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當九降風起時，熱鬧好玩的鹿港冬遊季系列活動就要開始了 !
黃振彥鎮長表示，「風」是鹿港入冬的特色，唯有見識到鹿港的九降風，才能體驗九曲巷抵擋東北季風的妙用，也因為風大，

以往鹿港的冬天是旅遊淡季，遊客稀少，鹿港鎮公所為此規劃在冬天好吃好玩的系列活動，成功帶動了人潮，讓鹿港的遊客除
了每年春節進香期、端午划龍舟之外，冬天也能來到鹿港進行美食、遊藝、享樂的饗宴。

黃振彥鎮長指出，冬遊季為鹿港帶來豐富的旅遊商機，根據調查，鹿港鎮去年創下 874 萬旅遊人次的佳績，並顯示各項民俗
與藝文活動對遊客造成相當的吸引力，這也是冬遊季一年比一年更令人期待的原因。

今年鹿港冬遊季系列活動，首先是 10 月 29 日〈週日〉下午 2 時至 5 時在鹿港鎮生態休閒公園廣場登場的「玩趣親子遊樂
園」活動，這是鹿港鎮首次裝置大型充氣氣墊組以及小朋友最喜歡的旋轉木馬等遊樂設施，讓小朋友們免費玩，以及魔幻泡泡
秀、小丑哥哥魔術表演等，為迎接萬聖節，現場還有親子萬聖走秀 PARTY，有興趣的民眾可上鹿港文化所 FB 粉絲專頁報名，

只限 30 組，所以報名
動作要快。活動當天要
選出 3 組最亮眼的親
子組，分別是最佳台風
獎、最佳默契獎、最佳
造型獎，得獎組可獲得
1500 元禮券，參加的
民眾也有限量版提袋贈
品。

另外活動現場還有親
子 DIY 體 驗， 好 玩 緊
張有趣的闖關遊戲等，
邀請大小朋友一起來闖
關，凡闖過兩關的民
眾，以及參加親子走
秀、投票即可領取摸彩
券，好禮包括 42 吋液晶電視、洗衣機、電磁爐、烤箱、兒童益智遊戲組等許多好康好禮，要讓大家在生態公園一起度過歡樂時光。

2017 鹿港冬遊季以「玩樂鹿港冬遊季」為今年主題，活動除了開幕「『玩』趣親子遊樂園」之外，還有「『樂』尋小祿鹿躲貓貓」、
「『鹿』藝呈光遊村歡」、「『港』邊夢響舞台」、「『冬』遊歡饗小吃宴」、「『遊』享樂市集」、「『季』望未來演唱會」等
數十項大小活動，包括了公會堂夢響舞台、鹿港小吃宴、市集以及壓軸的 12 月 16 日演唱會等，整整一個半月的活動，每週六日在
鹿港公會堂、藝術村都有豐富的藝文饗宴，邀請表演的團體包括台中聲五洲掌中劇團王英峻布袋戲、無雙樂團、萍蓬草劇團、小青
蛙劇團等。

黃振彥鎮長竭誠邀請大家冬遊鹿港，看表演、賞古蹟、玩工藝、品小吃、在不同的季節感受不同的鹿港之美。詳細活動內容請在FB「鹿
港文化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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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引頸期待的彰化漁港，終於在 10 月 13 日舉行動土典禮，魏明谷縣長宣布彰化漁港獲行政院核定近程第一階段建設計畫，預計投
入經費 14.42 億元，並採專案補助方式以縮短漁港建設的時程，期能早日完成彰化縣漁民多年來期待一個不候潮的新漁港，在完工後將

創造漁民的經濟，提升漁民的生活。
參加動土儀式貴賓有立法委員王惠美、彰

化縣議員陳秀寳、李清木、林士堅、葉國雄、
尤瑞春、賴澤民、楊竣程、鹿港鎮民代表會
主席許志宏、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副
主委賴博司、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丘慶
智、縣府農業處長黃碧海、新聞處長李俊德
及理監事、代表、各級民意代表及地方仕紳
等人。

魏明谷在致詞時指出，彰化縣是一個淺海
的沙岸，漁民進出捕魚都要配合潮汐出海，
難免會錯過捕魚的好時機，地方所爭取興建
的彰化漁港，是彰化縣唯一不用受到潮汐影響的漁港，希望漁港能夠盡速在 109 年建置完成，讓所有膠筏、漁船進出更為方便，對漁業的捕撈、
漁民的收入會有很大的幫助。另外在漁港的南邊，縣府目前也積極向行政院爭取經費興建運維碼頭，因為彰化縣的外海是全世界最好的風場，
離岸風力的開發商也都聚集在彰化，提升彰化縣在全世界的能見度。 

