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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億元經費到位

上任以來，以建設家園為己任，誓言要讓家園變美麗的鄉長鍾福助，三年來果然不負眾望，不但向上級爭取數
億元，且補助經費都到位，其中以二崙通往高鐵站連絡道路及橫越新虎尾溪「新虎尾溪橋」興建，經費高達五億多
元為最；其次公所編列數千萬元經費進行墓政改善，美化示範公墓；再者，三年來獲得數千萬元補助完成數十項零
星工程，落實建設家園，讓全鄉路更平、燈更亮、樹更綠。
斥資五億元 通往高鐵「康莊大道」動工
建跨溪脊背橋 未來「新虎尾溪橋」將成新地標
鄉親等待多年，本鄉直通虎尾高鐵站連絡道路終於
在今年十月間發包興建，交通部斥資 5億多元，其中1.7
億元將拓寬雲30（裕民
路），讓原本12米道路
拓寬至24米的「康莊大
道」，這不僅讓鄉親前往
高鐵更便捷，更能紓解市
▲往高鐵「新虎尾溪橋」示意圖
區交通。
另3.8億元將興建一座橫越新虎尾溪的脊背橋，橋樑
外置以預力鋼索 11 對組成，橋長 174 公尺，中央造型橋
塔採 SRC 結構，外部搭配 GRC 造型，高度 30 公尺，是
依地方特色稻穗形狀設計，燈光採環保LED燈投射，橋
樑完工後，透過燈光造景，將成為地方新地標。

致力墓政推動 讓多座示範公墓更實用
包括湳仔、田尾、油車及埤塘等墓園
鍾鄉長上任後，致力示範公墓政策之推動，花費數
千萬元，把部分老舊公墓納骨塔及週邊環境更新，讓墓
園變公園。
其中包括油車、湳仔及田尾墓園區內公園進行綠
美化，埤塘納骨塔納骨櫃及金爐興建，湳仔納骨塔櫃

整修工程等等，讓本鄉每座公墓宛如公園，不但淨化
空氣，且綠美化後還獲得縣環保局肯定，獲得百萬元
補助獎金呢！

大庄村新興社區雲14-1線道路護欄改善工程－預算金額
180 萬元、深坑社區活動中心修建改善工程－預算金額
300萬元等等。

三年內完成數十項零星工程 造福地方

活化運動公園 讓公園更有休閒味

自104年至106年間，爭取數千萬元經費，完成鄉內
道路、農路、排水、下水道、路燈、活動中心等數十項
零星工程。其中包括本鄉河川公地便道改善工程－預算
金額1,000萬元、本鄉休憩活動中心廣場整修、AC路面
修補及道路維護工程、救災減災搶修、運動公園改善工
程130萬元、生活景觀休閒空間整體計畫工程750萬元、
運動公園增設體能器材及休憩設施工程、二崙國小通學
步道改善計畫規劃設計、公有納骨塔納骨櫃門面整修工
程－預算金額 800 萬元、來惠社區活動中心外牆修繕工
程－預算金額90萬元、湳仔示範公墓暨納骨塔金爐新建
工程－預算金額 100 萬元、公所大樓及週邊整修工程－
預算金額 250 萬元、鄉內道路挖掘回鋪工程－預算金額
480萬元、鄉公所空調設
備更新工程－預算金額
120萬元、復興社區活動
中心整修工程－預算金
額110萬元、埤塘納骨塔

本所為了強化運動公園，讓公園更有休閒味，成為
本鄉最重要的運動、休憩場所， 104 年特向交通部觀光
局爭取「遊憩據點特色加值計畫」，果然獲得補助 750
萬元，增設人文廣場、環園步道、改善周邊護欄等提升
景觀。
接著又繼續在 105 年度完成「運動公園增設體能器
材及休憩設施工程」，提供多項體能設施供鄉民使用。
106 年再度爭取經費完成軍史公園鯨型小艇，富陽軍艦
雙管五吋砲，M41及M48A3戰車噴漆維護。經過多年的
努力，運動公園已宛如是本鄉的心臟。

