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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多元新住民 -- 樂活山城向前行

北台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5 月 4

日在苗栗縣召開副首長會議，宣示將

跨域跨黨派致力推動北台無人載具相

關產業發展，創新應用無人化科技，

打造智慧城市。  

由苗栗縣、台北市、新北市、桃

園市、基隆市、宜蘭縣、新竹縣及新

竹市聯合組成的「北台區域發展推動

委員會」已邁入第 15 年，今年輪由苗

栗縣擔任主政縣市。 

會中播放無人機空拍影片，展現

苗栗縣推動無人化科技應用成果，包

括交通樞紐監控、觀光遊憩宣傳、大

型工程進度掌控及營建工地的空汙監

控、橋梁巡檢等，減少工安事故及維

護空氣品質，也提升行政效率。 

副縣長鄧桂菊指出，無人機應用

服務的發展不僅在新型態的娛樂體驗，

相關的產業技術、災害防制運用或是

北台    縣市副首長會議
聚焦無人載具應用

全國金牌農村競賽
苗縣成績亮麗

大數據資料蒐集，都是這項新興產業的

發展趨勢，苗栗縣禁航區在西部縣市是

最少的，非常適合發展無人機相關產業，

去年底縣府即率先全國訂定「苗栗縣遙

控無人機飛航管理辦法」，更積極培訓

人才，未來將加強施政應用，更期待透

過跨域合作，北台能成為智慧應用革新

行動的領頭羊。

  北台 8 縣市也發表聯合聲明，將

共同致力無人載具相關產業發展，將共

同舉辦無人機專業飛手培訓，同時在相

關管理法令規範下，各縣市未來也將建

置無人機飛行測試場域，並呼籲中央早

日制定無人載具感測相關技術標準，以

利地方配合建置

相 關 基 礎 設

施， 做 好 安

全規範。 

●北台 8 縣市聲明共同推動無人載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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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全國金牌農村競賽，苗栗縣

公館鄉黃金小鎮、大湖鄉薑麻園休閒農

業區榮獲銀牌、南庄蓬萊社區拿下優等，

成績耀眼，縣長徐耀昌肯定獲獎農村社

區的努力，盼透過此次競賽選拔，彼此

交流、學習，強化苗栗農村的特色及品

質，成為農村新典範。 

農委會舉辦的全國首屆金牌農村競

賽，共吸引全台 707 個農村社區參與，

苗栗縣初選脫穎而出的大湖薑麻園等 3 處

農村社區，全數挺進全國決賽 22 強。 

農委會在台北市台灣藝術教育館舉辦

金牌農村競賽頒獎典禮，評審團當場公布

實地訪查評比結果，依各農村社區生產、

生活、生態以及未來願景與實踐，評選出

3 金、4 銀、8 銅及 7 優等。

總統蔡英文、農委會主委林聰賢頒發

獲獎農村榮譽標章、得獎證書，以及金牌

農村獎金 50 萬元，銀牌及銅牌各 30 萬、

20 萬元，獲獎農村還可以選派代表免費到

德國參加國際交流培訓計畫。 

縣長徐耀昌出席頒獎典禮為苗栗農民

加油打氣，他肯定獲獎農村社區的努力，

盼透過此次競賽選拔，激發社區居民的向

心力，彼此相互交流、學習，進而強化苗

栗農村的特色及品質，成為農村新典範。 

他說，苗栗推廣休閒農業新價值不只

是觀光，也推廣行銷在地農村特色及文創，

如無毒有機的食物，鼓勵各休區朝六級化

產業的方向發展，讓農村豐富的自然、物

●總統蔡英文頒獎銀牌公館黃金小鎮

產與人情之美逐漸發光發亮，也創造農

村經濟活力。 

獲得銀牌的公館黃金小鎮，涵蓋石

墻、福基、福星等 3 個農村再生社區，

透過農會、社區及休區合作，具體展現

百年穿龍圳生生不息的精神，包含無毒

生產契作推廣、農藝創新傳承、地域品

牌行銷等，展現無限活力。  

大湖薑麻園，雲海美景所環繞美麗

農村，曾榮獲十大經典農村殊榮，休區

●農委會主委頒獎優等南庄蓬萊社區

內老薑帶領青薑、嫩薑三代結合特色農

產薑產業，規畫食農教育及農事體驗遊

程，讓遊客體驗風情萬種薑麻園，故事

還曾列入國小教科書教材。

獲得優等的南庄蓬萊社區，為苗

一二四線旅遊軸帶上的耀眼明珠，社區

內原住民與客家文化共存交融，也將特

色產業與護魚步道結合為生態小旅行，

近年來更是知名繡球花季的核心地，區

域民宿林立也帶動上億農旅產值。

●總統頒獎獲得銀牌的大湖薑麻園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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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客家桐花婚禮 5月 6 日在三