彰化區漁會理事長陳宗義表示，彰化漁港近程第一階段建設計畫動土後，還有許多建設要做，等漁港全部施作完成，將會非常便利漁民，之
後漁船也可以直接出港，不會受到潮差的影響，感謝縣府以及各界的支持與幫忙。 

黃振彥鎮長表示，非常感謝魏縣長與各級民代向中央積極爭取經費，彰化漁港終於開始動土，這是歷史性的一刻，鹿港積極推動國家歷史風
景區，打造鹿港古都風貌成為台灣亮點，彰濱工業區也積極發展觀光工廠，提升觀光多元性，彰化漁港落成後，不僅讓漁民出海捕魚方便，漁
船與休閒活動的結合，也能帶來更多觀光商機，未來鹿港將成為台灣中部文化觀光最指標性的鄉鎮，躍升國際舞台。 

本項計畫於 104~106 年已辦理防風林填築及圍堤工程，及漁港整體規劃設計，這次工程動土將陸續興建防波堤、漁筏停泊碼頭、浮動碼頭等
可開港營運之建設，預計 109 年底完成。而未來遠程計畫則配合彰化漁港南側的離岸風機運維港之發展，結合漁業、觀光與綠能為主軸，朝多
功能、多元化漁港來規劃，期望在短期內提升在地漁民捕獲量及經濟收入，長期發展則朝向輔導漁民轉型為休閒漁業與綠能運維服務，以開展
彰化漁業的新願景。 

▲魏明谷縣長致詞宣布彰化漁港獲行政院核定近程第一階段建設計畫，預計投入經費 14.42
億元，並以專案補助。

▲鹿港冬遊季首登場是 10 月 29 日在生態休閒公園的「玩趣親子遊樂園」，包含萬聖親子走秀
PARTY，帶動熱鬧氣氛。

2017 鹿港冬遊季登場  好看好吃好玩盡在鹿港
以玩樂鹿港冬遊季為主題邀請大家參加藝文饗宴

▲黃振彥鎮長啟動 2017 鹿港冬遊季系列活動就此展開。

結合漁業觀光與綠能帶動地方經濟產業  
彰化漁港正式動土興建開展漁業新願景

▲深受漁民所期盼的彰化漁港進行動土典禮，魏明谷縣長與貴賓們以儀式祝福施工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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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暨鹿港鎮公所的重陽敬老禮金，自 106 年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27 日由各里辦公處發放，發
放對象為本鎮 65歲以上長者，每人可領到鹿港鎮公所致贈 500 元的重陽敬老慰問金與壽麵線 1份，

以及彰化縣政府 2,000 元敬老禮金。另外公所再贈送今年 80 歲及 90 歲長者壽星禮品乙份。黃振彥說，
魏明谷縣長非常重視縣內的老人福利，自上任之後，重陽敬老禮金已經從每人 1千元增加至 2千元，並
承諾明年還要加碼至 3千元，讓長輩們可以快樂過節。
10 月 11 日一大早，鹿港鎮長黃振彥即在玉順里長萬家在陪同下，挨家挨戶發送重陽敬老禮金給長輩
們，大家領到紅包都眉開眼笑。
黃振彥表示，鹿港鎮今年達 65
歲以上長輩共有 11,663 人，比
去年增加了 463 人，重陽節敬
老禮金是一份敬老的心意，感謝
長輩們對社會國家之貢獻，讓長
輩們度過快樂的重陽節，同時也
讓里長與里辦公室能夠多多關懷
基層，藉由禮金的發送了解里內
的動態，特別是獨居老人，如果
生活發生問題，將可啟動社區系
統提供必要的協助。
黃振彥表示，鹿港鎮幅員遼
闊，需要安排一段時間來發送禮
金，依照里辦公室的安排，有的
是親送到府，有的是排定時間請
民眾到里辦公室或定點領取，如
果在預定時間未領取者，里長或
里幹事都還會上門聯繫，請大家
耐心等待，並祝福所有的長輩們
重陽節快樂。

為解決南分圳在鹿港鎮內的髒臭問題，經過黃振彥鎮長的努力協調，鹿港鎮公所邀請各單位舉辦二次公聽會，規劃
於將南分圳自民權路至東興路，中正路至永安三路的圳溝加蓋，闢建成道路，預期將可有效改善周遭的環境。

