

中斷，計38戶310名上新庄民不得不暫時避居罩蘭街上。

※罩蘭區長詹其富，率領各庄頭總代詹振元等6人，捐獻用地304.58坪及金

額1,131,292円，興建「苗栗辦務署大湖支署罩蘭警察官吏派出所」官廳

及宿舍。

明治34年
（1901）

※5月1日，東勢角郵便局罩蘭出張所設置。

※7月4日，臺灣總督府公布「臺灣公共埤圳規則」，將有關公眾利害的埤

圳皆指定為公共埤圳。

※12月27日，原設於南湖庄之「臨時土地調查局」，移至罩蘭而改稱「拺

東上堡罩蘭派出所」。

※罩蘭改隸屬於苗栗廳大湖支廳拺東上堡。

明治35年
（1902）

※1月15日，大湖支廳管下罩蘭設置派出所，辦理官有森林地及「蕃」人事務。

※7月3日，苗栗廳隘勇線重新配置，苗栗方面配置隘勇360名，隘勇線為大

湖至罩蘭，全部為民隘，由黃南球所管。

※8月17日，罩蘭、大湖、獅潭等地種植煙草，相關廳稅經向總督府當局申

請認可。

※9月26日，南湖至罩蘭間官路發生「蕃」害，警察派員戒備。

※10月初，因受族人詹阿瑞、詹惡人等曾參與南庄事件牽連，致使時任罩

蘭區區長的詹其富、前清生員（即秀才）詹景星等共18人，被逮捕槍斃。



�

大
事
記

明治35年
（1902）

※10月10日，臺灣總督府下令以混成第2旅團由南湖進入，佔領大馬那邦

山、小崠、大崠，並突擊馬那邦社。

※11月11日，臺灣總督府再次下達北勢群討伐令，分別由南湖、罩蘭、東

勢角3面進擊馬那邦社、蘇魯社及老屋峨社。

※葉松興任罩蘭區區長。

※拺東上堡埔尾等12庄頭劃歸苗栗廳管轄，苗栗辦務署大湖支署罩蘭警察

官吏派出所始正式運作。

※壢西坪恢復茶樹種植，面積為31.6甲。

明治36年
（1903）

※8月9日，隘勇線自汶水溪起，經馬那邦山、蘇魯阪、大克山，下於白布

帆，達大安溪。新設1線，即罩蘭至南湖舊線東方10里地方。樟林包括於

線內大湖、打蘭等街庄，據以保安。

明治37年
（1904）

※5月12日，報載：明治36年度臺灣全島樟樹造林，苗栗廳食水坑、梨園寮

2區（均在今本鎮上新里境內），種植面積35町，植7萬株。

明治38年
（1905）

※5月13日，因日俄戰爭而宣佈臺灣全島實施戒嚴令，至7月7日解除。

※7月，苗栗廳長家永泰吉郎向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提出設置罩蘭公學校的計

畫申請；8月15日，臺灣總督府同意設立。

※7月，葉松興等向臺灣總督府提出罩蘭庄大埔園16甲餘的大安溪溪埔地開

墾申請，至大正6年（1917）開墾成功而取得業主權。

※廣泰成初墾成功首次鬮分管業，在罩蘭地方共計取得59.68甲的土地，大

致完成壢西坪及罩蘭庄部分山地的開發。

明治39年
（1906）

※1月15日，施行戶籍登記制度，建立「戶口調查簿」，正式建制臺灣戶籍

行政。

※2月3日，罩蘭年度樟樹造林種植面積41.25町，82,533株。

※7月15日，卓蘭國小前身「苗栗廳大湖支廳罩蘭公學校」創校；由日人翁

長林芳擔任首任校長，暫借老庄詹潘昌房宅為教室上課，延請前清秀才

詹朝光擔任教員，招生兩班。

※12月13日，大湖支廳大缺分遣所屬第56號腦寮前，採伐作業中，「蕃」

人於蘇魯溪方面出沒襲擊。

明治40年
（1907）

※9月16日，東勢角郵便局罩蘭出張所設置遷移至781番地。

※罩蘭改隸屬於新竹廳大湖支廳。

※詹龍飛任罩蘭區區長。

明治41年
（1908）

※2月16日，報載苗栗油田礦脈地：其中，燃質、炭酸瓦斯在拺東上堡罩蘭庄。

※4月20日，自基隆至高雄全長408.5公里縱貫鐵路完成通車；10月24日於

臺中公園舉行「全通式典禮」。

※12月，公布「臺灣農會規則」，合併改組控制農會。

明治42年
（1909）

※罩蘭改隸屬於新竹廳大湖支廳拺東上堡。

※「內灣圳」（後改稱罩蘭圳）被指定為公共埤圳，由廳長負責監督管理。

※罩蘭種植竹蔗計370.42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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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3年
（1910）

※2月，蔡阿積任罩蘭區區長。

明治44年
（1911）

※6月25日，罩蘭庄遭「蕃」社出草襲擊。

※9月15日，暴風雨侵襲，罩蘭派出所管內災情嚴重。

※10月6日，「罩蘭公學校」選定校址（即現址）建築校舍。

※日本人森丑之助發現「罩蘭史前遺址」。

大正元年

（1912）
※年初，臺灣總督府派理「蕃」總署署長高塚彊為指揮官，新竹、臺中兩

廳廳長為隊長，動員4,500餘人力，再次討伐北勢群魯普哥（老屋峨）、

武榮等社，總司令部設在大克山頭；1月22日在大克山設置砲台，2月25
日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巡按大克山。

※3月，日本人岩元清，在罩蘭庄大坪林松本農場種下第1株爪哇種香茅

草；後因油價大跌，於11年（1922）廢止該事業。

※7月30日，日皇明治逝世，太子嘉仁嗣位，改元大正。

※10月10日，國父孫中山創立中華民國。

※10月，日人津島顯在罩蘭庄大坪頂一帶購得土地，從事香茅草栽植。

大正2年
（1913）

※1月，羅福星起義抗日未遂，史稱「羅福星事件」（亦稱「苗栗事

件」）。本鎮坪林里雙連山區居住的羅舞福，與其大哥古舞和（從母

姓）、二哥羅送和一同加入抗日行列，後均被捕。

※3月1日，公布「臺灣產業組合規則」，臺灣可以「市、街庄及區域為名

為區域」設立產業組合。

※3月7日《臺灣日日新報》載，罩蘭庄進行造林發育頗佳，月前被人引發

大火，樟樹付之一炬，近日補栽樟苗及相思林造林。

※3月，詹潘昌任罩蘭區區長。

※4月，張火爐企圖在大湖、大甲等地起義抗日，事洩被捕，史稱「大湖事

件」。

※7月16日，東勢角郵便局罩蘭出張所改隸屬於后里庄郵便局。

大正3年
（1914）

※2月28日，羅福星被判處死刑，留有《苗栗部共和國黨機關失敗風潮紀

念》一書，及獄中詩作。

※3月3日，抗日志士羅福星、張火爐等被處極刑。

※9月，新訂煙草耕作區域，新竹廳大湖支廳拺東上堡為罩蘭庄、大坪林

庄、馬那邦庄。

※12月，臺灣人開始透過合法的政治組織「臺灣同化會」，抵抗日本殖民

統治。

※罩蘭庄原生種「野小百合」，本年及翌年（大正4年）各有1次採集紀錄。

大正4年
（1915）

※「理蕃事務」改由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理「蕃」課直接負責。

※東勢庄人賴雲祥著手買收土地，在罩蘭山地進行造林事業。

※大安軌道株式會社敷設輕便軌道，自縱貫鐵路（今稱舊山線）泰安站，

越大安溪，經本鎮矮山、下埔尾，至內灣砂埔，以輕便台車運輸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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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5年
（1916）

※1月1日，詹潘昌續任罩蘭區長。

大正6年
（1917）

※9月16日，罩蘭公學校舉行第1回修了式；同日，罩蘭地方舉行第2回國語

修業式。

※12月9日，罩蘭庄種植甘蔗500甲，舊式糖廍進行改良糖廍計畫。

大正7年
（1918）

※1月28日，大安軌道株式會社敷設罩蘭鐵道開通，有利於大湖陳慶麟製糖

組合的貨物輸出。

※大安製糖株式會社罩蘭製糖場改為改良式糖廍。

大正8年
（1919）

※4月8日，降雨不斷，大安溪暴漲氾濫成災，罩蘭庄交通斷絕。

※4月27日，罩蘭庄籌設「振風會」，以研究國語及改良風俗為主。

※6月6日，日本人松本真輔，自臺灣總督府取得罩蘭庄官有林野地554.71
甲的土地所有權。

大正9年
（1920）

※2月20日，大安軌道株式會社之大安溪底新線路，全部敷設完成，奉核許

可營業。

※6月，連日豪雨大安溪氾濫，造成大安輕鐵株式會社軌道及橋樑流失。

※7月14日，罩蘭、大安兩製糖株式會社進行事業合併事宜。

※10月1日，本鎮行政區原罩蘭區改稱為「新竹州大湖郡卓蘭庄」，設立卓

蘭庄役場，原罩蘭區長詹潘昌首任庄長。

※10月1日，罩蘭公學校更名為「卓蘭公學校」。

大正10年
（1921）

※4月14日，北勢群分成數組出草，其中約有20人攻擊卓蘭庄大坪林派出所

管區內爽文坑的1間獨立家屋，將漢人古阿己1家殺害6口，並放火燒屋後

逃逸。

※9月7日，大坪林派出所管內「蕃」情不穩，對產業造成影響。

※9月25日，卓蘭庄壯丁團員赴大湖公學校參加大湖郡役所管內壯丁團演

習。

※10月17日，「臺灣文化協會」由蔣渭水等人籌組成立，推選林獻堂擔任

總理。

※公布「臺灣水利組合令」，卓蘭庄成立「內灣水利組合」來經營管理內

灣圳。

※雖專賣局設置樟樹造林地，惟卓蘭庄農耕地愈見狹隘，庄民糊口困難，

只得群赴臺中州能高郡下埔里街方面開墾。

大正11年
（1922）

※1月29日，由庄長詹潘昌等有志者發起，組團員32名，搭列車赴新竹神社

參拜。

※2月3日，大湖郡尚風會卓蘭支部國語練習生3人，赴大湖公學校參加大湖

郡舉行之國語演習會。

※2月12日，大湖郡尚風會婦人會卓蘭支會，赴大湖公學校參加大湖郡舉行

之發會式。

※5月1日，臺中州豐原郡后里郵便局卓蘭出張所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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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11年
（1922）