義鄉西湖渡假村舉行，66 對佳偶在縣

長徐耀昌夫婦的祝福下，互許終生，迎

向幸福。  

桐花婚禮浪漫、溫馨，讓參加的新

人留下永恆的回憶，是每年桐花祭重頭

戲，今年邁入第13 屆，為讓新人體驗傳

統的客家迎娶禮俗，以古禮迎親、上燈

及對拜儀式進行花好桐圓「幸福 3 部

曲」，現場熱鬧溫馨、瀰漫著甜蜜氣氛。  

縣長徐耀昌祝福每對佳偶幸福美

滿、鍾愛一生、白頭偕老。66 對新人在

浪漫管弦樂聲中，交換結婚誓言，戴上

項鍊象徵心心相印，最後深情擁吻，並

和來賓鬆開手中的氣球，象徵「幸福升

空，甜蜜久久」，現場的親朋好友及遊

客們，皆報以熱烈掌聲同享喜悅。

客家桐花婚禮
   對新人互許終生 苗 縣 12 名男女優

秀學生代表國家赴

印尼參加亞太盃

青年橋牌公開

賽，分別獲得

青少女組冠軍

及青少 年 組季

軍，縣長徐耀昌接

見表揚，讚揚他們優異

的表現是苗栗之光。 

苗栗青年揚威國際 

●浪漫溫馨的客家桐花婚禮

投放鋼鐵礁復育近海漁業生態

66

           ◎性別平等的時代 互助合作最實在

縣府為復育苗栗近海漁業生態資源，在通

霄鎮白新人工魚礁禁漁區投放 21座鋼鐵礁，縣

長徐耀昌期望透過魚礁的投放，改造漁場，豐富

海底生態環境，讓漁業資源生生不息。  

縣府農業處為確保漁業資源，透過台電公司

補助新台幣 4290 萬元執行「苗栗縣通霄地區設

置人工魚礁工程計畫」，5月 3 日在通霄漁港召

開記者會，播放人工魚礁礁體製作及投放過程的

紀錄影片，工程單位並將人工魚礁模型送給縣長，

為培育漁場生態資源留下見證。農業處處長陳錦

俊指出，鋼鐵礁可有效防範各類拖網漁船侵入鄰 ●投放鋼鐵礁復育近海漁業生態

近海域破壞生態，也可改造漁場，豐富海底生態環境，進

而確保漁民生計，讓漁業資源得以永續開發利用。

第 22 屆 APBF 亞太盃青年橋牌錦標賽在印尼雅加達舉行，代

表我國出賽的男女 12 名國手黃羽榛、游宛庭、許雯硯、劉僖瓈、劉

家伶、方佑心、劉子豪、邱垂泯、李慶泓、蘇上瑄、魏趨棣、魏趨棠都

來自苗縣，目前分別在國中、高中及大學就讀。  

另外，縣長徐耀昌亦表揚就讀苗栗高商的溫翊筑在美國奧蘭多

舉辦的世界競技疊杯錦標賽，榮獲個人17-18 歲女生組 cycle 金牌，

仁德醫護管理專校復健科陳咨諭、潘乙伶、劉威廷、廖珮涵、曾雲筠

分別在高雄KIDE國際發明展、泰國IPITEX國際發明展拿下3金1銀，

育達科大蕭祺霖

及君毅高中溫佑

晟也在泰國國際

發明展獲得1銅，

讓國際看見苗栗

創新發明的軟實

力。

縣府發表文面國寶紀錄片
縣府發表泰安鄉文面國寶柯菊蘭「榮耀的印記─泰

雅文面」紀錄片，縣長徐耀昌說，文面耆老是泰雅文化跨

時代的活歷史，希望透過紀錄片，喚起原住民共同的記憶，

讓全國民眾了解原民文化，重視文化資產。

文面是泛泰雅族獨特的傳統文化，代表著部落貞節，

也是成年的標記，英勇勤奮的記號，亦是族群識別符號，

更是個人能力與技藝的表徵，目前台灣僅存泰安鄉泰雅

族柯菊蘭與花蓮縣賽德克族林智妹 2 位文面國寶。 ●縣府發表文面國寶柯菊蘭紀錄片並歡渡母親節

縣府除登錄文面民俗為無形文化資產，並為保存

文面耆老的珍貴影像，爭取文化部補助辦理「泰雅文

面耆老保存維護計畫」建立苗縣完整的文面國寶生命

史料、影像拍攝動靜態紀錄、耆老訪談文字紀錄等，

同時拍製全長 22 分鐘紀錄片「榮耀的印記─泰雅文

面」，完整紀錄苗縣 2 位文面國寶簡玉英、柯菊蘭生

命故事，在拍製過程中，簡玉英去世，留下最後的身影。

校園徵才博覽會
縣府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

署共同在聯大、育達科大舉辦校園徵才活動，

以提供即將畢業的學子就業機會，副縣長

鄧桂菊、縣府秘書長陳斌山分別到場替求

職者打氣加油，希望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企業覓得好人才，共創雙贏。

縣府
舉辦

在聯大的徵才活動約 70 家廠商提供 2 千多個職

缺，育達科大約 67 家廠商提供近 4 千個職缺，皆吸引

大批準社會新鮮人及求職民眾參加面試。

副縣長鄧桂菊表示，縣長重視青年發展政策及議

題，成立了勞青處，是全國第一個非直轄市的專責青年

事務單位，為擴大縣內就業機會，積極招商引資，今年

規畫辦理 14 場次徵才活動，協助青年就業，並陸續成

立青創基地，除安排相關培訓課程，並提供青年創業空

間。

苗栗產業創生服務聯盟啟動

●苗栗橋牌國手在亞太盃公開賽揚威

●校園徵才活動

苗栗產業創生服務聯盟 5月7日啟動，將

整合地方創生相關資源，聚焦「苗栗農創」領域，

盼能帶動青年返鄉，促進產業升級創新。

縣府並與農科院、聯合大學、苗縣商業總會、

工業會、青年創業協會、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

進會簽署合作意向書，象徵齊心推動產業創生

服務聯盟。

縣長徐耀昌表示，國家發展委員會正積極

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政策，希望活絡經

濟力帶動人口成長，地方創生也是苗栗縣未來

產業發展的藍海，縣府全力支持，盼透過在地

創新、創業與創生，開拓地方具特色的產業資

源及新商機。

徐耀昌指出，創生服務聯盟以農創為主

題，將導入新農業技術，結合文創加值科技，串

連上下游生產銷售通路，並結合浪漫台 3 線計

畫，可望帶動青年返鄉，促進產業蓬勃發展。

●啟動苗栗產業創生服務聯盟

●國際疊杯、發明展表現亮麗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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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城鎮深耕城鎮