南分圳過去是鹿港主要的區域排水，也是灌溉溝渠，市區內在民權路有部分路段已有加蓋，且設柵欄阻隔垃圾，造
成垃圾被卡住堆積，且在農忙時節須保持灌溉水，水利會不放流，南分圳變成死水發臭，影響附近居民生活品質。
黃振彥表示，經由地方陳情反映，希望南分圳在市區內路段能夠加蓋闢建道路，既能降低髒臭污染，又利於大家通
行，只是南分圳屬水利會土地，雖然一再商榷，水利會礙於法規，無法將溝面土地以捐贈、或無償撥用給鹿港鎮公所，
最後只能走上價購一途，初估取得用地約需 1千 8百餘萬。
為考量當地環境衛生，及強化居民通行安全，提升生活品質與改善社區景觀，幾經評估會勘，黃振彥特別前往水利
會拜會，終於達成價購土地之協議，可望為南分圳的髒臭解套。
公聽會上有多位鎮民代表、里長與居民代
表出席，永安里長施佩妤及地方居民提議，
除了希望工程能夠盡速進行之外，也提請規
劃單位要重視南分圳的排水功能，避免發生
淹水的後遺症。黃振彥表示，南分圳溝面加
蓋闢建道路，溝底箱涵也會重建，以及預留
疏濬溝底所需的人孔蓋，以利未來的清淤工
作，確保品質讓排水功能更耐用。
經過兩次公聽會之後，鹿港鎮公所將與水
利會展開價購協商，並著手進行規畫以及編
列預算提請鎮代會支持。至於工程經費，黃
振彥表示，仍會盡力向縣府爭取，由於縣府
已啟動規劃鹿港鎮污水處理系統，未來將家
戶接管至污水下水道，把灌排分離，可全面
性解決排水溝的污染問題。

為解決南分圳流經市區易冒雜草阻垃圾之困擾
黃振彥向水利會協調購地加蓋闢路解決難題

▲黃振彥鎮長主持南分圳加蓋闢路公聽會，聽取各界意見。

▲黃振彥鎮長與機要秘書黃新東、建設觀光課長許弘華視察南分圳，研議要將排水溝加蓋闢建道路。

鹿港鎮公所公告
本鎮第一公墓鹿盛段1214、1244、1245、1246、1247、1253、1254地號等7筆土地範圍內有〈無〉

主墳墓遷葬優待進塔使用費 2 分之 1，自原 104 年 12 月 31 日期滿日起展延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為鼓勵志工發揮志願服務精神，並感謝志工長期的奉獻，鹿港鎮公所於 09 月 19 舉辦「鹿港鎮公所績優志工表揚大會
活動」，藉此表揚優秀志工，以為楷模，並提升服務士氣。

鹿港鎮公所從民國 96 年起積極推動志願服務制度，而公所的志工團隊是以文化所、公用事業管理所、行政課及幼兒園
為主，以彌補公所人力不足。鹿港人文薈萃，古蹟林立，所幸有賴志工的協助幫忙及導覽，讓業務推動更加順利、圓滿，
也讓鹿港之美透過志工熱情介紹，使遊客留下深刻美好印象。
活動當天來自所內積極參與志願服務的志工齊聚一堂，藉此機會除了讓志工個人獲得肯定及感受榮譽感外，更期待藉此
鼓勵大眾參與志願服務。
此次表揚活動，共計表揚
五種獎項：
( 一 )	特殊貢獻獎（針對服
務對象或團隊有特別助益之
表現），共計 5人。
( 二 )	榮譽金牌獎（在本所
服務滿九年且達 1800 小時以
上者），共計 17 人
( 三 )	榮譽銀牌獎（在本所
服務滿六年且達 1200 小時以
上者），共計 12 人。
( 四 )	榮譽銅牌獎（在本所
服務滿三年且達 600 小時以
上者），共計 6人。
( 五 )	績優獎（全年服務滿
200 小時，績效良好者），
共計 35 人。
鹿港鎮長黃振彥表示，今
年為鎮公所志工隊成立第 10
年，而隊內也有多數為公所
草創期即加入志工行列的志
工，因此今年共有 17 人獲得
本所志願服務獎勵最高殊榮 -
榮譽金牌獎，非常恭喜所有
獲獎人員。	

▲黃振彥鎮長頒獎表揚特殊貢獻獎蕭施棲梧〈左起〉、粘躍騰、陳麗珠、許豊成、陳貞鳳，
感謝他們為社會長期的付出。

鎮公所志工隊成立 10年感謝無私奉獻
黃振彥表揚績優志工鼓勵大眾參與服務

彰化縣第一個垃圾掩埋場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10 月 5日上午在鹿港鎮清潔隊舉行開工儀式，鹿港鎮長黃振
彥表示，鹿港不僅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也具有少雨及充沛的太陽日照條件，為此，鹿港鎮公所響應中

