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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4 臺中縣知事

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牧朴真 長崎縣
明治29年4月由內務部長調任。

明治29年8月卸任。

傳
略

牧朴真（まき　なおまさ）  為日本長崎縣人，明治時代官員，於1896年（明治29
年）4月，奉令接替兒玉利國擔任臺中縣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

縣等區域。是年6月離任。後歷任青森縣、愛媛縣知事等職。

後藤松吉郎 明治29年8月在任。 代理

傳
略

後藤松吉郎  為日本明治時代官員，於1896年（明治29年）6月，奉令接替牧朴真代

理擔任臺中縣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等區域。

村上義雄
明治29年8月任。

明治31年5月調任臺北縣知事。

傳
略

村上義雄  為日本明治大正時代之日本政府官員。村上義雄於1898年（明治31年）5
月3日接替橋口文藏，於臺灣臺北地區擔任臺北縣知事，管轄今臺北縣市、宜蘭及基隆

等地的行政事務。調臺北縣知事（1898年5月3日－1901年11月11日）

木下周一
明治3 1年5月由鳳山縣知事調

任。明治34年11月卸任。

傳
略

木下周一  為日本明治時代官員，於1898年（明治31年），奉令接替村上義雄擔任臺

中縣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等區域。

表9-2-25 臺中廳長

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小林三郎 福島縣
明治34年11月任。

明治35年6月23日調澎湖廳長。

傳
略

小林三郎  為日本明治時代官員，於1901年（明治34年），奉令接替木下周一擔任

臺中廳長。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等區域(不包括高山地帶)。調澎湖廰。

岡本武輝 靜岡縣
明治35年6月23日任。

明治39年9月8日卸。

傳
略

岡本武輝  本籍日本靜岡縣，為日本明治時代官員，於1902年（明治9年），奉令接

替小林三郎擔任臺中廳長。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等區域(不包括高山地帶)。

左藤謙太郎
明治39年9月8日任。

明治42年10月11日卸。

傳
略

佐藤謙太郎  為日本明治時代官員，於1906年（明治9年），奉令接替岡本武輝擔任

臺中廳長。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等區域(不包括高山地帶)，臺中著名的湖心亭即在

其任內完成，其外孫廖了以在曾任臺中縣第十一、十二屆民選縣長。

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枝　德二 廣島縣
廣島師範學校畢

業

明治42年10月11日由日本愛知

縣內務部長陞任。

大正4年12月調任臺南廳長。

傳
略

枝德二  （1863年－？）本籍日本廣島縣福山町，為日本明治大正時代官員，畢業

於廣島縣師範學校，於1909年（明治9年），奉令接替佐藤謙太郎擔任合併彰化廳後

的首任臺中廳長。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等區域(不包括高山地帶)。1920
年9月1日至1921年10月8日成為首任臺南州知事。經歷：臺南州知事，嘉南埤圳管理

者，正四位勳三等，正五位勳三等，臺中廳長，兵庫縣敎諭，長野縣敎諭，島根縣敎

諭，茨城縣敎諭，縣屬，縣視學，師範學校校長，中學校校長，高等女學校校長，愛

知縣事務官，愛知縣內務部長。

參考文獻

劉寧顏編，《重修台灣省通志》，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年。

大園市藏，《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沢書店発行，1916年。

三村三平 福井縣
大正4年10月27日由新竹廳長調

任。大正8年4月8日卸。

傳
略

三村三平  為日本明治大正時代之臺灣日治時期官員，於1915年奉令接替枝德二擔

任日治臺灣臺中廳長。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等區域(不包括高山地帶)。

加福豐次
長崎縣（一

作兵庫）

東京帝國大學法

科畢業

大正8年4月8日任。大正9年9月
1日臺中廳改制為臺中州，任臺

中州知事。

陸 軍 二

等主計

傳
略

加福豐次  東京帝國大學佛法科畢業，日本明治大正時代之日本政府官員，本籍日本

長崎。加福豐次於1914年6月10日接替井村大吉，於臺灣臺北地區擔任臺北廳長，管

轄今臺北縣市、宜蘭及基隆等地的行政事務。

9-2-26 臺中州知事

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加福豐次

長崎縣 

（一作兵

庫）

東京帝國大

學法科畢業

大正9年9月1日臺中廳改制為

臺中州，由臺中廳長改任臺

中州知事。大正10年2月1日
免。

陸軍二等主計

立川連 茨城縣
東京帝國大

學法科畢業

大正10年2月1日任。

大正11年5月15日免。

傳
略

立川連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為日本大正時代之臺灣日治時期政府官員，他於1921年
奉令接替加福豐次擔任臺灣臺中州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等

區域。

常吉德壽 佐賀縣
東京帝國大

學法科畢業

大正11年5月15日新竹州知

事調任。大正13年12月25日
免。



1698

人物篇

1699

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傳
略

常吉德壽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為日本大正時代之臺灣日治時期政府官員，（新竹州

知事1921年10月8日─1922年5月15日）他於1922年奉令接替立川連擔任臺灣臺中州

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等區域。

山本文平 新瀉縣

東京帝國大

學英法科畢

業

大正13年12月25日由臺中州

內務部長陞任。

大正15年10月11日免。

調任警務局長

傳
略

本山文平  本籍日本新潟縣，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為日本大正時代之臺灣日治時期政

府官員，他於1924年奉令接替常吉德壽擔任臺灣臺中州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

縣、彰化縣、南投縣等區域。

三浦碌郎

福井縣（一

作京都府）

人

日本帝國大

學畢業

昭和元年10月12日由高雄州

知事調任。昭和2年7月27日
免。

調臺北州知事

傳
略

三浦碌郎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日本昭和初期之日本政府官員，本籍日本京都府。

（高雄州知事1924年12月28日─1926年10月12日）轉任臺中州（臺中州知事1926年
10月12日─1927年7月27日）三浦碌郎於1927年7月27日接替吉岡荒造，於臺灣臺北

地區擔任臺北州知事，管轄今臺北縣市、宜蘭及基隆等地的行政事務。

佐藤  續 宮城
日本帝國大

學畢業

昭和2年7月27日任。

昭和3年7月21日免。

傳
略

佐藤續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日本昭和初期之日本政府官員，本籍日本宮城縣。佐藤

續於1940年代左右之二戰期間，於臺灣臺北地區擔任臺北州知事，任期不詳。部分

文獻表示，他為與中華民國政府辦理臺北州交接事宜之臺北州知事。另外，也有人表

示，與中國政府辦理臺北州交接者為另一任知事高橋衛。不過確定的是，他曾於1927
年擔任臺中州知事。

生駒高常 兵庫縣
日本帝國大

學畢業

昭和3年7月21日任。昭和4年
7月9日免。

傳
略

生駒高常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為日本昭和前期之臺灣日治時期政府官員，他於1928
年奉令接替佐藤續擔任臺灣臺中州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等

區域。

水越幸一 山梨縣

東京帝國大

學政治科畢

業

昭和4年7月9日由交通局理

事官調任。昭和6年1月20日
免。

高等試驗合格

傳
略

水越幸一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為日本昭和前期之台灣日治時期政府官員，他於1929
年奉令接替生駒高常擔任臺灣臺中州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

等區域。

太田吾一 靜岡縣
東京帝國大

學法科畢業

昭和6年1月20日由高雄州知

事調任。昭和 7年 3月 1 5日

免。

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傳
略

太田吾一  為日本政府官員，本籍日本靜岡。本擔任新竹州警務部長的太田吾一於

1924年受臺灣總督府派任，接替武藤針五郎，於臺灣臺北地區擔任臺北市尹（臺北市

尹1924年上任）一職，該官職約等於今臺北市市長。後陞任（高雄州知事1927年7月
27日─1931年1月20日）。調臺中州（1931年上任）。

竹下豐次 宮崎縣
東京帝國大

學法科畢業

昭和7年3月15日任。昭和10
年1月15日免。

傳
略

竹下豐次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為日本昭和前期之台灣日治時期政府官員，他於1932
年奉令接替太田吾一擔任臺灣臺中州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

等區域。

日下辰太 岡山縣
東京帝國大

學法科畢業

昭和10年1月15日由日本關東

局行政部長調任。昭和11年10
月16日免。

調任臺灣拓殖

會社常務理事

傳
略

日下辰太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為日本昭和前期之臺灣日治時期政府官員，他於1935
年奉令接替竹下豐次擔任臺灣臺中州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

等區域。

松岡一衛 廣島縣

私立中央大

學畢業，高

等試驗合格

昭和11年10月16日由臺北市

尹陞任。昭和14年12月27日
免。

調任殖產局長

（有傳）

傳
略

松岡一衛  為日本政府官員，本籍日本廣島。松岡一衛於1933年受台灣總督府派任，

接替西澤義徵，於臺灣臺北擔任臺北市尹一職。該官職約等於今臺北市市長。臺中州

知事（1936年上任）

奧田達郎 廣島縣

東京帝國大

學法科畢

業，高等試

驗行政科合

格

昭和14年12月27日由殖產局

特產課長陞任。昭和16年5月
14日調。 調任米穀局長

傳
略

奧田達郎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為日本昭和前期之臺灣日治時期政府官員，他於1939
年奉令接替松崗一衛擔任臺灣臺中州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

等區域。（1939年上任）

森田俊介 福岡縣

東京帝國大

學法學部法

律科畢業

昭和16年5月14日由文教局學

務課長陞任。昭和19年3月20
免。

傳
略

森田俊介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為日本昭和前期之台灣日治時期政府官員，他於1941
年奉令接替奧田達郎擔任臺灣臺中州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

等區域。

清水七郎 和歌山縣

東京帝國大

學法學部英

法科科畢業

昭和19年3月20日任。次年十

月台灣光復。 民國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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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傳
略

清水七郎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為日本昭和前期之臺灣日治時期政府官員，他於1944
年奉令接替森田俊介擔任臺灣臺中州知事。管轄今臺中市、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

等區域。1945年，臺灣日治時期結束，臺中州區劃予以更名取消。他亦為末任知事。

表25-29資料來源：

1.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職官志，文職編表，第四章日據時期，第二節縣、（民政

支部）、州、廳（臺中），頁290-293。
2.泉風浪編，《臺中州大觀．臺中州的現況》（臺北巿：成文出版社，1989），頁30。

表9-2-27 臺中辨務署

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關口隆正 明治30年在任。 兼任犁頭店辨務署。

表9-2-28 臺中市尹

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金子惠教 福岡縣
大正9年12月任。

大正12年2月1日卸。

川中子安治郎
明治法律學校畢

業

大正12年2月1日任。

大正14年12月16日卸。

遠藤所六 福井縣
福井中學校，陸

軍步兵少尉

大正14年12月16日任。昭和3年9
月18日調任臺南市尹。

小島仁三郎 東京府
昭和3年9月18日任。

昭和5年3月29日卸。

名和仁一 山形縣
昭和5年3月29日任。昭和7年4月
卸。

古澤勝之 富山縣
臺灣總督府普通

試驗合格

昭和7年4月由彰化郡守陞任。昭和

8年10月調任臺南市尹。

曾根原弘 長野縣

東京帝國大學政

治科畢業。高等

試驗行政科合格

昭和8年10月由虎尾郡守陞任。昭

和10年9月調任臺南州內務部教育

課長。

藤田淳教
鹿兒島

縣

日本大學法律科

畢業。高等試驗

行政科合格

昭和10年9月臺北州教育課長調

任。昭和14年4月卸。調任新竹州

內務部長。

舊姓平良。

安詮院貞熊 熊本縣
臺灣總督府普通

試驗合格

昭和14年4月彰化市尹調任。

昭和15年6月退官。

藤田正義 茨城縣

臺 北 中 學 會 畢

業，普通試驗及

高等試驗合格

昭和15年6月新豐郡守陞任。同年

10月市尹改稱市長，改任臺中市

長。

表9-2-29 臺中市長

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藤田正義 茨城人

臺北中學會畢業，普

通試驗及高等試驗合

格

昭和15年10月市尹改稱市長，

改任臺中市長。昭和18年1月
卸。

山下若松 岡山人 關西大學商科肄業
昭和18年1月由屏東市長調任。

昭和19年3月卸。
舊姓川上

佐藤  武
昭和19年3月任。

昭和20年10月臺灣光復。

表9-2-30 大屯郡守

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增永吉次郎 鹿兒島縣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師範部畢業

大正11年任。

大正12年調彰化郡守。

長谷八太郎 石川縣 石川縣師範學校畢業
大正12年3月由臺中州屬調任。

大正13年卸。

奧田達郎 廣島縣雙三郡

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科

畢業。高等試驗行政

科合格（高文行政科

及格）

大正13年12月由財務局主計課兼

稅務課勤務調任。

大正15年1月卸，調任臺中州內

務部勸業課長。

森田俊介 福岡縣鞍手郡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畢業。高等試驗行政

科合格（高文行政科

及格）

昭和元年由內務局屬調任。

昭和2年調任臺北警務課長。

玉手亮一 東京府半多摩郡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政治科畢業。高等試

驗行政科合格（高文

行政科及格）

昭和2年7月由總督府屬調任。

昭和3年9月調任臺中州教育課

長。

大麻寬一 山口縣 昭和3年任。昭和4年卸。

堤  正威 東京府東京市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畢業。高等試驗行政

科合格（高文行政科

及格）

昭和5年1月由總督府關稅監視調

任。昭和7年4月調任專賣局參事

煙草課長。

貞方平一郎 長崎縣

昭和7年由總督府屬內務局勤務

兼台北州屬調任。

昭和11年10月卸，調任宜蘭郡

守。

甲木豐吉 福岡縣八女郡
松江地方裁判所書記

登用試驗合格

昭和11年10月由竹東郡守調任。

昭和13年2月辭卸，改任豐榮水

利組合長。

淵ノ上忠義 鹿兒島縣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

畢業

昭和13年由財政局屬調任。

昭和14年卸，調任高雄州警務課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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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籍貫 出身 任期 備考

山分一郎 京都府京都市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

部畢業，高文行政科

及格

昭和1 4年4月由專賣局書記調

任。

昭和1 5年1月調任總督府事務

官。

國弘政一 山口縣

昭和15年1月由總督府屬內務局

地方課勤務調任。調新竹州警務

課長。

吉森八郎 佐賀縣
昭和15年任。

昭和16年卸。

波多野勇 廣島縣
廣島縣日彰館中學校

畢業

昭和17年4月由岡山郡守調任。

昭和18年在任。

山下益治 昭和19年1月在任。

表30-33資料來源：

1.劉寧顏編，《重修台灣省通志》，職官志，文職編表，第四章日據時期，第三節辨務署、

郡、市，頁358-361。
2.臺中縣政府編，《臺中縣志》卷七人物志，第二篇人物表第一章第四節，表六「郡守略歷

表」頁287-289。
3.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府報資料庫  ds2.th.gov.tw/。

表9-2-31 1902-1909年臺中地區參事遞嬗表（臺中廳）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臺中廳 林振芳 林振芳＊ 呂汝玉 呂汝玉 呂汝玉 呂汝玉

臺中廳 吳鸞旂 吳鸞旂 吳鸞旂 吳鸞旂 吳鸞旂 吳鸞旂

臺中廳 蔡蓮舫 蔡蓮舫 蔡蓮舫 蔡蓮舫 蔡蓮舫 蔡蓮舫

臺中廳 楊瑤卿 楊瑤卿 楊瑤卿 楊瑤卿 楊瑤卿 楊瑤卿

臺中廳 林烈堂 林烈堂 林烈堂 林烈堂 林烈堂 林烈堂

＊林振芳於1905年5月逝世，隔年由呂汝玉出任其職缺

資料來源：

1.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名錄》明治35年至42年度。

2.臺灣總督府，《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16.4）
3.洪慶峰主修、陳正炎撰稿，《臺中縣鄉賢傳》（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88.5），頁46
4.陳立家，〈日治時期臺中地區地方菁英的重塑（1895-1935）〉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8碩士論文，頁38。

表9-2-32 1910-1920年臺中地區參事遞嬗表（臺中廳）

1910年 1911年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臺中廳 呂汝玉 呂汝玉 呂汝玉 陳紹年 陳紹年 楊吉臣 楊吉臣

臺中廳 吳鸞旂 吳鸞旂 吳鸞旂 吳鸞旂 吳鸞旂 吳鸞旂 吳鸞旂

臺中廳 蔡蓮舫 蔡蓮舫 蔡蓮舫 蔡蓮舫 蔡蓮舫 蔡蓮舫 蔡蓮舫

臺中廳 楊瑤卿 楊瑤卿 楊瑤卿 楊瑤卿 楊瑤卿 楊瑤卿 楊瑤卿

臺中廳 林烈堂 林烈堂 林烈堂 林烈堂 林烈堂 林烈堂 林烈堂

臺中廳 蕭貞吉 林獻堂 林獻堂 林獻堂 林獻堂

臺中廳 吳德功 吳德功 吳德功 吳德功 吳德功 吳德功 吳德功

臺中廳 林慶歧 林慶歧 林慶歧 吳汝祥 吳汝祥 吳汝祥 吳汝祥

臺中廳 辜顯榮 辜顯榮 辜顯榮 辜顯榮 辜顯榮 辜顯榮 辜顯榮

臺中廳 杜  清 杜  清 杜  清 杜  清 杜  清 杜  清 杜  清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臺中廳 楊吉臣 楊吉臣 楊吉臣 楊吉臣

臺中廳 吳鸞旂 吳鸞旂 吳鸞旂 吳鸞旂

臺中廳 蔡蓮舫 蔡蓮舫 蔡蓮舫 蔡蓮舫

臺中廳 楊瑤卿 楊瑤卿 楊瑤卿 楊瑤卿

臺中廳 林烈堂 林烈堂 林烈堂 林烈堂

臺中廳 林獻堂 林獻堂 林獻堂 林獻堂

臺中廳 吳德功 吳德功 吳德功 吳德功

臺中廳 吳汝祥 吳汝祥 吳汝祥 吳汝祥

臺中廳 辜顯榮 辜顯榮 辜顯榮 辜顯榮

臺中廳 杜  清 杜  清 杜  清 杜  清

資料來源：

1.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名錄，》明治35年至42年度。

2.陳立家，〈日治時期臺中地區地方菁英的重塑（1895-1935）〉，頁40。

表9-2-33 1898年臺中地區街庄長表（臺中廳）

姓名 職稱 功名 資產

林文恆 藍興堡、貓羅東堡、貓羅西堡第6區街庄長 約五萬圎

林文恆（1843－1909），大里杙區長，明治38年12月獲授紳章。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名錄》明治31年度（臺北：臺灣日日新報，

1898），頁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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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34 1910-1920年臺中地區區長擁有近代學歷與資產概況表

姓名 職稱 功名 資產

林文華 大里杙區區長 公學校速成科 1萬5仟圓；約1萬圎

林文華（明治13年（1880）－大正12年（1923）），大里街人，為米穀仲買商，並先後擔

任大里杙區役場書記，大里杙區長，大里庄長職務。明治38年（1904）獲頒紳章表揚。

資料來源：

1.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名錄》明治43年至大正9年度。

2.臺灣總督府，《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16）。

表9-2-35 大里庄長（1920-1935）
任期 姓名 學歷 生卒年 備考

1920-1922 林文華 公學校速成科
明治13年（1880）－

大正12年（1923）
前大里杙區 

區長

1923-1927 林汝欽
公學師範部、國語部

（1917）
明治29年（1896）－

昭和7年（1932）

大里庄助役、

庄長、 

庄協議會員

1928-1935 林錫馨 台灣總督府國語部、電信科
明治16年（1883）－

民國42年
田作、 

大里庄長

1936-1938 宮原千萬樹 長崎高等學校肄業 助役：余炳耀

1938-1945 保阪秋次郎 資料不詳

1945-1945 張文環 日本東洋大學文學部肄業
明治42年（1909）－

民國67年
至臺灣光復

資料來源：

1.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名錄》。

2.陳炎正主編，《大里市志人物》（臺中縣：大里市公所，1994.3），頁24-26。

表9-2-36 大里庄協議員

第一屆大里庄協議會員名單（民國九年十月）

小林田賴誠 魏衍槐 林汝昌 林柏選 林朝崧

林汝欽 林番 林祥山 林阿秉 林仲衡

第二屆大里庄協議會員名單（民國十一年十月）

小林田賴誠 林秋金 林朝崧 謝潤發 林番

林祥山 林阿秉 林仲衡 林坤池 林德修

第三屆大里庄協議會員名單（民國十三年十月）

小林田賴誠 陳春開 林秋金 林阿秉 林汝濤

林德修 林振坤 林汝漢 謝潤發 楊文炭

第三屆大里庄協議會員名單（民國十三年十月）

小林田賴誠 陳春開 林秋金 林阿秉 林汝濤

林德修 林振坤 林汝漢 謝潤發 楊文炭

第四屆大里庄協議會員名單（民國十五年十月）

小林田賴誠 陳春開 林阿秉 林選 林汝漢

林德修 林汝濤 林振坤 林番

第五屆大里庄協議會員名單（民國十七年十月）

陳春開 林汝濤 林德修 林汝欽 林啟焰

林選 林汝漢 周烏肉 林善坦 林文炭

第六屆大里庄協議會員名單（民國十九年十月）

林汝欽 陳春開 林德修 林仲衡 魏柏勳

林選 林汝濤 林汝漢 周烏肉

第七屆大里庄協議會員名單（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林選 林善坦 魏柏勳 林汝濤 林啟焰

林汝漢 陳春開 林火連 林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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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大里庄協議會員名單（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林善坦 林啟焰 陳春開 林汝濤 林德修