縣長徐耀昌 5 月10 日會勘苑裡鎮 3 處

農地重劃區農路改善工程，以及房裡老街石板

步道不平整影響居民出入的問題，允諾將盡

速改善，讓居民通行更安全。

縣長徐耀昌根據地方陳情反映，前往苑

裡鎮社南及新復農地重劃區勘查農路破損情

形，其中，泰田里鎮安十路長約 350 公尺、玉

田里億光電子旁玉山十路及支線長約 430 公

尺、新復北段苑南陸橋下南側長約 330 公尺

的改善工程約需 713 萬元。徐耀昌允諾將運

用農地重劃基金及縣府預算協助地方改善，

◎酒瓶千萬別帶上路，交通安全才能維護

苗栗青年揚威國際 

縣長允諾改善苑裡農路及老街

苗栗縣 5 月 1 日表揚各級學校慈孝家

庭楷模，副縣長鄧桂菊希望透過慈孝家庭

楷模的事蹟，引領社會向上向善、喚醒大

家對於孝道的重視。 

5 月為慈孝家庭月，苗縣家庭教育中

心在銅鑼國小表揚各組前 3 名慈孝家庭楷

模，國小組：1、後龍林昱丞、2、華興張

侑儒、3、銅鑼傅柚涵。國中組：1、維真

表揚參加全國運動競賽績優選手
苗栗學子 107 年上半年參加全國運動競賽拿下15

金 18 銀 32 銅，在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奪得 4 金 8 銀

7 銅，縣長徐耀昌 5月10 日期勉再接再厲，續創佳績，

為苗栗爭光。

苗縣參加 107 年上半年全國運動賽會及 107 年全

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績優選手暨教練，包括田徑、桌球、

跆拳道、柔道、角力、舞龍舞獅、滑輪溜冰、競技疊杯、

◎貪一時之快，危險跟著來

苗栗產業創生服務聯盟啟動

●縣長勘查苑裡農水路及房裡老街路面改善工程

縣府 5 月 9 日上午在千璽會館舉

辦苗縣107 年模範母親表揚大會，縣長

徐耀昌伉儷頒贈「母儀群倫」匾額表揚

18 位模範母親，希望籍以推崇孝道、宏

揚母德，並祝福媽媽

們「母親節快樂」。

苗縣模範母親：

苗市邱鄭翠霞、頭份

蕭黃英妹、苑裡吳余

菊妹、通霄李阿完、

竹南高徐秋霞、後龍

鄭蔡娥、卓蘭徐阿足、

大湖賴陳香妹、公館

●苗縣 18 位模範母親

后庄國小校舍重建及
蟠桃國小活動中心啟用

頭份市蟠桃國小新建活動中心落成啟用，提

供學校、社區優質的集會、教學、運動休閒

場所，后庄國小清朋樓老舊校舍拆除整

建工程開工動土，規畫重建 4 層樓 22

間教室，預計 108 年 8 月完工，將提

供更優質、舒適、安全的教學環境。

后庄國小班級數逐年增加，目

前國小部 40 班、資源班 2 班、幼兒園

1班，學生數約 1080人，現有教室不足，

且40多年前興建的舊二棟清朋樓老舊校舍，

結構老化、龜裂，不堪使用，經縣府、立委積

極爭取教育部核定補助 8514 萬元拆除重建。

蟠桃國小活動中心工程在縣長徐耀昌擔任立委期間，即積極爭取中央核定補助

4600 萬元，縣府挹注 4632 萬元，總經費共計 9232 萬元，1 樓籃球場、2、4 樓為學生多

功能彈性教室、3 樓羽球館暨多功能舞台、地下1樓消防機械室及發電機室，是一座多功

能的活動中心。

表揚慈孝家庭楷模

●副縣長表揚慈孝家庭楷模

縣長
表揚

表揚苗縣模範母親

國中技藝競賽績優學子
縣府 5月4 日在國際會議廳頒獎表揚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各