※5月5日，卓蘭庄壢西坪茶園著手準備摘茶，從桃園方面雇請摘茶女約200
名，由雇主支付旅費及食費，每日工資4、50錢，茶價較前年度良好。

※8月6日，卓蘭庄細民（平民）至臺中州東勢郡水底寮專賣局擔任第二苗

圃苦力者計30名，普通勞工資銀65錢、苦力頭工資80錢，每3日支給現金

工資。

※11月29日，卓蘭庄役場舉行庄協議會。

※日本人松本真輔，再自臺灣總督府取得卓蘭大字內3筆面積為6.892甲的

林野地。

※景山里朝南宮創建。

※卓蘭庄「內灣水利組合」成立。

大正12年
（1923）

※5月16日，卓蘭鎮農會前身「有限責任卓蘭信用組合」獲准設立，每股20
円，參加會員共300人，共推葉金波為「組合長理事」。

大正13年
（1924）

※4月22日，卓蘭庄役場自現址869番地遷移至267番地。

※8月16日，《臺灣日日新報》載：

1.卓蘭庄因由專門人員任產業技手，比其他庄先實施米種改良。

2.自明治42年「新竹州農會卓蘭庄米種改良事業計畫」實施以來，3回米

種改良成效良好。

3.卓蘭庄臨接大安溪流域，地味豐饒，用水便利，合早晚兩季，面積800
餘甲，1年產米額約1萬餘噸。

※10月1日，詹德明任卓蘭庄庄長。

※11月3日，「有限責任卓蘭物產購買販賣利用組合」獲准設立，吳永春為

「組合長理事」。

※12月2日，卓蘭庄與大湖庄、獅潭庄、公館庄、銅鑼庄，本日起聯合舉行

「農產物豐作建醮祭」。

大正14年
（1925）

※1月1日，有限責任卓蘭物產購買販賣利用組合正式營業。

※4月，內灣水利組合改稱「卓蘭水利組合」。

※8月14日，卓蘭庄矮山保安林，因牧童弄火燃及枯樹致成火災，面積達20
餘甲，樹木盡成灰燼。

※10月4日，為宣傳社會教化、殖產普及起見，新竹州教育課專派技術員來

卓蘭庄舉辦映影會。

※11月5日，卓蘭庄、大坪林庄壯丁團參加大湖郡警察課檢閱後，舉行消防

演習。

※11月15日，卓蘭庄、大坪林庄壯丁團參加大湖郡壯丁團運動會。

※12月12日，卓蘭庄與獅潭、大湖3庄，於卓蘭庄役場舉行聯合事務研究會。

※12月19日，為宣傳風俗改良與社會教育普及，新竹州教育課來卓蘭庄舉

辦「電戲映寫」（即電影放映）。

昭和元年

（1926）
※1月11日，「卓蘭物業購買販賣利用組合」舉行第2次總會。

※4月13日，卓蘭庄地方申請設置公會堂，獲准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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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元年

（1926）
※4月23日，新竹州土木、衛生2課派員調督施設水道（即自來水）工事；6
月8日，新竹州衛生課長來庄檢查水源水量，進行水質分析。

※11月30日，卓蘭庄壯丁團參加大湖郡於大湖公學校舉辦之壯丁團檢閱及

陸上競技會，獲二等績優。

※12月1日，社寮角發電所由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收購後，在卓蘭成立駐在所

（即分所），隸屬於東勢散宿所。

※12月25日，日皇大正逝世，太子裕仁嗣位，改元昭和。

※內灣圳改名為「卓蘭圳」。

※「臺灣農民組合」成立。

昭和2年
（1927）

※5月17日，卓蘭庄地方人士籌設「香蕉取扱組合」。

※10月1日，葉金波任卓蘭庄庄長。

※11月15日，卓蘭庄獲新竹州昭和元年度及2年度，納稅優良街庄表彰，獲

頒表彰金20円。

※12月8日，卓蘭庄中街峩崙廟舉行鎮座式。

※12月，臺灣總督府令將山地「蕃童教育所」改為「教育所」。

※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退出臺灣文化協會，另成立「臺灣民眾黨」，

是臺灣首次出現有現代性質的政黨。

※卓蘭公學校辦理歷史性的第1次運動會

昭和3年
（1928）

※1月15日，「卓蘭信用組合」召開年度通常總會。

※1月16日，「卓蘭物產販賣組合」召開年度通常總會。

※1月20日，卓蘭庄役場召開通常協議會，審議年度預算。

※3月3日，卓蘭庄發生獸禽疫，地方籌施預防法。

※3月19日，卓蘭公學校舉行卒業證書授予式。

※3月31日，卓蘭水道竣工，工程費8,300円，給水戶數444戶，給水人口

3,141人。

※4月9日，「卓蘭庄產業組合」在組合事務所舉行臨時總會。

※5月23日，大安軌道第29號台車，自卓蘭向大安驛運行途中，與卓蘭第30
號台車衝撞，事故造成3名乘客受傷。

※8月19日，「卓蘭信用組合」實施御大典事業。

※9月12日，大安製糖株式會社卓蘭工場第1回調查，計畫蔗園面積50甲、

壓榨原料434,000斤。

※9月16日，卓蘭青年團於卓蘭公學校舉行發會式。

※9月30日，大湖庄南湖吳阿聚，為御大典紀念，發起募集基金，架設南湖

至卓蘭、坪林至卓蘭等交通要道之橋樑。

※11月9日，新任大湖郡郡守熊井出面調查大湖、卓蘭、獅潭3庄土地問題

真相。

※11月14日，御大典祝賀式卓蘭庄演出臺灣戲。

※11月28日，卓蘭庄水道（即今稱之自來水）檢查，水質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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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4年
（1929）

※1月14日，卓蘭庄協議會舉行會議。

※1月24日，卓蘭庄矮山保安林發生火災，至25日始熄。

※4月14日，詹昭永任卓蘭庄庄長。

※7月，「卓蘭興業株式會社」由詹春福出資設立，資金20萬円，經營交通

運輸與農作物加工買賣。
昭和5年
（1930）

※1月18日，「卓蘭物產組合」召開產業會議。

※1月27日，「卓蘭物產組合」組合長吳永春、專務理事詹霖成，倡首請設

「林業組合」。

※2月6日，卓蘭電信局創立。

※2月6日，后里庄郵便局卓蘭出張所開辦電信、電話通話及呼出事務取

扱，並於出張所內設置公眾電話。

※大安製糖株式會社卓蘭製糖所改組為「卓蘭興業株式會社」，由詹春福

出資，經營製糖業務。
昭和6年
（1931）

※2月，臺中州豐原郡后里郵便局卓蘭出張所改制為卓蘭三等郵便局，郵電

合辦，屬特定局，是為卓蘭郵局的前身。

※6月1日，卓蘭三等郵便局開辦電信及電話事務取扱，但不辦理電信電話

交換事務。

※12月16日，卓蘭青年團將修路所得傭金，捐獻予滿州派遣軍。

※臺灣總督府於卓蘭庄進行大安溪沿岸土地保安施設工程，施設水利工事

及堤防工程，總長度2,181公尺，經費348,000円。

※「卓蘭水道」改稱為「卓蘭簡易自來水廠」。
昭和7年
（1932）

※1月24日，卓蘭物產購買販賣組合舉行通常會。

※2月6日，卓蘭庄協議會決議，將協議員之旅費、津貼金，經庄長贈予軍

事當局。

※7月7日，「卓蘭物產組合」之鳳梨罐詰工場開始生產作業，年製造量約5
萬罐，將於新竹市商品陳列館販售。

※9月9日，卓蘭庄與三叉庄鯉魚潭連署請設鯉魚潭驛站，由大湖郡和苗栗

郡協助，向交通局總長崛田提出請願書陳情。
昭和8年
（1933）

※7月16日至25日，卓蘭庄因茶葉不振，招聘教師，於壢西農事改良實行小

組合事務，開製茶講習會。

※7月22日、9月25日、12月（臘月）22日，新竹慈惠院來卓蘭庄大坪林巡

迴醫療。

※8月16日，卓蘭庄護岸延長1,600公尺，工事興工，工期預計6個月。

※11月14日，卓蘭庄消費市場創建。

※卓蘭興業株式會社新增經營軌道運輸業務，線路自臺中州豐富郡內埔庄

七塊厝至卓蘭庄內灣。
昭和9年
（1934）

※5月20日，臺灣總督府完成卓蘭第1號堤防構築，卓蘭庄主要庄頭（即4保
內）及附近農田免除水患的侵襲，總工程經費117,51.940円。

※6月20日，卓蘭大安間軌道線路，自基點大安至卓蘭約2哩半，因豪雨岩

石崩落，交通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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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即日本人奉祀「天照大神」之神宮。