林嘉贄 曾紹堂 謝清 林阿秉

改制後

第一屆民國二十四年（1935）十月大里庄協議會員名單（任期四年）

陳春開 林德修 林啟焰 林善坦 盧大松

林汝標

第二屆（1939）大里庄協議會員名單

林善坦 林汝標 陳春開 盧大松 北川又三郎

林德釧

資料來源：

1.張勝彥總編，《臺中縣志政事志》第一冊，（臺中縣：臺中縣政府），頁280-342；346-
370。

2.陳炎正，《大里市志．政事志》，（臺中縣：大里市公所），頁28-30。

第四節　戰後至今大里區人物表

表9-2-37 臺中縣市首長名錄

臺中市　戰後實施地方自治前

任次 姓名 就任時間 卸任時間 備註

1 劉存忠 1945年12月17日 1946年1月21日 第一任臺中市長兼臺中縣長

2 黃克立 1946年1月21日 1947年4月7日 1947年2月，中市升格為省轄市

3 李薈 1947年4月7日 1947年9月3日
4 陳宗熙 1947年9月3日 1951年2月1日

實施地方自治後

任次 姓名 就任時間 卸任時間 備註

1 楊基先 1951年2月1日 1954年6月2日
2 林金標 1954年6月2日 1957年6月2日
3 林金標 1957年6月2日 1960年6月2日
4 邱欽洲 1960年6月2日 1964年6月2日
5 張啟仲 1964年6月2日 1966年12月6日

任次 姓名 就任時間 卸任時間 備註

代理 羅立儒 1966年12月6日 1967年9月1日
5 張啟仲 1967年9月1日 1967年12月18日 復職

代理 羅立儒 1967年12月18日 1968年6月2日
6 林澄秋 1968年6月2日 1973年2月1日
7 陳端堂 1973年2月1日 1977年12月20日
8 曾文坡 1977年12月20日 1981年12月20日
9 林柏榕 1981年12月20日 1985年12月20日

10 張子源 1985年12月20日 1989年7月20日
代理 黃鏡峰 1989年7月20日 1989年12月20日
11 林柏榕 1989年12月20日 1993年12月20日
12 林柏榕 1993年12月20日 1997年12月20日
代理 陳正雄 1995年10月4日 1996年4月3日
代理 林學正 1996年6月3日 1997年7月29日
13 張溫鷹 1997年12月20日 2001年12月20日
14 胡志強 2001年12月20日 2005年12月20日

15 胡志強 2005年12月20日 2010年12月24日
現任，因臺中縣市合併升格成直轄

市而延任。

臺中縣　實施地方自治前

任次 姓名 就任時間 卸任時間 備註

1 劉存忠 1945年11月26日 1946年12月12日 第一任臺中市長兼臺中縣長

2 宋增榘 1946年12月12日 1948年
3 龔覆端 1948年 1949年6月
4 于國楨 1949年6月 1950年6月
5 馮世欣 1950年 1951年6月1日

實施地方自治後

任次 姓名 黨籍 就任時間 卸任時間 備註

1 林鶴年 中國國民黨 1951年6月1日 1954年6月2日
2 陳水潭 中國國民黨 1954年6月2日 1956年2月14日 任內逝世

代理 張維光 中國國民黨 1956年2月15日 1956年4月15日
2 廖五湖 中國國民黨 1956年4月16日 1957年6月2日 補選

3 林鶴年 中國國民黨 1957年6月2日 1960年6月2日
4 何金生 中國國民黨 1960年6月2日 1964年6月2日
5 林鶴年 中國國民黨 1964年6月2日 1968年6月2日
6 王子癸 中國國民黨 1968年6月2日 1973年2月1日
7 陳孟鈴 中國國民黨 1973年2月1日 1977年12月20日
8 陳孟鈴 中國國民黨 1977年12月20日 198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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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次 姓名 黨籍 就任時間 卸任時間 備註

9 陳庚金 中國國民黨 1981年12月20日 1985年12月20日
10 陳庚金 中國國民黨 1985年12月20日 1989年12月20日
11 廖了以 中國國民黨 1989年12月20日 1993年12月20日
12 廖了以 中國國民黨 1993年12月20日 1997年12月20日
13 廖永來 民主進步黨 1997年12月20日 2001年12月20日
14 黃仲生 中國國民黨 2001年12月20日 2005年12月20日

15 黃仲生 中國國民黨 2005年12月20日 2010年12月24日
因臺中縣與臺中

市合併改制直轄

市而延任。

參考資料：劉寧顏，《重修臺灣省通志》；《臺中市志．選舉志》；《臺中縣志．選舉志》；

《臺中縣志（續修）．選舉志》；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檔案選舉實錄（如參考文獻

5）。

臺中縣市合併──新臺中直轄市的地治變革與選舉

 中臺灣位居臺灣南來北往綿密的交通路網中心，不但是兩岸直航及國

際經貿的重要基地，同時也是苗栗以南、雲林以北，六百萬居民的政治、經

濟、文化、生活重心，亦是穩定臺灣政經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因此，臺中

縣市積極爭取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以臺中市的總體計畫「文化、經濟、國際

城」及臺中縣的施政總目標「幸福城市」的總體目標相結合，推動新的臺中

市的摧生。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不但是區域均衡發展的重要指標，

亦是臺中縣市民眾的共識及殷殷期盼。民國98年4月3日立法院通過地方制度

法修正案，為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依據。依「地方制度法」修正案第7條

之1第2項規定，由縣、市政府擬訂改制計畫，經臺中縣、市議會同意後，公

告改制日期為99年12月25日。

新臺中市各區域圖示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為平衡城鄉及行政區域差距，理應調整

合併後現行29鄉（鎮、市、區）之行政區域。惟依「地方制度法」第7條第1

項規定：「省、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區〔以下簡稱鄉（鎮、

市、區）〕之新設、廢止或調整，依法律規定行之。」依此辦理臺中縣原轄

鄉（鎮、市）及村改制為區、里。鑒於相關法源「行政區劃法」尚未訂頒，

故規劃改制後暫時維持現狀，目前臺中縣計有等21鄉（鎮、市）；臺中市計

有8區，僅將臺中縣原各鄉（鎮、市）改為「區」，村（里）均改為「里」，

即將29鄉（鎮、市、區）改設29區：計有625里，12,965鄰。其行政區域範

圍、人口及面積皆不變，俟改制直轄市後，再依相關法令規定，重新調整行

政區域。6 4

 大里市因應縣市合併，改制為區，改制後區長由市長遴選任用（依直轄

市法規辦理），故本屆鄉長、鄉民代表任期延任至改制之日止，而合併後第

一屆臺中市長、市議員暨里長選舉，於民國99年11月28日舉辦。第一屆市長

當選人為胡自強先生，市議員、各里里長分述於各類表格中：

64 臺中市政府－臺中縣（市）合併改制計畫（核定本）。



1710

人物篇

1711

職稱 圖像姓名 學歷/經歷 黨籍

市
　
長

胡志強

學歷：英國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經歷：臺中市長、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世界青年大會

代表團團長、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研究院士、

國立中山大學副教授、中華戰略學會副秘書長、總統

府第一局副局長、總統府新聞秘書、行政院新聞局局

長及政府發言人、國民大會代表、駐美代表、外交部

長、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主委、國民黨副秘書長。

中
國
國
民
黨

資料：臺中市選舉委會編，《第一屆臺中市長、議員暨里長選舉實錄》臺中市：臺中市選舉委

會，（2010.11）。

表9-2-38 國民大會代表（大里選出）

增額國民大會代表

代表姓名 選出 黨籍 學歷 地址 當選日期

楊順隆 臺灣省 臺中縣 國民黨
省立臺中二中

逢甲工商學院肄業

臺中縣大里鄉

內新村新仁路2
段230號

69.12.6

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

代表姓名 選出 黨籍 學歷經歷 地址 日期

林金泗

臺中縣 第4區 國民黨
商業學校畢業

大里市農會總幹事

臺中縣大里市

西湖村西湖路

127號
80.12.28

以上資料來源：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檔案選舉實錄（如參考文獻5）；《臺中縣選舉志》。

表9-2-39 臺中縣立法委員名錄（大里選出）

姓名 屆 學經 經歷 地址 黨

姓名：林耀興

生日：48年10月17日
第

三

、

四

屆

日本國立滋賀

醫科大學醫學

博士台北醫學

院

中國醫藥學院副教授

中國醫藥學院北港附設

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

美國加州大學長堤分校

老人醫學與社會福利研

究

大里市國際獅子會第

三、四屆立法委員

(資料不詳)

中
國
國
民
黨

簡肇棟

生日：44年08月18日

第

五

、

七

屆

臺中一中畢業

中山醫學院醫

學系畢業

東海公共行政

碩士學分班

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內

科主治醫師、放射科主

任、中山醫學院講師、

大里菩提醫院院長

臺灣醫界聯盟中區分會

秘書長

臺中縣大里市市長

大里服務處： 

04-2483-5191
國會辦公室： 

10051台北市中正區濟

南路一段3-1號2108室 

大里服務處： 

臺中縣大里市中興路

2段428號（第五、七

屆）90年12~93年12
月

民
主
進
步
黨

何欣純

生日：62年12日18日

第

八

屆

塗城國小 

成功國中 

臺中女中 

國立成功大學 

英國約克大學

婦女研究碩士

第1屆大臺中市議員 

第15、16屆臺中縣議員

立委到職日期： 

2012/02/01

國會研究室： 

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

南路1段3-1號0301室 

大里服務處：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路

63號
國會研究室： 

02-2358-8388 
大里服務處： 

04-2483-6527

民
主
進
步
黨

以上資料圖像來源：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檔案選舉實錄（如參考文獻5）；立法院全球資訊網

http://www.ly.gov.tw/ly/01_introduce/0103_leg/0103_leg_01.jsp。
http://www.ly.gov.tw/03_leg/0301_main/legIntro.action?lgno=00012&sta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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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40 參議員及縣議員名錄－參議員

姓名 性別 籍貫 學經歷 選出區域 備考

張文環

男 臺中縣
日本東洋大學肄業 

大里鄉長
大里鄉

臺中縣第一屆參議員

（35年3月29日）

林汝標

男 臺中縣

明治大學法科畢

大里庄協議員

鄉民代表會主席

大里鄉 候補參議員

縣議員

姓名 學經 經歷 地址/備註

林啟焰

出生：明治34年

臺北師範畢業

大里庄協議員（日治）

鄉民代表會主席

縣議員

臺中縣大里鄉西湖村西湖路 

127號
臺中縣第一屆縣議員（40年2
月14就職）臺中縣第三屆縣

議員(49.9.25歿)

林汝濤

出生：民國前一年

臺中一中畢

大里庄協議員（日治）

鄉長

鄉民代表

鄉民代表會主席

臺中縣大里鄉樹王村3鄰樹王

路12號
臺中縣第三屆縣議員（44年2
月21就職）

(54.5.27歿)

黃平和

國民學校畢（農）

鄉民代表，調解委員

大里鄉農會理事

臺中縣農會理事

臺中縣租佃委員會委員

臺中縣大里鄉西湖村1鄰草湖

路84號
臺中縣第四屆縣議員

(65.3.17歿)

楊秋澤 出生：民國12年1月21
日。

初級中學畢（商）

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

考選部縣市長檢覆合格

榮隆紙業董事長

正記紙行經理

臺中製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黨臺中縣黨部評議員

臺中縣大里鄉內新村6鄰內新

路43之1號
臺中縣第四、五、六、八、

十一屆縣議員

 (歿)

林水金

出生：民國7年。

大里國民學校畢（自）

大里鄉農會專員

大里鄉鄉民代表

消防分隊隊長員

縣議員

臺中縣大里鄉新里村14鄰新

里路91號
臺中縣第四-五屆縣議員

姓名 學經 經歷 地址/備註

陳德全

出生：民國6年
中醫師考試及格

第四、五屆大里鄉長、

大里鄉鄉民代表會主席

十九區黨部常務委員

臺中縣大里鄉內新村內新路 

16號
臺中縣第七屆縣議員

(59.10.9歿)

廖清波

出生：民13年
商校畢業

臺中縣縣政府課員

大里鄉鄉民代表

臺中縣大里鄉塗城村塗城路 

180號
臺中縣第七屆縣議員

(75.1.27歿)

施荼蘼

出生：民國3年10月31日
霧峰國校高等科畢業

衛生所助產士 

（民國61年1月1日退休）

大里鄉婦女會理事長

大里鄉調解委員會委員

臺中縣大里鄉新里村大里路 

354號
臺中縣第九屆縣議 

(74.3.15歿)

叢樹林 出生：民國11年3月10
日。

洛陽高中畢業。陸軍

一九期畢業。陸軍參謀

大學畢業。革命實踐研

究院結業。

自治會會長

社區理事

文化基金會董事

總工會顧問

公害防治協會理事長。

臺中縣大里市健民里20鄰銀

聯路80號
臺中縣議會第九、十、

十一、十二屆議員。

(歿)

吳嘉明

出生：民國34年2月11
日。

省立南投高級中學畢業

升陽工業有限公司執行 

業務股東

第十屆議員

臺中縣大里鄉草湖路105號
臺中縣第十屆縣議員

陳玉雪

出生：民國33年11月10
日

私立萊園中學補校畢業

大里鄉農會職員

第十~十二、十六屆議

員

臺中縣大里鄉大里街88巷15
號

臺中縣第十屆縣議員

陳清隆

出生：民國29年7月20日
私立萊園中學初中畢業

自耕農

大里鄉農會職員

第十~十一屆議員

臺中縣大里鄉塗成村33鄰中

興路一段66號
臺中縣第十、十一屆縣議員

林淑滿

出生：民國33年1月4日
私立明德商業職業學校 

高級部

霧峰特防隊顧問

塗城國小家長會委員

第十一屆議員

臺中縣大里鄉草湖路133號
臺中縣第十一屆縣議員(歿)



1714

人物篇

1715

姓名 學經 經歷 地址/備註

林和順

出生：民國27年10月4日
臺灣省立豐原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畢業

大里鄉八、九屆鄉長、 

縣黨部十九區委員、 

第十一屆議員

臺中縣大里鄉內新村新仁路2
段262號
臺中縣第十一屆縣議員

盧冠甫

出生：民國47年7月19日
臺灣省立豐原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畢業

商

崇德協會理事

第十二屆議員

臺中縣大里鄉新里村大里路 

230號
臺中縣第十二屆縣議員

戴萬福 出生：民國38年4月1日
省立霧峰高農畢業 

東海大學工業管理師研

究班結業 

後幹班九三期結業

大里鄉第十一、十三屆

鄉民代表

縣議員

臺中縣大里市仁德里仁愛路

四七號

臺中縣第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十六屆縣議員

04-24919387/2491-9396

林親民 出生：民國40年8月1日
草湖國小 

臺中市立四中(崇倫)畢

業

明新工專

革命實踐研究院

行政院核能研究所技術

員

救國團太平區工商青年

服務隊召集人

臺中縣大里市瑞城里塗城路 

564號
臺中縣第十二、十三屆縣議

員

曾正光

出生：民國39年2月7日
初中畢業

縣議會檢覆合格

臺中市東區扶輪社

(1991-1992)社長

臺中縣大里鄉第十三屆

鄉民代表

臺中縣大里鄉第十四屆

鄉民代表會副主席

臺中縣大里市第一屆市

民代表會副主席

臺中縣大里市西榮里四十鄰

東榮路三五巷46號。

臺中縣第十三屆縣議員

劉錦和 出生：民國45年12月8日
草湖國小畢業

大里國中畢業

慈明工商畢業

美國華盛頓大學政治研

究結業

民進黨臺中縣創黨黨員 

臺中縣象棋協會理事 

總幹事 

縣議員

臺中縣大里市草湖路二一五

巷

八號

臺中縣第十三、十四、十五

屆縣議員

04-24939907/2493-3357 
林仲毅

出生：民國50年3月25日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系畢

業

75年臺灣省基層特考優

等及格。

臺灣省公路局助理工務

員

大里青商會副祕書長

縣議員

臺中縣大里市內新里五鄰新

仁路二段262號
臺中縣第十三、十四屆縣議

員

姓名 學經 經歷 地址/備註

林明比 出生：民國33年2月18日
大里國小 

省立臺中二中初中 

省立臺中高農 

國立中興大學畢業

中興啤酒廠技工 

臺中縣議員陳玉雪連任

三屆競選服務處及辦事

處總幹事

臺中縣大里市東興里十三鄰

東興路九二巷一號

臺中縣第十三、十四屆縣議

員

林碧秀
出生：民國44年8月18日
塗城國小畢業 

明道中學初中部畢業 

慈明高級中學畢業

大里鄉民代表、民代表

婦工會會長

臺中縣議員

大里市金城宮主委

臺中縣第十四、十五、十六

屆縣議員

臺中縣大里市向學一路

七十八號

04-24931024/2492-7513

蔡黃金雀

出生：民國41年1月20日
臺灣省立嘉義師範學院

畢業

臺中縣教師會顧問

臺中縣客家事務委員會 

委員

大里市婦女會常務理事

臺中縣大里市新仁里公教街 

二○一號

04-22780342/2278-8528
臺中縣第十五、十六屆縣議

員

張滄沂

出生：民國48年12月24日
大里國中肄業

市民代表

大里福興宮管理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臺中縣大里市新里里大里路

四二二號

04-24062227/2406-8627　
臺中縣第十五、十六屆縣議

員

段緯宇

出生：民國44年2月14日
臺中市立第一初中畢業 

樹德工專機械工程科畢業

立法委員馮定國辦公室 

主任

中華工程公司工程師

臺中縣議會第十五屆會

員

臺中縣大里市西榮里益民路

二段一五八號

04-24817133/2392-3010　
臺中縣第十五、十六屆縣議

員

何欣純 出生：民國62年12日18日
塗城國小 

成功國中 

臺中女中 

國立成功大學 

英國約克大學碩士畢

朝陽科技大學推廣教育 

中心兼任講師

大里女國際青年商會

理、監事

縣議員

臺中縣大里市益民路六十一

號

04-2483-6527/2495-3959
臺中縣第十五、十六屆縣議

員

李天生 出生：民國50年7月25日
台中高農

國立屏東農專

東海大學EMBA碩士學分

班

臺中縣大屯服務中心主

任

簡肇棟服務處主任

大里市青少年關懷協會

理事

臺中縣大里市中興路二段442
號04-2482-8819
臺中縣第十六屆縣議員

參考資料：

劉寧顏，《臺中縣志．選舉志》，頁570、212、236-237、279-280、353-354、446、495-
496。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檔案選舉實錄（如參考文獻5）。臺中縣議會（歷屆議員

簡介）：http://www.tccc.gov.tw/member.php?action=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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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41 第一屆臺中市議員大里區選出議員名冊

姓名 學經 經歷 地址

何欣純 

塗城國小

成功國中

臺中女中

國立成功大學

英國約克大學碩士

第十五、十六屆臺中縣

議員、簡肇棟立委選舉

執行總幹事、臺中縣議

會黨團召集人、朝陽科

大推廣中心兼任講師。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路63號 

04-2483-6527

第

13
選

區

李天生

臺中高農

國立屏東農專

東海大學EMBA 
碩士學分班

第十五、十六屆臺中縣 

議員、簡肇棟立委選舉

執行總幹事、臺中縣議

會黨團召集人、朝陽科

大推廣中心兼任講師。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路63號 

04-2483-6527

第

13
選

區

劉錦和 草湖國小

大里國中

慈明商工

中興大學公共行政 

結業

美國華盛頓大學政

治研究結業

臺中縣十三、十四、

十五屆縣議員、民進黨

創黨黨員、臺中縣民主

進步黨黨部 

評議委員、臺中縣象棋

協會理事長

臺中市大里區草湖路215巷
8號04-2493-9907

第

13
選

區

張滄沂

大里國中肄業

臺中縣議會第十四、

十五、十六屆縣議員

大里市第二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早泳會第十三屆

會長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路422號 

04-2406-2227

第

13
選

區

段緯宇
樹德工專(修平科

技大學）

大葉大學管理研究

所碩士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

科學院高階碩士

經濟部中華工程公司機

械工程師

霧峰農工職校講師

立法院國會助理11年多

臺中縣議會議員8年多

(第十五、十六屆縣議

員)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149號04-2483-7716

第

13
選

區

資料來源：臺中市選舉委會編，《第一屆臺中市長、議員暨里長選舉實錄》臺中市：臺中市選

舉委會，（2010.11）；臺中市議會議員簡介http://www.tccn.gov.tw/main.html。

表9-2-42 大里鄉長略歷表

姓名
性

別
學歷 經歷 任期 備考

張文環

男

明治42年（1909）年－

民國67年
日本東洋大學肄業

有傳述
35.02.01~ 
35.11.14

民35年3月
29當選臺

中縣參議員

（歿）

謝式溏

男

大正5年（1916）－民國

68年。

甲種公職候選人考試及格

大里庄役場助役、 

第二、三屆鄉代會主

席、鄉長

35.11.15~ 
36.06.30

官派－鄉

代會選出

（歿）

林汝濤

男

明治44年（1911）年－

民國54年
臺中第一中學畢業

大里庄役場書記、 

鄉代會主席、鄉長、

縣議員

36.07.01~ 
37.10.30
37.11.01~ 
40.07.01

官派－鄉代

會選出、林

錫馨庄長

長男。

(54.5.27
歿)

林汝文

男
大正3年（1914）年－

民國72年
民選鄉長、林漳淇叔

父

40.7.10~ 
49.1.1

第 一、

二、三屆

（歿）

陳德全

男

大正6年（1917）年－

民國59年
大里國民學校畢

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及格

村長、鄉代會主席、 

鄉長、十九區黨部常

務委員、縣議員

49.1.1~ 
57.3.1

第四、五屆

(歿)

林漳淇

男

大正8年（1919）年－

民國82年
上村國民學校高等科畢業

民國62年12月24日
退休

鄉長、林汝文姪。

有傳述

57.3.1~ 
62.4.1

第六屆

（歿）

林淵源

男

大正5年（1916）年－ 

民國78年
清水中學初中部畢業 

民國62年12月30日
退休

大里鄉公所建設課長

62.4.1~ 
66.12.30

第七屆

（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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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