職群前 6 名學共計 107 位學生，縣長徐耀昌勉勵學子持續精進

技藝，將來學以致用，在各個領域大放異彩。

為讓學子在各項職類中找到自己興趣，激發學習潛能，縣府

積極推廣技藝教育，106 學年度國中共開設 178 班，計有 3900

多位學生參加，選修比例達 35%，展現學生學習技藝的興趣，家

長對技職教育的認同肯定。

各職群第1名，化工：芬香精油香皂組照南陳苡阡、陶藝組

西湖魏雅慧；電機電子焊接組：興華張立錡；商業管理：網頁設

計組頭份江佳容、文書處理組建國黎憶潔；動力機械：汽車修復

組頭份魏明陞、機車修復組文英鄭順財；餐旅：餐服組照南袁若

寧、飲料調製組三義賴思羽；設計：木雕組南湖陳星宇、電腦繪

●國中技藝競賽獲獎績優學子

●參加全國運動競賽績優選手

黃春菊、銅鑼徐蘭英、南庄周邱甘妹、

頭屋徐秋菊、三義賴劉雲珍、西湖蘇

林和妹、造橋江陳香妹、三灣蘇曾鳳

英、獅潭江米妹、泰安吳秀英。

刨除不堪使用的路面加以修繕，以提高行車安全，確保農產運輸順暢。另外，房裡老街石板步道不平

整，常有民眾騎機車摔倒受傷，也有遊客走路突然被絆倒，地方盼改為鋪設耐久性壓花地磚，約需

366 萬元，縣長徐耀昌指示水利處在 6 月底前完成發包，提供居民更舒適的生活環境。

吳怡宣、2、維真王薏慈、3、後龍吳

德聖。高中組：1、苗栗農工劉芮君、2、

龍德家商曾筠容、3、苗栗高商詹明修。

其中，後龍國小林昱丞、華興國

小張侑儒、維真國中吳怡宣、苗栗農工

劉芮君等 4 人獲選為全國慈孝家庭楷

模，在 5 月 25 日接受教育部頒獎表揚。

●后庄國小老舊校舍重建工程祈福儀式

2018 世界海洋日
貓裏海底垃圾清除總動員
時間：6/9( 六 ) 08:00-11:00
地點：竹南龍鳳漁港

幸福苗栗 - 南瓜節暨城鄉休憩新風貌
時間：6/9( 六 )~6/10( 日 )09:00-16:00
地點：造橋龍昇村大潭南瓜隧道旁

107年竹南鎮西瓜節暨農夫市集活動
時間：6/9( 六 ) 08:30-12:00
地點：竹南鎮崎頂里寶興宮廣場

106 學年度畢業生縣長獎統一頒獎典禮
時間：6/16( 六 )08:10-11:00
地點：苗栗市文華國小活動中心

苗栗縣 107年度端午節龍舟錦標賽
時間：6/18( 一 ) 07:40-18:00
地點：竹南港墘里龍舟碼頭邊 ( 仁德路 )

6 月份活動表

健美及橋牌等10 項，總計約 200人，獲得獎牌 103 面。

其中，全中運前 3 名成績：後龍國中跆拳道 1金。福興

武術國中小柔道 1 金、角力 1 銀、跆拳道 1 銀。頭屋國中田

徑1金1銅。致明國中角力1金3銅。苑裡高中田徑2銀1銅、

柔道 1 銀 1 銅、角力 1 銀。興華高中角力 1 銀。大同高中桌

球 1 銀。苗栗高中桌球 1 銅。

圖組三義吳沛潔；農業：植物辨識與繁殖組獅潭羅旭真；家政：

新娘化妝設計圖組興華黃妤婕、指甲彩繪組致民朱亞暄、創

意編髮組興華陳亭瑗；食品：中式點心組大同陳宣羽、烘焙組

興華劉家玟、中餐組南庄連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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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協助年長者穿越道路，共同關心年長者行的安全