地磚及週邊設備整修工
程－預算金額300萬元、

▲美化埤塘納骨塔環境

▲環園步道設立

▲軍史公園以新風貌呈現

「鄉保」一開辦 鄉親都稱讚

長青食堂陸續開辦 造福長者享天倫

重陽敬老金發放 107年開辦 禮金500元不嫌少

意外傷害難免 公所貼心 鄉民感心

一向關心長輩生活的鍾鄉長，對鄉內獨居或行動不
便弱勢長者的用餐問題相當關注，上任後即配合縣府政
策開辦「長青食堂」，104年率先在大華村推出，讓鄰近
長者週一至週五中午都享用到熱騰騰多樣的午餐，同時
透過午餐共享，讓長者走出戶外，享受大家庭的溫馨，
同時飯後一起泡茶、聊天，從事各項娛樂，排遣長者的
孤獨與寂寞。
接著 106 年包括湳仔村、詔安社區相繼開辦「長青
食堂」，兩社區吸引上百位弱勢長者參與，多位獨居及
行動不便的長者，自長青食堂開辦後，他們不但中餐吃
得津津有味，更難得的是開始走出戶外，與人交流互
動，精神及健康好轉，對食堂的開辦，讓他們有如找到
家人，不再孤單。
三處食堂的開辦，
鄉長鍾福助時而抽空前
往，為長輩夾菜話家常，
他希望未來本鄉能增加更
多食堂，讓更多無依長輩
都能享用豐盛午餐。

重陽節敬老，禮數要周到，公所為了讓本鄉 70歲以
上長者，度過快樂的重陽佳節，決定自107年起發放「重
陽敬老金」，每人500元，雖然額度不高，但也算是鍾鄉
長一份心意。
公所統計，全鄉高齡 70 歲以上長者人口約 4 千多
人，以往只由縣府發放一筆敬老金，為了讓高齡長輩高
興，公所已編列預算，自107年起，重陽節公所也發放敬
老金500元。

鍾鄉長上任後即規劃開辦的「鄉民意
外傷害保險」，雖然幾經波折，直至 106 年 7 月 20 日才
正式開辦，但鄉親依然肯定公所的善政，縱使「鄉保」
的給付額度不高，意外死亡每人給付是5萬元，致殘廢者
依等級給付，一般身故慰問金每人 5,000 元，但如此政
策，顯見公所對鄉民的關心，人生意外難免，公所如此
貼心，讓鄉親「足感心」。
鍾鄉長說，雖然「鄉保給付」額度不高，但全鄉納
保，對公所是一筆負擔，但為了減輕鄉親意外造成的傷
害與衝擊，公所有責任盡一份心力。

▲鄉親詢問鄉保，鄉長親自解說。

▲鍾鄉長為用餐長輩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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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長者107年起可領到重陽節禮金

二崙鄉公所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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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崙西瓜 頂港有名聲下港真出名