別
學歷 經歷 任期 備考

林和順

男

民國27年10月4日
台灣省立豐原高級商業職

業學校畢業。

民國75年3月1日退

休

大里鄉公所民政課長

66.12.30~ 
75.02.28

第八、九屆

周芳村

男
昭和13年（1938）生－

臺中農校高級部畢業

大里鄉長、市長（周

烏肉之孫姪兒）

75.03.01~ 
83.02.28

第十、十一

屆（改制為

市長）

陳彬銓

男
民國26年2月26日
明台高中

大里鄉代表會主席

大里市代會主席

83.03.01~ 
87.02.28

第十二屆

簡肇棟

男

民國44年08月18日生─

臺中一中

中山醫學院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大里菩提醫院院長 

大里市長

立法委員

87.03.01~
91.02.28

第十三屆

林仲毅

男

民國50年3月25日生－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

75年臺灣省基層特考優等

及格

臺灣省公路局助理工

務員

大里青商會副祕書長

臺中縣第十三、十四

屆縣議員

91.03.01~ 
99.12.24~

第十四、

十五屆

圖檔資料出處：大里市公所提供。

參考資料：參考《大里市志．政事志》，頁37-39；《臺中縣志》；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檔案選

舉實錄（如參考文獻5）。

表9-2-43 大里鄉（市）歷屆代表會正副主席圖錄

第一屆主席

林汝標先生

第二、三屆主席

謝式溏先生

第四屆主席

林汝濤先生

第五屆主席

林  雀先生

第六屆主席

陳德全先生

第六屆補選主席

林進順先生

第六屆副主席

何瑞騰先生

第七、八屆主席

林振火先生

第七屆副主席

何瑞騰先生

第八屆副主席

林進順先生

第九屆主席

曾秋霖先生

第九屆副主席

林梅萼先生

第十屆主席

陳清隆先生

第十屆副主席

鄭文松先生

第十一屆主席

曾秋霖先生

第十一屆副主席

湯坤山先生

第十二屆主席

曾秋霖先生

補選主席 

副主席

廖魏正先生

第十二屆 

補選副主席

陳秋水先生

第十三屆主席

湯坤山先生

第十三屆副主席

林繼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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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格第一屆主席

陳彬銓先生

升格第一屆 

副主席

曾正光先生

升格第一屆補

選主席蘇文哲

先生

第二屆主席

劉熙哲先生

第二屆副主席

許世民先生

第三屆主席

蘇文哲先生

第三屆副主席

蔡榮貴

第四屆主席

莊喬松先生

第四屆副主席

林志忠先生

第五屆主席

林志忠先生

第五屆副主席

蘇柏興先生

99年3月17日主席林志忠職

務出缺，6月17日召開會議

由，決議由副主席蘇柏興代

理主席職務，至任期結束。

資料來源：大里市代會提供歷屆主席副主席掛像；陳炎正編：《大里市志》，頁63-66；大里

市代會資訊網。

表9-2-44 大里鄉鄉民代表名錄

第一屆鄉民代表選舉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四日選舉、三月二十九日成立代表會）

大里鄉十六名；主席：林汝標

林汝標 林木桂 曾以碧 林文 江聘時

陳德全 高火生 余嘉德 林西庚 周闊嘴

林德修 黃金土 林義蒼 林鎮奎 林汝濤

林啟焰

第二屆鄉民代表選舉（民國三十七年四月選舉並成立代表會）

大里鄉十八名；主席：謝式溏

謝式溏 曾以碧 林登泉 江登科 林子耀

余嘉德 賴阿田 林德釧 林義蒼 林鎮奎

周闊嘴 林善坦 陳德全 高火生 林西庚

黃金土 林汝濤 林啟焰

第三屆鄉民代表選舉（民國三十九年九月選舉並成立代表會） 

地方自治第一屆 
大里鄉二十九名；主席：謝式溏

謝式溏 林塗生 余嘉德 鄭春火 吳慶瑞

林衍堂 林水金 林子耀 林雀 黃平和

林啟焰 江木水 林墉煥 陳子清 林水盛

陳深目 吳川逢 賴瑤璣 王箇 王火煌

林西庚 陳德全 曾秋霖 張金章 陳炳墩

林善坦 曾周 林鎮奎 林汝濤

第四屆鄉民代表選舉（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選舉並成立代表會） 

地方自治第二屆 
大里鄉十四名；主席：林汝濤

林汝濤 游尚德 林水金 劉炳三 林雀

陳德全 余嘉德 林西庚 戴清波 林炳南

廖清波 林文章 黃平和 賴瑤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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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鄉民代表選舉（民國四十四年四-六月選舉並成立代表會） 

地方自治第三屆

 大里鄉十五名；主席：林雀

林雀 林番 林水金 鄭艷廷 林汝榮

陳德全 余嘉德 林西庚 周瑞彬 陳池

戴平常 廖清波 林淵炭 林清發 林振火

第六屆鄉民代表選舉（民國四十七年四-六月選舉並成立代表會） 

地方自治第四屆

大里鄉十七名；主席：陳德全

陳德全 林進順 何瑞騰 朱阿昌 王枝清

林汝榮 楊秀鶯 余嘉德 林西庚 賴瑤璣

陳池 廖阿草 馮志梅 孫來德 洪順

童阿池 徐朝成

第七屆鄉民代表選舉（民國五十年四-六月選舉並成立代表會） 

地方自治第五屆

大里鄉十三名；主席：林振火

林振火 何瑞騰 朱阿昌 江林盞 林李幼

林得旺 林江 陳池 徐朝成 廖清波

林梅萼 林進順 林茂松

民國五十年六月一日第七屆鄉民代表就職典禮紀念

第八屆鄉民代表選舉（民國五十三年五-六月選舉並成立代表會） 

地方自治第六屆

大里鄉十三名；主席：林振火

林振火 林進順 朱阿昌 林寶元 張永枝

林水龍 曾正宏 林萬務 陳池 林鷍

劉森霖 林梅萼 林茂松

第九屆鄉民代表選舉（民國五十七年五-六月選舉並成立代表會） 

地方自治第七屆

大里鄉十五名；主席：曾秋霖

曾秋霖 林梅萼 朱阿昌 林春福 林水龍

賴建德 張永枝 林萬務 簡春來 陳永寬

廖阿草 林汴 林枝宗 林進順 林茂松

第十屆鄉民代表選舉（民國六十二年十-十一月選舉並成立代表會） 

地方自治第九屆

大里鄉十一名；主席：陳清隆

陳清隆 鄭文松 林春福 許添旺 張吳阿萍

曾秋霖 陳義恭 陳清波 陳池 林枝宗

林清墩

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一日第十屆鄉民代表就職典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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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鄉民代表選舉。大里鄉十二名；主席：曾秋霖（67.08.01）
曾秋霖 湯坤山 許添旺 郭日城 王國雄

張吳阿萍 鄭文松 戴萬福 廖柏田 林海藤

林枝宗 陳清隆 林炳炎

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一日第十一屆鄉民代表就職典留影

第十二屆鄉民代表選舉。大里鄉十五名；主席：曾秋霖（71.08.01）
曾秋霖 廖魏正 陳秋水 湯坤山 胡清泉

林烈通 林載煙 林繼盻 張吳阿萍 林秋逢

林炳炎 蘇文哲 林美月 洪有益 林枝宗

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一日第十二屆鄉民代表就職典留影

第十三屆鄉民代表選舉。大里鄉十七名；主席：湯坤山（75.08.01）
湯坤山 林繼盻 胡清泉 何李麗雲 張吳阿萍

林戴煙 曾正光 陳彬銓 陳文洲 陳秋水

林美月 許世民 蘇文哲 戴萬福 林坤益

林枝宗 洪有益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一日第十三屆鄉民代表就職典留影

以上資料來源：臺中縣政府，《臺中縣志．選舉志》併陳炎正編：《大里市志．政事志》，頁

63-66、71-89；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檔案歷屆選舉實錄（如參考文獻5）。

表9-2-45 大里市民代表名錄－改制

第十四屆鄉民代表選舉。大里鄉十八名；主席：陳彬銓（79.08.01） 

第一屆大里市民代表主席：陳彬銓（82.11.01）
圖像 姓名/出生年月日 經歷 地址

陳彬銓

民國26年2月26日

大里鄉鄉民代表

市民代表（主席）

大里市市長

大里市東昇里新仁路二

段157巷11號

曾正光

民國39年2月7日

市民代表（副主席）於83年2月21
日因當選臺中縣第十三屆縣議員辭

去代表及副主席職務

大里市內新里中興路二

段448號

劉文吉

民國43年2月20日
市民代表

大里市樹王里樹王路1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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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姓名/出生年月日 經歷 地址

胡春泉

民國26年8月9日
大里鄉第十二、十三屆鄉民代表

市民代表

大里市新里里大新街55
號

湯坤山

民國23年5月12日

大里鄉第十一（副主席）、 

十二屆鄉民代表

大里鄉第十三屆鄉民代表（主席） 

市民代表

大里市大元里國中路30
之30巷1號

何鎮江

民國36年1月27日
市民代表

大里市祥鷺里中興路2段
839號

許榮良

民國41年11月10
日

初中畢

第一、五屆大里市市民代表

內新派出所義警、民防顧問、 

東興社區發展協會顧問、日新、 

西榮、長榮守望相助隊顧問。

大里市東興里永興路157
巷25號

林繼盻

民國36年1月27日

大里鄉第十三屆鄉民代表（副主

席）

市民代表

大里市西榮里新仁路三

段17號

張吳阿萍

民國41年11月10
日

大里鄉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屆

鄉民代表

大里市民代表

大里市日新里吉隆路五

巷12號

劉熙哲

民國46年4月14日
大里市第一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第二屆市民代表（主席）

大里市立仁里立仁路190
號

陳文洲

民國40年7月29日
大里鄉第十三屆鄉民代表

市民代表

大里市立仁里立仁一路

126巷16弄12號

蘇文哲

民國36年10月25
日

國中畢業

大里鄉鄉民代表會十二、十三屆代

表

大里鄉調解委員會委員

大里市第一屆代表會主席（補選）

大里市塗城里光正路八

巷 

2號

圖像 姓名/出生年月日 經歷 地址

林坤益

民國24年3月3日
大里鄉第十三屆鄉民代表

市民代表

大里市塗城里光正路八

巷16號

許世民

民國41年12月22
日

大里市第一（補選副主席）、二屆

市民代表（副主席）

大里市健民里健行路河

川巷22號

陳清和

民國47年8月23日
大里市第一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仁化里仁化路80
之10號

林碧秀

民國44年8月18日
大里市第一、二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金城里塗城路148
巷9號

張秀貞

民國40年8月31日
空中大學

大里市第五屆市民代表、 

任大里市第一、二、三、四屆 

市民代表、

曾任臺中市晚晴協會張老師

曾任大里青商會1989~1993 
顧問。

大里市瑞城里瑞和街27
巷26號

何志鑫

民國47年11月15
日

大里市第一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西湖里西湖路31
巷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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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大里市民代表選舉。大里市二十名；主席：（劉熙哲） 

許世民、劉熙哲、林碧秀、張秀貞、林坤益五名連任代表。新科代表十五名：

圖像 姓名/出生年月日 經歷 地址

何李麗雲

民國29年9月5日
國中畢業

大里鄉第十三屆鄉民代表、 

大里市第二、三、四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婦女會第十九屆理事長、 

大里市大元里老人會副會長

大里市新里里新興路9
巷2號

蘇孟乾

民國39年8月26日
大里國中畢業

大里市第二、三、四、五屆市民代

表、大里市農會第十二、十三、

十四屆會員代表，第十五屆理事、

大里萬安宮副主任委員、 

里樹王宮委員

張滄沂

民國48年12月24日
大里國中肄業。

大里市第二屆市民代表

大里福興宮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大里福興軒理事。

大里市新里里大里路 

422號

潘清江

民國46年10月22日
內新國小畢業

大里國中畢業

大里市第二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體育會里事長

大里市慢速壘球協會副主委

大里市內新里內新街 

66-5號

郭正夫

民國33年3月24日
大里市第二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東興里東明路

336號（已去逝）

黃財

民國47年11月8日
彰化花壇國中畢業

大里市第二、三屆市民代表

廣亮慈善會顧問

大里市祥興里吉善二街 

56號

李榮裕

民國36年9月17日

大里市第二、五屆市民代

臺中縣彰化同鄉會2屆理事長

大里市公所兵役協會主任委員

內新派出所警友站站長九年

大里市內新里新和街 

16號

蕭增堅

民國35年4月18日
省立南投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畢業

大里市第二、三屆市民代表

臺中縣南投同鄉會榮譽理事

大里市游泳協會顧問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大里分會顧問

大里市東興里大明路 

269號

楊清貴

民國35年4月18日
大里市第二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東湖里仁化路

1095巷28號

圖像 姓名/出生年月日 經歷 地址

吳昌明

民國48年1月10日
大里市第二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仁化里5鄰成功

二路232號

王素姬

民國46年6月4日
高雄縣立梓官國中

畢業

臺中縣公害務治協會會員

大里市老人會顧問

大里市第二、三、四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金城里文化街 

91號

曾德源

民國47年9月8日
草湖國小、大里國

中、僑泰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畢業

曾經擔任鐘錶公司業務經理、大里

市第二、三、四、五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守望相助隊促進會常務監

事、東西湖里守望相助隊創辦人、

第二三屆西湖里大隊長。

大里市東湖里東南路62
巷26號

蔡榮貴

民國40年1月29日
高中畢業

大里市市民代表第三屆 

（副主席）

慧幼幼稚園董事長

立新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大里市立仁里好來一街 

35號

塗秀錦

民國39年7月4日
草屯新庄國小畢業

芬園國中畢業

第二、三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婦女會常務理事

崇光國小愛心媽媽副隊長

大里市祥興里中興路二

段839號

詹明順

民國43年3月10日
大里市第二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內新里新和街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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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大里市民代表選舉。大里市二十名；主席：（蘇文哲） 

蘇文哲、蔡榮貴（副主席）、蘇孟乾、張秀貞、黃財、曾德源、何李麗雲、

蕭增堅、王素姬、潘清江、塗秀錦代表十一名連任。新科代表九名：

姓名 出生年月日 經歷 地址

詹武典

民國44年5月1日
苗栗三義初中畢業

國立東勢高工畢業

中央大學工地主任班結業 

第三、四、五屆市民代表

簡肇棟競選總部副總幹事

大里市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崇光獅子會2000-01年度會長

大里東興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大里市東興里益民

路二段382號8樓

陳文洲

民國40年7月29日
初中畢業

大里鄉第十三、十四屆鄉民代

表

第三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立仁里好來

一街35號

戴仁蓮
民國58年5月20日
塗城國小畢業

光明國中畢業

明德家商畢業

東海大學地政班結業

第三屆市民代表

縣議員戴萬福服務處特別助理

皇隹原木企業負責人

大里市仁化里仁愛

路47號

王順彬

民國41年2月23日
國小畢業

第三屆市民代表

東興里16鄰鄰長

東興社區發展協會顧問

光榮國中家長會長

正楊木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大里市東興里益民

路二段261巷26弄
30號

何火壽
民國54年2月20日
南屯國小畢業

居仁國中

嶺東高級職業學校肄業

第三屆市民代表

臺中縣屯區志工中隊長

立仁守望相助隊顧問

樺園素食總經理

大里市立仁里合作

街30號

許清爵 民國36年6月21日
高中畢業

憲兵學校畢業

政治作戰學校畢業

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

第三屆市民代表

臺中市團管部上尉政戰官

黃安竹黨部主任

健民社區協會監事

大里市健民里銀聯

路125號

廖火舜

民國18年8月27日
塗城國小畢業

第三屆市民代表

第十二屆塗城村長

塗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臺中縣道教協會常務理事

大里市塗城里光正

路60巷21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經歷 地址

莊喬松

民國51年10月18日
青年高中補校結業

第三屆市民代表

第四屆代表會主席

大里市老人會顧問

環保義工隊副中隊長

大里青商會會長

大里市西湖里西湖

路343號

阮德楊

民國42年7月28日
台北工專畢業

革命實踐研究結業

七十三年度臺中縣優秀青年

第三、四、五屆大里市民代表

中國國民黨大里市委員會委員

大里市福興宮總幹事

臺中縣書畫教育協會總幹事

大里市新里里愛心

路137巷17號

第四屆大里市民代表選舉。大里市二十名；主席：（莊喬松） 

蘇孟乾、何李麗雲、阮德楊、莊喬松、潘清江、黃財、曾德源、何火壽、 
張秀貞、戴仁蓮、廖火舜、王素姬、詹武典十三名代表連任。新任代表七名：

姓名 出生年月日 經歷 地址

林志忠

民國62年5月10日
慈明高中

第四、五屆大里市民代表（第四屆

副主席、第五屆主席）

大里市環保義工中隊副中隊長

仁化振坤宮管理委員會顧問

大里市青商會候補監事

大里大峰獅子會第一副會長

大里市金城里塗

城路636號

陳正恭

民國51年8月24日
宜寧高職畢業

第四、五屆大里市民代表

大里市第四屆市民代表

十九甲警友會站友

福興獅子會理事

守望相助隊顧問

大里市新仁里立

仁路 

47之1號

許秋煌

民國41年5月29日
高職畢業

第四、五屆大里市民代表

大里市崇光獅子會94-95會長 

大里市東榮宮顧問永隆宮顧問 

臺中縣商業會常務理事

臺中縣塑膠製品工會理事長

皮革製品工會理事長

大里市東明路

293號

劉淑霞

民國47年11月8日
高中畢業

第四屆大里市民代表

臺中縣議員賴瑞珠特別助理

臺中縣心慈獅子會首任會長

大里市益民路一

段492巷17弄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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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年月日 經歷 地址

張月純

民國45年8月4日
國中畢業

第四屆大里市民代表

江會計事務所負責人

大里市中興路二

段232巷 

2號

許坤照

民國50年3月16日
慈明中學畢業

第四、五屆大里市民代表

立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十九甲派出所義警分隊隊長

立新守望相助隊榮譽隊長

內新國小家長會長、奉聖宮督導。

大里市新仁里新

仁路一段123號
之一

柯佳淳
民國58年1月1日
大里國中 

國立臺中高工 

中洲技術學院

第四、五屆大里市民代表

立法委員王麗萍國會助理 

阿扁總統臺中縣扁友會顧問 

臺中縣政府大屯區服務中心專員。

大里市仁德里至

善路 

132號

第五屆大里市民代表選舉。共二十名。林志忠（主席） 

林志忠、蘇孟乾、何李麗雲、阮德楊、詹武典、許秋煌、許坤照、 
陳正恭、柯佳淳、曾德源、張秀貞代表十一名連任。新任代表九名：

姓名 學歷 經歷 地址

張煙村

國小畢業

大里市祥興里里長

八十八年大里市好人好事代表

亞洲玫瑰城社區自治會監事

華勤電信工程公司技術工程師

大里市祥興里亞

洲街172巷1號

黃顯堂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系

臺中縣大里市大明里里長

臺中縣彩券販賣人員職業工會創會長

臺中縣大里市東勢尾社區發展協會創

會理事長

大里市大明里東

興路88號

許榮良

初中畢

第一、五屆大里市市民代表、 

內新派出所義警、民防顧問、東興社

區發展協會顧問

日新、西榮、長榮守望相助隊顧問。

大里市東興里永

興路157巷25號

姓名 學歷 經歷 地址

李榮裕

初中畢

大里市第二屆市民代

臺中縣彰化同鄉會2屆理事長

大里市公所兵役協會主任委員

內新派出所警友站站長九年

大里市內新里新

和街16號

曾靖祺

致理商專企管科 

輔仁大學會計系

曾思潭會計師事務所臺灣國際 

標準電子(股)公司

東興社區發展協會社教組長

大里市東明路

318之1號

鄭伯其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商

業經營科

立法委員江連福國會助理

奉聖宮管理委員會委員

立仁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太峰國際同濟會常務監事

大里國際青年商會會友

名文教機構執行長

大里市立德里立

新二街 

7號

蘇柏興

塗城國小

成功國中

光華高工 

國立聯合大學

大里國際青年商會會長

大里市後備軍人輔導中心組長

霧峰分局仁化派出所警友

聖明宮臺中池府王爺公會委員

聖天宮六媽管理委員會顧問

第五屆市代會副主席

大里市塗城里光

正路8巷 

2號

吳兆倫

修平技術學院化工科

畢業(原樹德)

美國普士頓大學畢業

2000年大里市青工會長 

健民守望相助隊大隊長 

大里市守望相助促進會常務理事

大里市健民里健

行路 

258號

林永郁

草湖國小 

大里國中 

僑泰高商畢業

崇光國際獅子會創會理事 

大里市農會第十二、十三屆西湖農事

小組副小組長

草湖太子宮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

健民國際獅子會

西湖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大里市西湖里振

興路36號

參考資料：臺中縣政府編，《臺中縣志．政事志》，頁486-505；陳炎正編，《大里市志．政

事志》，頁62（有照片）91。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檔案選舉實錄（如參考文獻5）；

第五屆大里市代表會（代表簡介）：http://www.dali.gov.tw/government/council.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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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46大里區歷任村里長名錄表

大里（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盧大松 男 35.3.29－39.10.2 第一、二屆 連任

2 林永純 男 39.10.3－44.5.31 第三、四屆 連任

3 郭樹 男 44.6.1－50.5.31 第五、六屆 連任

4 郭日成 男 50.6.1－58.5.31 第七、八屆 連任

5 林番 男 58.6.1－62.10.31 第九屆

6 林榮泰 男 62.11.1－75.8.1 第十、十一、十二屆 連任

7 曾朝佐 男 75.8.1－95.7.31
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十七屆
連任

8 周水波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周水波 男 99.12.25 大里市瓦瑤路75巷7-2號 04-24063815

新里（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林振火 男 35.3.29－44.531. 第一、二、三、四屆 連任

2 林登泉 男 44.6.1－54.5.31 第五、六、七屆 連任

3 林添旺 男 54.6.1－62.10.31 第八、九屆 連任

4 曾榮芳 男 62.11.1－75.7.31 第十、十一、十二屆 連任

5 林湯麗珠 女 75.8.1－79.7.31 第十三屆

6 林修文 男 79.8.1－87.7.31 第十四、十五屆 連任

7 何朝明 男 87.8.1－99.12.24 第十六、十七、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何世琦 男 99.12.25－ 大里市新興路9巷2號 04-24060895

樹王（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林文池 男 35.3.29－39.10.2 第一、二屆 連任