苗栗好青年!
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苗栗縣政府不僅

是全國第一個創設青年事務專責單位的非直轄市政府

外，更是全國第一個整合青年創業、就業的服務單位。

透過組織改造的方式，不僅整合創業、就業資源，更

積極創建各式交流平台、創業輔導工坊，協助青年發

展自我夢想，築夢踏實。

其中為協助縣內青年創業，縣府利用閒置空間成

立青年創業工坊，引進專業輔導團隊，以「一條鞭」

的輔導方式，輔導及協助青年解決創業過程中遇到的

問題，更提供「一站式」的服務模式，專人專案輔導，

支援青年創業。

2012 年自創「農村小愛」

手工果醬品牌，用一瓶果

醬串起農村美味與不一樣

的生命力。

錢湘伶說，在創業初

期，因為嘗試和摸索浪費

了許多的水果，也繞了許

多路，直到遇到一位果醬

藝術家，同時也是位無菜

單料理廚師「張曉東」的指導下，透過網路分享經驗，才讓湘伶

的果醬很快的步上軌道。

走過這段沮喪的創業歷程，她發現人的價值不是在於他做了

多大的事情，而是他願意透過各種形式去照顧、協助其他的人，

讓每個人有機會得到幸福與快樂，這也是農村小愛一直在做的事

情：透過食物的傳達或是粉絲頁的推播，分享的不僅是吃，而是

對家人、家鄉的依戀。

這幾年遇到很多的年輕人問

錢湘伶：「是否要回家？要

換一份工作陪伴家人？創

業？」，她說：「知該知、

做該做」，知道自己該做

什麼就做什麼，能力不到

的事情不要勉強自己做，

否則會得到很多的誤解跟毀

謗，還會對自己感到沮喪與挫

折；從身邊所遇所聞的種種經驗

中，錢湘伶體會到萬事都是由「照顧

自己」為先，先維護好自己才能維護到更

多的人，有智慧的分享，才能享受其中。

勞青處表示，青年洄游苗栗，碰到的難題不僅是外在，更多

是自身想法的調適，在蛋哥昆霖以及農村小愛的身上，我們看見

了青年的能量，也看見了他們堅持不懈的態度。他們的經歷與精

神已然成為創業青年的表率，也期待有更多的青年人加入他們的

行列，與我們們共創時代。

縣府為落實照顧原鄉部落長輩，積極協助民間組織設置部落文

化健康站，並培訓志工，增進部落族人參與照顧服務能力，目前已成

立10所文化健康，其中，泰安鄉大安及獅潭鄉百壽是新設的2處據點。

◎幹道直行優先走，耐心開行別發火

獅潭鄉百壽村百壽部落文化健康站

返鄉、留鄉!就是愛苗栗!
近期，縣內知名的「昀昇蛋品」，正是由

本府青創工坊所輔導的。負責人蛋哥！也就是

本府第二屆青年事務委員會的鄭昆霖，當時創

業的初衷是來自於自家阿公，返鄉省親時看見

祖父年邁且身體每況愈下，卻仍辛勤務農，毅

然決然返鄉挑起全家經濟重擔，創立了「昀昇

蛋品」從事養雞事業。

創業過程中，縣府青創輔導團隊，協助其

在資源的導入以及行銷，並鼓勵鄭昆霖參加創

業大賽，增加知名度，尤其在第二屆京台青年

創新創業競賽，透過穩健台風、精準答詢及大

膽細膩的創新創業構想，在 900 多組的激烈

競爭中以「蛋生奇蹟」為題，脫穎而出，獲得

「創新農業、文創設計、跨境電商」組台灣區

決賽第一名。

另一位常出現在青創市集常客的農村小

愛 - 錢湘伶，不僅擁有熱情又活潑的個性，更

重要的是不吝分享的態度。錢湘伶常說，為何