年年行銷西瓜節 遊客啖西瓜翻倍
鄉長鍾福助上任後，年年行銷二崙

進市場，大啖西瓜，爭購西瓜。

西瓜不遺餘力，尤其今年更是大手筆，

鄉長鍾福助致詞說，今年二崙西瓜

在五月間舉辦的西瓜節，不但提供 1 萬

品質特優，甜度超高，且價格不貴，送

多斤西瓜，吸引更多民眾湧進自強市場

禮自用兩相宜，五月的二崙，是西瓜產

吃西瓜，搶購西瓜，且舉辦一場馬拉松

期，歡迎國人到二崙選購全國最優質的

路跑，提供選手西瓜呷免驚，成功的將

西瓜，為辛苦的瓜農盡一份心力。
今年的西瓜節，由於西瓜品質佳，

二崙西瓜行銷全台灣。

▲二崙西瓜節首度結合路
跑，吸引來自全國各地
數千位選手參加。

二崙西瓜種植面積與產量居全縣之

加上公所行銷策略成功，吸引更多遊客

冠，公所舉辦西瓜節行之有年，而在歷

到二崙大啖西瓜，搶購西瓜，尤其首度

屆鄉長中，鍾鄉長是最用心行銷二崙西

結合路跑，更吸引全國各地數千位選手

瓜的鄉長。

參加，而公所也亳不吝嗇，提供萬斤西

鍾鄉長上任第一年，即因氣候異

瓜供選手吃免驚，又甜又沙又多汁的二

常，西瓜結果率偏低，為了提高西瓜開

崙西瓜，頗獲好評，成功的將二崙西瓜

花結果，公所編列預算「招蜂引蝶」，

行銷全台灣。

▲

果然讓二崙西瓜「重現生機」，讓西瓜
西瓜節當天數千民眾湧
進市場，大啖西瓜，爭
購西瓜。

結果纍纍。
公所不僅協助瓜農提高西瓜產量及
品質，為了行銷二崙西瓜，公所每年舉
辦「二崙西瓜節」更是費盡心思，不但
邀請各界民代首長一起代言促銷，每年
更是提供大量西瓜供民眾「吃免驚」，
策略果然奏效，西瓜節當天數千民眾湧

▲公所提供大量西瓜免費供民眾「吃免驚」

詔安客家文化節 二崙慶祝最熱烈
騎鐵馬、七崁武術、溪王祭及傳統祭祖
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今年在二崙場

二崙鄉長鍾福助及其他來賓在內都一同

特別熱烈，包括有崙西社區公園舉行傳

學習「請拳」、「蹲馬步」習武，體驗

統七崁武術，騎鐵馬遊二崙客庄，三和

七崁武術的力與美。

溪王祭及崇遠堂秋季祭祖等等，把詔安

當天還有來惠國小的「詔安客語

客家文化底蘊完全呈現，加上活動期間

布袋戲」，接著演出詔安客家代表性的

的客家布袋戲、開口獅表演，同時提供

「開口獅」表演，隨後七崁武術老師傅

客家美食小吃，讓當天的客家文化呈現

開始「練武功」，帶領全場體驗詔安客

多元化。

家武術之美。

詔安客家文化節雖然在西螺、二崙

鄉長鍾福助致詞時說，他小時候在

及崙背舉行，但在鄉長鍾福助力爭下，一

二崙聽到的客家話，這些年來感受到有逐

個月的文化節活動在二崙舉辦好幾項，

漸式微，對縣府重視詔安客家文化，每

且均呈現出詔安客家文化特色，相當有

年都舉辦文化節，且被客家人列為十二

看頭，也吸引不少遊客到二崙參觀。

大節慶，他相當支持，期待活動期間民

文化節活動的「鐵馬遊客庄」，二

眾多參與，感受詔安客家文化之美。

崙是中繼站，遊客到了二崙看到的詔安

而在三和村新虎尾溪畔舉行的「溪

聚落，語言及文物印象深刻，尤其品嚐

王祭」，把客家人敬水神護家園的百年

客家美食後更是難忘。

傳統完全呈現。

在崙西社區公園舉辦的「七崁武術

文化節最後在西螺與二崙交界的崇

風華「西」遊記」，主辦單位「七崁武

遠堂舉行傳統祭祖，展現詔安客家族群

術文教基金會」特邀武術老師傅現場指

慎終追遠的精神，為文化節畫下完美的

導民眾習武、弄「獅鼓」，包括列席的

句點。

鄉長引領來賓崙西公園賞桐花
客家桐花祭 二崙客家庄桐花最道地
今年四月間的雲林客家桐
花祭在崙西社區公園舉行時，
適逢園內桐花盛開，這是多年
來難得的景象，鄉長鍾福助非
常興奮，特別引領來賓在公園
內賞桐花，細說這些年在客家
庄栽培桐花的故事，而桐花祭
活動中，客家童玩，客家美食