2 林春桂 男 39.10.3－44.5.31 第三、四屆 連任

3 林寶元 男 44.6.1－47.7.31 第五、六屆 升任代表

4 陳瑞成 男 47.8.1－71.7.31
第六（補選）、七、八、九、十、

十一屆
連任

5 林墩然 男 71.8.1－91.7.31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屆 連任

6 石炳南 男 91.8.1－99.12.24 第十七、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石炳南 男 99.12.25－ 大里市福德路28巷6號 04-4206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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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興（村）里（九屆前隸屬祥鷺村）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李申欽 男 59.10.1－62.10.31 第九屆

2 李松林 男 62.11.1－75.7.31 第十、十一、十二屆 連任

3 賴建德 男 75.8.1－83.7.31 第十三、十四屆 連任

4 黃大森 男 83.8.1－95.7.31 第十五、十六、十七屆 連任

5 陳進生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陳進生 男 99.12.25－ 大里市東明路233號 04-24810812

祥鷺村－83.2.1改為祥興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林汝定 男 35.3.29－44.5.31 第一、二、三、四屆 連任

2 林子耀 男 44.6.1－47.5.31 第五屆

3 徐永郎 男 47.6.1－50.5.31 第六屆

4 林申欽 男 50.6.1－58.5.31 第七、八屆 連任

5 蔡國讓 男 58.6.1－71.7.31 第九、十、十一屆 連任

6 陳朝火 男 71.8.1－87.7.31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屆 連任

7 廖倚輪 男 87.8.1－91.7.31 第十六屆

8 張煙村 男 91.8.1－95.7.31 第十七屆

9 黃春海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黃春海 男 99.12.25－ 大里市立德東街2號 04-22805049

日興里（九屆前隸屬內新村）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何石生 男 59.10.1 第九屆

2 許長生 男 62.11.1－71.7.31 第十、十一屆 連任

3 陳銘石 男 71.8.1－75.7.31 第十二屆

4 孔容善 男 75.8.1－79.7.31 第十三屆

5 王來成 男 79.8.1－99.12.24
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朱福田 男 99.12.25－
國立臺灣美術館技工、大里

區後軍人輔導中心秘書

大里市中興路2段日新巷80號
04-24863526

西榮（村）里（九屆前隸屬內新村）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陳義恭 男 59.10.1－62.10.31 第九屆

2 陳深池 男 62.11.1－75.7.31 第十、十一、十二屆 連任

3 張威中 男 75.8.1－79.7.31 第十三屆

4 許江田 男 79.8.1－83.7.31 第十四屆

5 曾六郎 男 83.8.1－87.7.31 第十五屆

6 李文雄 男 87.8.1－91.7.31 第十六屆

7 蔡尚諭 男 91.8.1－99.12.24 第十七、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蔡尚諭 男 99.12.25－ 大里市東明路133號 04-248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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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新（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陳德全 男 35.3.29－37.3.28 第一屆

2 林德旺 男 37.3.29－44.5.31 第二、三、四屆 連任

3 廖清慶 男 44.6.1－58.5.31 第五、六、七、八屆 連任

4 李老河 男 58.6.1－67.7.31 第九、十屆 連任

5 徐義龍 男 67.8.1－75.7.31 第十一、十二屆 連任

6 李老河 男 75.8.1－79.7.31 第十三屆

7 徐義龍 男 79.8.1－83.7.31 第十四屆

8 林清池 男 83.8.1－99.12.24 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林清池 男 99.12.25－ 大里市新仁路2段241巷26號 04-24860159

東昇（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黃登輝 男 35.3.29－37.3.28 第一屆

2 林萬務 男 37.3.29－44.5.31 第二、三、四屆 連任

3 廖石柱 男 44.6.1－54.5.31 第五、六、七屆 連任

4 林坤 男 54.6.1－62.10.31 第八、九屆 連任

5 廖金山 男 62.11.1－83.7.31 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屆 連任

6 陳水樹 男 83.8.1－91.7.31 第十五、十六屆 連任

7 陳進發 男 91.8.1－99.12.24 第十七、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陳進發 男 99.12.25－ 大里市日新路240號 04-24861760

新仁（村）里（十二屆以前屬仁化村）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吳天來 男 71.8.1－79.7.31 第十二、十三屆 連任

2 邱坤連 男 79.8.1－83.7.31 第十四屆 連任

3 林福見 男 83.8.1－87.7.31 第十五屆

4 邱坤連 男 87.8.1－91.7.31 第十六屆

5 張豐明 男 91.8.1－95.7.31 第十七屆

6 林水源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04-22797037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陳正恭 男 99.12.24－
大里市第4-5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立仁路47-1號
04-22773966 

立仁（村）里（十二屆以前屬仁化村）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陳清源 男 71.8.1－81.5.1
第十二、十三、十四（任內病

故）屆
連任

2 張啟森 男 81.5.1－83.7.31 第十四屆補選

3 林居財 男 83.8.1－91..7.31 第十五、十六屆 連任

4 陳慶元 男 91.8.1－99.12.24 第十七、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陳慶元 男 99.12.24 大里市好來六街139號 04-2278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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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林西庚 男 35.3.29－39.10.2 第一、二屆 連任

2 林淵泉 男 39.10.3－44.5.31 第三、四屆 連任

3 簡春來 男 44.6.1－47.5.31 第五屆

4 廖繼烈 男 47.6.1－54.5.31 第六、七屆 連任

5 林碧元 男 54.6.1－58.5.31 第八屆

6 湯坤山 男 58.6.1－67.7.31 第九、十屆 連任

7 林隆標 男 67.8.1－87.7.31
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屆
連任

8 張朝進 男 87.8.1－91.7.31 第十六屆

9 林乾正 男 91.8.1－99.12.24 第十七、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林乾正 男 99.12.25－ 大里市中興路2段35號 04-24834455

夏田（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周闊嘴 男 35.3.29－37.2.28 第一屆

2 林茂松 男 37.3.29－50.5.31 第二、三、四、五、六屆 連任

3 賴瑤機 男 50.6.1－54.5.31 第七屆

4 曾春山 男 54.6.1－58.5.31 第八屆

5 賴瑤機 男 58.6.1－67.7.31 第九、十屆 連任

6 林振石 男 67.8.1－71.7.31 第十一屆

7 胡江川 男 71.8.1－75.7.31 第十二屆

8 賴瑤機 男 75.8.1－83.7.31 第十三、十四屆 連任

9 鄭秋火 男 83.8.1－95.7.31 第十五、十六、十七屆 連任

10 賴朝雄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胡金鍊 男 99.12.25－
中華電信北臺中營運處電力

中心主任

大里市頂厝路136巷9號
04-24061221

仁化（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吳川遑 男 35.3.29－39.10.2 第一、二屆 連任

2 吳川彬 男 39.10.3－41.12.24 第三屆

3 林重 男 41.12.25－54.5.31 第四、五、六、七屆 連任

4 徐朝成 男 54.6.1－58.7.31 第八屆

5 江漢東 男 58.6.1－71.7.31 第九、十、十一屆 連任

6 徐木源 男 71.8.1－79.7.31 第十二、十三屆 連任

7 林金生 男 79.8.1－87.7.31 第十四、十五屆 連任

8 陳金和 男 87.8.1－95.7.31 第十六、十七屆 連任

9 陳宗興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陳宗興 男 9912.25－ 大里市仁美路45巷37號 04-24915756

健民（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劉森霖 男 35.3.29－41.12.24 第一、二、三屆 連任

2 劉森霖 男 41.12.25－44.5.31 第四屆

3 陳中江 男 44.6.1－47.5.31 第五屆

4 劉森霖 男 47.6.1－50.5.31 第六屆

5 黃新旺 男 50.6.1－58.5.31 第七、八屆 連任

6 陳清波 男 58.6.1－62.10.31 第九屆

7 陳庭貴 男 62.11.1－67.7.31 第十屆

8 許世民 男 67.8.1－75.7.31 第十一、十二屆 連任

9 賴德峰 男 75.8.1－83.7.31 第十三、十四、十五屆 連任

10 曾進益 男 87.8.1－91.7.31 第十六屆

11 戴金發 男 91.8.1－95.7.31 第十七屆

12 楊進祿 男 95.8.1－ 第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楊進祿 男 99.12.25－ 大里市仁化路49巷7號 04-2491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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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城（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王箇 男 35.3.29－39.10.2 第一、二屆 連任

2 林焰坤 男 39.10.3－44.5.31 第三、四屆 連任

3 林鷎 男 44.6.1－50.5.31 第五、六屆 連任

4 劉朝燦 男 50.6.1－54.5.31 第七屆

5 黃樹木 男 54.6.1－58.5.31 第八屆

6 洪萬福 男 58.6.1－62.10.31 第九屆

7 洪堂 男 62.11.1－67.7.31 第十屆

8 廖火舜 男 67.8.1－71.7.31 第十一屆

9 廖慶裕 男 71.8.1－75.7.31 第十二屆

10 王正山 男 75.8.1－87.7.31 第十三、十四、十五屆 連任

11 林登木 男 87.8.1－91.7.31 第十六屆

12 王斗星 男 91.8.1－95.7.31 第十七屆

13 楊登俊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黃仁耀 男 99.12.25－
美群國小家長會長 

光正國中家長會長

大里市光正路233-1號
04-24912089

瑞城（村）里（十二屆以前原隸屬塗城村）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楊玉樹 男 71.8.1－87.7.31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屆 連任

2 蔡昭奮 男 87.8.1－99.12.24 第十六、十七、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蔡昭奮 男 99.12.25－
大里市中興路1段2巷201弄
53號

04-24926261

金城（村）里（十屆以前原隸屬塗城村）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洪堂 男 62.11.1－67.7.31 第十屆

2 洪猶龍 男 67.8.1－71.7.31 第十一屆

3 洪錫清 男 71.8.1－83.7.31 第十二、十三、十四屆 連任

4 潘國琦 男 83.8.1－95.7.31 第十五、十六、十七屆 連任

5 林培基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潘國琦 男 99.12.25－
大里市第15-17屆金城里里長

大里市塗城路735巷16弄6號
04-24934630

東湖（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林汝濤 男 35.3.29－58.5.31 第一~八屆 連任

2 曾水壽 男 58.6.1－67.7.31 第九、十屆 連任

3 洪炎樹 男 67.8.1－83.7.31 第十一~十四屆 連任

4 林金木 男 83.8.1－91.7.31 第十五、十六屆 連任

5 林昭鉑 男 91.8.1－99.12.24 第十七、十八屆 連任

代理 張鎮昌 男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賴樹清 男 99.12.25－
大里區農會理事

救國團大里團委會會長

大里市中興路1段泉水巷215號
04-2496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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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村）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賴井 男 35.3.29－39.10.2 第一、二屆 連任

2 黃振源 男 39.10.3－67.8.1 第三~十一屆 連任

3 林金富 男 71.8.1－79.7.31 第十二、十三屆 連任

4 黃振源 男 79.8.1－83.7.31 第十四屆

5 洪振華 男 83.8.1－95.7.31 第十五、十六、十七屆 連任

6 林益生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林益生 男 99.12.25－ 大里市草湖路139號 04-24962689

立德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葉清秀 男 91.8.1－99.12.24 第十七、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葉清秀 男 99.12.25－ 大里市立仁路240巷56號 04-22759116

國光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魏益川 男 91.8.1－99.12.24 第十七、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魏益川 男 99.12.25－ 大里市益民路2段175號 04-24810965

中新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林水源 男 91.8.1－95.7.31 第十七屆

2 張崇宜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張崇宜 男 99.12.25－ 大里市現岱路184號 04-24860515

大明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黃顯堂 男 91.8.1－95.7.31 第十七屆

2 林正忠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黃顯堂 男 99.12.25－

大里市第十七屆大明里里

長 

大里市第五屆市民代表

大里市東興路88號

04-24819098

永隆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王順彬 男 91.8.1－95.7.31 第十七屆

2 林士元 男 95.8.1－99.12.24 第十八屆 連任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林士元 男 99.12.25－ 大里市爽文路1175號 04-2406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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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李文雄 男 91.8.1－99.12.24 第十七、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李文雄 男 99.12.25－ 大里市益民路2段79號 04-24838470

仁德里

序 姓名 性別 任職起－迄日期 屆別 備註

1 陳明義 男 91.8.1－99.12.24 第十七、十八屆

臺中縣市合併（99.12.25）改制為里（99.11.28選舉）

林龍水 男 99.12.25－
大里區第1屆里長聯誼會會長

大里市慈德路174巷8號 
04-24912945

說明：以上諸表村里長名冊，1-14屆為村長，15至18屆為里長，99年縣市合併為改制後第1屆
臺中市里長（選區不變）。圖像大里市公所資訊提供。

參考資料：陳炎正，《大里市志》，頁93-108。花松村編：《臺灣鄉土續誌》第三册（臺北

市：中一出版社），頁447。臺中市選舉委會編，《第一屆臺中市長、議員暨里長

選舉實錄》臺中市：臺中市選舉委會，（2010.11）。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檔案歷屆

選舉實錄（如參考文獻5）。

表9-2-47 改制後大里區公所各級單位主管名錄

 民國99年12月25日因應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為大里區，新制大里區之組

織編制置區長一人，主任秘書一人，秘書三人，課室主管計：民政課、社會

課、農業及建設課、公用課、人文課五個課，室則分秘書室、人事室、會計

室、政風室四個室，以上課室均負責辦理有關本區之各項業務。

主管相片 資料

區長 詹文富 出生年月日：43.12.05
學歷：私立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碩士

經歷：北縣坪林鄉公所里幹事、臺中市南區區公所里幹事、臺中市北

區區公所課員、臺中市北區區公所課長、臺中市政府課長、臺中市北

區區公所區長、臺中市政府專員、臺中市衛生局秘書、臺中市中區區

公所區長、臺中市政府秘書、臺中市南區區公所區長。

主任秘書 周崇琦 出生年月日：49.07.01
學歷：私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學系碩士

經歷：大雅鄉公所農業建設課課長、大里市公所工務課課長 。

秘書 鄭正忠 出生年月日：50.12.08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附設空中行政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行政科二專

經歷：大里市公所公用課課長、大里市公所專員、大里市民代表會秘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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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相片 資料

秘書 
王敏君

出生年月日：49.08.02
學歷：私立逢甲大學財稅學系

經歷：大里市公所民政課課長、大里市公所財政課課長。分機：168。 

民政課課長

張鎮昌

出生年月日:50.08.17
學歷:國立空中大學附設空中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行政科二專

經歷：大里市行政秘書、大里市清潔隊隊長、大里市公所兵役課課

長、大里市公所民政課課長。分機：323

社會課課長

涂育瑋

出生年月日:58.12.17
學歷: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行政管理暨政策碩士、一般民政普考、高考

及格

經歷:大里市托兒所所長、大里市公所專員、大里市公所社會課課長。

農業及建設課課長

張慶庸

出生年月日：56.08.08  
學歷：朝陽科技大學理工學院營建工程系 

經歷：大里市公所工務課技士、大里市公所工務課課長。

公用課課長

張溪祥

出生年月日：39.03.01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附設空中行政專科進修補習學校二專

經歷：大里市公所技正、大里市公所公用課課長、大里市公所建設課

課長。

主管相片 資料

人文課課長

周進義

出生年月日：45.01.29
學歷：私立德明商業專科學校普通行政科畢業.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研究

班結業  

經歷：水里鄉公所村幹事、大里市公所里幹事、大里市公所課員、臺

中大里市光榮國中事務組長、大里市公所秘書室主任、大里市公所民

政課課長、大里市公所兵役課課長、大里市公所人文課課長。

秘書室主任

李開文

出生年月日：48.11.02
學歷：中正理工學院電子工程科二專

經歷：大里市公所民政課課長、大里市公所社會課課長、大里市公所

秘書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

王耀駿

出生年月日：37.11.15
學歷：政治作戰學校政治學系大學部

經歷：高雄市公共車船管理處科員、高雄市政府人事處科員、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科員 、臺灣省政府人事處科員 、臺灣省交通處旅遊事

業管理局人事管理員、臺灣省交通處港灣技術研究所人事管理員、豐

原市公所人事室主任、太平鄉公所人事室主任、太平市公所人事室主

任、潭子鄉公所人事室主任。

托兒所所長

林穆瑛

出生年月日：49.11.11
學歷：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碩士

經歷：省立南投啟智教養院保育員、大里鄉公所書記、大里市公所課

員、大里市公所市立托兒所所長、大里市公所財政課課長、大里市公

所社會課課長  

大里市公所市立托兒所所長。

圖書館館長

沈守真

出生年月日：51.05.19
學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畢

經歷：大里市立圖書館管理員、大里市公所社會課課長、大里市清潔

隊分隊長、大里市公所秘書室研考、財產管理課員、彰化縣花壇鄉公

所自治課員、國立勤益工專夜間部教務組組員、臺中縣太平鄉戶政事

務所戶籍員、臺中縣清水鎮戶政事務所戶籍員、臺中縣大屯稽徵處書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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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相片 資料

清潔隊隊長

林孝錦

出生年月日：51.09.13
學歷：嘉南藥學專科學校 

經歷：太平市公所課員、太平市清潔隊分隊長、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南屯區清潔隊隊長、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大里區清潔隊隊長。

會計室主任

林步瑛

出生年月日：54.01.12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行政管理碩士

經歷：高雄縣三民鄉公所主計員、臺灣省警政廳刑事警察大隊組員、

國立岡山農工職業學校組員、臺中縣立大安國中會計主任、臺中縣烏

日鄉九德國小會計主任、臺中縣大里市益民國小會計主任、臺中縣東

勢鎮公所主計室主任、臺中縣大里市公所 主計室主任、臺中市大里區

公所 會計室主任(991225-迄今)

政風室主任

林宏政

出生年月日：47年次。

學歷：大學畢業

經歷：烏日區公所政風主任、臺中市大里區公所政風室主任。

資料來源：大里區公所提供。

1.改制後原托兒所、圖書館、清潔隊分別隸屬臺中市政府各局處，由區公所暫代管一年。

2.改制前大里市公所各級單位主管名錄（99.12.24前）請參考政事篇大里市公所各課室主管表

(一)(二)。

表9-2-48大里區各級學校校長名錄

修平科技大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鍾瑞國  校長 愛荷華州立大學工業

教育與技術系博士

國立臺灣師大工業教

育研究所碩士

專長領域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

課程發展與評鑑

組織行為

人力資源管理

網路學習

校址：臺中縣大里

市工業路11號
電話：886-4-2496-
1100

國立大里高級中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游源忠  校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數

學系、教育研究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技

術與職業教育博士班

進修中

高雄路竹高中、彰化溪

湖高中數學教師、總務

主任、教務主任。

校址：臺中市大里

區東榮路369號
電話：(04)-2487-
5199

縣立大里高級中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黃立偉  校長 臺中師範專科學校畢

業

東海大學畢業

彰化師範大學輔研所

40學分班結業、學

校行政碩士班肄業

國小老師、主任

苗栗縣立南湖國民中學

校長

臺中縣立大華國民中學

校長

臺中縣立豐東國民中學

校長

校址：臺中市大里

區國中路365號
電話： 

04-24067870
傳真： 

04-24078615

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宋一芬  校長 省立屏東師專畢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

導系畢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

育研究所畢業

國小教師 
國中教師、主任 
臺中市黎明國中校長 
國立花蓮女中校長

地址：臺中市大里

區新仁路三段210號 
電話：24821027
傳真：24815410

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劉瑞鐘  校長 懷恩中學教務主任兼

訓導主任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教務主任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圖書館主任

榮獲臺中市七十三年特

殊優良教師 
榮獲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師「師鐸獎」 
榮獲九十一年全國模範

教師獎 
榮獲中華民國私立教育

事業協會「弘道獎」

地址：臺中市大里

區中興路二段210號 
電話：24834138
傳真：2483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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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青年高級中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賴建成  校長 青年高中專任教師、

教學組長、校務主

任、 代理校長

86年5月榮獲私立學校最

高榮譽弘道獎

96年9月獲頒全國資深優

良教師大智獎

臺中市大里區中湖

路100號
電話： 

04-24963333
傳真： 

04-24934833

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廖玉明  校長 中原大學物理系、政

大教育行政研究所結

業

歷任導師、組長、主

任、副校長

臺中縣教育會常務理事

臺中縣文教基金會董事

臺中縣大里市樹王

路342號(412) 
電話：

04-24063936 
傳真：

04-24071400

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楊淑麗  校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

育學碩士

東國中教師兼導師

溪南國中教師兼主任

臺中縣立公明國中校長

４年

臺中縣大里市至善

路157號
總機：

(04)24927226
傳真：

(04)24925713

市立爽文國民中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林進東  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

究所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

臺中師專

縣立大里國中

草湖國小

臺中縣立光正國中輔導

主任、教務主任、校長

臺中縣立成功國中訓導

主任

臺中縣立大里國中教師

臺中縣大里市永隆

三街一號

電話： 

04-24067545
傳真： 

04-24067543

立新國民中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高振森  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

教系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

究所（四十學分班）

臺中縣技藝教育中心主

任

溪南國中教務主任

臺中縣大里市甲堤

路236號
電話： 

04-22732299
傳真： 

04-22736208

光正國民中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王心怡  校長 彰化師大教育研究所

學校行政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

究所四十學分班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

畢業

北勢國中教師兼註冊組

長、資料組長、訓導主

任、教務主任、輔導主

任

臺中縣大里市鳳凰

路68號
電話:
(04)24911599
傳真:
(04)24920416

光榮國民中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楊寶旺  校長 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

育系化學組畢業

臺北師範大學教育研

究所四十學分班

臺中縣立光德國民中學 

校長六年(民國九十一年

至民國九十七年)

臺中縣立大華國民中學

（民國八十五年至民國

九十一年）

:臺中縣大里市東榮

路280號
學校電話:
04-24831428

大里國小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江志斌  校長 彰化師大特教研究所 

四十學分班結業

大里市崇光國小教務主

任、總務主任

新社鄉大林國民小學校長

大里市內新國民小學校長

大里市崇光國民小學校長

臺中縣大里市新興

路50號    
電話：

04-24066002
傳真：

04-24062171

草湖國民小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林約宏  校長 國民教育研究所四十

學分班

臺中師院第一屆「學

校行政碩士班」

八十三年榮獲教育人員

最高的榮譽–「師鐸

獎」

412臺中縣大里市西

湖路32號
電話：

04-24953078
傳真：

04-24921102

大元國民小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邱志忠  校長 臺中師專普通科數學

組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數

理教育學系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

理研究所碩士畢業

霧峰鄉光復國民小學僑

榮國民小學烏日鄉喀哩

國民小學教師及主任等

職

霧峰鄉復興國民小學校

長

臺中縣大里市現岱

路60號  

電話：

04-24834568 
傳真：

04-24834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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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民國民小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錢得龍  校長 屏東師專畢業