會想返鄉創業呢？其實這跟她為守護與爺爺、

奶奶的記憶有很重要的關係，成長過程中，爺

爺奶奶的陪伴讓她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回鄉照

顧、陪伴長輩，也因為這份祖孫之間的愛，讓

她開始了一連串的創業，做起果醬事業，並在

106 年 12 月 14 日在獅潭鄉百壽村百

壽部落原住民多功能集會所，舉行「獅潭

鄉百壽村百壽部落文化健康站」揭牌儀式。

獅潭鄉在該年度向原住民族委員會提

報申請「設置 106 年下半年度原住民部落

文化健康站計畫」補助新台幣 46 萬 4000

元，將獅潭鄉百壽部落納入新設據點，完

整的將苗縣三個原鄉納入這項服務。 

獅潭鄉原住民人口 145 人，其中 112

人居住於百壽部落，老人人口雖然只有 35

人，然而卻佔部落人口之 31%。多數長者

雖領取生活津貼，但是老人家們對親情的

渴望以及社會的關懷，更超過了物質的需

求。 

泰安鄉象鼻村大安部落文化健康站

106 年 12 月 20 日在泰安鄉象鼻村努呼路瑪教會，舉行「泰安鄉象鼻村大安

部落文化健康站」揭牌儀式。    

泰安鄉後山有士林、梅園及象鼻等三村，為了完整照護本村長者，在該年度

向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報申請「設置 106 年下半年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計畫」補

助新台幣 46 萬 4000 元整，將大安部落納入新設據點。

大安部落原住民人口 502 人，老人人口有 90 人，佔部落人口之 18%。為營

造老人學習型的生活空間與延續美好的民族傳統文化，運用相關資源幫助本部落

原住民老人心靈及生活不孤單，進而健全其身、心、靈，讓老人們擁有一個談話、

談心的地方，並將歡笑充滿在他們的生活中作為設站的目標，在努呼路瑪教會提

供場域及人力下，服務內容有：電話問安、關懷訪視、提供生活諮詢與照顧服務

轉介、餐飲服務、心靈與文化及健康促進活動等。

除了結合部落組織，提供多元的服務與學習資訊，豐富在地老化的生活外，

亦包含族語、文化傳承、愛心志工等營造部落老人由在地族人照顧機制，建立長

輩們晚年生活的自信、尊嚴。

該站服務內容有電話問安、關懷訪

視、提供生活諮詢與照顧服務轉介、餐飲

服務、心靈與文化及健康促進活動等，除

了結合部落組織，提供多元、多樣之服務

與學習資訊，以豐富老人在地老化之生活

外，也提供照顧服務員就業機會，活化青

壯年外流、人口少子化的部落，運用關懷

站貼近老人之服務，結合社政、衛政、部

落組織等相關資源，有效整合「經濟安

全」、「健康醫療」、「居家照顧」及「部

落（社區）照顧」等層面之福利資源，以

建立預防性及連續性之照顧服務體系，歡

迎原住民鄉親多加利用。

原鄉部落文化健康站照顧長輩

●鄭昆霖返鄉從事養雞事業

●錢湘伶自創手工果醬品牌

●返鄉創業的錢湘伶

●獅潭鄉百壽部落文化健康站揭牌成立

●部落婦女表演原住民舞蹈慶祝文化健康站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