央政府之發展綠能減碳政策，特與廠商就已復育的垃圾掩埋場合作發展太陽能電站，這也是台灣第三座由垃圾場
變身的太陽能電站，預計年底完工之後併網啟用，將年產出 360 萬度電，約可供應 1800 家戶的全年使用。
黃振彥表示，本場的發電量 2.46MWp 等同於減少 4400 公噸的二氧化碳，也等同於 11 座大安森林公園的年吸
附量。根據業者表示，台灣第一座垃圾掩埋場設置太陽能發電是台北福德坑，已於去年完工啟用，第二座是桃園
市掩埋場，鹿港鎮是第三座。
黃振彥指出，節能減碳是世界各國都在發展的目標，尤其歐美國家，現在興建任何建築物，都會導入綠建築及
節能減碳的概念，很多大樓用電都能夠自給自足，政府相當鼓勵各級機關能夠將閒置土地，在不違反原先使用目
的之情況下來發展綠能。鹿港鎮公所位於海邊的垃圾掩埋場，是當時未建彰南焚化爐之前使用，之後經過封場復
育多年，現在將由廠商在上面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另外還有清潔隊部的停車場，也將搭建太陽能棚架，一方面
吸收太陽能電力，同時也可讓車輛遮蔭，降低機械的損耗。
鹿港鎮在此計畫中係依照太陽能板設施所占的面積，以公告地價來換算回饋金，估計每年約可入帳 101萬元，
同時讓復育中的垃圾掩埋場改善外觀，可說是多贏的局面。目前鹿港鎮的掩埋場太陽能電站，是彰化縣第一座將
垃圾掩埋場轉化成光電園區的案例，預期將可引領縣內其他鄉鎮的陸續轉型。

▲鹿港垃圾掩埋場設置太陽能電站已於 10 月 5 日開工，預計每年可為鹿港鎮庫增加百萬收入。

▲黃振彥訪視頂厝里，向長輩們祝賀重陽節快樂。

彰化縣第一個垃圾掩埋場設置太陽能系統
鹿港鎮太陽能電站動工將引領其他鄉鎮轉型

彰化縣政府暨鹿港鎮公所 106 年度
重陽敬老禮金發放開始囉～

捐贈彰化縣消防局鹿鳴分隊救護車
台灣產健公司為在地救護系統增添助力
台灣產健股份有限公司 - 田園工房於 10 月 5日捐贈 T6 高頂救護車一輛給彰化縣消防局鹿鳴消防分隊，由

魏明谷縣長親自主持捐贈儀式，黃振彥鎮長則代表鹿港地區鄉親感謝台灣產健公司的善舉，譽為企業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優良典範。
台灣產健股份有限公司 - 田園工房為ＳＵＮ流通集團旗下子公司，集團在台灣深耕已經 27 年，抱持感恩的
心與善念，持續與公益團體合作，照顧弱勢族群。台灣產經公司董事長笠島亨悅、本部長沈聖靖、產流通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高橋正龍等都出席了捐贈儀式，各界貴賓還有彰化縣議員張東正、楊竣程、林士堅、鹿港
鎮民代表會主席許志宏、彰化縣消防局長李永福、義消同仁、各級民意代表與地方仕紳等人，場面溫馨隆重。
魏明谷縣長指出，到院前緊急救護服務工作成長快速，經統計彰化縣緊急救護案件，105年度累計5萬3,132
件，平均每天出勤 146 件，救護車每 9分鐘出勤 1次，這次ＳＵＮ流通集團捐贈的救護車加入鹿鳴分隊緊急
救護行列後，不僅可以讓消防弟兄有更好的裝備為鄉親進行急救任務之外，也可以讓鄉親的生命財產獲得更
深一層的保障。	

▲台灣產健股份有限公司捐贈鹿鳴消防隊救護車啟用儀式，縣長、鎮長與貴賓們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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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保存維護不易，一旦遭受破壞就難以復原，為強化文化資產防救災機制，由文化部委託內政部消防署
辦理，並由彰化縣消防局承辦、彰化縣文化局協辦的強化古蹟防災管理研討會暨搶救演練活動，10 月

18 日上午在國家古蹟鹿港龍山寺舉行，副縣長林明裕代表縣長魏明谷出席。林明裕對於鹿港龍山寺全力投入
古蹟防災演練表示相當感謝，並期許透過演練與講座，喚起民眾共同來維護保存珍貴的古蹟文化資產。

這項活動另也在鹿港統一渡假村鹿港文創會館進行的研討會，邀請到中央警察大學教授簡賢文、中國科技
大學副教授閻亞寧、消防署搶救組秘書李彥毅、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專員顏富平等專題報告及案例分享，將文
化資產保存、古蹟歷史建物災害應變的作為與觀念加以整合，落實在古蹟防救災機制中。  