彰化師大輔導研究所

四十學分班結業

臺中師院輔導二十學

分班結業

彰化師大特殊教育研

究所畢業

新竹縣、臺北縣、臺中

縣國小教師組長十五年

臺中縣中科國小校長、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國小

校長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兼任

講師

臺中縣大里市益民

路二段48號
電話：

(04)24834970
傳真：

(04)24836405

立新國民小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王宏德  校長 省立屏東師範專科學

校畢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畢業

特教研究所四十學分

班結業

黃竹國民小學校長

五福國民小學校長

大里國民小學校長

霧峰國民小學校長

臺中縣大里市立仁

里立新街338號
電話：2276-9178
傳真：2276-9146

健民國民小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謝進立  校長 新竹師專畢業 

臺中師院初教系畢業 

彰化師大特研所四十

學分班結業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國小

教師

臺中縣大里市草湖國小

教師

臺中縣霧峰鄉桐林國小

教師兼主任

臺中縣大里市草湖國小

教師兼主任

臺中縣大里市健民

里校前路26號
電話：

(04)24912342
傳真：

(04)24912496

內新國民小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林淵輝  校長 臺中師範專科學校普

通科

臺中教育大學學校行

政碩士班

彰化芳苑國小教師

霧峰僑榮國小組長

大里瑞城國小主任

東勢成功國小校長

大里永隆國小校長

臺中縣大里市新仁

路2段42號
電話：

(04)24852863
傳真：

(04)24825059

崇光國民小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趙景惠  校長 嘉義師專國校師資科

音樂組

臺中教育大學初教系

音樂組

教師、臺中縣國教輔導

團音樂科輔導員、教導

主任

崑山國小校長

大元國小校長

東園國小校長

臺中縣大里市大明

路181號
電話：24818836
傳真；24821601

永隆國民小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蔡淑娟  校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

殊教育研究所碩士

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畢業

臺中師範專科學校畢

業

臺中縣桐林國小校長

臺中縣新社國小校長

崇光國小、龍峰國小、

公館國小主任

三田國小教師、大甲國

小教師兼輔導組長

臺中縣大里市永隆

五街2號
電話：24066637
傳真：24066635

瑞城國民小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林聰地  校長 臺中師專國校師資科

畢業 
逢甲學院國際貿易系

畢業  

新竹師院國民教育研

究所碩士班畢業 

南投縣千秋國小教師

臺中師院實小輔導室主

任、研究輔導處主任

臺中縣光隆國小教師 
臺中縣旭光國小總務主

任、教務主任  

臺中縣東汴國小校長

41272臺中縣大里

市美村街196號
電話：

04-24923397
傳真：

04-24931370

美群國民小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邱家麟  校長 彰化市南郭國小畢業

私立精誠中學國中部

畢業

臺中師範專科學校國

師科音樂組畢業

臺中師範學院數理教

育系畢業。

曾任教務組長、生活管

理組長、訓導主任、總

務主任、教務主任、輔

導主任

溪尾國民小學校長

臺中縣大里市美群

路99號
電話：

04-24912129
傳真：

04-24911249

塗城國民小學 學歷 經歷 學校地址電話

張永志  校長 臺中師範專科學普通

科

臺中師院語言教育系

國民教育研究所40
學分班

臺中教育大學碩士班

（休業）

曾任教務組長、生活管

理組長、訓導主任、總

務主任、教務主任、輔

導主任

吉峰國小校長

臺中縣大里市仁化

里文化街120號
電話：24922935
傳真：24954474

說明：大里地區教育語在教育篇詳說。地區各級學校歷任校長一覽表（《續修臺中縣志》．人

物篇人物表列）亦詳說至98年。本表補充之。

資料與圖像來源：大里區各級學校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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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49大里警分局所主管名錄

 霧峰分局：本分局位於臺中縣西境，轄有霧峰鄉、大里市。東鄰太平分

局，西鄰烏日分局，南以烏溪與南投縣草屯分局為分界，北接臺中市警察局

第三分局。總面積為 127.8 平方公里，行政區劃分為霧峰鄉、大里市等兩

鄉市，計有 20 個村、27個里、 79161戶、 260179人。轄內有中投快速道

路、高速公路、霧峰及大里交流道，交通便利。

霧峰分局

姓名 學歷 經歷 地址與電話

陳義德分局長

中央警官學校行政

科第五十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偵查隊長 

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分局長 

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分局長 

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分局長 

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分局長

臺中縣霧峰鄉中正

路1236號
04-23302139

大里分駐所

姓名 學歷 經歷 地址與電話

鍾文獻所長

中央警察大學交通

警察學系畢業  

逢甲大學交通管理

系碩士

臺中縣警察局豐原分局 

潭北派出所所長   

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 

大里分駐所所長

臺中縣大里市新興

路5號
04-24060634

仁化派出所

姓名 學歷 經歷 地址與電話

林清波所長

中央警察大學二技

71期

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 

吉峰派出所所長 

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 

仁化派出所所長

臺中縣大里市仁

化路198號  

04-24952010

內新派出所

姓名 學歷 經歷 地址與電話

簡龍宏所長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

警察科畢業

臺中縣警察局太平分局 

太平分駐所所長 

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 

內新派出所所長

臺中縣大里市中興

路二段598號  

04-24875584

成功派出所

姓名 學歷 經歷 地址與電話

蔡兵桂所長

臺灣省警察學校警

員班102期、警察

大學警佐班21期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

行政系畢業 

臺中縣警察局豐原分局 

神岡分駐所所長 

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 

成功派出所所長

臺中縣大里市成

功路9號 

04-24950763

國光派出所

姓名 學歷 經歷 地址與電話

王寵魁所長

中央警察大學

67期二技班

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 

成功派出所所長 

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 

國光派出所所長

臺中縣大里市永大

街136號  

04-24180232

十九甲派出所

姓名 學歷 經歷 地址與電話

林添宏所長

臺灣警察專科學

校專七期  

中央警察大學警

佐班25期

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 

仁化派出所所長 

臺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 

十九甲派出所所長

臺中縣大里市立元

路115號  

04-22706613

圖像來源：霧峰分局霧峰分局http://www.police.taichung.gov.tw/TCPBWeb/wSite/
mp?mp=su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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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50 大里市農會主管名錄

歷任組合長

林文華  組合長 林秋金  組合長 林  番  組合長 林善坦  組合長

歷任總幹事

林汝標  總幹事 謝式溏  總幹事 林汝文  總幹事 林金泗  總幹事

歷任理事長

林啟焰常務理事 林番   理事長 林雀    理事長 陳池    理事長

曾壽山  理事長 黃振源  理事長 曾秋霖  理事長 楊清波  理事長

陳深池  理事長 陳義恭  理事長 林海木  理事長 洪炎樹  理事長

歷任常務監事

盧任貴  常務監事 陳德全  常務監事 林重  常務監事 賴秋木  常務監事

蘇榮豐  常務監事 林坤益  常務監事 徐賢一  常務監事 曾進益  常務監事

陳耀輝  常務監事

說明：大里農會人物錄由大里市農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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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主管名錄

理事長 學歷 經歷 現任理事

李煥湘

逢甲大學畢業

大里市農會第14屆會員代

表、大里市農會第15屆理

事、第16屆理事長。

理事：林永鑫   

理事：何朝明 

理事：吳昌明  

理事：林清賢 

理事：賴樹清 

理事：林賢經 

理事：陳四煌 

理事：蘇孟乾

常務監事 學歷 經歷 現任監事

謝孟宗

明新工專畢業
大里市農會第15屆監事、

第16屆常務監事。

監事：陳附瑜

監事：林來褔

總幹事 學歷 經歷 備考

林永建

高商畢業

大里市農會職員、分部主

任、會務股股長、第13、
14、15、16屆總幹事。

總幹事，秉承理事

會決議，率領全體

員工，開展經營本

會業務，設置主任秘

書一人及秘書兩人

負責協助總幹事督導

會務股、推廣股、供

銷部、保險部、信用

部、會計股、企劃稽

核股及資訊室等各股

部、室業務。

各辦事處及相關部門連絡地址及電話

本會信用部 臺中市大里區新興路101號 24068011 
內新辦事處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506號 24850920 
草湖辦事處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109號 24933512
健民辦事處 臺中市大里區仁化路3號 24912421 
東榮辦事處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173號 24815581 
金城辦事處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308-11號 24922853 

十九甲辦事處 臺中市大里區新仁路一段121號 22781000 
仁化辦事處 臺中市大里區仁化路551號 24910905 
國光辦事處 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679號 24075536
成功辦事處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路529號 24927888 

國光花卉市場 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100號 24832770 
草湖糧肥倉庫 臺中市大里區西湖路116號 24937877 

生鮮超市 臺中市大里區新興路101號 24070289 
東湖加油站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109-1號 24951468 

附設聯合診所 臺中市大里區新興路101號 24060956 
農產品集貨場 臺中市大里區健東路29號 24922866

圖像來源：臺中市大里區農會資料提供。

資料：臺中市大里區農會：http://www.ttfa.com.tw/cgi-bin/home.pl。

表9-2-51 大里市二二八受難者名單

序號 姓名 董事會次 受難地區 受難事實 補償基數

62 林萬源 49 大里市 死亡 60
資料：許雪姬等：《臺中縣志續修‧人物志》（豐原市：臺中縣政府，2010.10）頁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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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鉦昇

 2001  《臺中地區林姓族人的發展（1701—1945）—以林簪家族為例》 

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

邵玉明

 2010〈臺灣贌社制度下原住民的社會研究〉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5.臺中市、臺中縣政府選舉委員會出版品：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81  《臺灣省議會第七屆議員、臺中縣第九屆縣長選舉臺灣省臺中縣選務總報告》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82  《臺中縣第十二屆鄉民代表、第三屆豐原市民代表暨第十二屆村里長選舉選務報

告》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82  《臺中縣議會第十屆議員、第九屆鄉鎮長、第三屆豐原市長選舉選務總報告》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83  《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額立法委員七十二年選舉臺灣省臺中縣選務總報告》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85  《臺灣省第八屆省議員暨臺中縣第十屆縣長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86  《臺中縣各鄉鎮第十三屆鄉民代表、豐原市第四屆市民代表暨各鄉鎮第十三屆村里 

長選舉選務報告》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86  《臺中縣議會第十一屆議員、臺中縣各鄉鎮第十屆鄉鎮長、豐原市第四屆市長選舉 

選務總報告》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86  《民國七十五年增額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選舉臺灣省臺中縣選務總報告》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89  《七十八年增額立法委員、臺灣省第九屆省議員暨臺中縣第十一屆縣長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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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90  《臺中縣各鄉鎮第十四屆鄉民代表、豐原市第五屆市民代表暨各鄉鎮第十四屆村里 

長選舉選務總報告》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90  《臺中縣議會第十二屆議員、臺中縣各鄉鎮第十一屆鄉鎮長、豐原市第五屆市長選 

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92  《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93  《臺灣省臺中縣第十二屆縣長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94  《八十三年臺中縣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94  《臺中縣議會第十三屆議員暨臺中縣各鄉鎮第十二屆（豐原市第六屆、大里市第二 

屆）鄉鎮長市長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95  《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97  《臺灣省臺中縣第十三屆縣長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98  《八十七年臺中縣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98  《臺中縣議會第十四屆議員暨臺中縣各鄉鎮第十三屆（豐原市第七屆、大里市第三

屆、太平市第二屆）鄉鎮長市長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1998  《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2001  《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暨臺中縣第十四屆縣長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2002  《九十一年臺中縣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2002  《臺中縣議會第十五屆議員暨臺中縣各鄉鎮第十四屆（豐原市第八屆、大里市第四

屆、太平市第三屆）鄉鎮長市長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2005  《臺中縣第十五屆縣長、臺中縣議會第十六屆議員暨臺中縣各鄉鎮第十五屆（豐原

市第九屆、大里市第五屆、太平市第四屆）鄉鎮長市長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2005  《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2006  《九十五年臺中縣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選舉實錄》 

臺中豐原：臺灣省臺中縣選舉委員會。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2010  《臺中市第一屆市長、議員暨里長選舉》臺中：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6.主要參考網站： 

中央研究院/臺灣文獻叢刊：http://hanji.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資料庫：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node/3193。
立法院全球資訊網：http://www.ly.gov.tw/03_leg/0301_main/legList.action。 

走讀臺灣霧峰鄉/人物：http://ca.tchcc.gov.tw/wrt/wufung/e_3.htm
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cls.hs.yzu.edu.tw/TWP/b/b02.htm。

臺中市大里區公所：http://www.dali.taichung.gov.tw/about.asp。
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http://www.taichung.gov.tw/internet/main/index.aspx。
臺中市議會全球資訊網（舊）：http://www.tccn.gov.tw:8080/。
臺中縣議會全球資訊網（舊）：http://oldwww.tccc.gov.tw/member.php。
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5445。
楊建成：日治時期台灣人士紳圖文鑑[稿本]：http://tw.myblog.yahoo.com/;jamesyang-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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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撰稿格式

一、版面

本史採用Microsof tWord6.0（或7.0）版軟體，版面採「樣式庫」中的

Thesis1（論文）樣式，基本格式如下：

（一）邊界：上2.54公分，下3.41公分，左3.17公分，右 3.17公分。

（二）頁碼：頁尾、置中。

（三）篇名居中，細明體20點；章名居中，細明體18點；節居中，細明體16

點。

（四）圖表標題用細明體14 號，說明文字用細明體10 號。

（五）圖表之標題及說明文字，採圖下表上的方式；圖表序號以阿拉伯數字

表之，以篇章為單位，如圖3-3-6（第三篇第三章第六圖）、表3-3-

3。圖表於下方註明資料來源。

二、正文

（一）每段落首行空2字，字形細明體12點，行距24點，字距「最佳」，與

前段距離6點。

（二）臺灣之「臺、台」字，書名或文章名，採用「臺」字。引文均依照原

書、原文之寫法。

（三）文中日期、量化數字均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如民國85年（1996）2月4

日，土地1,957公頃，支出3,950元等。

（四）括號一律採用全型（），雙括號時，以（〔〕）的方式表示；引號一

律採用「」，雙引號時，以「『』」的方式表示。

（五）各篇格式：各篇依序分為章、節、項、目、款，其寫法如下：

1、章之編號採國字小寫（如第一章、第二章），18點字體，對中排

列，每章各有章名，均自一新頁開始。

2、節之編號亦採國字小寫，16點字體，對中排列，各節之間空2行。

3、項之編號採國字小寫，14點字體，置於行頭，下加項名，各項之間

空1行。

4、目之編列採國字小寫外加括號（如（一）、（二）…），12點字

體，各目之間空1行。

5、款之編號採阿拉伯字（如1、2、3、…），12點字體，各款之間空

1行。

6、款之下之編號分類如下：

   先採（1）、（2）、（3）……，繼採A、B、C…以下類推之。

（六）獨立引文用12 號標楷體；與正文之間隔上下各空一行；遇多段之引

文，則每段開頭多空2 字。正文內之引文，加「」；若引文內別有引

文，則使用『』表明。引文原文有誤時，附加（原誤）。引文有節略

而必須表明時，不論長短，概以節略號六點……表示，如「xxx……

xxx」；英文句中三點…，句末則為四點…．。

三、註釋

（一）字形細明體9點，最小行高，行高12點，以腳註方式，附於每頁下緣。

（二）註釋中，作者與譯者之表現方式，如各僅為一人時，二者間以頓號表

示，如「xxx 著、xxx 譯，……」；若作者或譯者有二人以上，以

「xxx、xxx 著，xxx 譯……」或「xxx 著，xxx、xxx 譯，……」之

方式表示之。

（三）正文及註釋，平常引號用「」標示，書名、期刊、報刊用《》，文章

篇名和碩、博士論文用〈〉標示。

（四）註釋格式﹕第一次出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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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年月），頁碼。

2. 論文著作集：作者，〈論文名〉，收於編者，《書名》（出版地：

出版社，年月），該文起迄頁碼。

3. 期刊論文：作者，〈篇名〉，《刊物名》期：別（出版地，年

月），頁碼。陳哲三，〈清代草屯的找洗契及其相關問題〉，《逢

甲人文社會學報》，12（臺中，2006.6），頁217-237。

4. 報刊文章：作者，〈篇名〉，《報刊名》，年月日，第x 版。

5. 網路資料註明網址及引用日期。

再次出現時：作者，篇名或書名，頁碼。

（五）註釋中若遇合刊之期刊，以《期刊名》3：3/4 的形式表示。

（六）註釋或參考書目中之頁碼，以頁1、2、3- 4 的形式表示。

（七）期刊卷期之後附上出版時間（年月）。

（八）註釋號碼，用阿拉伯字數碼表示，遇句號或分號，置於標點符號之

後。

四、徵引書目

（一）限各篇正文確有徵引，始予列入；如未徵引，則不予列入。

（二）徵引書目中，若有版本或原刊年月等說明文字，皆於該書後加括號說

明。

（三）徵引書目不分專書、論文著作集、期刊論文或是報刊文章，中、日、

西文並列時，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中、日文書目，按作者姓名

筆畫，西文書目依字母次序排列，姓在前，名在後。

（四）書目格式：基本史料、專書與論文集、期刊（學報）論文、學位論

文、報刊文章、網路資料。依下列格式編排之：

參考資料

一、基本史料：

臺中市政府主計室編

2006 《臺中市統計要覽（民國九十四年）》。臺灣臺中：編印者。

胡健國編著

2004 《近代華人生卒簡歷表》。臺灣臺北：國史館。

二、專書與論文集﹕

黃秀政

2007 《台灣史志新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松田吉郎

1992 〈臺灣の水利事業と一田兩主制〉，收於陳秋坤、許雪姬主編，《臺灣

歷史上的土地問題》， 頁105-13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Bourdieu, Pierre

1976 Marriage Strategies as Strateg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in 

Forster, R. & O. Ranum eds., Family and Society, pp. 117-144.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三、期刊（學報）論文：

黃秀政

2007 〈日治時期臺中林氏宗祠的建立〉，《臺灣文獻》58（1）：55-92。

Coe, Michael D.

1955 Shamanism in the Bunun Tribe, Central Formosa,Ethnos 20 

（4）: 18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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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位論文：

作者

1997 〈篇名〉，校名系所碩（博）士論文。

五、報刊文章：

作者

2001.3.8 〈篇名〉，《報刊名》，第x 版。

六、網路資料（註明網址及引用日期）

作者，資料名稱，

發佈日期。引用日期，網頁名稱，網址

林務局保育組，〈瀕臨絕種台灣狐蝠驚喜現蹤〉，

2010年1月12日發佈。2010年1月13日，引自林務局全球資訊網，http://

www.forest.gov.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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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卷篇 審查委員

沿革篇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退休、前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

地理篇 陳國川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政事篇 孟祥瀚

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經濟篇 蕭景楷

南開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講座教授兼商管學院院長

黃秀政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退休、前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

社會篇 張永楨

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系副教授兼主任

教育篇 林時民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文化篇 蘇瑤崇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宗教禮俗篇 蔡錦堂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人物篇 王振勳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主持卷篇 主持人 助理

卷首、卷尾

全書編纂事宜

王志宇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余鈞惠

沿革篇

大事記

邱正略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余俊憲

地理篇 楊秉煌

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人文社會科

助理教授

范綱皓

政事篇 曾鼎甲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吳書萁

經濟篇 許世融

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陳國雄

社會篇 陳靜瑜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盧文婷

郭佳玲

教育篇 葉憲峻

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吳俊瑯

文化篇 林翠鳳

臺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教授

王嘉弘

宗教禮俗篇 王志宇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黃志宏

人物篇 余美玲

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

邵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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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一、說明

 《大里市史》編纂團隊遵照《沿革篇》審查委員黃秀政教授的建議，於

前年（2010年）7月至10月間，至各里舉辦耆老座談會共計14場（見表1），

並將座談會內容整理成紀錄。由於有些里之間在信仰組織、地緣上有極密切

的關係，因此有部份的里合併舉辦。座談會舉辦之前，必須先整理出既有可

掌握的史料，做為座談會進行時的參考資料，並且依照各里的特色及重點，

條列出座談會進行時欲向出席的耆老們請益的各項問題。這項工作主要是參

考黃秀政教授於民國88年（1999）出版的《戰後大里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1945-1997）附冊—大里各里耆老座談會及農業機構訪談記錄》一書作為

藍本，1進行延伸草擬的會議參考資料，在公所同仁及各里里長熱心協助下，

各場座談會進行順利，以下會議紀錄依座談會舉辦日期先後排列。

1 黃秀政，《戰後大里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1945-1997）附冊—大里各里耆老座談會及農業機構訪談

記錄》（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9）。本書舉行座談會的日期爲民國86年（1997）11月至87年
（1998）4月間。

表1 各里耆老座談會舉辦時間地點簡表

舉辦日期 里別 會議地點

參加人員

耆

老

公

所

人

員

編

纂

團

隊

99.07.23. 健民里 健民里活動中心 8 3 9

99.07.30. 塗城里 塗城里活動中心 6 5 7

99.08.06. 仁化里 振坤宮二樓會議室 7 5 7

99.08.13. 仁德里 振坤宮二樓會議室 4 4 5

99.08.20. 瑞城里 瑞城里辦公處 7 4 6

99.09.03. 立仁里、新仁里、立德里 立新社區活動中心 15 4 4

99.09.10. 大明里、東興里、永隆里 東興社區活動中心 13 3 5

99.09.24. 祥興里、日新里 日新社區活動中心 12 3 4

99.10.07. 內新里、中新里、東昇里 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13 3 4