▲鍾福助鄉長看到桐花盛開非常興奮

也同步出場，透過桐花祭節慶，讓來賓感受到本鄉濃濃的客家味。
由於本鄉是詔安客家族群居住最密集的鄉鎮，每年客家重要節
慶的「雲林客家桐花祭」，本鄉當然不能缺席，今年的桐花祭時，
崙西社區公園栽培的十多棵桐花盛開，讓客家桐花祭在擁有桐花盛
開的客家庄舉行，相當有意義。
桐花祭除讓來賓及
遊客賞到桐花外，現場也
提供客家童玩，準備客
家美食小吃，讓前來參
加本鄉桐花祭活動的來賓

▲

感受到濃濃的客家味。

客家桐花祭活動中，鍾福助鄉長
與小朋友一起玩童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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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長盃歌唱大賽
為提升鄉內藝文氣息，增添鄉民生活樂趣，

舉辦二屆 反應熱烈
鄉親可高歌又可拿獎金 自娛娛人

烈，可見本鄉臥虎藏龍。

在鍾鄉長指示公所一連舉辦二屆鄉長盃歌唱大

首度的歌唱大賽，不僅看到鄉民

賽，不僅讓鄉民藉由歌唱表達田庄人的熱情與

歌唱的天份，也吸引大批鄉民參與，

活力，促進彼此間的互動，更達到寓教於樂的

呈現二崙幸福家園的景象。第二屆分

目的，舉辦二屆，反應熱烈，也為本鄉藝文挹

別於今年的 11 月 4 、 11 、 18 日三天進

注活水。

行三場分區初賽，並於 11 月 25 日在二

去年八月間，第一屆在永定派出所、油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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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鄉立圖書館進行決賽。

出所及二崙分駐所三個轄區舉辦三場，長青組及

鄉長鍾福助表示，今年是二崙鄉

社會組各組報名限 20 人，結果報名參賽人數爆

第二次舉辦鄉長盃卡拉OK歌唱比賽，

滿，比賽過程中，各組參賽者高手如雲，競爭激

在 105 年第一年舉辦歌唱比賽活動，
鄉民積極熱烈的參與比賽，此比賽活動不僅有豐

▲優勝者接受頒發獎金獎品表揚

鄉民的音樂素養。

富的大眾文化內涵，同時促進了鄉民間的互動，

為提高鄉親參與比賽興趣，鄉長盃歌唱比賽

一舉兩得的達到愛鄉睦鄰與寓教於樂的目的，並

中，各組優勝者除頒發獎盃外，第一名優勝獎金

10,000元、第二名優勝獎金8,000 元、第三名優
比賽的經驗，今年將繼續舉辦第二屆歌唱比賽活 勝獎金5,000元、第四～六名優勝獎金2,000元，
讓鄉民有著深深的在地參與感。有了第一屆歌唱
動，同時藉由歌唱比賽來提供給喜愛唱歌的鄉民