參加龍山寺消防演練的貴賓則有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副組長林炳耀、鹿港鎮長黃振彥、龍山寺管理委員會主
委施輝雄、彰化縣消防局長李永福、文化局長陳文彬、縣府新聞處副處長張志昇、彰化縣義勇消防總隊防火
宣導大隊長許雪珠、總幹事黃美娟、義消第三大隊長胡本良、各消防隊代表、帝寶教育基金會副董事長詹坤
華、各級民意代表、地方仕紳等人。

黃振彥表示，古蹟與歷史建築是鹿港最珍貴的文化資產，多數由私人團體或業主管理，對於年代已久的木
構建築，加強防災與救災觀念及行動相當重要，很感謝消防局及縣府一再提供消防演練及講習的機會，時時
提醒大家防災的重要性，現在鹿港很多宮廟都定期更換電線的線路，從每個小地方做起，也是我們維護文化
資產的一份責任。

此次活動為彰化縣第一次針對寺廟古蹟作示範演練，邀請各縣市消防機關代表、彰化縣古蹟管理代表及消
防人員等約 250 人參與觀摩，主要目的是結合消防、文化、民政單位、文化資產管理人及地方居民的參與，
以達到共同搶救的共識，並提升防火管理及搶救安全意識，搶救演練也邀請鹿港國小學童觀摩與學習，希望
能將歷史文化與
古蹟防災從小扎
根，並透過辦理
此次演練活動及
講座，讓民眾能
對 古 蹟 歷 史 建
築物更加重視，
一起來維護及保
存。 

頭崙里的萬興社區活動力強，居民純樸友善，對公共事務都非常熱心，萬興宮是居
民活動的重要據點，社區發展協會由理事長楊明通發起，近期開始施作牆面彩繪

工程，在萬興宮臨道路的牆面，畫上了代表頭崙里的特色—水龍頭與小火車鐵道，讓
社區景觀大大增色。

也是頭崙里長的楊明通說，早期此區曾建有鐵道，以載運甘蔗為主，所以設計彩繪
主題是用鐵道為背景，重現昔日社區風貌，為社區歷史留下足跡，並為樸實的街道增
添繽紛色彩。

鹿港鎮長黃振彥表示，萬興社區早期主要生產五金工業，社區內水龍頭的產值可說
是台灣龍頭，外銷全世界各國，品質及口碑皆是一流，雖然時代不斷在進步，萬興社
區仍保留了很濃厚的傳統風俗，所凝聚的團結心與向心力都非常強， 社區內現有很多
舊式三合院建築、古井等，居民在整理環境、掃除髒亂點等都很自發，這次希望彩繪
社區內的圍牆，使景觀更美觀，鎮公所特別補助經費，讓大家從萬興宮旁經過，就可
以看到代表社區的意象圖騰。

楊明通里長說，希望把社區的特色藉由彩繪保存下來，為社區歷史留下足跡，讓樸
實的街道增添繽紛色彩，把美好的記憶留在大家心底。

▲參加資源回收創意作品比賽的作品琳瑯滿目，展現小朋友們超凡的創意。

黃振彥率隊參訪礁溪鄉公所
進行業務交流暨學習

為業務交流及地方特色文化學習，鹿港
鎮長黃振彥於 10 月 1 日率鎮公所課

室主管及鹿港鎮代會副主席郭熤水等 8 位
鎮代、14 位里長，參訪宜蘭縣礁溪鄉公所，
並進行交流會晤，獲得礁溪鄉長林錫忠、
鄉代會主席游見璋及鄉代們的熱烈歡迎，
由於兩年前林錫忠鄉長曾率礁溪鄉清潔隊
來鹿港參訪，基層也相互認識，情誼越來
越深厚。

黃振彥表示，當年他投入鹿港鎮長補選，
獲得高票當選，之後隔三個月是礁溪鄉長
補選，林錫忠也高票當選，兩人的第二任
鄉鎮長也都順利得以連任，因此奠定了穩
固的友誼與互相交流的基礎，希望截長補
短，讓政務推動更順遂。

礁溪與鹿港都以觀光聞名，礁溪擁有台
灣面積最大的平地溫泉，總人口數三萬多
人，鄉內卻有長榮鳳凰、寒舍等大小飯店
與民宿百餘家，觀光發展非常迅速，除了
溫泉，礁溪更擁有瀑布、山間湖泊、河川、
步道等景觀，觀光資源豐富，也具有歷史
人文與傳統文化的傳承。