99.10.08. 西榮里、長榮里 西榮社區活動中心 10 5 5

99.10.14. 大元里、夏田里 大里市公所三樓會議室 7 3 4

99.10.15. 大里里、新里里、國光里 大里市公所三樓會議室 12 4 5

99.10.21. 西湖里、東湖里、金城里 東湖社區活動中心 10 5 5

99.10.22. 樹王里 樹王社區活動中心 6 3 5

說明：「耆老」欄的人數包含貴賓（例如市民代表）、里長等。

二、會議紀錄

（一）大里市健民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7 月 23 日   上午9：30        

2、地點：健民里活動中心

3、出席之貴賓：吳兆倫市民代表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楊進祿、曾金、曾良成、 

     陳進德、陳阿堂、賴德峰、何木火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念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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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余美玲、陳靜瑜、林翠鳳、 

      　 曾鼎甲、邱正略、黃志宏、邵玉明、陳國雄

7、主持人：楊進祿里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本里較大的家族有「頂館」的曾姓、「下館」的戴姓，另外還有陳姓。

「頂館」、「下館」的舊地名是緣起於本地過去樟腦產業盛行，本地存在

一些「腦館」（陳進德、吳兆倫）。

2、本里於日治時期稱為「竹子坑」，又稱為「坑口」，至於「坑內」則是指

太平市的「黃竹坑」（曾良成）。雖然行政區域隸屬於「番子寮庄」的一

部份，由於人口不多，並沒有人擔任過「保正」，日治時期出身番子寮庄

的街庄協議會員包括林阿秉、林柏選、林秋金、林德修、賴平進等人，

似乎都不是本里的人，可能是仁化里、新仁里、立仁里、立德里那邊的人

（曾金、陳進德）。

3、曾姓是本里的大姓，原本有一處古宅，於民國88年（1999）九二一大地

震時倒塌，此外本里沒有古宅（曾金）。

4、有關武館、藝陣方面，過去曾有樹王里「集英堂」的石姓師父前來本里教

導里民武術，操練的地點在許阿春宅前空地（賴德峰）。另有一位里民林

有德（健在）在教導大鼓陣（陳阿堂）。

5、本里的公廟為「竹興宮」，主祀神為北極玄天上帝。早期奉祀於民家，過

去會在「店仔口」前面空地做戲，目前廟址原本是一處賣藥草的草寮，以

前竹興宮有一位乩童名叫「張金連」，過世之後即不再有乩童。民國77

年（1988）成立「帝爺會」，採會員制，創會會長為賴德峰，初期僅6人

參加，輪流擔任會長，後來參加者逐漸增多，改採擲筊決定會長人選，目

前參加者約有200人，八年前（2002）會長改由幹部選舉產生，一任3年

（賴德峰）。

6、本里重要的信仰活動包括「十八庄媽祖遶境」與彰化南瑤宮五媽會「中大

角」的祭拜活動，皆是日治時期已經存在的活動。「十八庄媽祖遶境」本

里與車籠埔同一日，至於「中大角」的活動，本里屬於「大里角」，「大

里角」的範圍包括大里、樹王、番子寮、草湖、竹子坑（即本里）等五

處。「吃會」是早期農村社會居民交誼的重要方式之一，由於今日社會

人們對於「吃會」的興趣已大大降低，參加意願已不如前，過去約每10

年輪一次「中大角」，如今逐漸縮減為8年輪一次（曾金、陳進德、吳兆

倫）。

7、本里過去有天主教會，教堂即位於今天的活動中心，如今已無天主教在本

里傳教，但有基督教會，教堂位於健民國小對面（賴德峰）。

8、本里山區有一特產，稱為「刣頭筍」，意謂入山採筍可能有遭「生番」馘

首的危險。這種筍子過去被稱呼做「怕哈嘛筍」，以竹節之間距離很長而

得名，產期約在每年6月至9月間，大約是農曆5月端午節到8月中秋節期

間。到了民國64年（1975）先總統蔣介石逝世後，這些竹林因開花而全

數枯萎，不再生長筍子，大約過了10年之後，種子重新生長成竹，約民國

80幾年之後又開始生長，因此，這種筍又被稱為「總統筍」或「皇帝筍」 

（陳阿堂、賴德峰、吳兆倫）。

耆老資料：

1、曾  金：民國5年生，健民里。

2、曾良成：民國27年生，健民里。

3、陳進德：民國16年生，健民里。

4、陳阿堂：民國22年生，健民里。

5、賴德峰：民國41年生，健民里。

6、何木火：民國46年生，健民里。

7、吳兆倫：民國50年生，健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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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里市塗城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7 月 30 日   上午9：30        

2、地點：塗城里活動中心

3、出席之貴賓：蘇柏興市民代表會副主席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楊登俊、林正雄、全禹華、王斗星、吳正茂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念惠子、王建龍、黃榮宗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余美玲、陳靜瑜、林翠鳳、

        邱正略、邵玉明、陳國雄

7、主持人：楊登俊里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本里里民以林姓、廖姓佔多數，古厝共有兩處，一處位於聖明宮後方光正

路12號的林姓古厝，即曾任鄉民代表的林坤益家宅，也是林家公廳所在

地，林坤益的大伯林順隆於日治時期曾擔任過保正。廖家古厝則是位於光

正路32號，即曾任村長的父子廖火舜、廖慶裕家宅（林正雄、吳正茂）。

2、本里的舊地名包括「頂塗城」、「四分仔」（又分為位於六福社區一帶

的「頂四分仔」，以及位於光正路259巷一帶的「下四分仔」）、「西門

口」（塗城路351巷一帶）、「南門仔」（三民一街一帶）、「後壁溪

仔」（光正路60巷、光明路20巷一帶），「紅鐵橋」位於「五分市仔」

附近，即美群路土地公廟一帶（王斗星、林正雄）。

3、本里學歷最高的里民可能是畢業於臺灣省立農學院（即今中興大學）的林

紀良先生，後來到日本進修，取得昆蟲學博士，回臺之後任教於中興大

學，家人已遷移他地（林正雄）。

4、林正雄的父親林義重會作詩，聖明宮的對聯便是林義重所作，戰後初期林

義重曾在塗城的「四分仔」成立漢學私塾（林正雄）。

5、本里過去曾發生過的大事，大多與水災有關，較早的是民國 2 1年

（1932）發生的水災，當時本里有三處較大的三合院，被沖毀兩處，

只留下林坤益家的三合院。民國48年（1959）的八七水災、民國49年

（1960）的八一水災也都帶來不小災情（林正雄）。

6、本里的福德爺廟原本位於舊活動中心樓下，該廟地為林坤益的祖父奉獻

的，民國21年（1932）水災發生後，才興建大庄福德爺廟，將土地公遷

移至大庄奉祀。民國48年（1959）八七水災之後，又將福德爺廟遷移至

美群路奉祀。大約五、六年前，大庄附近的工廠及居民覺得到美群路的福

德爺廟拜拜路途略遠，於是重新設置大庄福德宮（林正雄）。

7、早期本里也有高山族原住民出沒，據說清代的時候曾設有四個銃櫃，目前

也還留下「西門」（美群路一帶）、「南門」（聖明宮附近的社區）等舊

地名（林正雄）。

8、本地曾經傳說有高山族於白天出草，經過民家時，婦人以勺子將廚房滾燙

的熱水潑高山族才將之嚇退，此後高山族不敢白天下山來出草。戰後初期

本里有武館，由草屯的老師父前來教導，地點在「公地」，即聖明宮現

址。戰後本里亦有歌仔戲班，活動地點也是在「公地」，負責歌仔戲班的

班長為林義蒼，其弟劉朝燦曾擔任村長（林正雄、吳正茂）。

9、有關本里出身的鄉代會主席謝式溏的事蹟，可以去拜訪他的妹妹謝月鳳，

目前住在「四分仔」（光正路），可以請林正雄引介（林正雄）。

10、本里目前有一個助念團，由謝炯明負責（吳正茂）。

11、聖明宮幾年前曾經到大陸福建省漳浦縣崎仔社的祖廟「福順宮」進香

（林正雄）。

12、本里每年旱溪媽遶境的日期於3月11日，與仁化、金城、瑞城等里和十九

甲地區（包含立仁、立德、新仁等三里）都是同一天（林正雄）。

13、本里有兩個神明會，一是「老六媽會」，奉祀彰化南瑤宮媽祖，清朝時

代已經存在，原本共有12個角，目前僅剩10個角，本里與瑞城、內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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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同屬第三角，每年4月舉辦吃會，由「中角」的地區請客，欲了解這方

面的詳請，可以請教林正雄。另一個會是由聖明宮分出的「王爺會」，主

祀神為池府王爺，由擲筊決定爐主，去年分為上半年、下半年兩期，每期

於過爐時舉辦聚餐，目前會員約百人左右（林正雄、吳正茂）。

14、目前新建的托兒所與活動中心用地約2.1公頃，是向軍方爭取撥用的土地

（王斗星）。

耆老資料：

1、林正雄：民國27年生，塗城里。

2、全禹華：民國18年生，塗城里。

3、王斗星：民國48年生，塗城里。

4、吳正茂：民國37年生，塗城里。

（三）大里市仁化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8 月 6 日   上午9：30        

2、地點：振坤宮二樓會議室

3、出席之貴賓：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陳宗興、楊肇欣、謝愛國、賴雨、林國津、林麟旦、 

     林炘常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念惠子、黃榮宗、鄭漢璋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陳靜瑜、林翠鳳、許世融、邱正略、 

        黃志宏、陳國雄

7、主持人：陳宗興里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本里舊名為「番仔寮」，原本為原住民居住的番社，漢人前來此地開墾土

地及設立糖廍之後，原住民就遷離此地。早期會有原住民出草，居民白天

種蔗，夜間煮糖，遇到原住民出草時，便以滾燙的糖漿潑灑以嚇退原住民

（楊肇欣）。

2、本里有一棵稱為「番仔花」的樹，原本位於菸寮旁邊，據說以前原住民出

草獵得人頭之後，會將人頭掛在樹上，這棵樹已經遷移到仁德里的文化公

園種植。幼時曾經聽舅舅提起，過去負責守銃櫃，原住民來襲時，大人紛

紛逃命，卻遺留下當時年幼的家母未帶走，次日早上大家重回家中，看見

家母安然無恙，因此將她取名為「林罔市」 （賴雨）。

3、本里有些舊地名與糖廍有關，包括「內廍」、「中廍」、「外廍」，「內

廍」位於仁德里，「外廍」位於東邊仁慈街一帶，即武秀才林晏堂家族

住的地方，另有地名「十九間菸寮」，位於仁美路一帶（楊肇欣、謝愛

國）。

4、本里日治時期的名人包括林阿秉、林德修、林德銂等人（三人於日治時期

皆曾擔任過大里庄協議會員），三人為叔姪關係，林阿秉是叔叔，林德修

是哥哥，林德銂是弟弟，林德銂之子即本宮（振坤宮）的會計組長林炘

常，大里市公所建設課長退休（謝愛國、林炘常）。林阿秉的姪兒林重

（林阿秉兄林阿札之子）於日治時期曾擔任過保正，戰後亦曾擔任本村村

長多屆（林麟旦）。

5、本里部份林姓居民有一特殊習俗，祭祖時會在桌下祭拜一隻狗，其原因不

詳（賴雨）。

6、本里的林姓里民過去是從霧峰林家遷移來此發展，日治時期會前往霧峰祭

祖，本里並沒有林姓的公廳，林家的宗祠設在臺中市（林麟旦）。

7、振坤宮於日治時期成立曲館，名為「勝樂軒」，是由前村長徐朝成的父親

徐阿炎與幾位庄民共同成立的，戰後大里村的林水金老師曾前來教導，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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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也曾到彰化表演「亂彈」，曲館後來由前村長徐朝成負責，大約十多年

前徐村長過世之後，曲館便停止運作，形同解散（謝愛國）。

8、戰後林水龍也曾經設立武館，並無特別名稱，練習地點在振坤宮廟埕（林

麟旦）。

9、本里的「土地公會」參加的人包括仁化里、仁德里的里民，每年一次以擲

筊決定爐主，於農曆8月16日舉辦吃會，需辦50桌左右。

備註：

1、賴雨表示知道武秀才林晏堂的後代仍保留有林晏堂的相片，可以找機會前

去拜訪借閱。

2、9月份的座談會預定排在週五，10月份改排在週四。

耆老資料：

1、楊肇欣：民國22年生，仁化里。

2、謝愛國：民國11年生，仁化里。

3、賴  雨：民國25年生，仁化里。

4、林國津：民國17年生，仁化里。

5、林麟旦：民國33年生，仁化里。

6、林炘常：民國26年生，仁化里。

（四）大里市仁德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8 月 13 日   上午9：30        

2、地點：振坤宮二樓會議室

3、出席之貴賓：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陳明義、徐木源、王木竹、沈金宗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黃榮宗、徐錦文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余美鈴、陳靜瑜、邱正略、陳國雄

7、主持人：陳明義里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本里舊稱為「番仔寮」，舊聚落有頂竹圍，在文化公園一帶（徐木源）。

2、本里過去比較有名的人有林晏堂、林老港、林重、陳池等人。林晏堂是武

秀才，家裏擁有的田產有700多甲。林老港為前鄉長林漳淇的父親，日治

時期曾擔任過保正，舊宅在仁愛路、吉祥街一帶，已經拆除。林重是個文

人，日治時期也擔任過保正，戰後也擔任過多屆的村長（徐木源）。陳池

是現任里長陳明義的伯父，曾擔任過鄉民代表、農會理事長等職。另外，

本里也有一位何清池，為現任臺南地方法院庭長（陳明義）。

3、番仔寮於日治末期有一個私人灌溉用的大水井，座落在林德銂的土地上，

直徑約50尺（大約15公尺）左右，是用石頭砌成的一個大水池，從北溝

變電所送電過來，以36個馬達抽水，本地人稱之為「大井」，地點位於仁

化里仁愛路、善化路166巷天橋前（徐木源）。

4、媽祖廟振坤宮擁有廟地約2,400坪，不知何人所捐的土地，這些土地目前

出租使用。振坤宮的媽祖為軟身媽祖，十八庄媽祖遶境活動，本里與仁化

里、塗城里皆同一日，於3月11日迎媽祖。據說民國48年（1959）八七水

災發生時，內新庄新興宮的媽祖有「踏竹趕水」的事蹟，溪水於是往下游

的大突寮、番仔寮泛濫，八七水災之後，番仔寮於河邊（即位於仁化里的

防汛道路）修築「相思坎堤防」（徐木源、王木竹、陳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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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治時期番仔寮有三處糖廍，一處為武秀才林晏堂家族經營，一處由林德

銂之兄林德卿經營，另一處不詳。今仁化里臺糖的土地原本都是武秀才林

晏堂家擁有的土地（徐木源）。

6、福德宮有一個曲館「福祿軒」，是由徐木源創立於民國82年（1993），

請北屯水仙宮邱子松老師前來教導，此外，福德宮也有布袋戲班，由徐家

負責。福德宮有「土地公會」，會員約500多人，每年8月16日舉辦「土

地公福」的吃會，擲爐主以會員擲筊聖筊數決定，參加者擲一個聖筊繳

3,000元，二個聖筊繳6000元，三個以上的聖筊繳10,000元，爐主則是繳

20,000元（徐木源）。

7、振坤宮近年也成立大鼓陣、戰鼓陣、神童團等組識。從民國 7 2年

（1983）開始，振坤宮每年舉辦進香活動，一年往北一年往南，每次活

動約安排30台遊覽車。早期安排於農曆4月舉辦，從民國84年（1995）

以後改在2月舉辦，於前一年10月先擲筊決定出發日期，再由廟方先行探

路，決定拜訪的宮堂（徐木源）。

8、振坤宮於日治時期便成立彰化南瑤宮的「六媽會」，目前參加者有90餘

人。戰後另成立一個南瑤宮「五媽會」，目前參加人數不詳。大約每10年

輪一次「中角」，決定的方式是3月先由各媽祖會的爐主到南瑤宮擲筊，

「中角」的媽祖會於4月宴請其他的媽祖會會員。早期是接待三餐，即午

餐、晚餐及次日早餐，並安排過一夜，如今只吃會不過夜，於中餐宴請。

去年（2009年）由本里「六媽會」「中角」時，辦了90多桌。振坤宮的

「六媽會」只擲「爐主」不擲「頭家」。「爐主」稱為「大爐」，若會員

家中有生男丁，要送新丁龜給會員們吃，稱為「小爐」（徐木源）。

9、本地早期如某戶家有喪事發生，通常由鄰里中的長輩從霧峰找來師公等處

理，本地並沒有師公。近期則大多由禮儀公司處理。戰後初期在內新有一

火葬場，十多年前已停用（徐木源）。

備註：

1、王木竹先生手中有一些仁化一帶的相片掃描檔，包括徐木源收藏的相片。

耆老資料：

1、陳明義：民國42年生，仁德里。

2、徐木源：民國15年生，仁德里。

3、王木竹：民國35年生，仁德里。

4、沈金宗：民國50年生，仁德里。

（五）大里市瑞城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8 月 20 日   上午9：30        

2、地點：瑞城里辦公處

3、出席之貴賓：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蔡昭奮、余銘照、林月德、林昭明、陳朝松、

                     張朝明、孫忠立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念惠子、黃榮宗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余美鈴、陳靜瑜、邱正略、陳國雄、

                          黃志宏

7、主持人：蔡昭奮里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本里的舊地名包括「頂竹圍」（又稱為「下塗城」，位於塗城國小附

近）、「下竹圍」（即指本里舊庄頭）。古宅有兩處，一是林祥山家族的

古宅，以及鄰近另一棟林家古宅（林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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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里較有名的人物有林祥山（曾擔任大里庄協議會員）、謝式溏（曾擔任

鄉代會主席、鄉長等職）。林祥山住在「下竹圍」，日治時期曾開設日語

傳習所，地點即今塗城國小。謝式溏住在樹薯工廠附近，即成功路、塗城

路一帶（林月德）。

3、本里的信仰中心瑞和宮是民國76年（1987）由林石牛（烏日酒廠課長退

休）、施文全（大里農會退休）、楊玉樹（曾任村長）、吳清水、曾樹全

（臺中市政府技正退休）、林炘常（大里市公所建設課長退休）、林文

寬、林枝宗（曾任鄉民代表）等八人共同倡建（林月德、蔡昭奮）。

4、本里於戰後初期曾經發生兩則較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則是發生在樹薯工

廠，樹薯工廠有一口直徑約4公尺的水井，多人進入井中捕捉土虱，因

沼氣中毒造成7人死亡。另一次則是塗城路一帶發生火災，燒毀十餘間房

屋。民國48年（1959）的八七水災也帶來嚴重災情，由於竹子坑的河堤

潰堤，造成附近眷村嚴重死傷，大水沖向本里方向，因為有美群路的五分

車鐵路阻檔，所以災情較輕一些，林家古宅也沒有受災（林月德）。

5、民國88年（1999）九二一大地震本里雖沒有人死亡，但房屋全倒、半倒

達240多戶。位於瑞和宮後面的「九二一紀念公園」原本就是規劃做為公

園，九二一地震發生時，災民大多到此公園避難，後來才將此公園命名為

「九二一紀念公園」（蔡昭奮）。

6、本里河堤邊有一棵圍著紅布條的大榕樹，樹齡其實只有30多年，由於種在

溪邊，成長比較快一些，河堤護岸及步道修築完成之後，也成為地標。後

來因為吸收水氣不足而逐漸枯萎，地方人士商議為榕樹圍上紅布條之後，

因連續數日下雨，才又逐漸恢復生機（張朝明）。

7、瑞和宮媽祖據說是從彰化南瑤宮分靈而來的「老六媽」，不過，倡建者之

間亦有不太一樣的見解，有的人認為是鹿港天后宮的分靈。瑞和宮與彰化

南瑤宮、鹿港天后宮原本皆有往來關係，後來因為一次送匾的誤會，瑞和

宮與彰化南瑤宮關係漸疏，與鹿港天后宮往來較密切（蔡昭奮）。

8、本里大小宮堂共計17間，不過沒有土地公廟，里民拜土地公都前往塗城路

上的土地公廟（位於金城里）拜拜（蔡昭奮）。

9、旱溪媽十八庄遶境活動從民國88年（1999）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已無到

本里遶境，本里每年3月11日雖仍是有慶祝活動，不過是由本里的宮堂出

來遶境。 （蔡昭奮）。

10、本里過去較有名的產婆是林親民（曾擔任縣議員）的母親林傅阿碧（林

月德）。

11、本里遇有喪事，過去多採取「放伴」（即鄰居互相幫忙）方式處理，現

在則多交由葬儀社處理。本里沒有「師公」，「師公」多從霧峰鄉請來。

12、本里沒有市場，里民多前往金城里購物。

備註：

1、林月德為林祥山之孫，家族仍保留有林祥山的相片。

2、老主委曾樹全手中可能有舊資料，可以試著詢問看看。

耆老資料：

1、蔡昭奮：民國45年生，瑞城里。

2、余銘照：民國40年生，瑞城里。

3、林月德：民國31年生，瑞城里。

4、林昭明：民國24年生，瑞城里。

5、陳朝松：民國41年生，瑞城里。

6、張朝明：民國48年生，瑞城里。

7、孫忠立：民國48年生，瑞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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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里市立仁、新仁、立德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9 月 3 日   上午9：30        

2、地點：立新社區活動中心

3、出席之貴賓：許坤照代表、陳正恭代表、鄭伯其代表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陳慶元（立仁里長）、王達章、蔡登明、林山、 

      張豐明、張鎮源、林水源（新仁里長）、陳秋水、 

      吳清發、葉清秀（立德里長）、 林玉堂、楊文正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黃榮宗、黃宏明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陳靜瑜、林翠鳳、許世融、邱正略

7、主持人：張鎮昌課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本里的舊地名「十九甲」是以早期開墾的面積命名（王達章）。