昭和9年
（1934）

※11月28日，卓蘭庄埔尾農事改良實行小組合設農忙期托兒所，本日舉行

開所式。

※臺灣教化團體聯合會發布「臺灣社會教化要綱」，要求臺灣人民必須

「崇敬神社」與「普及神宮大麻」。1

昭和10年
（1935）

※3月，卓蘭庄河川地盛產芭蕉，設置檢查所。

※4月1日，公布「臺灣州制」，規定：州設州會、市設市會、街庄設協議

會，為各級地方民意機構。

※4月21日上午6時2分，臺灣中部（包括新竹州和臺中州）發生芮氏規模

7.1的強烈地震，震央在大安溪中游流域的關刀山，卓蘭庄受創嚴重；役

場辦公廳坍塌。

※4月23日，為震災急救，卓蘭診療所興建完成。

※5月26日，卓蘭東勢間鐵道三等郵便路線開設。

※6月4日，臺灣總督府公布「戶口規劃施行規則」，將「熟蕃」改稱「平

埔族」，將「生蕃」改稱「高砂族」；官方文書停止使用「生蕃」、

「蕃人」等蔑稱。

※6月13日，卓蘭庄納入為臺灣全島震災地區計畫施行地。

※7月1日，「卓蘭市區改正計畫」公布實施。

※11月22日，舉行第1屆地方協議會員選舉投票。

※「卓蘭物產購買販賣利用組合」併入「卓蘭信用組合」，改組為「卓蘭

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是為卓蘭鎮農會的前身。

※大湖至卓蘭段道路拓整完成。
昭和11年
（1936）

※7月，推動「民風作興運動」，實施寺廟整理。

※11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依敕令設立，一般簡稱「臺拓」，是政府

與民間同額出資的半官半民性質的國策公司。

※12月，鎮農會初始辦公廳興建。
昭和12年
（1937）

※1月21日，林健太郎任卓蘭庄庄長。

※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強徵臺灣同胞充當軍伕、勞役。

※11月，新竹客運巴士苗栗大湖線由大湖延駛至卓蘭。

※為因應實際需要，大湖郡警察課於卓蘭庄特設「卓蘭分室」，管轄卓蘭

和大坪林；兩地警察官吏派出所同時設置壯丁團。

※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
昭和13年
（1936）

※公布「國家總動員法」，實施民生物資配給制度。

昭和14年
（1939）

※1月14日，卓蘭公學校榮獲新竹州主辦「農業實習地現地品評會」公學校

部三等賞。

※11月，辦理第2屆地方協議會員選舉投票。

※開始實施「皇民化運動」。

※實施「寺廟整理－寺廟神昇天」，廢寺廟。

※實施糧食及日用品配給制。



卓蘭鎮志

��

大
事
記

昭和15年
（1940）

※2月11日，推動臺灣人使用日本名的「改姓名運動」。

※2月，鶴田國衛任卓蘭庄庄長。

※2月，臺灣總督府公布「水利統制令」，將卓蘭水利組合併入「苑裡水利

組合」。

※3月，臺灣總督府公布「國民學校令」，所有小學校和公學校一律改稱為

國民學校。

※10月1日至5日，卓蘭庄舉行第一種防空演習。

※10月10日至18日，卓蘭庄舉辦國民防諜宣講會。

※10月14日至16日，卓蘭庄舉行第二種防空演習。

※10月，臺灣總督長谷川清通知各州廳停止寺廟整理。

※新竹州開農會大會，實施強迫交糧，名曰「報國」。

※卓蘭庄原生種「野小百合」，本年最後1次有採集紀錄。

昭和16年
（1941）

※6月，新竹州強迫人民捐獻銅鐵運動；峩崙廟古鐘被徵收。

※7月，氏家壽右衛門任卓蘭庄長。

※12月19日，卓蘭庄青年赴大湖分教場參加青年動員查閱活動，加強決戰

體制下青年士氣。

※臺灣軌道株式會社（兼營汽車客運業務，光復後改組為新竹汽車客運公

司）收購「卓蘭興業株式會社」卓蘭至大安之汽車營運路線，擴大營運

範圍。

※卓蘭庄農會穀倉創建。

昭和17年
（1942）

※4月，依「志願兵」之名徵調臺灣籍志願兵，是為「陸軍特別志願兵」。

昭和18年
（1943）

※5月1日，卓蘭三等郵便局換用「州廳戳」，C欄改為「新竹州」。

※8月起，全臺有3,000餘名「海軍特別志願兵」投入戰場。

※11月25日，盟軍飛機空襲新竹機場後，開始對臺灣各地零星空襲。

※頒「廢止私塾令」，書房義塾完全停辦。

※卓蘭公學校增設大坪林分教場，同時增設高等科。

昭和19年
（1944）

※1月，開始在臺灣實施的「徵兵制度」。

※4月1日，卓蘭三等郵便局改為特定郵便局。

※9月，實施「徵兵制」，徵集2萬2千餘名兵員投入戰場。

※10月，日軍看中卓蘭壢西坪台地，徵收30餘甲茶園興建西坪機場（直昇

機加油場）。

※至本年，全臺約有6,000餘名志願兵送往戰場；其中，原住民約有1,800名
編成「高砂義勇隊」。

昭和20年
（1945）

※1月3日至8月12日，盟軍大肆空襲臺灣各地；卓蘭庄壢西坪因建有直昇機

場，清明節前亦遭受空襲，惟未命中目標之炮彈，誤擊附近之苗豐、豐

田地區，災損慘重；當時受傷的居民皆送至智和醫院進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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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20年
（1945）

※8月15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臺灣再度劃入中國版圖，為中華民國之

一省。

※10月25日上午10時，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臺灣光復受降典禮。

肆、光復以後

民國34年
（1945）

※10月25日，「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奉訓令宣佈臺灣省民自本

日起「恢復」中華民國國籍。

※11月1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設郵電管理委員會，接管郵政和電信。

※11月5日，公布成立「新竹州接管委員會」，開始接收工作：召開軍民合

作座談會，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新竹分團。

※本鎮行政區暫稱為臺灣省新竹縣卓蘭庄。

※政府明令全國緩徵兵役1年、緩服兵役3年。

※苗52線路基闢建。

※豐原客運闢駛東勢至卓蘭線。

民國35年
（1946）

※1月11日，新竹縣政府（包括今苗栗縣、新竹縣、新竹市、桃園縣）成

立，縣治設於桃園。

※1月15日，本鎮現行政區當時稱為臺灣省新竹縣大湖區卓蘭鄉，詹添慶獲

派任接管時期鄉長。

※1月25日起至2月15日止，行政長官公署辦理公民宣誓登記。

※1月，原新竹州轄下之8郡改為8區，郡役所改為區署，庄役場改為鄉公

所，街役場改為鎮公所。

※1月，公布「臺灣省鄉鎮民代表會組織規程」及「鄉鎮民代表選舉規

程」，並成立村里民大會，選舉鄉鎮民代表。

※2月1日，新竹州大湖郡卓蘭庄卓蘭國民學校、卓蘭國民學校大坪林分教

場，分別改名為新竹縣大湖區卓蘭鄉卓蘭中心國民學校、大坪林國民學校。

※3月3日，卓蘭鄉民代表會成立，第1屆鄉民代表17人就職，互選詹潘添財

任主席。

※3月17日，卓蘭鄉民代表投票選舉新竹縣臨時參議會議員，江立德當選；

4月15日就任。

※4月11日，卓蘭鄉民代表投票選舉，詹昭永當選卓蘭鄉第1屆鄉長、詹昭

興當選副鄉長。

※5月1日，臺灣省參議會成立；新竹縣劉濶才任參議員。

※8月，依「合作社法」，卓蘭鄉農會劃分卓蘭鄉農會與卓蘭鄉合作社兩部門。

※9月，卓蘭鄉由鄉長詹昭永提案經鄉民代表會議決通過，訂立「臺灣省新

竹縣卓蘭鄉自治規約」，開啟地方自治新頁。

※9月，卓蘭鄉民代表會成立。

※10月，詹潘添財辭卓蘭鄉鄉民代表會主席職，補選由詹益松當選。

※12月25日，實施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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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36年
（1947）

※1月，新竹縣大湖區卓蘭鄉卓蘭中心國民學校改名為新竹縣大湖區卓蘭鄉

卓蘭國民學校。

※2月27日，因臺北市查緝私煙失當，導致次日發生衛兵槍擊請願民眾事

件，禍延全臺，即謂「二二八事件」。

※3月4日，受「二二八事件」之牽連，卓蘭鄉民12人參加協助維持治安之

「鄉民大會」，後須填「自新書」辦理自新。

※3月，全面頒發戶口名簿及身分證。

※4月起，卓蘭鄉財政收支與新竹縣政府劃分，個別編列獨立預算。

※4月22日，行政院第78次院會通過決議「成立臺灣省政府」；5月16日於

臺中霧峰成立。

※7月，政府通令將「高砂族」改稱為「山地山胞」。

※7月，卓蘭鄉衛生所成立。

※11月21日至23日，臺灣省辦理第1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投票，選出27席，

當時新竹縣吳鴻森當選。

※本鎮卓蘭戲院設立。

民國37年
（1948）

※1月21日至23日，臺灣省辦理第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選出8席，其中郭

天乙是當時新竹縣苗栗區苑裡鎮人。

※3月，本鄉農會與本鄉合作社兩個系統實施聯體營運。

※4月14日，本鄉公所增設國民兵隊部，隊部長由鄉長兼任，村隊長指定村

長兼任。

※4月18日，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4月23日，本鄉鄉民代表會第2屆代表18名就職，互選詹益松任主席。

※5月1日，本鄉各村第2屆村長就職。

※5月20日，第1任總統蔣中正、副總統李宗仁就職。

※臺灣省政府為扶植自耕農決放領公地1萬甲，地價分5至7年攤付。

民國38年
（1949）

※1月1日，詹昭永連任鄉民代表投票選舉第2屆鄉長，詹昭興連任第2屆副

鄉長。

※1月5日，陳誠就任臺灣省主席。

※1月21日，總統蔣中正引退，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國民政府遷臺。

※1月26日，臺灣省警備司令部成立，陳誠兼任總司令。

※4月1日，原卓蘭郵電局分開獨立設置為卓蘭郵局、卓蘭電信局。

※4月15日，臺灣省政府頒行「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推行三七五減

租，設立縣及鄉鎮推行三七五減租委員會。

※5月1日上午10時至12時，全省實施戶口總檢查。

※5月19日，臺灣省宣告「戒嚴令」，20日起全臺實施戒嚴。

※5月，卓蘭鄉農會與卓蘭鄉合作社合併，統稱卓蘭鄉農會。

※6月15日，政府改革臺灣幣制，發行新臺幣；舊臺幣4萬元折換新臺幣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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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39年
（1950）

※1月，開始實施徵兵。

※3月1日，總統蔣中正在臺北復行視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

※4月11日，臺灣銀行開始發行第1期「愛國獎券」。

※8月17日，行政院第145次院會通過「臺灣省各縣市行政區域調整方

案」，決議以原新竹縣合併原新竹市，分為桃園、新竹及苗栗3縣。

※9月25日，卓蘭鄉民代表會第3屆代表20名就職，互選詹益松任主席。

※10月25日，苗栗縣政府成立，縣治設於苗栗鎮，派原苗栗區長鄧仲演首

任縣長。

※10月25日，卓蘭行政區改稱苗栗縣卓蘭鄉。

※11月，鄉民代表詹益松、徐湧泉於第3屆第2次代表大會提案「請縣政府

設立苗栗縣立卓蘭初級中學，以資學童晉學之便」。

※12月20日，韶華村改稱苗豐村。

※新竹縣大湖區卓蘭鄉卓蘭國民學校、大坪林國民學校，分別改名為苗栗

縣卓蘭鄉卓蘭國民學校、坪林國民學校。

※苗栗縣兵役協會卓蘭鄉分會成立。

民國40年
（1951）

※1月1日，新竹縣大湖區卓蘭、坪林警察派出所改為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

局卓蘭、坪林警察派出所。

※1月29日，林祈慶就任苗栗縣議會第1屆議員。

※1月，公布「臺灣省鄉鎮區公所組織通則」，裁廢副鄉鎮長。

※4月1日，苗栗縣辦理第1屆縣長選舉第1次公告第1次投票，無人當選。

※4月10日，臺灣省辦理臨時省議會第1屆議員選舉，由縣議員間接選舉，

劉濶才、黃運金當選。

※4月19日，卓蘭鄉婦女會成立。

※4月20日，苗栗縣辦理第1屆縣長選舉第1次公告第2次投票，劉定國當選。

※5月1日，苗栗縣第1屆縣長劉定國就職；惟因具軍人身份，違反憲法「現

役軍人不得從政」之規定，於5月3日被判當選無效而解職。

※6月7日，公布施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6月，公布施行「公有土地放領條例」，至62年為止，分為8期實施。