黃振彥表示，宜蘭好山好水，是旅遊及
宜居城鎮，此行參訪希望就推動觀光休憩
產業，前來觀摩學習，冀能振興地方經濟
發展，促進地方繁榮。

▲山崙里道路改善工程完工，居民紛紛稱讚。

強化文化資產的防救災機制  
縣府在國家古蹟龍山寺辦理火災搶救演練

▲ 106 年強化古蹟防災搶救演練在鹿港龍山寺進行得相當成功。

▲消防人員抬著從廟內搶救出來象徵佛像的文物，是強化古蹟防災演練的重點項目之一。

▲黃振彥鎮長率團參訪礁溪鄉公所，與林錫忠鄉長合影於三級古蹟礁溪鄉公所門前。

山崙里道路改善工程完工
嘉惠里民通行更安全

山崙里位居鹿港最北端，居民務農
多，不少田間農路經過日曬雨

淋，道路龜裂破損嚴重，經地方陳
情，鹿港鎮長黃振彥特向縣府爭取近
5 百萬經費，改善山崙里三處道路的
路面，全部刨除之後重鋪 AC 路面，
完工之後呈現嶄新平坦的道路，讓附
近鄰里居民都很歡喜。

里長吳順和表示，山崙里處於偏遠
地帶，居民出入都靠農路，因道路破
舊龜裂導致崎嶇，機車及腳踏車經過
都十分顛簸，易造成意外，經過地方
反映，感謝黃振彥鎮長向縣府爭取經
費，今年 7 月開工，8 月底竣工，完
成了三條道路的鋪設，大大改善了地
方的交通。

黃振彥表示，該社區居民以老人居
多，外出需要特別注意安全，所以道
路的維護很重要，這次鋪設的 AC 路
面有三處，全長約 1872M，鋪設瀝
青混擬土約 10401.22 平方公尺，經
費約 5 百萬，施工過程經過嚴格監
督品質，希望可以改善鄉里道路，提
升居住環境，確保民眾行的安全。

頭崙里萬興社區圍牆彩繪完成
展現地方產業文化特色

▲萬興宮圍牆彩繪完成，改善社區景觀展現地方產業特色。

鹿港鎮公所舉辦 106年學校資源回收創意作品比賽
為提倡資源回收，推動垃圾減量的觀念從小札根做起，鹿港鎮公所舉辦 106 年度學校資源回收創意比賽，歡迎鎮內各國小學童利用暑假

期間完成作品來報名，一共收到 42 件作品，幾乎件件都很精彩，發揮出無窮的創意，連評選老師讚嘆不已 !
黃振彥鎮長表示，孩子的小腦袋有許多古靈精怪的想法，他們利用廢棄的紙箱、紙盒、寶特瓶、瓶蓋等做出許多有趣的玩具與用品，證

明廢棄物經過資源回收之後還有很多用處，就這樣丟到焚化爐很可惜，同時也告訴我們要愛物惜福，垃圾減量就是愛地球的具體行動。
這項比賽是以資源回收為素材，請小朋友發揮創意再利用，讓有用的資源垃圾化腐朽為神奇，邀請鎮內每所國小甄選出 6 件作品參加決

選，今年共收到 42 件，聘請鹿港高中黃菘苑、鹿港國中林嘉明、鹿鳴國中黃鏞儒三位老師來評選出今年的最佳作品。
競賽第一名優勝將可獲得 1500 元禮券，第二名 1200 元禮券，第三名 1000 元禮券，佳作兩名可獲 500 元禮券；結果由文開國小林睿畇

得到第一名，第二名鹿東國小施妍儀同學，第三名鹿東國小余宣潔同學，兩名佳作是鹿東國小許鈺佩、文開國小施茗翔，以及所有參加的
同學都可獲得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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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費近四年完工的「萬能錫藝館」於 10 月 8日隆重開幕，館內展示「人間國寶」錫雕大師陳萬能及傳人陳志揚、陳志昇等作品近四十件，精緻
璀璨的錫雕藝術品驚豔四方。

開幕當日貴賓雲集，包括總統府資政趙守博、立法委員王惠美、鹿港鎮長黃振彥、彰化縣文化局長陳文彬、前文化部部長現任銘傳大學教授洪孟
啟、前高雄市警局長黃茂穗、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施國隆、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主任許耿修、國美館長蕭宗煌、人間國寶粧佛施至輝、人
間國寶木雕施鎮洋、鹿港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王康壽、帝寶教育基金會副董事長詹坤華、中華民國傳統匠師協會祕書長黃志農、大學教授江韶瑩、穩