2、早期內新庄的人稱「十九甲」為「過溪仔」，當時十九甲是內新庄、太平

庄等聚落共同使用的墓地，先父大約90年前（日治中期，約1920年）遷

來此地居住時，十九甲僅5、6戶人家（陳秋水）。

3、大約民國30年（1941）我與家人遷來十九甲定居，日治末期本地才只有

30多戶，最大戶的是林姓，過去擁有本地田園7、8甲（吳清發）。

4、十九甲現存的舊宅是我們林家的舊宅，三合院建築，九二一地震雖然有些

影響，目前尚保存著（林水源）。

5、我的祖父與父親於日治時期從臺中北屯四張犁來十九甲買地開墾，當時都

是靠步行往返，由於必須渡溪，交通十分不便，大約民國33年（1944）

才搬來此地居住。過去十八庄迎媽祖活動，十九甲雖然屬於仁化村，由於

交通不便，地址難找，請客時很難招引客人前來作客（林玉堂）。

6、十九甲有一處舊地名稱為「鱸鰻溝」，位於十九甲市場附近，另有「頂

埤」（即十九甲市場旁的灌溉溝渠）、「下埤」（好來六街附近）等地名

（楊文正、陳慶元）。

7、本里早期沒有建廟，奉祀媽祖之前是先供奉神農大帝，奉祀源起是民國48

年（1959）八七水災之後，家父與另兩位地方長輩共同商議，雕刻神農

大帝神尊供奉，家父並擔任第一、二任爐主（林玉堂）。

8、十九甲過去隸屬於番仔寮庄，沒有保正，只有甲長。戰後初期由於十九

甲屢受水患之苦，家父與幾位地方父老一起向林鶴年縣長陳情興建堤

防以防水患。林鶴年縣長擔任第三屆縣長時，同意給予工程補助，民

國46年（1957）施工，次年（民國47年，1958）完工，結果民國48年

（1959）、49年（1960）以來接連發生八七水災、八一水災。如果沒有

十九甲堤防，本地的災情將更嚴重。民國61年（1972）的水災所造成的

災情也頗為嚴重，民國63年（1974）內新橋完工之後，建商來此興建住

宅，人口逐漸增加，民國71年（1982）約有2,000多戶，於是從仁化村分

出，另成立「立仁」、「新仁」等兩個新的里，內新橋後來拓寬兩次，由

於對外交通大為改善，人口也愈來愈多（陳秋水）。

9、60年代間，十九甲有一片住宅稱為「好來邨」，臺語近似「好來溜」（意

指「大水來了，快逃命去」，因為曾經歷八七及八一水災），以前「好來

邨」比「十九甲」更為人熟知。「好來邨」命名的源由是草屯的建商以其

祖父「洪來邨」的名字來取建築案名。以前內新橋被稱為「奈何橋」，60

年代興建時為平地橋，因為從內新庄過橋之後，就是要前往十九甲墓地掃

墓，也有人稱內新橋為「天聖橋」，因為民國90幾年改建為今日所見的拱

形橋，有一說意指來到十九甲的人皆是善心人士，好比天上的聖人（陳慶

元）。

10、立仁里的「福德祠」原本是陳國棟家的田頭土地公，後來才改建為今

貌，廟前原本有三棵榕樹，為了改善環境，向土地公擲筊求問獲允之後才

砍除。現今福德祠後方尚留存有當初興建土地公所留下酷似臺灣圖形的基

礎石及地基石（陳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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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立德里的「福德宮」原本位於合信街巷內，因該地興建社區住宅而遷移

至立仁三路現址（葉清秀）。

12、奉聖宮為立仁、新仁、立德等三里共同的信仰中心，目前有成立管理委

員會，由選舉產生主委，至於爐主則是以擲筊決定，奉聖宮並無媽祖會。

福德宮、福德祠也都有成立管理委員會（吳清發）。

13、新仁里沒有土地公廟，與太平市交界處的百姓公廟新發堂，參與該堂事

務者雖然也有大里市民，但還是以太平市民佔多數（林水源）。

14、立仁里現今的好來三街為早期所謂「有錢人」的高級住宅區，現今多為

退休之公、教人員居住。本里目前共有包括廣三甲天下（新仁路一段）、

張三的家（好來七街）、楓丹白露（立新街）、福將福宅（好來五街）等

四處大樓社區住宅。本里現在邁向都會型社區發展，住宅區：提升日常生

活品質，工廠區：提升里內多元就業之機會，商店區：促進里內經濟蓬勃

發展（陳慶元）。

備註：

1、楊文正手中有本地早期的相片（相片來源是大元國小廖老師的收藏）。

耆老資料：

1、陳慶元：民國38年生，立仁里。

2、王達章：民國22年生，立仁里。

3、蔡登明：民國27年生，立仁里。

4、林  山：民國20年生，立仁里。

5、張豐明：民國29年生，立仁里。

6、張鎮源：民國18年生，立仁里。

7、林水源：民國41年生，新仁里。

8、陳秋水：民國24年生，新仁里。

9、吳清發：民國22年生，新仁里。

10、葉清秀：民國35年生，立德里。

11、林玉堂：民國34年生，立德里。

12、楊文正：民國49年生，立德里。

（七）大里市大明、東興、永隆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9 月 10 日   上午9：30        

2、地點：東興社區活動中心

3、出席之貴賓：黃顯堂代表、詹武典代表、許秋煌代表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林正忠（大明里長）、林明比、陳進生（東興里長）、 

     林正雄、陳日雄、林士元（永隆里長）、林正治、 

     廖述旺、黃登輝、黃金星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黃榮宗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陳靜瑜、林翠鳳、邱正略、陳國雄

7、主持人：張鎮昌課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本地（以下以「本地」泛指三個里的範圍及涵蓋一部份祥興里）於地政事

務所登記的地段為「涼傘樹段」與「內新段」，大致以六桂花福德祠為

界，以東為「內新段」，以西則為「涼傘樹段」。換言之，本地三里大部

份地區過去屬於涼傘樹庄，只有東邊一小部份屬於內新庄，「東勢尾」的

地名即源自「位於涼傘樹之東」的聚落（林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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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早期本地有「鳥竹圍」、「頂竹圍」、「下竹圍」等三大聚落，其餘僅為

零星散戶，本地以林姓為大姓，過去林姓家族在本地約有4、50甲田地，

家父林雀曾擔任過鄉民代表會主席及農會理事長，另一位曾先後擔任過此

二職務的人為曾正仁之父曾秋霖（林正雄）。 

3、林汝欽、林汝昌、林汝漢、林汝標等皆是鳥竹圍的先賢，林鍚馨原本也是

鳥竹圍人，後來遷居至涼傘樹，其子林汝濤可以說是涼傘樹庄人，謝清也

是涼傘樹人（林明比）。

4、過去大里溪及其支流常常泛濫，居民飽受水患之苦，前總統李登輝擔任

省主席時，省政府編列180億經費整治大里溪之後，才解決本地水患問題

（林正雄）。

5、本人於民國92年（2003）擔任大明里長期間，即很重視社區規劃工作，

當時也訪問過一些地方人士，留下一些資料可供各位參考（黃顯堂）。

6、永隆里的公園尚有「二二八紀念公園」、「公六公園」，主要廟宇尚有慢

速壘球場旁的「永隆里福德祠」，還有位於永明街的「紫受宮」，紫受宮

的主神為關聖帝君，該宮亦成立「臺中縣紫受慈善功德會」積極從事社會

救濟事務（林士元）。

7、東興社區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李煥湘先生，曾經獲得臺灣省政府頒發甲等

社區獎金50萬，其後亦參與大里市環保志工行列，為現任環保志工隊長，

如今環保志工已有上千人，李煥湘先生亦曾接受環保署表揚，目前擔任大

里市農會理事長，事蹟值得記錄（陳進生）。

8、東興里的「天一宮」位於益民路二段，「六桂花福德祠」位於東明路291

巷（陳進生）。

9、大明里與涼傘樹庄（今樹王里）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迎媽祖與樹王里

同樣是3月8日，3月9日就輪到內新庄（林正忠）。

10、本地較重大的事件是民國48年（1959）所發生的八七水災，以及民國49

年（1960）的八一水災，當時由於大里溪及支流皆尚未整治，因此造成

嚴重災情，內新橋遭沖毀，也沖出大明中學旁的這條新河道，大部份良田

都遭沖毀，河堤興建後，兩旁改興建住宅（詹武典、林正雄）。

11、東勢尾過去有南管，是從彰化來的曲館先生前來教導的，過去也有牛犁

陣，練習的地點在「公庭」，即今東興路66號對面，大明路320巷一帶

（廖述旺）。

12、除了十八庄迎媽祖之外，東興里有兩個比較特別的祭拜活動，一是10月

15日三官大帝的平安戲，每年選定於一處讓里民一起來祭拜，過去只是

將所有土地公的香爐請來祭拜，後來於黃木火擔任爐主，本人擔任副爐主

時，另雕刻一尊三官大帝分身，此後的爐主舉行祭拜時便同時有神像及香

爐。另一個祭拜活動則是6月1日寒單爺聖誕，由於李姓、林姓將寒單爺視

為救命恩人，舊東興村範圍內的李姓、林姓於這一天都會舉行祭拜活動，

三年輪一次爐主 （林明比）。

13、本地土地公廟皆有福德爺會，一年舉辦兩次祭拜及吃會活動，即2月2日

頭牙、8月15日土地公生日（林明比）。

14、本里遇有喪事，過去多採取「放伴」（即鄰居互相幫忙）方式處理，現

在則多交由葬儀社處理（林明比）。

備註：

1、祥興里大智路700號的林振衣對於鳥竹圍地方的發展很了解，值得拜訪

（林明比建議）。

2、黃顯堂市民代表提供一份「臺中縣大里市東勢尾社區發展協會第二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資料，內容包含一些地方文史典故可供參考。

3、東興路68廖先生對於地方文史有一些了解，值得拜訪（黃顯堂建議）。

4、林明比家中有收藏鬮書，可以借閱。

5、大里農會出版的「生根、深耕」當中的老相片可以利用，住在新里里愛心

路的林傳旺先生（18年次）也收集很多舊相片，新里里林水金、江明仁皆

為大里做詩有名的人，新里里的林修文、大里里的林永達皆對於地方文史

有些研究（林明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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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關本地祭拜寒丹爺的活動，可以請教祥興里的林維吾（林明比建議）。

7、有關本地的五媽會，可以請教永隆里的老五媽會董事王順彬（林明比建

議）。

8、大明里長林正忠表示，家中有一本舊書籍，內容說明霧峰林家與本地林家

之間的關係，可以借閱。

9、林明比縣議員的祖父為林朝松（曾任大里庄協議會員）。

耆老資料：

1、黃顯堂：民國49年生，大明里。

2、詹武典：民國44年生，大明里。

3、林正忠：民國43年生，大明里。

4、林明比：民國33年生，大明里。

5、許秋煌：民國41年生，東興里。

6、陳進生：民國41年生，東興里。

7、林正雄：民國28年生，東興里。

8、陳日雄：民國17年生，東興里。

9、林士元：民國47年生，永隆里。

10、林正治：民國30年生，永隆里。

11、廖述旺：民國26年生，永隆里。

12、黃登輝：民國26年生，永隆里。

13、黃金星：民國26年生，永隆里。

（八）大里市祥興里、日新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9 月 24 日  上午9：30        

2、地點：日新社區活動中心

3、出席之貴賓：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黃春海（祥興里長）、張煙村、陳朝成、黃  財、 

     張嘉長、王來成（日新里長）、黃丙冬、蘇國義、 

     賴國雄、商連盛、邱楊蔭、吳東海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吳志恒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陳靜瑜、邱正略、陳國雄

7、主持人：張鎮昌課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日新里過去屬於內新村的一部份，早期沒有比較明顯的聚落，因此沒有

特別的舊地名，至於西邊則有一處東勢尾的舊地名，位於祥興里（吳東

海）。

2、戰後的鷺村第一位村長林汝定，於日治時期曾經開辦學堂，該學堂的招牌

目前仍由後代保存。林汝定的後代仍有多人住在集會所附近，欲了解其事

蹟，可以找機會去拜訪（張嘉長）。

3、內新派出所的成立經過值得記載於市志中，內新派出所的轄區原本屬於大

里分駐所的轄區，大約在民國47年（1958）成立派出所，有關內新派出

所的成立過程，可以向霧峰分局請教，霧峰警察局保存有過去的「須知

簿」是值得參考的史料，可以試著向所方借閱（張嘉長）。

4、日新里於民國84年（1995）有成立慈善會，也留有書面資料可供參考

（王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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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中菸葉廠是日治時期設立的，目前已不生產，該廠佔地約6公頃，為國

有財產局的土地，未來可能朝著做為舉辦活動展場的方向規劃，目前正進

行地目變更程序（王來成）。

6、祥興里與日新里於民國48年（1959）八七水災發生時，都是受災區，次

年（1960）的八一水災亦有一些災情，至於民國88年（1999）的九二一

大地震則影響不大（王來成）。

7、祥興里過去設有「觀東戲院」，老板為原來臺中戲院的老版周阿卷

（?），有兩個兒子仍健在，可以訪問（黃春海）。

8、過去大里對於要開闢國光路或大智路曾有一些不同意見，林洋港擔任省主

席時裁定開闢國光路（張嘉長）。

9、日新里的私人宮堂東隆宮為屏東東港東隆宮的分靈廟，主祀神為溫府王

爺，該宮三年一小科、九年一大科，遶境時是遶整個大里市，參與遶境的

陣頭非常多，該宮本身亦有八家將陣頭（張嘉長、吳東海）。

10、位於東昇里的新興宮八媽廟，是內新庄一帶的公廟，配合旱溪媽十八庄

遶境活動，東勢尾於3月8日，內新庄則為3月9日。新興宮與大里的福興

宮、塗城的振坤宮、樹王的萬安宮皆有往來，與南瑤宮比較沒有關係，本

地的土地公廟也無福德會組識（王來成）。

11、日新里中秋節並未舉辦晚會，中元節也沒有舉辦「公普」，東昇里的新

興宮八媽廟會舉辦「公普」，至於元宵節，日新里則會舉辦晚會（邱楊

蔭、吳東海）。

12、過去內新庄也有二媽會、五媽會，但參加者較不普遍（吳東海）。

13、過去內新庄有一位產婆，住在靠近溪邊一帶，不知其姓名，內新里舉辦

座談會時可以請教該里耆老（吳東海）。

14、陳朝成為祥賢宮的創立者，交給陳朝火之後改為地方公廟，廟旁有沿革

碑文可以參考（張嘉長）。

15、民國74年（1985）、75年（1986）祥興里因水災導致旱溪堤防崩毀，

吉善路、吉善一街、吉善二街一帶淹水約170公分，造成一些災情，如今

已將溪水引至大里溪（黃春海）。

16、戰後初期所興建的「鷺村集會所」，是由鷺村首任村長林汝定與地方人

士黃乞提供土地，由蔡國亮負責興建，即今之祥興里社區活動中心（張嘉

長）。

17、祥興里有幾點值得記入市志中，一是在南門橋下有一處水泉非常清澈，

形成一條小溪，是附近居民的洗衣澗，目前仍存在。二是有關廣三花園

城，該處過去是一個養鴨的水池。三是祥興、日新二里雖然相鄰，過去往

來交通十分不便，十多年前道路打通之後，往來才逐漸方便（黃財）。

18、日新社區活動中心與日新守望相助隊兩棟建築都是興建於民國80年

（1991）（王來成）。

備註：

1、若欲拜訪戰後鷺村第一任村長林汝定的後代，可以聯絡張嘉長帶路。

2、張嘉長對祥興里地方事務熟悉，值得另擇期請教。

3、周阿卷（?）之子住在中興路二段810號，欲了解「觀東戲院」歷史，可

以擇期前去拜訪（黃春海）。

耆老資料：

1、黃春海：民國48年生，祥興里。

2、張煙村：民國26年生，祥興里。

3、陳朝成：民國28年生，祥興里。

4、黃  財：民國47年生，祥興里。

5、張嘉長：民國17年生，祥興里。

6、王來成：民國48年生，日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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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黃丙冬：民國25年生，日新里。

8、蘇國義：民國32年生，日新里。

9、賴國雄：民國31年生，日新里。

10、商連盛：民國43年生，日新里。

11、邱楊蔭（女）：民國45年生，日新里。

12、吳東海：民國44年生，日新里。

（九）大里市內新里、中新里、東昇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10 月 07 日   上午9：30        

2、地點：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3、出席之貴賓：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林清池（里長）、林石頭、林和順、李榮洲、黃清期、 

     張崇宜（里長）、李冰心、邱聰光、謝西堂、 

     陳進發（里長）、林清波、李福枝、陳進昌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南國經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余美玲、邱正略、陳國雄

7、主持人：張鎮昌課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中新里有舊地名「下竹圍」，位於立人中學附近（邱聰光）。

2、本人認為有幾項地方事務值得提出，首先是今天會議的地點「兒童青少年

福利服務中心」，是本人與幾位地方人士捐出一半的土地供作興建用地。

第二，大里市公所對面土地公廟旁的大榕樹，由於佔了道路大部份，若未

移植他處，道路根本無法開通，本人擔任鄉長任內，曾請示土地公同意移

除老榕樹，另植一株新榕樹獲允，移除工程卻因包商要價太高而耽擱，後

來因該榕樹枯死，鄉公所請求竹子坑的部隊派官兵前來協助，順利移除。

第三，涼傘樹挖一口井，原本設計要挖至300尺，挖至280尺卻挖到岩盤

無法再往下鑽，由於此時已有泉水湧出，且水質符合標準，於是經協調後

至此完工。第四，本人擔任新興宮八媽廟主委十多年，新興宮是內新庄的

信仰中心，也可以說是大里市香火最鼎盛的廟宇。日治末期戰爭期間，

八媽保佑鄉民平安，八七水災也是八媽的庇佑，鄉民平安無事，每年過年

大約要煮3,600斤的湯圓供里民及信徒享用。此外，林德旺是本里重要的

人士，日治時期曾經擔任保正，戰後初期也擔任過三屆內新村長（林和

順）。

3、內新庄過去有兩個保，戰後分開成立兩個村，內新村即原來的第一保，東

昇村則是原來的第二保（黃清期）。

4、東昇里陳家古宅位於新仁路二段172巷，今已拆除（陳進昌）。

5、本地的土地公廟為新生路106號的「合歡福德宮」，舊稱為「合歡福德

祠」，建廟緣起於廖傳甲其弟廖東榮當兵時，拾得一尊土地公神像，迎回

家供奉，非常靈驗，後來才建廟奉祀，大約已有50年歷史，也經過三次

翻修，最後一次翻修時間為民國84年（1995）（張崇宜、邱聰光、李冰

心）。

6、民國48年（1959）的八七水災，造成下竹圍一帶的土角厝幾乎被沖毀，

次年（1960）的八一水災災情較不嚴重（李冰心）。

7、八七水災發生時，是從當天晚上10點多開始下大雨，而且雷鳴不斷，從

內新國校後方的河堤潰堤，學校後方的新仁路皆為河流所淹沒，連省農會

的牆圍也被沖倒，居民紛紛前往八媽廟避難，因該處地勢較高一些（黃清

期、林清波）。

8、九二一大地震造成「臺中王朝」、「臺中奇蹟」兩棟大樓倒塌，也造成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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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傷亡，後來由合歡福德宮與里辦公室合辦，於兩棟大樓之間的空地舉辦

過7天的超渡法會（林清池）。

9、臺灣日報最早的起源地位於中興路上，今「異人館」即為該報社創社的會

址（謝西堂）。

10、大里路、新生西路交叉口是前臺中火葬場舊址（林清池）。

11、新興宮的曲館「新興軒」創辦人為余元正，後來交由廖金江管理，目前

由廟方管理。本地也有一個私人的武館「忠義堂」，有獅陣，負責人為陳

武義（邱聰光）。

12、本里有「添丁粿會」的習俗，參加者約300人左右，分為四組，有加入

者，若一年內家中有生男丁，於3月23日媽祖聖誕時會做「新丁龜」分給

該組的會員們吃（林清波）。

13、新興宮八媽廟中最早的媽祖神像為村民所雕，「八媽」名稱由來不詳，

地方傳說八媽為了保護村民而觸犯天條，被天庭關了60年（林石頭）。

14、合歡福德宮原本有「信徒大會」，約200多人，以前也有舉辦「吃會」

的活動，今「信徒大會」已解散，改成立管理委員會，於頭牙、尾牙時有

提供福會餐點供信徒享用，並無辦桌（邱聰光）。

15、本地過去喪禮還是採取「放伴」方式互助處理，今多交由禮儀社負責處

理，請來的法師有一位叫「目仔法」，姓名不詳，是大里里的人，可以至

大里里詢問。生命禮俗方面，過去會做的「滿月」、「度啐」等習俗，今

已很少見，本地的婚、喪禮俗與其他地方相較，也無特別之處（陳進發、

李冰心）。

備註：

1、林火連（曾擔任大里庄協議會員、商會書記）的曾孫為林宗烈，可以拜訪

（林石頭）。

2、前鄉長陳德全之子陳義恭（曾任縣議員）住在內新里元堤路（林清池）。

3、前鄉代會主席曾秋霖即知名建商曾正仁之父，曾秋霖之子曾正光曾擔任鄉

民代表、臺中縣議員，目前住新仁路二段232號，可以拜訪（林石頭、黃

清期）。

4、謝西堂對於本地的「大康紙廠」、「興農農藥廠」、長億建設的建案有些

了解，經濟史部份可以考慮前往拜訪。

5、新興宮八媽廟於開挖地下室時有挖到舊石碑，可以拜訪廟方查看該石碑

（張鎮昌課長）。

6、新興宮八媽廟的廟公李福枝家中四代擔任廟祝，對於廟務彼了解，可以擇

期前去拜訪，電話為04-24853888（陳進發）。

耆老資料：

1、林清池：民國39年生，內新里。

2、林石頭：民國09年生，內新里。

3、林和順：民國27年生，內新里。

4、李榮洲：民國21年生，內新里。

5、黃清期：民國41年生，內新里。

6、張崇宜：民國36年生，中新里。

7、李冰心：民國23年生，中新里。

8、邱聰光：民國36年生，中新里。

9、謝西堂：民國25年生，中新里。

10、陳進發：民國56年生，東昇里。

11、林清波：民國20年生，東昇里。

12、李福枝：民國22年生，東昇里。

13、陳進昌：民國51年生，東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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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里市西榮里、長榮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10 月 08 日   上午9：30        