※7月7日，苗栗縣辦理第1屆縣長選舉第2次公告第1次投票，無人當選。

※7月22日，苗栗縣辦理第1屆縣長選舉第2次公告第2次投票，無人當選。

※7月29日，苗栗縣辦理第1屆縣長選舉第2次公告第3次投票，賴順生當選。

※8月15日，賴順生就任苗栗縣民選第1屆縣長。

※11月18日，臺灣省參議會改為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辦理第1屆議員選舉，

由各縣市議員間接選舉，苗栗縣劉濶才、黃運金當選。

※12月，詹昭永當選公民直接選舉卓蘭鄉第1屆鄉長。

※12月，裁副鄉長職編，改置總幹事，襄助鄉長綜理鄉務。

※本鄉衛生所成立。

※埔尾橫圳築成。

※駐紮卓蘭國民學校之國軍遷離，但卻搭建軍眷房舍，佔用操場校地390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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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1年
（1952）

※5月，本鄉民眾服務社成立。

※6月，本鄉教育會成立。

※8月，大湖初級中學卓蘭分校成立。

※9月，大安溪內灣堤防工程竣工。

※12月21日，本鄉鄉民代表會第4屆代表11名就職，互選詹益松任主席。

※本鎮耕地租佃委員會成立。

※卓蘭簡易自來水廠成為正式水廠。

民國42年
（1953）

※1月中旬，詹昭永因參選苗栗縣議會第2屆議員而辭鄉長職，由總幹事詹

昭興代理。

※1月，行政院公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2月21日，詹益松當選苗栗縣議會第2屆議員，辭本鄉鄉民表會第4屆主席

及鄉民代表職。

※2月21日，詹益松、黃連風任苗栗縣議會第2屆議員；同日，苗栗縣議會

第2屆議員互選沈炳英任議長、王天賜任副議長。

※3月22日，本鄉辦理第1屆鄉長補選，詹昭永當選。

※3月22日，本鄉辦理老庄里鄉民代表補選，詹德添當選。

※3月，國民大會舉行第2屆總統、副總統選舉，蔣中正當選總統、陳誠當

選副總統。

※4月1日，本鄉鄉民代表會補選第4屆主席，劉興安當選。

※11月1日，本鄉辦理第2屆鄉長選舉，詹昭永當選連任。

※本鄉公所編制人員，由地方自治人員改為公務員；裁廢總幹事職編，改

置秘書，戶籍室改為戶籍課，國民兵部隊改為兵役課。

※苗栗縣立大湖初級中學卓蘭分校獨立為苗栗縣立卓蘭初級中學。

※坪林國民學校增設草寮分班。

※村長任期改為3年，並廢止副村長制度，另置村幹事職。

※卓蘭國民學校增設豐田分班。

※實施乙種國民兵徵訓。

民國43年
（1954）

※5月2日，臺灣省辦理臨時省議會第2屆議員選舉，改為公民直接選舉，任

期2年，苗栗縣劉濶才、黃運金當選連任。

※5月20日，第2任總統蔣中正、副總統陳誠就職。

※5月，原名「哆囉嘓橋」（石拱橋，俗稱糯米橋），改建為鋼筋水泥橋，

並改稱「行易橋」。

※7月18日，苗栗縣辦理第2屆縣長選舉投票，劉定國當選，8月就職。

※8月，公布「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

※坪林國民學校草寮分班改為坪林國民學校草寮分校。

※苗栗縣立卓蘭初級中學」試辦「四年制實驗中學」。

※苗栗縣議會副議長黃連風倡議設置豐田國民學校，並捐建教室兩間。

※卓蘭貨運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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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4年
（1955）

※1月22日，本鄉調解委員會成立。

※2月21日，黃連風任苗栗縣議會第3屆副議長、詹益松任議員。

※2月，苗栗縣實施全縣戶口校正。

※4月17日，本鄉鄉民代表會第5屆代表13名就職，互選詹明松任主席。

※7月，大安溪過水橋改建為鋼筋水泥橋。

※卓蘭國民學校豐田分班改為豐田分校。

※「苗栗縣立卓蘭初級中學」試辦「四年學制」實驗結束，改辦「三三

制」（高中部、初中部各3年），為高、初中「六年制」的完全中學；同

時兼辦「實驗農業區社會中心教學」。

※本鄉大光明戲院設立。

※實施甲種國民兵徵訓。

※擴大造林運動。

民國45年
（1956）

※1月16日，卓蘭行政區由卓蘭鄉改制為卓蘭鎮，詹昭永首任鎮長；各村亦

均改稱為里。

※4月21日，本鎮第2屆鎮長詹昭永病逝，職務由秘書詹昭興暫代。

※5月1日，苗栗縣政府派民政局自治指導員余壽章代理本鎮鎮長。

※7月1日，本鎮辦理第2屆鎮長補選，詹益煌當選。

※11月1日，詹益煌就任本鎮第3屆鎮長。

※11月16日，草寮里改稱「景山里」。

※11月，大安溪卓蘭堤防興建。

※11月，卓蘭警察派出所改為卓蘭警察分駐所。

※12月22日，苑裡農田水利會成立，同時設卓蘭、山腳、苑裡3個工作站。

※12月，本鎮苗豐、內灣合作農場設立。

※臺灣省政府公布「實施平均地權條例」，苗栗縣僅於本鎮等7個鎮實施。

※坪林國民學校草寮分校獨立為景山國民學校。

※卓蘭國民學校豐田分校獨立為豐田國民學校。

※卓蘭汽車行設立。

民國46年
（1957）

※1月10日，卓蘭天主教聖伯鐸堂成立。

※3月20日，鎮民陳連祿捐款5萬元，興建連字橋1座；黃連風捐款4萬元興

建豐田國民學校教室1間，由苗栗縣政府報請臺灣省政府嘉獎鼓勵。

※4月11日，苗栗縣立卓蘭中學實施社會中心教育。

※4月21日，苗栗縣辦理第3屆縣長選舉投票，劉定國當選連任；同日，臺

灣省辦理臨時省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苗栗縣增為3名，王天賜、藍茂

松、黃運金當選。

※6月1日，卓蘭電力服務所成立。

※9月，本鎮消費市場興建。

※坪林國民學校增設雙連分班，

※卓蘭國民學校增設東盛分校。

※老庄里卓蘭神召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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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7年
（1958）

※1月19日，苗栗縣辦理苗栗縣議會第4屆議員選舉投票，於2月21日就職，

互選魏綸洲任議長、湯慶松任副議長。

※2月21日，徐湧泉任苗栗縣議會第4屆議員。

※3月19日，本鎮自來水廠擴建工程開工。

※4月27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6屆代表15名就職，並互選詹德添任主席、

蔡有謀任副主席。

※8月23日，金門砲戰爆發。

※本鎮農忙時期托兒所成立。

※青果合作社卓蘭辦事處集貨包裝場成立。

民國48年
（1959）

※2月27日，本鎮白布帆堤防興建。

※4月24日，苗栗縣辦理第4屆縣長選舉投票，林為恭當選。

※6月4日，軍民廟興建。

※6月，行政院將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改為常會，取銷「臨時」2字，並將第3
屆臨時省議會改為臺灣省第1屆省議會。

※8月7日，因艾倫颱風來襲(通稱八七水災)，造成本鎮道路、橋樑、農田

作物損失嚴重，房屋倒700餘棟，死亡失蹤近百人。

※10月1日，本鎮鎮民詹阿金捐款2萬元助建茂盛橋。

※10月7日，本鎮都市計畫經內政部公布實施。

※11月23日，臺灣省政府核定本鎮下年度實施都市建設。

※卓蘭國民學校東盛分校改稱為內灣分校。

民國49年
（1960）

※1月4日，徐湧和任本鎮第4屆鎮長。

※2月16日，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成立，並於本鎮成立

工作站。

※4月24日，臺灣省辦理省議會第2屆議員選舉，苗栗縣黃運金、藍茂松、

劉定國當選。

※5月20日，第3任總統蔣中正、副總統陳誠就職。

※8月21日，苗栗縣議會全體議員來鎮勘查「八七水災」重建成果。

※坪林國民學校雙連分班改為雙連分校。

※坪林國民學校增設白帆分班。

民國50年
（1961）

※2月17日，詹德臺（苗栗縣議會第5屆議員當選人）於就職前病逝。

※2月21日，張天德任苗栗縣議會第5屆議員。

※4月30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7屆代表15名就職，並互選詹德添任主席、

詹思禮任副主席。

※6月6日，本鎮內灣堤防竣工。

※9月30日，第10屆秋季全縣運動會假本鎮舉辦。

※12月30日，真耶穌教會卓蘭教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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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1年
（1962）

※7月3日，本鎮大安溪內灣堤防延長工程竣工，增闢新耕地40餘公頃。

※新竹區合會儲蓄公司苗栗分公司卓蘭標會處成立。

※省立苗栗高級中學增設卓蘭分部。

※政府實施「省辦高中、縣辦初中」政策，原卓蘭中學高中部改為「臺灣

省立苗栗高級中學卓蘭分部」，由校長兼任分部主任，初中部職員兼辦

高中部業務。

※本鎮鎮立圖書館（早期稱為圖書室）成立。

※本鎮與三義鄉合建矮山堤防。

※坪林國民學校雙連分校獨立為雙連國民學校。

※卓蘭國民學校內灣分校獨立為內灣國民學校。

民國52年
（1963）

※4月28日，臺灣省辦理省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苗栗縣林為寬、徐享城、

黃運金當選。

※5月16日，本鎮大安溪內灣堤防新地界，經苗栗縣政府與臺中縣政府會同

勘定。

※8月8日，中街里私立天主教培德幼稚園成立。

※9月20日，本鎮公所訂定「臺灣省苗栗縣卓蘭鎮自治規約」。

※救國團本鎮團務委員會成立。

民國53年
（1964）

※2月21日，詹德添、張天德任苗栗縣議會第6屆議員。

※3月1日，徐湧和連任本鎮第5屆鎮長，任期改為4年。

※5月17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8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蔡有謀任主席、