發漁業董事長謝龍隱與聯興國際通運公司董事長洪英正等貴賓躬臨盛會，
與會貴賓均盛讚陳萬能推動錫雕工藝的用心，稱讚「萬能錫藝館」的成立
為鹿港再添光彩，現場非常熱鬧。
陳萬能十四歲開始跟隨父親習藝，初期承襲古法，製作傳統錫器、香爐、
燭台、紅柑燈等，之後嘗試錫器創新、改造平面龍燭為立體龍燭。面對日
趨沒落錫器工藝，陳萬能不但未曾因而喪志，更致力於把錫器提升為錫藝，
曾創作「祥龍獻瑞、麒麟蓮花燈、龍頭如意」等作品，深受好評。
機械的興起，使很多傳統手工行業面臨沒落，從業半個多世紀的陳萬能
錫藝，挺過了電鍍取代錫器的危機，也力戰大陸廉價商品的競爭，終究以
藝術價值被世人所肯定，如今萬能錫藝館訂單接不完，接受製作很多寺廟
的大型雕刻，或家庭用的祭祀禮器，業界公認陳萬能的作品，不但美觀實
用，更具有藝術的價值。
陳萬能有四子，老二炯裕、老三志揚、老四志昇，都繼承他的衣缽，各
有出色的成績。尤其是志揚、志昇都在創作路線嶄露頭角，讓鹿港錫藝這
門古老民俗工藝，有了新一代的傳人。
在萬能錫藝館，裸露上身顯現八塊肌的四大天王非常受到矚目，這是曾
赴美國紐約研習藝術的陳志揚所帶回的創新概念，父子將西方展現肌肉感
的藝術塑像，融入台灣傳統雕塑，展現新風格。陳志昇則在神像雕塑技藝
精湛，已從傳統太子樓柑燈、香爐等，做到金童玉女、關公與達摩祖師等
神像，各自在不同領域推陳出新，藝術造詣深受期待。
黃振彥表示，萬能錫藝館的落成，為鹿港再創新地標，不但是鹿港之光，
也代表工藝界的榮耀。

化錫為神奇璀璨錫雕藝術光耀鹿港
萬能錫藝館落成開幕增添鹿港新地標

▲萬能錫藝館落成啟用，邀請各界貴賓揭幕。

於展覽期間前往鹿港公會堂、圖書藝文中心參觀者，皆免費入場，公務員並可核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1 小時。

藝文展覽
展覽主題 展覽日期 展覽地點 開放時間

浮雲遊子 -
張毓麟紀念展

106年10月13日（四）

106年 11月 5日（日）

鹿港公會堂
鹿港鎮埔頭街 72 號

週二至週日 10:00-18:00
每週一休館

林俊寅畫說鹿港
邀請展

106年11月10日（五）

106年12月10日（日）

鹿港公會堂
鹿港鎮埔頭街 72 號

週二至週日 10:00-18:00
每週一休館

林秋宏生活
傢飾彩繪＆
油畫師生展

106年 9月27日（三）

106年10月26日（四）

鹿港鎮圖書藝文中心
鹿港鎮龍舟路22號

週二至週日 9:00~17:00
中午休館 12:00~13:30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

～

～

鹿港高中古蹟解說團除了每週日駐守古蹟景點，為遊客擔任義務導覽解說工作之外，暑假期間還主動進行社區環境清理服務，撿拾位於第一市場
周邊路面的菸蒂，總重量約有 2.5 公斤，義行非常難得。黃振彥鎮長特頒發每位同學一紙感謝狀以及福袋小禮物，與林宜賢校長共同嘉許同學

們的愛鄉精神。
鹿港高中古蹟解說團創設已 24 年，主要在於培訓同學古蹟導覽解說的能力，並於每週日在鹿港龍山寺、天后宮駐點導覽解說服務，成員在導覽
鹿港時，發現道路邊、鋪面縫隙等角落夾了不少菸蒂，有礙觀瞻，因此，王心宜團長、李易倫、莊雲喬、邱冠霖等人發起，利用暑假課餘時間，在
鹿港第一市場主動撿拾菸蒂，並獲得團內王陳翔、龔俊榮、潘宗祐、羅月襄、蔡玉玲等同學大力支持，投入「撿菸蒂」運動約有 20 多位同學，暑
假共撿拾約 2.5 公斤多的菸蒂，裝滿好幾大罐寶特瓶，學生盼藉由行動喚起民眾愛護環境，避免再亂丟垃圾菸蒂。
鹿港高中林宜賢校長表示，古蹟解說團是該校特色社團，學生利用假日做文化導覽服務，讓來鹿港參觀的民眾能深度認識鹿港，學生從導覽服務
當中省思檢討以及發現新問題，並找出解決的方式，親身投入參與，是服務學習最珍貴的成果。因此，林宜賢校長表示，鹿港高中將持續讓學生投
入社區，以環境服務、古蹟解說導覽等來回饋社區。
黃振彥指出，鹿港近年來觀光客倍增，一年湧入 870 萬遊客，是小鎮居住人口的百倍，所以環境維護需要投注更多心力，非常感動看到鹿港高中
古蹟解說團的學生們不僅駐點解說古蹟，更用行動來愛護古蹟與環境，所以他除了致贈鎮公所頒發的感謝狀之外，也送給每位同學一個代表鹿港文
化的福袋，祝福大家學業進步，萬事順利。
撿拾菸蒂行動發起人之一王心宜同學說，利用暑假期間，在固定地點、固定時間，撿拾菸蒂行動是一個社會實驗的行動，選擇鹿港第一市場，除
了是在地人必去的地方，更是遊客品嘗傳統小吃、買伴手禮必經之地，有些菸蒂因為卡磚縫之間，只能用手撿才能除去菸蒂，同學們希望透過愛家