在獎盃及獎金的鼓勵下，報名秒殺，比賽現場吸

充分表現自我的舞台，勇於表現自我，同時提升

引大批鄉親湧入，人潮滿滿。

▲鄉長盃歌唱賽，擠滿人潮。

有效運用故事屋 廣邀名家座談演講

閩客音樂下鄉 藝術饗宴鄉親共享
年年都舉辦 村民捧場 場場嗨翻
重視精神生活的鄉長鍾福助，上
任後有感「地要綠化、人要文化」，同

湧進滿場民眾，大家聆聽美妙演奏，
幸福滿滿。

時透過藝文讓鄉內閩客融合，也讓偏

公所的音樂下鄉，是以聘請在

遠村落也能共享音樂饗宴，三年來每

地樂手、街頭藝人為主，且中西樂

年到各村落舉辦「閩客音樂下鄉」，

合璧，不管演出者或演奏曲風老少咸

不僅造成轟動，也讓藝文落實到各個

宜，村民聽到的樂曲很熟悉，有在地

村落，讓鄉親感受到音樂的美好。

味，相當受歡迎。

日據時代舊二崙派出所改建的「故事
屋」，由於是鄉內少數縣定古蹟建築，且
空間寬敞，是舉辦各種藝文活動，讓鄉親
休閒好去處，為了有效利用，這些年來公
所陸續舉辦各種藝文活動，以活化故事
屋，有效運用故事屋。
其中，在 10 月間辦理的「青少年講
座」與作者有約，邀請玉米辰作家，由於
玉米辰的繪本無論哪一個年齡層都能十分
容易閱讀，帶來相當的迴響，許多民眾肯
定公所邀請名家座談帶來的效益。
由於作者繪本的題材是將台灣的環境
課題帶入創作中，透過動畫「補蝶人」與
大小朋友們，一同討論台灣特有的遷移性
蝴蝶 - 紫斑蝶；台灣位於亞熱帶且地形多
樣適合蝴蝶生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台
灣有蝴蝶王國的美譽，透過動畫中主角祖
孫三代的時間推移，與在場的大小朋友們
一同討論，蝴蝶因環境變遷、人為干擾、
棲地破壞……等許多復合因素使得蝴蝶大
量的減少。

鍾鄉長重視藝文活動，上任後連

區為主，無法讓文化藝術落實到偏遠

年舉辦音樂下鄉，讓偏遠村民也能享

村落，鍾鄉長上任後，聽取地方建言

受音符的薰陶，音樂的禮讚，難怪村

圖書館的運用效率高低，象

後，每年編列一筆預算開辦「閩客音

民都拍掌，紛紛給

徵一個鄉鎮的讀書風氣、人文氣

樂下鄉」，第一年在三和及大庄村舉

鍾鄉長按讚。

息。重視文藝，提倡讀書風氣的鍾
鄉長，上任後即積極籌措經費改善

▲

辦二場，叫好又叫座，佳評如潮，
來惠社區舉辦三場，結果同樣場場

閩客音樂下鄉，
街頭藝人拚場。

圖書館，經公所的努力，去年獲
得中央補助四百多萬元，公所自籌

爆滿，受歡迎程度超乎公所想像，今

一百多萬元，預計改善後的圖書

年則在大同、大華及崙東舉辦，同樣

館，硬體內容大為改善，空間利用

音樂下鄉，演奏樂曲水準之上。

▲名家在故事屋開講

提倡讀書風氣 改善圖書館硬體充實內涵

由於本鄉各大型藝文活動均在市

因此，去年十月間在楊賢、港後及

玉米辰老師繪製此故事前，特地向詹
家龍老師（台灣蝴蝶保育學會研究員），
一同上山了解紫斑蝶的生態現況，透過嚴
謹的資料研究才著手創作，捕蝶人中的所
有場景與角色，使用立體書的技法呈現，
動畫音樂使用排灣族特有的鼻笛，點出紫
斑蝶的棲地，與原住民的關係，細讀「補
蝶人」繪本可體會出作者的用心，也讓大
小朋友們一同分享美好的故事饗宴。
公所說，未來會善用故事館，舉辦更
多藝文活動，邀請作家舉行座談，將藝術
文化氣息帶進二崙。