劉傳發任副主席。

民國54年
（1965）

※3月5日，副總統陳誠病逝。

※4月，行政院公布「加強社會福利措施」。

※行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

民國55年
（1966）

※2月1日，本鎮鎮民廖祥培獲苗栗縣政府推薦受臺灣省政府表揚有功農民。

※2月27日，本鎮農民劉明良從事稻作耕種，先後獲臺灣省及新竹區稻作增

產16次冠軍，地方人士譽為「耕稼狀元」。

※3月13日，卓蘭堤防工程竣工，全長1,200餘公尺。

※5月20日，第4任總統蔣中正、副總統嚴家淦就職。

※11月15日，鯉魚潭水庫經臺灣省政府水利局規劃完成，經費約3億元，預

計受益農田1萬甲。

※12月23日，本鎮與大湖、獅潭、公館、通霄等5鄉鎮，獲行政院農業復興

委員會撥款4百萬元，試辦造林貸款。

民國56年
（1967）

※6月末，本鎮公所新建辦公大樓落成啟用。

民國57年
（1968）

※2月21日，黃錦傳任苗栗縣議會第7屆議員；同日，苗栗縣議會第7屆議員

互選陳國樑任議長、羅黃小蘭任副議長。

※3月1日，張天德任本鎮第6屆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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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7年
（1968）

※4月21日，苗栗縣辦理第6屆縣長選舉投票，黃文發當選；同日，臺灣省

辦理省議會第4屆議員選舉，苗栗縣邱仕豐、湯慶松、魏綸洲當選。

※6月1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9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詹日松任主席、劉

萬樹任副主席。

※6月12日，本鎮白布帆堤防215公尺搶修工程完成。

※8月1日，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卓蘭初級中學改稱「卓蘭國民中

學」；鎮內各國民學校亦改稱「國民小學」。

※行政院訂頒「社區發展工作綱要」開始發展社區。

民國58年
（1969）

※6月，本鎮鎮民代表會發行「會訊」。

※7月1日，實施戶警合一制，戶政業務由鄉鎮公所戶籍課劃歸警察單位設

戶政事務所管理；本鎮戶政事務所成立。

※12月20日，臺灣省辦理第1屆立法委員補選，第1選區（南投縣以北9縣
市，應選3人），苗栗縣劉濶才當選；同日，苗栗縣辦理第1屆國大代表

補選，嚴江津當選。

※本鎮後備軍人輔導組成立。

民國59年
（1970）

※3月1日，新厝里中油公司卓蘭加油站開業。

※10月25日，豐原客運東勢－卓蘭線延駛至苗豐里。

民國60年
（1971）

※10月25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坪林國民學校白帆分班改為白帆分校。

民國61年
（1972）

※5月20日，第5任總統蔣中正、副總統嚴家淦就職。

※7月，大安溪橋改建為2線道新橋，開始收取過橋費。

※12月23日，臺灣省辦理第1屆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第2選區（苗栗縣、新

竹縣、桃園縣，應選3人），苗栗縣邱仕豐當選。同日，臺灣省辦理省議

會第5屆議員選舉，苗栗縣魏綸洲、林佾廷、黃秀森當選。同日，苗栗縣

辦理第1屆增額國大代表選舉，劉定國當選。同日，苗栗縣辦理第7屆縣

長選舉，邱文光當選。

※12月，全國實施戶口普查工作。

※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

民國62年
（1973）

※2月1日，邱文光任苗栗縣第7屆縣長。同日臺灣省議會第5屆議員就職，

苗栗縣魏綸洲當選副議長。

※3月1日，詹和壎任本鎮第7屆鎮長。

※5月1日，詹朝權、黃錦傳任苗栗縣議會第8屆議員。

※7月，卓蘭自來水廠併入臺灣省竹南頭份自來水廠，改為卓蘭服務站。

※8月12日，本鎮衛生所改隸屬於苗栗縣衛生局。

※11月1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10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余德根任主席、

林祚茂任副主席。

※本鎮椪柑專業區為全省設置4個柑桔專業區之一。

民國63年
（1974）

※1月1日，臺灣省自來水公司成立，將原卓蘭服務站併入自來水公司，改

為第四區管理處東勢營運所卓蘭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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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4年
（1975）

※1月1日，苑裡農田水利會與后里、大甲、豐榮4個與白冷圳（原臺灣省政

府託管）合併，改制為「臺灣省臺中農田水利會」，卓蘭工作站改隸臺

中農田水利會。

※2月20日，豐原汽車客運卓蘭－東安橋線通車行駛。

※4月5日，總統蔣中正逝世，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

※9月19日，行政院長蔣經國蒞臨本鎮景山、食水坑、果菜市場視察，至感

親切，稱許本鎮「鎮民熱情而善良，使其感動，竟將一切苦痛和煩惱都

忘得一乾二淨」。

※10月，卓蘭自來水擴建工程竣工。

※12月20日，臺灣省辦理第1屆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第2選區（苗栗縣、新

竹縣、桃園縣，應選3人），苗栗縣邱仕豐當選。

※「新農會法」實施。

民國65年
（1976）

※7月，本鎮後備軍人輔導組擴大編組為後備軍人輔導中心。

※8月1日，坪林國民小學白帆分校改為內灣國民小學白帆分校。

※8月10日，大安溪卓蘭流量站觀測，發生最大瞬時流量5,530.00立方公尺

/秒。

※本鎮衛生所改隸屬於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管轄。

民國66年
（1977）

※11月19日，「中壢事件」發生。

※12月1日，詹和壎任本鎮第8屆鎮長。

※12月20日，邱文光任苗栗縣第8屆縣長。同日，傅文政、魏綸洲、林佾廷

任臺灣省議會第6屆議員，魏綸洲當選連任副議長。

※12月30日，詹朝權、張明豐任苗栗縣議會第9屆議員；同日，苗栗縣議員

互選林火順任議長、劉碧良任副議長。

民國67年
（1978）

※2月1日，本鎮參加華視「造福鄉里」節目錄影。

※5月20日，第6任總統蔣經國、副總統謝東閔就職。

※8月1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11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詹葉紅玉任主

席、徐文治任副主席。

※9月23日，臺灣省主席林洋港來縣巡視裁示，鯉魚潭水庫興建計畫，省庫

69年度編列320萬元，先行辦理壩工、地質調查、試驗、設計等工作，若

屬可行，興建經費30餘億元再轉報中央核示。

※10月，豐田國小少鵬國樂團成立。

※原定12月23日舉行投票之第1屆增額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選舉，因中美斷

交而暫停。

※雙連國小柔道隊成立。

※豐原汽車客運卓蘭－東勢－豐原線行駛至臺中。

※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

※政府開放出國觀光旅遊。

民國68年
（1979）

※9月，本鎮社區托兒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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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9年
（1980）

※4月7日，邀請中視「文化列車」節目來本鎮採訪。

※6月6日，豐原汽車客運豐原－仁里村－卓蘭線通車行駛。

※7月28日，蔣經國總統蒞臨本鎮果菜市場、果園、東盛社區及鎮公所等拜

訪民眾與果農，對葡萄及各種水果栽種種植、產銷情形垂詢甚詳。

※9月3日，邀請中視「農業專欄」來本鎮錄影

※9月11日，豐原汽車客運卓蘭－雙連線通車行駛。

※12月2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

※12月23日，臺灣省政府決定興建鯉魚潭水庫。

※12月27日，臺灣省辦理第1屆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第2選區（苗栗縣、新

竹縣、桃園縣，應選3人），苗栗縣劉碧良當選；同日，苗栗縣辦理第1
屆增額國大代表選舉投票，張戊基當選。

民國70年
（1981）

※2月4日，豐原汽車客運卓蘭－東安橋線延駛至坪林。

※4月30日，本鎮變更擴大卓蘭都市計畫經臺灣省政府核定：5月14日經苗

栗縣政府公布實施。

※5月18日，苗栗縣籍立法委員劉濶才當選立法院副院長。

※6月21日，大安溪卓蘭流量站觀測，發生最大日平均流量3130.00立方公

尺/秒。

※11月14日，苗栗縣辦理第9屆縣長選舉，謝金汀當選；同日，臺灣省辦理

省議會第7屆議員選舉，苗栗縣林佾廷、傅文政、林火順當選。

※12月28日，因苗栗縣議會議長林火順當選第7屆臺灣省議員，副議長劉

碧良當選增額立法委員，本日辦理補選，李榮華任議長、郭風清任副議

長。

※12月，全國進行戶口普查工作。

※老庄里私立天真托兒所設立。

民國71年
（1982）

※3月1日，詹永和任本鎮第9屆鎮長。

※3月1日，詹湧金、徐文治任苗栗縣議會第10屆議員；同日，苗栗縣議會

第10屆議員互選林田村任議長、劉召福任副議長。

※3月3日，本鎮教育會成立。

※5月5日，白布帆自坪林里改編為內灣里。

※5月26日，總統公布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法」。

※7月1日，大安溪由次要河川變更為主要河川。

※8月1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12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劉明茂任主席、

陳萬春任副主席。

※10月30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12屆正副主席選舉發生暴力案。涉嫌邱

姓、詹姓、陸姓3人遭新竹地方法院判決，各處有期徒刑3個月。

※峩崙廟管理委員會成立，失落40年古鐘於元宵節前掛回。

※卓蘭國小收回國軍眷村佔用操場校地，恢復操場原有面貌。

※壢西坪柑桔專業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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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2年
（1983）

※7月1日，大安溪由次要河川變更為主要河川

※7月1日，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東勢營運所卓蘭分所提昇為第四區管

理處卓蘭營運所。

※12月3日，臺灣省辦理第1屆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第2選區（苗栗縣、新竹

縣、桃園縣，應選3人），苗栗縣劉碧良當選連任。

※12月，本鎮戶政事務所新建辦公廳啟用。

※卓蘭扶輪社創立。

民國73年
（1984）

※5月20日，第7任總統蔣經國、副總統李登輝就職。

※本鎮鎮民代表會獲全縣議事業務考核第1名。

※卓蘭國小新建學生活動中心啟用，同時舉辦80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卓蘭獅子會創立。