鄉的小行動，讓鹿港的觀光環境變得更好。

鹿港高中投入社區服務假日撿拾路面菸蒂

▲林宜賢校長領導有方，黃振彥非常肯定鹿港高中學生投入社區服務的愛鄉與奉獻
精神。

浮雲遊子張毓麟作品終返家鄉展出
不捨英年早逝  父母舉辦紀念展追憶
「毓麟總是隨興帶著最愛的畫具，騎著他的寶貝 vespa 跟鐵馬，到處記錄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透過不同的素材與筆觸，靜物、廟會、景物，一一被生動的

記錄下來。不同於 3C產品的畫面呈現，你將透過毓麟的視覺展演，看到更多的情感與悸動。」~ 毓麟父憶兒。
鹿港公會堂於 106 年 10 月 13 日至 106 年 11 月 5日舉辦「浮雲遊子 ~張毓麟紀念展」，鹿港鎮長黃振彥表示，本檔是公會堂一次非常特殊的展出，展
出者毓麟同學在天上有知，當能感受到父母親及家人對他濃濃的愛與思念，我們除了熱忱歡迎浮雲遊子回到家鄉之外，也要向張爸爸、張媽媽致上最大的
敬意，天下父母心，相信毓麟會以父母為榮。
展出者張毓麟，1994 年 2 月 1日出生於鹿港，與這片土地結下了不解之緣。從小熱愛畫畫的毓麟於鹿港國小就讀時，便展現高度的藝術天份，國小老
師常把毓麟在作業本上新的繪畫與其他老師們分享，隨後在父母的支持與鼓勵下繼續朝著美術創作這條路前進。國中考取雲林東南國中美術班就讀，儘管
在校住宿生活嚴格，但三年扎實的技巧磨練，也為其繪畫創作扎下深厚的基礎功力。
高中時期，張毓麟進入員林高中美術班就讀，期間喜好騎單車出遊，亦養成了在生活中隨時探索、發掘、記錄與創作的良好習慣，高三時，獨自一人完
成單車環島之行，並以旅行過程及日常生活中所創作之作品，考取了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2013年10月17日一如往昔，毓麟騎著他最心愛的vespa機車，

穿梭於虎尾田野之間找尋著景色，遭徑間竄出之小客車撞擊，不幸英才早逝。
張毓麟繪畫主要以風景題材之描繪為主，常徘徊於鹿港老街繪製風景，其中系列作品亦獲入選聯邦美術印象大獎之殊榮，備受肯定，並進
行全國巡迴展覽。亦有美術社老闆見其作品，如識馬伯樂，常免費提供畫具材料供其使用，提攜鼓勵。
張毓麟往生後作品曾於雲林東南國中、國立員林高中以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巡迴展出，除了向學弟妹展現精彩作品之外，另有舊地重遊之
意涵。東方設計大學丘永福教授於員林高中參觀展覽時曾言 :「展覽作品精彩，亦可為美術資優教育之典範。」
遊子終如浮雲重回天際，今年 10 月，張毓麟終返故鄉鹿港公會堂展出，希望藉此展覽除了能讓觀眾欣賞鹿港在地優美風情外，亦能感受到
鹿港子弟張毓麟對於故鄉土地之關懷，以及藝術創作之熱忱。

▲人間國寶錫雕大師陳萬能細數近代錫藝創作之變革。

▲張金龍夫婦與就讀美術系的二子張毓洲，三人在張毓麟畫作前合影，緬懷逝去的生命。

▲黃振彥鎮長感嘆英才早逝，張毓麟的繪畫天賦與愛鄉情懷特別令人不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