▲圖書館書庫改建後將有更多藏書

更寬廣，更能吸引鄉親到圖書館悠閒的看書，自我充實。
讓鄉親走進圖書館充實自己，提倡讀書風氣，公所一直積極在努
力，但要讓民眾走進圖書館，首先是圖書館的環境要改善。
公所有了這筆經費，未來改造後的圖書館，不但空間更寬廣，藏書
也更豐富，加上未來的圖書館整修後，將一樓變成兒童、老人閱覽室，
二樓為開架式書庫，增加藏書，而三樓為青少年專用閱覽室。
在圖書館修繕後，未來也將增加更多藏書，以吸引鄉親看書借書
外，同時將舉辦各項活動，讓更多鄉民走進圖書館，走向書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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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社區 三年努力 家園變美麗
鍾鄉長上任三年來，延續社區營造政策，且更戮力積極，舉凡湳仔、來惠、
崙西、大義等社區，透過「農村再生計畫」爭取到補助經費營造，在社區居民凝
聚社區意識參與規劃下，讓每個社區呈現出不同風貌，風格多樣，美麗的社區，
宜家宜居，未來將持續爭取，讓本鄉所有社區美麗又宜居。

湳仔社區生態池

▲

▲

湳仔社區│生態多元化的社區

湳仔社區鐵道風情
令人印象深刻

原本是偏遠的小村落，沒想到經過四年的努力，在爭取到「農村
再生計畫」經費後大力改造，加上社區居民意識抬頭，熱烈參與，造
就當前的湳仔社區，不僅外觀煥然一新，社區內的鐵道風情，把地方
特色完全呈現，入口意象表現出農村景象，而生態池更呈現出豐富的
農村生態，彩繪互動區則讓黑白的社區變彩色，整個社區被營造成充
滿著魅力與生命力，也難怪是二崙最美的社區，社區再生的典範，獲
選為全國示範社區也是理所當然。
詔安聚落的「養豬的世界」

▲

來惠社區│詔安客家族群聚集地

▲來惠厝入口意象很客家

來到來惠厝，有非常強烈來到客家庄的感覺，
除入口意象「回頭屋」圖騰呈現出濃濃詔安客家味
外，從綠色隧道走進社區，兩旁古老詔安客家建築
很復古，有百年古厝，有阿公的磚仔厝，有新規劃
的半月生態池，尤其會遇到老一輩的居民，以客家
語問候，在在顯示它是客家群聚之社區。
公所不僅將來惠社區打造出傳統詔安客家風
貌，且積極改善社區環境，原本縣道 154 甲旁「濫
葬崗」的打牛湳公墓，如今變成一大片公園綠地及
附設各種運動設施，成為社區重要運動休閒聚落。
此外，另一詔安聚落，將客家早期最傳統的
養豬業，利用口袋公園呈現出「養豬世界」，其他
像「客家美食館」、「詔安客棧」、「戲棚廣場」
等等設置，呈現濃濃的客家庄元素，而最近設立的
「美學廣場」，帶出了客家傳統藝術氣息。

崙西社區│宛如一座公園綠地
進入崙西社區，不管是鄉親或外地，看到一大片公園綠地，無不驚
嘆連連，如此偏鄉村落，社區內竟然能打造出如此美麗的公園綠地，而
且園內常年美景如畫，讓崙西社區居民被認定是本鄉最幸福的一群，連
續多年獲選全國優良社區，其來有自。
該社區最大的特色是，擁有兩大塊社區公園綠地，在社區居民凝聚
意識下，向林務單位爭取經費，經過多年努力，讓公園變得花團錦簇，
花木扶疏。
社區除擁有自己的公園，又與運動公園、老人活動中心連成一體，
讓整個社區綠美化更完整。

▲崙西公園內花木扶疏，生態豐富。

▲崙西社區公園入口意象

大義社區│人文薈萃地
大義社區營造雖然稍晚，但因懂得運用地方特色元素，讓社區顯
得很不一樣，很人文，很詩意，也很古意，社區以獲得國家文藝獎的
宋澤萊舊居坐落地為主體，打著地方文化資產，讓大義社區更富藝文
氣息。
而社區設有文學步道，讓你走訪百年古井，欣賞當地傳統建築，比
鄰的大義崙天后宮，是俗稱的「二崙媽祖」，更讓社區有宗教與文藝匯
集之感。

▲

宋澤萊舊居旁的百年
石井今仍在

▲文學步道環繞宋澤萊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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