民國74年
（1985）

※3月，鯉魚潭水庫開工興建。

※4月7日，本鎮舉行湘軍進駐卓蘭100週年紀念活動，在軍民廟前演戲酬神

3日；並在廟埕左側立尊神蛾雕像。

※9月13日，軍民廟秋祭時，臺灣省主席黃杰將軍等一行10人攜「昭忠廟」

匾前來高懸廟前，從此更名為昭忠廟。

※11月16日，苗栗縣辦理第10屆縣長選舉，謝金汀當選連任；同日，臺灣

省辦理省議會第8屆議員選舉，苗栗縣林火順、林佾廷、傅文政當選。

※老庄里佛教卓蘭佈教所創建。

民國75年
（1986）

※3月1日，陸慶助任本鎮第10屆鎮長。

※3月1日，徐文治、詹豐治任苗栗縣議會第11屆議員；同日，苗栗縣議會

第11屆議員互選徐文治任議長、何智輝任副議長。

※5月中，卓蘭農民權益促進會成立。

※8月1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13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詹秋穗任主席、

陸慶雲任副主席。

※10月3日，卓蘭警察分駐所辦公廳改建落成。

※12月6日，臺灣省辦理第1屆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第2選區（苗栗縣、新竹

縣、桃園縣，應選3人），苗栗縣劉碧良當選連任；同日，苗栗縣辦理第

1屆增額國大代表選舉投票，江聰仁當選。

※本鎮鎮民代表會再度獲全縣議事業務考核第一名。

民國76年
（1987）

※7月14日，蔣經國總統發佈命令，宣告臺灣地區自7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

※12月8日，政府正式核准「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為財團法人。

※中華婦女聯合會卓蘭鎮青溪支分會立。

※老庄里社團法人苗栗縣彌勒大道弘慈會－慧明佛堂創建。

民國77年
（1988）

※1月13日，總統蔣經國逝世，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

※2月9日，本鎮鎮民代表會辦公廳及議事廳於鎮公所第3層興建落成。

※3月15日，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成立。

※8月4日，本鎮農會附設農民診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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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7年
（1988）

※10月25日，苗栗縣主辦臺灣區運動會揭幕。

※西坪里北天三玄宮創建。

民國78年
（1989）

※4月19日，行政院通過稻田轉作自79年起繼續執行6年。

※7月1日，林務局由事業機構改制為公務機關，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管

轄，附屬8個林區管理處。

※7月12日，雙連社區發展協會成立。

※8月，新厝里卓蘭天帝教天蘭堂成立。

※12月2日，臺灣省辦理第1屆增額立法委員選舉，苗栗縣劉國昭、何智輝

當選。同日，苗栗縣辦理第11屆縣長選舉，張秋華當選。同日，臺灣省

辦理省議會第9屆議員選舉，苗栗縣林佾廷、傅文政、林火順當選。

※卓蘭鎮社區衛生促進會立案成立。

※政府大力推展各里社區發展。

民國79年
（1990）

※3月1日，陸慶助連任本鎮第11屆鎮長。

※3月1日，詹豐治、徐福淵任苗栗縣議會第12屆議員；同日，苗栗縣議會

第12屆議員互選胡振春任議長、傅學鵬任副議長。

※4月19日，本鎮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發佈實施。

※5月20日，第8任總統李登輝、副總統李元簇就職。

※5月21日，卓蘭水利工作站改建啟用。

※7月25日，本鎮食水坑至坪林沿線避車道工程開工興建。

※8月1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14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詹秋穗任主席、

吳阿貞任副主席。

※8月20日，本鎮鎮立圖書館落成啟用。

※卓蘭國小成立成人識字班。

民國80年
（1991）

※1月26日，總統李登輝前來本鎮東盛社區觀光果園參觀。

※4月30日，總統李登輝宣佈自5月1日零時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5月1日，行政院修訂公布「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採人民團體型態運作。

※7月1日，臺灣省立苗栗高中卓蘭分部正制為「臺灣省立卓蘭實驗高級中

學」，為國中部、高職部、高中部3制同時存在之實驗學校。

※8月，蘭勢大橋再改建完成。

※9月，卓蘭電信局停辦國內電報業務。

※12月21日，苗栗縣辦理第2屆國大代表選舉，第1選區陳運棟、吳明波、

謝淼才、羅鍾澄枝當選，第2選區巫永青、楊景淋當選，任期改為4年。

※新竹汽車客運卓蘭站因受大環境的影響乘客驟減而被裁撤，行駛班車均

由大湖站調度。

民國81年
（1992）

※5月8日，臺灣省主席連戰主持鯉魚潭水庫導水隧道封口典禮。

※6月，苗豐社區發展協會成立。

※11月，鯉魚潭水庫啟動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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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1年
（1992）

※12月19日，苗栗縣辦理第2屆立法委員選舉，劉政鴻、徐成焜、何智輝當

選；劉國昭當選國民黨不分區立委，趙綉娃當選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新榮社區土風舞班成立。

※中街社區土風舞班成立。

※臺灣省立苗栗高級中學卓蘭分部獨立為省立卓蘭高級實驗中學（附設國

中部）。

※下半年起，豐原客運卓蘭－東安橋線、東勢－卓蘭線延駛至苗豐里、豐

原－仁里村－卓蘭線等，均因不堪長期虧損而停駛。

※豐田里私立金葉托兒所設立。

※坪林里雙鳳宮、苗豐里奉天宮創建。

民國82年
（1993）

※1月16日，景山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2月9日，東盛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2月17日，內灣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3月30日，上新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4月2日，食水坑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4月7日，西坪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5月3日，豐田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5月6日，新厝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5月10日，卓蘭鎮白布帆大橋開工興建。

※5月，坪林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6月23日，卓蘭群體醫療中心成立。

※7月17日，老庄社區土風舞班暨民俗技藝團隊成立。

※7月17日，老庄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7月23日，新榮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10月，臺3線省道卓蘭外環道開工闢建。

※12月27日，苗栗縣辦理第12屆縣長選舉，何智輝當選。

※12月，苗52線鄉道拓寬完成。

※坪林里雪廬山雪心文教基金會創設。

※苗豐社區花鼓陣成立。

※中街社區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民國83年
（1994）

※3月1日，張明豐任本鎮第12屆鎮長。

※3月1日，胡明星任苗栗縣議會第13屆議員；同日，苗栗縣議會議員互選

胡振春任議長、劉雪梅任副議長。

※5月31日，本鎮等4鄉水果遭受果蠅肆虐，導致減產，影響輸出；苗栗縣

政府依「果蠅防治處理法」處理，並向中央反映，解決農產品外銷問題。

※6月18日，臺3線省道卓蘭外環道舉行開通典禮。

※6月，本鎮體育運動舞蹈委員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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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3年
（1994）

※6月，本鎮體育會重整立案成立。

※7月1日，政府順應民意並表尊重，將「山地同胞」改稱為「原住民」。

※7月19日，立法院通過「全民健康保險法」。

※7月29日，總統公布「省縣自治法」，規定省、縣市、鄉鎮市均為法人，

依法辦理自治事項。

※8月1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15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劉政吉任主席、

詹愛純任副主席。

※8月，鯉魚潭水庫越域引水工程士林攔河堰開工興建。

※12月3日，臺灣省辦理第1屆省長選舉，宋楚瑜當選。同日，臺灣省辦理

省議會第10屆議員選舉，苗栗縣陳超明、傅學鵬、林久翔當選。

※12月30日，行政院公布「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

※本鎮救護車義工隊籌組成立。

※內灣國民小學白帆分校改為內灣國民小學白帆分班。

※臺灣省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增置國中部特殊教育班及高職進修補校。

民國84年
（1995）

※1月1日，成立「中央健康保險局」。

※1月14日，西坪里景山橋通車。

※2月6日，本鎮等8鄉鎮果蠅危害日益嚴重，臺灣省政府農林廳邀集相關人

員協調決議於3月份起僱用航空公司專機，空投「誘殺板」至當地果園四

周雜竹林地，以加強誘殺果蠅。

※3月1日，正式開辦全民健康保險。

※4月13日，本鎮白布帆堤防新生地開發計畫提出期末報告。

※4月10日，本鎮土風舞推展協會成立。

※5月25日，臺灣電力公司士林水力發電廠，因地址位於本鎮景山里，臺灣

電力總公司同意地方人士建議，改稱為「卓蘭水力發電廠」。

※9月28日，內灣里私立全人教育實驗學校創校。

※11月22日，本鎮與日本群馬縣多野郡上野村締結姐妹市6週年紀念大會，

於本鎮圖書館舉行

※11月，本鎮鎮立托兒所成立。

※12月2日，苗栗縣辦理第3屆立法委員選舉，徐成焜、王素筠、陳文輝當選。

※內灣里白帆大橋通車。

※卓蘭國小成立補習學校。

※臺灣省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增設國中進修學校。

民國85年
（1996）

※3月23日，辦理第9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第1次由全國公民直接選舉），

李登輝當選總統、連戰當選副總統，任期4年。同日，苗栗縣辦理第3屆
國大代表選舉，第1選區徐享崑、陳運棟、羅鍾澄枝、王培珠當選，第2
選區林榮德、余東錦當選。

※4月12日，具有90年歷史之三義火車站原木造建物拆除後，由本鎮林園渡

假村購得在其園區重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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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5年
（1996）

※10月29日，卓蘭國小附設幼稚園成立。

民國86年
（1997）

※7月，國民大會修憲通過凍結省自治選舉，達成省虛級化的目標；省長改

為省主席，省議會改為省諮議會。

※8月，坪林社區國樂班成立。

※11月3日，苗55線本鎮路段拓寬工程，由電源開發基金會補助3億5仟萬元

經費，於坪林社區活動中心舉行動工典禮。

※11月27日，苗栗縣辦理第13屆縣長選舉投票，傅學鵬當選。

民國87年
（1998）

※3月1日，張明豐連任本鎮第13屆鎮長。

※3月1日，胡明星、詹明光任苗栗縣議會第14屆議員；同日，苗栗縣議會

議員互選陳添松任議長、葉進南任副議長。

※8月1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16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楊恭林任主席、

詹愛純任副主席。

※8月2日，臺3線省道拓寬工程完工，苗栗縣境內北起頭份珊珠湖，南至本

鎮蘭勢大橋，全長61.9公里，縮短為57公里。

※12月5日，苗栗縣辦理第4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劉政鴻、何智輝、陳超

明、徐成焜當選。

※12月20日，臺灣省議會改制為臺灣省諮議會；苗栗縣林久翔任諮議員。

※12月23日，卓蘭水力發電廠地下水壓力鋼管隧道工程貫通。

※臺3線省道本鎮段埔尾三橋改建完成。

※原由臺灣省政府水利局負責管理之大安溪，移由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

局管理。

民國88年
（1999）

※1月15日，卓蘭消防小隊改稱為「苗栗縣消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卓蘭分

隊」。

※1月25日，總統公布實施「地方制度法」，規定鄉鎮縣轄市均為「地方自

治團體」。

※9月21日凌晨1時47分16秒，臺灣中部發生主震達芮氏規模7.3強烈地震，

本鎮受災嚴重。

※本鎮衛生促進會轉型為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民國89年
（2000）

※2月1日，臺灣省立卓蘭高級實驗中學（附設國中部）改為國立卓蘭高級

實驗中學（附設國中部）。

※5月30日，上新里中油公司上新加油站開業。

※5月，本鎮衛生所新建辦公廳啟用。

※6月19日，苗栗縣政府規劃的「卓蘭內灣地震災區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

理重建」，初期規劃報告完成，成為全國示範區。

※6月20日，豐田國小附設幼稚園成立。

※6月28日，本鎮垃圾衛生掩埋場啟用。

※10月29日，老庄里基督教長老教會卓蘭教會成立。



卓蘭鎮志

��

大
事
記

民國89年
（2000）

※11月15日，依「卓蘭鎮公所組織自治條例」，本所之清潔隊、圖書館、

托兒所、公有零售市場均分別訂定組織規程，成為公所之附屬單位。

※12月2日、3日，本鎮公所、鎮農會與苗栗縣政府，首度於卓蘭實驗高中

舉辦「2000水果嘉年華」。

※內灣里水官宮改建。

民國90年
（2001）

※2月2日，「臺灣省各鄉鎮兵役協會組織規程」廢止。

※5月20日，第10任總統陳水扁、副總統呂秀蓮就職。

※6月，鯉魚潭水庫越域引水工程士林攔河堰興建完成。

※7月30日，桃芝颱風累積雨量，造成內灣里白布帆清泉橋野溪上方林班地

發生土石流災害。

※8月1日，總統陳水扁前來本鎮內灣里白布帆勘災。

※8月10日，卓蘭第一公墓之鎮立納骨塔－慈恩堂舉辦出煞儀式，8月11日
開光、普渡。

※11月21日，本鎮鎮立老人文康中心落成啟用。

※12月1日，苗栗縣辦理第14屆縣長選舉，傅學鵬當選連任；同日，辦理第

5屆立法委員選舉，徐耀昌、劉政鴻、何智輝、杜文卿當選。

※12月15日，本鎮公所配合卓蘭高中50週年校慶舉辦「風華再現．卓蘭起

飛」水果嘉年華活動。

※坪林國小舞龍隊成立。

民國91年
（2002）

※1月1日，經歷九二一地震重創的景山國民小學校舍重建完成啟用。

※2月4日，興建於卓蘭第一公墓之鎮立納骨塔－慈恩堂舉行落成典禮後啟

用。

※2月，本鎮救護車義工隊向苗栗縣政府申請人民團體設立登記，經核准改

制為「苗栗縣卓蘭救護協會」。

※3月1日，胡明星任本鎮第14屆鎮長。

※3月1日，詹明光任苗栗縣議會第15屆議員；同日，苗栗縣議會議員互選

饒鴻奇任議長、邱紹俊任副議長。

※6月30日，中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泰英，於九二一地震後捐資興

建之內灣國小3樓9間教室落成啟用，名為「思源樓」。

※7月27日至8月31日期間，本鎮公所與農會，於內灣里東盛社區，舉辦

「2002卓蘭水果師觀光季」系列活動。

※8月1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17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詹坤金主席、江

文祺任副主席。

※8月，卓蘭高中舞龍隊成立。

※9月16日，3年前安置九二一震災災民的卓蘭鎮希望新村32戶組合屋，功

成身退，上午動工拆除。

※9月，卓蘭發電廠興建完成。

※11月22日，苗栗縣卓蘭中學校友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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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1年
（2002）

※12月16日，本鎮老庄社區九二一震災後，浴火重生，環境保護、護溪、

生態保育等均具成效，獲內政部社區評鑑為優等社區，獲頒獎金新臺幣

30萬元。

※12月20日，卓蘭壢西坪產業文化發展協會成立。

※苗55線鄉道全線拓寬完成通車。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配合政府政策辦理綜合高中。

民國92年
（2003）

※2月14至16日，本鎮公所於卓蘭國小及峩崙廟，舉辦為期3天「2003吉羊

元宵慶團圓‧歡度客家小過年」系列活動。

※3月2日，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文教基金會成立。

※8月，本鎮公所與鎮農會合辦「2003卓蘭水果觀光季」系列活動。

※9月，卓蘭國小醒獅隊成立。

※自來水公司卓蘭營運所，再改稱第四區管理處東勢營運所卓蘭分所。

民國93年
（2004）

※4月26日，上新里私立多倫多托兒所成立。

※5月12日，內灣國小附設幼稚園成立。

※7月5日，敏督利颱風累積雨量，造成內灣里白布帆清泉橋野溪上方林班

地再度發生土石流災害。

※8月31日，本鎮公有零售市場啟用。

※8月，本鎮公所與鎮農會於卓蘭國小合辦為期一個月「發現卓蘭秘密花

園」－「2004卓蘭水果觀光季」系列活動。

※12月11日，苗栗縣辦理第6屆立法委員選舉，劉政鴻、何智輝、徐耀昌、

杜文卿當選。

※本鎮公所舉辦「2004桐花舞春風．戀戀象山情」－「2004卓蘭客家桐花

祭」系列活動。

民國94年
（2005）

※2月18日，本鎮公所主辦「2005客家上元迎花燈‧圓圓滿滿慶元宵」系列

活動。

※2月22日，新厝社區土風舞班成立。

※5月14日，為複決立法院有關憲法修正案，辦理任務型國大代表選舉，苗

栗縣張森鴻、康世儒、徐進榮、陳超明當選。

※5月20日，第11任總統陳水扁、副總統呂秀蓮就職。

※12月3日，苗栗縣辦理第15屆縣長選舉，劉政鴻當選。

※12月21日，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

※本鎮公所與鎮農會合辦「2005卓蘭水果觀光季」系列活動。

※本鎮公所主辦「桐花依戀‧風華再現」－「2005卓蘭客家桐花祭」系列

活動。

※卓蘭國小辦理百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募款新台幣5百餘萬元新建完成視聽館。

※內灣國小龍隊成立。

民國95年
（2006）

※1月3日，「全人實驗中學」於本鎮設立，獲苗栗縣政府核發建築執照，

是國內第一所體制外森林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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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5年
（2006）

※1月16日，苗栗縣長劉政鴻「下鄉建設座談會」於本鎮公所舉行。

※3月1日，胡明星連任本鎮第15屆鎮長。

※3月1日，詹明光、楊恭林任苗栗縣議會第16屆議員；同日，苗栗縣議會

議員互選游忠鈿任議長、陳明朝任副議長。

※4月1日，苗栗縣全面實施垃圾強制分類違規處罰。

※6月6日，上新里食水坑發生地滑，土體滑動到食水坑溪溪床。

※6月9日，「六九水災」蘭勢大橋遭豪雨沖毀，全線封閉；6月25日溪底臨

時便道搶通。

※7月29日，在臺3線外環道旁農會用地舉辦「2006卓蘭水果觀光季」系列

活動。

※8月1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18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徐善森任主席、

詹豐霖任副主席。

※10月2日，本鎮衛生所開辦眼科醫療保健服務。

※縣長下鄉建設座談會（本鎮及大湖、獅潭、泰安3鄉）在大湖南北通餐廳

舉行。

※本鎮公所與壢西坪產業文化發展協會共同主辦「暮春五月雪‧愛戀桐花

白」－「2006卓蘭客家桐花祭」系列活動

※內灣國小白帆分班停止招生，教師及工友併入內灣國小本校。

民國96年
（2007）

※2月1日，本鎮新闢道路「三和路」通車。

※2月28日，本鎮公所主辦「2007珍惜水資源宣導暨卓蘭慶元宵」活動。

※3月30日，蘭勢大橋重建工程開工。

※5月15日，卓蘭西坪觀光休閒文化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5月30日，卓蘭國小百週年校慶，視聽館落成啟用典禮。

※6月，本鎮垃圾衛生掩埋場封閉停用。

※7月11日，本鎮水果觀光季開鑼。

※7月19日，卓蘭鎮觀光休閒產業文化發展協會立案成立。

※7月25日，本鎮農會新建行政金融大樓落成啟用；建構LED電子看板，亦

於9月28日啟用。

※7月27日，在果菜市場舉辦「2007卓蘭水果觀光季」系列活動。

※8月4日，本鎮舉辦96年度苗栗縣社區才藝競賽初賽。

※9月19日，新榮里繼述堂由苗栗縣政府公告為歷史建築。

※10月26日，苗栗縣政府於本鎮舉辦96年度兒童少年保護宣導活動。

※11月4日，舉行社區血壓站設置啟用記者會暨卓蘭食水坑社區健康小站成

立大會。

※11月28日，苗58線路堤共構道路0～6公里段通車典禮。

※11月29日，「2007年十大經典國產水果票選」成果，本鎮水梨獲第5名，

葡萄獲第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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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6年
（2007）

※12月21日至26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縣政府補助本鎮傑農合作農

場，赴日本東京舉辦國外之促銷活動，本鎮水果，以梨、葡萄、楊桃、

椪柑為主。

※縣長下鄉建設座談會（本鎮及大湖、獅潭、泰安3鄉）在泰安錦水溫泉會

館舉行。

※「國民年金法」公布實施。

※開始辦理「鯉魚潭水庫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回饋金福利。

※私立全人教育實驗學校獲准登記為「私立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民國97年
（2008）

※1月2日，苗栗縣政府會勘卓蘭大安溪大峽谷開發可行性評估等相關事宜。

※1月12日，辦理第7屆立法委員選舉，名額減為2名，任期改為4年，苗栗

縣徐耀昌、康世儒當選。

※2月18日，卓蘭至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第一標（三義段）舉行動土典

禮。

※2月27日，卓蘭至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第四標（卓蘭大橋至苗豐段）舉

行動土典禮。

※3月22日，第12屆總統、副總統選舉投票，馬英九當選總統、蕭萬長當選

副總統。

※5月20日，第12任總統馬英九、副總統蕭萬長就職。

※5月22日，苗栗縣政府「強化卓蘭鎮農業機械化設備農機具」舉行點交儀

式，由苗栗縣政府點交給本鎮農會。

※7月4日，蘭勢大橋重建南下車道先行完工通車。

※7月23日，苗栗縣農特產精品（以本鎮梨和葡萄為主）前進澳門，參與大

邁客超級商場設點銷（展）售，獲得當地消費者熱烈響應。

※8月2日，本鎮舉辦96年度苗栗縣社區才藝競賽初賽。

※8月8日，蘭勢大橋改名為「卓蘭大橋」。

※12月21日，老庄溪排水治理工程舉行竣工典禮。

※12月30日，卓蘭至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第三標（矮山附近）舉行動土

典禮。

※本鎮農會與鎮公所聯袂遠赴臺北市舉辦「2008卓蘭（梨、葡萄）水果觀

光季」系列活動。

※縣長下鄉建設座談會（本鎮及大湖、獅潭、泰安3鄉）在大湖文康活動中

心舉行。

※壢西坪休閒農業區推動管理委員會成立。

※本鎮公所舉辦「桐舞五月天‧飛雪夢幻連」－「2008卓蘭客家桐花祭」

系列活動。

民國98年
（2009）

※1月9日，縣道140線卓蘭大橋至白布帆段，原名稱為「苗58線替代道路－

路堤共構工程」竣工。

※1月10日，河北街起點至0.240公里段新闢工程竣工舉行通車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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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8年
（2009）

※1月15日，舉行鎮長交接典禮，甘必通代理本鎮第15屆鎮長。

※1月22日，縣道140線卓蘭大橋至白布帆段舉行通車典禮。

※1月，老庄溪治理第1期完成，苗55線道路食水坑段不再淹水。

※3月6日，卓蘭大橋重建全線完工通車。

※3月，壢西坪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列為休閒農業專區。

※7月25日至26日，在本鎮農會果菜市場獅子會館前廣場舉辦「2009卓蘭水

果觀光季」系列活動。

※8月1日上午，總統馬英九前來本鎮訪視，幫忙促銷高接梨和葡萄。

※8月28日，內灣里私立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獲教育部核准立案設立。

※9月2日，縣長下鄉建設座談會（本鎮及大湖、獅潭、泰安3鄉）在獅潭鄉

公所舉行。

※9月28日，縣政府與本鎮農會聯合在卓蘭果菜市場獅子館3樓舉辦「卓蘭

鎮農政座談會」。

※11月19日，卓蘭至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第四標(卓蘭大橋至苗豐段)舉
行通車典禮。

※11月20日，苗栗縣白布帆休閒產業文化發展協會成立。

※12月31日，卓蘭至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第二標(三義舊山線鐵路鐵橋

段)舉行動土典禮。

※本鎮公所舉辦「五月桐花舞漫天」－「2009卓蘭客家桐花祭」系列活動。

※為檢測每一顆卓蘭水梨甜度，本鎮農會購置全國第一部日本進口最新型

「光波檢測機」。

民國99年
（2010）

※1月，徐炳南代理本鎮第15屆鎮長。

※2月11日，內灣里白布帆災害修復工程完成，舉行通車祈福儀式。

※3月1日，楊恭林連任苗栗縣議會第17屆議員；詹明光任本鎮第16屆鎮

長。同日，苗栗縣議會議員互選游忠鈿連任議長，陳明朝連任副議長。

※3月5日，「2010亞洲舞龍公開賽」在苗栗市巨蛋體育館舉行，代表中華

A隊的卓蘭實驗高中奪得競技舞龍規定套路第1名、夜光龍第2名，並與

中國大陸代表隊並列全能積分冠軍。

※5月4日，卓蘭至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第一標(三義段)竣工。

※7月24日至25日，在臺3線本鎮農會果菜市場獅子館前廣場舉辦「2010卓
蘭水果觀光季」系列活動。

※7月31日，本鎮農會舉辦「苗栗縣99年夏季果品評鑑競賽成果發表表揚大

會」。

※8月1日，本鎮鎮民代表會第18屆代表11名就職，並互選徐善森連任主

席、詹愛純任副主席。

※9月9日，縣長年度下鄉（本鎮及大湖、獅潭、泰安3鄉）建設座談會，在

本鎮花露農場舉行。

※9月21日，卓蘭實驗高中獲「教學卓越獎」，縣長接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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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9年
（2010）

※12月4日至5日，「卓蘭壢西坪休閒農業區花卉及休閒觀光季」活動，在

壢西坪休閒農業區舉行。

※12月22日，坪林警察派出所新建辦公廳啟用。

※卓蘭實驗高中的「龍飛鳳舞」方案，獲「99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

質獎。

※本鎮公所舉辦「五月桐花舞漫天」－「2010卓蘭客家桐花祭」系列活動。

民國

100年
（2011）

※3月30日，「苗栗縣卓蘭鎮公所組織自治條例」公告施行。

※4月23日，總統馬英九前來本鎮參拜有188年歷史的峩崙廟，祈求風調雨

順，並揭開其所贈「厚澤安民」匾額；隨後轉往昭忠廟（軍民廟）祭拜

湘軍英靈。

※6月4日，廣東省東莞市市長江凌來苗締結農特產品合作簽約儀式，並來

本鎮參訪，瞭解運往東莞販售的本鎮優質水梨與葡萄產銷情形。

※6月，苗栗縣卓蘭客家饒平文化協會成立。

※9月24、25日，在臺中巿大坑地震公園舉辦「2011卓蘭水果觀光季」系列

活動，以「卓蘭水果按個讚」為主題。

※11月29日，本鎮壢西坪休閒農業區在「100年臺灣燈會休閒農業區攤位評

鑑」獲「綜合項目表現優異獎」第一名，本日縣長劉政鴻頒獎。

※12月12日，繼高接梨、葡萄相繼銷往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印尼之後，首

批銷往汶萊的5,696公斤椪柑，在本鎮農會果菜巿場裝箱封櫃後啟航。

※本鎮公所舉辦「桐慶100‧花舞客庄」－「2011卓蘭客家桐花祭」系列活

動。

民國

101年
（2012）

※1月14日，辦理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苗栗縣徐耀昌、陳超明當選；另陳

碧涵當選中國國民黨、吳宜臻當選民主進步黨不分區立法委員。

※2月6日，縣長接見表揚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暨中華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承攬苗栗縣政府卓蘭至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第3標（矮山附

近），獲選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推動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殊榮。

※2月12日，本鎮公所、卓蘭發電廠及峩崙廟合辦「2011卓蘭踩街鬧元宵暨

節約用電宣導」活動。

※4月7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苗栗縣政府在大湖農會酒莊舉辦「竹苗地

區休閒農業座談會」，本鎮壢西坪休閒農業區參加反映意見。

※5月20日，第13任總統馬英九、副總統吳敦義就職。

※6月30日，有「亞洲第一龍」美名的國立卓蘭實驗高中舞龍隊「龍行臺灣

徒步環島」活動，在苗栗市玉清宮上香祈福後啟程，經過10天1,200公里

的徒步環島，7月9日順利返抵苗栗。

※7月6日上午10時50分，國立卓蘭實驗高中舞龍隊「龍行臺灣　徒步環

島」活動行抵臺北市，赴總統府表達祈祝國運昌「龍」的活動意義。

※7月27日，苗栗縣政府在本鎮農會農業推廣大樓會議室，舉辦苗栗縣高接

新興梨及卓蘭葡萄果品評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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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1年
（2012）

※8月11日，縣政府舉辦卓蘭梨、葡萄果品評鑑成果發表暨全縣農特產品展

售促銷活動。

※10月16日，國立卓蘭實驗高中舞龍隊代表中華臺北，參加在印尼雅加達

舉行的「第二屆亞洲龍獅錦標賽」，獲競技舞龍規定套路與技能障礙舞

龍兩項金牌、夜光龍競賽獲銅牌。

※12月28日，卓蘭實驗高中舉辦「舞龍10年有成感恩成果發表會」。

※本鎮公所舉辦「童遊客庄‧花舞卓蘭」－「2012卓蘭客家桐花祭」系列

活動。

民國

102年
（2013）

※1月8日，卓蘭至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第三標及第四標（卓蘭至三義矮

山路段）舉行通車典禮。

※1月22日，本鎮鎮民詹德正依其女詹慧君遺願，捐贈消防局卓蘭分隊小型

消防幫浦車1台，命名為「慧君號」。

※2月24日，「2013全國中小學競技舞龍錦標賽」在苗栗市玉清宮前廣場舉

行，國立卓蘭實驗高中獲高中組金質獎，國中組銀質獎。

※4月，卓蘭實驗高中舞龍隊參加「中華盃龍獅錦標賽暨第五屆世界龍獅錦

標賽選拔賽」勇奪全國冠軍，將於11月14日至18日代表臺灣前往大陸福

建參加「第五屆世界龍獅錦標賽」。

※6月29日，卓蘭至三義聯絡道路新闢工程第二標(三義舊山線鐵路鐵橋段)
竣工，舉行全線通車典禮。

※7月19日，苗栗縣政府在本鎮農會獅子館舉辦全縣葡萄果品評鑑競賽活

動。

※7月20日、21日，「2013苗栗卓蘭水果觀光季」在臺3線本鎮農會果菜市場

獅子館前廣場及峩崙廟前廣場兩個主場舉行，活動自即日起至8月5日止。

※7月20、21日，卓蘭鎮農會在臺北希望廣場，辦理「卓蘭梨鄉葡萄香」農

特產品的展售市集。

※7月24日，苗栗縣政府帶著本鎮出品的優質好梨，北上立法院康園餐廳前

中庭舉辦「苗栗縣高接梨行銷活動」。

※7月24日，苗栗縣政府亦在湖北省武漢市，以本鎮高接梨為主要促銷產，

銷售量高達3大貨櫃，盛況空前。

※7月26日，苗栗縣政府在本鎮農會獅子館，舉辦全縣新興梨果品評鑑競賽

活動。

※8月1日，卓蘭消防分隊於卓蘭國小舉辦「青春飛揚　消防體驗營」，卓

蘭國小學生及教職員參加。

※8月17日、18日，經苗栗縣核定通過的再生社區－老庄社區，在河南街與

卓林街口舉辦「夏末梨鄉季　客庄梨仔節」活動。

※9月16日下午1時，卓蘭消防分隊於卓蘭發電廠員工宿舍，進行發電廠下

半年之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10月4日，《卓蘭鎮志》編纂完成審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