2、地點：西榮社區活動中心 

3、出席之貴賓：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蔡尚諭（里長）、曾玲玉、張孟淵、林慶輝、張水城、 

     李文雄（里長）、施瑞彬、林得助、王秋男、陳由雄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念惠子、許欽發、魏壽昌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陳靜瑜、邱正略、陳國雄、黃志宏

7、主持人：張鎮昌課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西榮里、長榮里過去都是屬於內新庄的一部份，內新庄一帶的舊地名有

「窿底」，（包括大里公園一帶），由於土質鬆軟，不好犁田，有些地方

還得用鋤頭鋤地，因而得此稱呼。「大景溝」為大里溪的小支流，從西榮

里菜市場一直到西榮路、德芳路一段，即風尚人文咖啡館一帶，旁邊有一

座火車鐵橋，此溝目前已經加蓋。「下竹圍」在內新里Toyota對面一帶。

立人高中（中新里）附近及肯德基後面一帶，過去稱為「大稻埕尾」，

「雅木耳」（「雅」字為臺語夾菜的夾）位於東昇里，「東勢尾」位於祥

興里。西榮里的菜市場，本地人（西榮、東興、大明里）稱為「東勢尾市

仔」，東勢尾的人（祥興里）則稱作「內新市仔」。「六桂花仔」位於東

興路上，其中有一小段路當地居民仍稱作「六桂路」（李文雄）。

2、西榮里、長榮里為兄弟里，原本皆為內新庄的一部份，內新庄過去有兩

保，後來分為「內新」（即一保）、「東昇」（即二保）兩村，戰後建

商紛紛前來此地建造新屋，形成新社區，人口日漸增加，後來分成「內

新」、「東昇」、「日新」、「中新」、「西榮」、「長榮」等6里，共

同的信仰中心為新興宮八媽廟（張孟淵）。

3、陳春開於日治時期擔任過保正，住的地方屬於今天的東昇里（張孟淵）。

4、西榮福德祠位於大里公園內，屬於長榮里，此土地公廟原本位於東榮路的

路角，即肯德基一帶，因為開路的關係而遷移，於張威中擔任村長時，由

村民捐錢建造新廟，以大鑼鼓熱鬧陣將土地公迎至大里公園現址，過去有

福德會，但是舉辦幾次吃會的活動之後就未再舉辦（張孟淵、李文雄、蔡

尚諭）。

5、西榮里較重要的家族為陳姓，陳義恭曾擔任縣議員，其父陳德全曾擔任過

鄉長，陳家舊宅三合院位於新仁路三段218號，今已拆除（蔡尚諭）。

6、民國48年（1959）八七水災發生當天，大約接近12點開始淹水，附近居

民紛紛跑到八媽廟及菸草廠去避難，八七水災本地大約淹水2、3尺高，

由於八媽的庇佑，內新庄並無人傷亡。八七水災對本地影響較大，次年

（1960）的八一水災影響較小，不過，八七水災所帶來的大堆泥土也改

善窿底一帶的土質，八七水災發生後，當時政府對於倒塌的房屋並無補

助，但可以申請約9,700元的低利貸款進行重建（李文雄、張孟淵）。

7、民國88年（1999）九二一大地震，西榮里也造成一些房屋倒塌，包括中

興路上有一排約12間左右、東榮路上一排約12間左右的房屋倒塌，災後

重建也促使這些新建地區今日的繁榮，西榮里於921地震之後並未舉辦法

會，益民路、德芳路一段的地方則是因為該處常發生車禍，曾經舉辦過7

天的超渡法會（李文雄）。

8、西榮里較重要的機關、企業，過去有臺灣日報的舊址，中興路上的異人館

即該報社舊址，此外還有菩提醫院、菩提仁愛之家等，中興路二段673號

過去為軍營（蔡尚諭）。

9、內新庄過去有菜堂，位於新興宮八媽廟東邊約100公尺處，過去主要供人

家寄放骨灰之處，菜堂的名稱不詳，負責人的後代賴漢昌居住在國光里

（李文雄）。

10、過去內新庄的武館共有七館，曲館則只有新興宮八媽廟中的「新興軒」

（李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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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榮里、長榮里迎十八庄旱溪媽遶境的日子與內新里一樣是3月9日，據

說這一天為「刀砧日」，並不吉利，其他庄頭多不願意安排在這天，由於

新興宮八媽廟香火鼎盛，並不介意此日期不吉利，因此安排在這一天舉

辦迎媽祖。八媽廟據說是南瑤宮的分香，南瑤宮據說是新港奉天宮的分靈

廟，新興宮八媽廟可能是全臺灣唯一奉祀「八媽」的廟宇，十九甲的八媽

也是新興宮八媽廟的分靈，八媽廟並無媽祖會組織。過去內新庄範圍內有

「老六媽會」，目前仍存在，參加的會員約300名，於「中大角」時會在

新興宮廟前請客。 （李文雄、張孟淵）。

12、新興宮八媽廟每年會舉行祭典的重要日子包括正月15日、3月9日、3月

23日、8月15日、10月15日等。農曆3月23日媽祖聖誕時，內新庄6里會

舉行媽祖遶境活動，3月9日迎媽祖時則會請客。八媽廟目前有從事急難救

助的工作，需求助者，每人補助5,000元，這是從6個里收來的錢，救助6

個里的貧困里民（李文雄、張孟淵）。

13、西榮社區發展協會成立不久，已歷經三任理事長，第一任理事長為林

東，第二任為張聰猛，本人擔任第三任理事長（張水城）。

備註：

1、若欲拜訪內新庄菜堂負責者的後代賴漢昌（居住在國光里），可以請長榮

里長李文雄帶路（李文雄）。

2、李文雄里長手中有新興宮的曲館「新興軒」的照片（李文雄）。

3、張永枝（殁）家中收藏有一些清代的契約文書，可以拜訪其子借閱，欲前

往拜訪，可以請李文雄里長帶路（林得助）。

耆老資料：

1、蔡尚諭：民國46年生，西榮里。

2、曾玲玉：民國30年生，西榮里。

3、張孟淵：民國22年生，西榮里。

4、林慶輝：民國37年生，西榮里。

5、張水城：民國24年生，西榮里。

6、李文雄：民國32年生，長榮里。

7、施瑞彬：民國45年生，長榮里。

8、林得助：民國33年生，長榮里。

9、王秋男：民國31年生，長榮里。

10、陳由雄：民國27年生，長榮里。

（十一）大里市大元里、夏田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10 月 14 日   上午9：30        

2、地點：大里市公所三樓會議室 

3、出席之貴賓：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林乾正（里長）、尤錫煥、林隆標、 

     蔡明星（代里里長）、鄭秋火、林淵源、胡茂盛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劉淑霞、念惠子、黃榮宗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邱正略、陳國雄、郭佳玲

7、主持人：蔡明星（代里里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夏田里舊稱為「詹厝園」，清朝時代兩側各有一條溪流，村民常受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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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苦。早期先民於此開墾約100甲土地，分為10股，故留下「十股」的

地名。由於開墾的土地型貌一頭較尖，尾部則較為開闊，被稱為「尖厝

園」，後來誤寫成「詹厝園」，其實與「詹」姓無關。「大竹圍」 地名

由來，是因為該處為開墾的農民暫居之處，由於靠近溪邊風沙較大，設置

竹圍抵檔風沙而得名 （鄭秋火）。

2、夏田里還有一個舊地名「芎蕉宅（香蕉宅）」，位於第3鄰一帶，由於該

地缺水，僅能種植香蕉。本人於日治時期曾經擔任過保甲書記，日治時期

曾經擔任詹厝園的保正有林祥、周闊嘴等人，周闊嘴的舊宅仍在，位於

「頂厝仔」，即八天宮附近，此外，第2鄰福田宮旁邊也有一座林姓古宅

（林淵源）。

3、夏田里的里名由來，是取自本地「夏田耕作收獲較佳」的意思（胡茂

盛）。

4、大元里舊稱為「大突寮」，有關「大突寮」名稱的由來，過去曾經聽過一

位阮姓的保正提過，本地位於大里庄的中間位置，靠近河邊，且地勢較

低，過去有生番會前來侵擾，以前的土角厝都會留有銃孔以作為防衛之

用。以前的主要道路是從內新庄今天的益民路通到大突寮，然後從今天的

立元橋一帶經過溪底，通往仁化路，一直到青年中學一帶，中興路則是後

來才開闢的道路（林隆標）。

5、十九甲的立德里即消防隊那一帶，過去屬於大突寮的一部份，舊地名稱為

「頂竹圍」，「下竹圍」則是位於頂厝路、夏元路一帶。此外，還有一個

舊地名稱為「大湖仔」，位於國中一路一帶，當地鄒姓為較大的家族（林

乾正）。

6、日治時期大里庄共有15保，我記得當過保正的人包括大里庄4個保的保正楊

文炭、林登泉、林炳輝、林番等，涼傘樹謝汝峰、東勢尾林維源、內新庄

陳德全、今東昇里的黃曲、塗城王箇、竹仔坑廖阿草、東湖廖朝模、西湖

林啟焰、大突寮林西庚、番仔寮林重、詹厝園周闊嘴等。大里庄壯丁團長

由內新庄保正陳德全擔任，大里保甲聯合事務所和保甲聯合會長及防衛團

長由謝式溏擔任（林淵源）。

7、夏田里有一位於日治時期擔任過大里庄協議會員的林振坤，原本是在阿罩

霧庄林家擔任掌櫃，後來遷居詹厝園，再遷居吳厝（霧峰鄉五福村），其

後代現在居住在四塊厝（霧峰鄉四德村）（林淵源）。

8、日治晚期詹厝園的集會所曾聘請教師於夜間教當地婦女讀書識字，此集會

所位於夏田社區活動中心旁，目前為空屋，土地權屬於第4鄰鄰長所有（林

淵源）。

9、八七水災對於夏田里影響極大，當時溪水潰堤，農田大多被沖毀，災後形

成夏田里兩側皆為溪流，北側的溪流即後來整治成為中興大排水溝（胡茂

盛、林淵源）。

10、大元里於八七水災發生當天，大雨不停，溪水暴漲，由於大元里地勢較

低，村民深恐溪旁護岸潰堤，排班輪流於護岸旁監視，護岸潰堤時，以敲

銅鑼緊急通知村民到較高處避難，村民多跑到今大里橋頭一帶，於該處待

整整一天，直到水退為止。災後政府以犯人從事護岸堤防修築工作，旁邊

由軍人負責守衛。九二一大地震大元里雖然也有一些房屋倒塌，但無人傷

亡（林乾正）。

11、夏田里的詹厝圳為當地居民合力修築引溪水灌溉的系統，主要圳路位於

大衛路口至街上一帶，灌溉範圍包括夏田里大部份的農田（林淵源）。

12、勤習堂為大里庄的林添壽、林水源等拳師前來教導村民練拳所設立的武

館，設立年代不詳，目前已無活動（鄭秋火）。

13、過去大元里的竹圍有「牛犁陣」，今已不存在（林隆標）。

14、詹厝園參加旱溪媽十八庄迎媽祖活動的日期為農曆3月初5，當日會做戲

慶賀，夏田里沒有「六媽會」，只有「五媽會」，「五媽會」過去有7擔

（每擔為10人），目前僅存3擔（林淵源、鄭秋火）。

15、大元里參加旱溪媽十八庄迎媽祖活動的日期為農曆3月初6，大元里的

「五媽會」目前有2擔，即竹圍1擔、庄內1擔（林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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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大元里除了3月6日迎媽祖，以及10月15日做平安戲（冬尾戲）之外，沒

有其他較大的祭拜活動（林乾正）。

17、過去旱溪媽十八庄迎媽祖活動的日期安排大致為3/1烏日庄的下埔仔（烏

日鄉）、3/2阿密哩（烏日鄉）、3/3五張犁（烏日鄉）、3/4瓦磘仔（大

里里）、3/5詹厝園（夏田里）、3/6大突寮（大元里）、3/7頂田寮（新

里里）、3/8涼傘樹（樹王里）、3/9內新庄（內新里等）、3/10車籠埔

（太平市）及健民里、3/11塗城（塗城里、仁化里等）、3/12草湖（東湖

里、西湖里）、3/13阿罩霧（霧峰鄉）、3/14柳仔湳（霧峰鄉）、3/15吳

厝庄（霧峰鄉）、3/16丁台（霧峰鄉）、3/17喀哩（烏日鄉）、3/18石螺

潭（烏日鄉）、23/19溪心埧（烏日鄉）、3/20臺中、3/21大里、3/22休

息、3/23入廟（林隆標）。

18、大元里的夏元路過去稱為「頂厝路」，大衛橋旁的將軍祠位於墓地旁，

為一座有應公廟，過去可能因為信徒求名牌不中的關係，神像曾經遭破

壞，後來由地方人士再重新雕刻神像，共有恒將軍、何將軍及另一位將軍

（姓氏不詳）等三位，原來由村長負責管理，稱為「恒將軍祠」，也經過

幾次改建，林碧元擔任村長時也曾改建，每年於10月15日做平安戲時會

舉行祭拜活動（林隆標、林乾正）。

備註：

1、大元里耆老林隆標、夏田里耆老林淵源對於地方事務頗了解，可以再擇期

拜訪請教。

耆老資料：

1、林乾正：民國40年生，大元里。

2、尤錫煥：民國18年生，大元里。

2  另一說為3/17石螺潭、3/18喀哩。

3、林隆標：民國25年生，大元里。

4、蔡明星：民國51年生，夏田里。

5、鄭秋火：民國19年生，夏田里。

6、林淵源：民國14年生，夏田里。

7、胡茂盛：民國35年生，夏田里。

（十二）大里市大里里、新里里、國光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10 月 15 日   上午9：30        

2、地點：大里市公所三樓會議室 

3、出席之貴賓：何李麗雲代表、阮德楊代表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周水波（里長）、林永達、何朝明（里長）、 

     　楊松碧、黃錦鎮、賴德耀、益川（里長）、 

     　吳永森、陳秋江、陳利合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念惠子、黃榮宗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陳靜瑜、邱正略、陳國雄、黃志宏

7、主持人：張鎮昌課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大里里、新里里一帶的舊地名有「上田寮」（即上田街、大里國小一帶，

過去也稱為「埔仔」）、「下田寮」（即愛心街、大里農會一帶）以及

「瓦磘」（靠近中投公路一帶），「瓦磘」的地名由來，地方傳說是因該

地原有民間燒磘業者，當時官方規定只有官磘才可以燒琉璃瓦，由於偷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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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瓦遭官方勒令封閉。另有一傳說，是因為曾經有一隻鳳凰鳥飛到瓦磘

上停留，結果該磘廠竟燒出琉璃瓦（周水波、何朝明、阮德楊）。

2、清代的時候，從彰化縣城前來大里杙，必需先經過五張犁、瓦磘才到達，

乾隆年間天地會聚集大里杙準備抗清時，瓦磘可以說是大里杙的前哨站，

天地會派人在此防守監視，一有動靜即馬上通知大里杙（阮德楊）。

3、瓦磘較大的家族為「謝姓」與「林姓」（阮德楊）。

4、大里舊街上的古宅慶源堂為巴洛克建築，主人林秋金（人稱「秋街長」）

是地方上富甲一方的人士，曾將祝壽賀儀捐出興建「花甲橋」（60歲

時）、「古稀橋」（70歲時），也聘請曲館師傅在福興宮媽祖廟前教導村

民戲曲。其對面有另一位從事醬菜、碾米業的林金池，曾聘請先生於慶源

堂的涼亭進行善書宣講，其孫林松峰於公賣局任職，40年前對於民藝品、

字畫很有研究，「大里杙站」所收藏的一些交趾燒便是林松峰奉獻的（林

永達）。

5、林秋金有兩個兒子，老大林振東（人稱「阿東頭仔」），老二林選（人

稱「阿選頭仔」），皆是養子。林家於大里老街建有一座樓房「林雙慶

樓」，該樓房有魚麟瓦的特殊建築。林振東次子林明宏目前為「大中幼稚

園」的老板，林選之子林崧雨曾經為福興宮、七將軍廟籌組管理委員會，

並擔任過此二廟的主任委員（阮德楊）。

6、魏衍槐（1894-1943）之妻顏愛（人稱「寶珠官」）為醉月樓的老板。有

關魏衍槐的事蹟，聽說其小時候父親曾帶去算命，算命師說這個兒子吃不

過20歲，因此，魏衍槐長大成人之後花錢較為海派，有幾則相關傳說，例

如他曾經買一匹馬代步，並且雇用一名日本人擔任馬夫，常騎著馬到臺中

市役所，並與馬夫約定「摑掌一下賞一圓」，於日本人面前讓日本人顏面

盡失。另一則是曾經到臺北一家錶店看錶，勢利眼的老板輕視之，結果他

一口氣將店內的手錶全部買下（阮德楊）。

7、本人被寶珠官收養為養子，家中仍留有以前醉月樓的藤椅（林永達）。

8、楊文炭的文筆很好，七將軍廟中一塊檜木版上有他的工整提字（林永

達）。

9、七將軍廟的管理委員會成立，是我向前大里村長林榮泰及林崧雨提出建

議，共同商議成立，也成立財團法人，向政府索回廟地財產，大里福興宮

的廟地也曾經被國有財產局接收，後來循著七將軍廟索回廟地的模式也順

利向國有財產局索回廟地（林永達）。

10、盧大松是大里街第一位西醫，賴耀基則是另一位西醫，其孫賴進昌牙醫

師目前仍在大里的福興街開牙醫診所。前縣議員施荼 過去是當助產士，

接生過的嬰兒非常多，長子施連豐為外交官，次子施連卿曾擔任臺中縣

工務局副局長，三子詹清吉則是自來水總公司課長退休（周水波、林永

達）。

11、「曾周」與「郭樹」也是地方上值得記載的人物，曾周開設仁里商店，

經營南北貨買賣，其子曾松南擔任福興宮常務監事，郭樹曾擔任過兩屆的

大里村長，他的家猶如地方聯誼中心（阮德楊）。

12、新里里有三寶，即「進士碑」、「土地公廟」、「地龍榕」（位於農會

旁），進士碑由於道路拓寬，加上地主要蓋房子，於是遷移至今址（林永

達）。

13、市公所對面的大新福德祠原本有一棵老榕樹，大約30年前林和順鄉長在

任時，欲移除該榕樹，改植目前這棵新的榕樹，向土地公請求獲准，該榕

樹也自然枯死，但請來阿兵哥協助移除過程，竟接連發生三名士兵從樹

上摔下來的怪事，但都沒受傷，當時也發生鄉長官印遺失的怪事（何李麗

雲）。

14、大里市區至瓦磘之間有一處溪崁稱為「刣人崁」，該處可捕捉到很好吃

的土虱，據說該處是以前處決犯人的地方，因此地方流傳著「土虱好吃，

不過沒有那麼多『死人酷（指死人頭骨）』」的俚語（林永達）。

15、民國48年（1959）發生的八七水災，從大突寮溪岸潰堤後，溪水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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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倒栽榕」至縣立大里高中之間都淹水，瓦磘一帶因地勢較低，有好

幾戶人家皆僅留下一人未被大水沖走。至於次年的八一水災，則影響較小

（林永達、周水波、阮德楊）。

16、八七水災發生時，附近的鄉鎮以烏日鄉的災情最嚴重，家父魏萬德醫師

當時於烏日鄉的五張犁開回春診所，有許多大里鄉民都到五張犁給家父看

病，當時有些病患缺錢付醫療費，家父也沒有收錢（魏益川）。

17、新里里有四間土地公廟，其中一間參考資料上未提到者為「上田福德

祠」，位於上田街（何李麗雲）。

18、大里里有兩間土地公廟，即瓦磘福德宮、大里街尾福德祠（周水波）。

19、國光里只有一尊土地公，目前暫時安奉於白雲宮內，白雲宮為私人宮

堂，是從屏東車城分靈而來（魏益川）。

20、過去有一個武館，是我的伯公林傳壽所設立的（何李麗雲）。

21、福興宮的曲館「福興軒」有子弟戲（林永達）。

22、國光里位於大里路、大里二街口有基督教堂，信徒很多（魏益川）。

23、本地的土地公廟皆有福德爺會，也有一年兩度的吃福會活動，此外，上

田有一間王爺公廟，奉祀三府王爺（李、池、朱王爺），神像為大陸來臺

的一位長工攜帶過來，因為很靈驗，地方人士為其建廟，廟中的乩童每週

三、六會免費替人收驚（何李麗雲）。

24、大里里還有三間重要的寺廟，即「覺聖宮」（主祀神為關公）、「盤古

開基殿」與「富陽軒八卦祖師廟」，「富陽軒八卦祖師廟」是從國光里

遷過來，廟方行善好施，在地方深受好評，很值得推崇（周水波、魏益

川）。

25、本地有「五媽會」，屬於彰化南瑤宮系統，10人為一擔，「中角」的庄

頭要請客，五媽會也有請「新丁龜」的習俗，每一組10人，會員於年內家

裏有出丁的話，會做新丁龜請同一組的其他會員（林永達、何朝明）。

26、福興宮有「聖母會」組織，為建廟時所設立，每年會舉辦刈香活動，規

模相當大（何李麗雲）。

27、十八庄媽祖遶境的由來，據說是因為稻作染了烏龜病，村民於是迎媽祖

遶境，問題解決之後，每年仍持續這項活動至今（周水波）。

28、大里過去有「新正（即初一）」掃墓上香祭祖的風俗，今已較少見（林

永達）。

備註：

1、盧大松醫師之弟盧大成仍健在，可以拜訪（阮德楊）。

2、前鹿港鎮長王福祿（鹿港鎮長王惠美之父）曾經在大里街賣魚干，目前仍

健在（阮德楊）。

3、林松峰有收集一些老照片，欲拜訪可以至福興宮找蔡小姐（即林松峰之

妻）（林永達）。

4、有關彰化南瑤宮「五媽會」的問題，可以請教福興宮的林敏雄先生（林永

達）。

耆老資料：

1、阮德楊：民國42年生，大里里。

2、周水波：民國33年生，大里里。

3、林永達：民國34年生，大里里。

4、何李麗雲：民國29年生，新里里。

5、何朝明：民國34年生，新里里。

6、楊松碧：民國36年生，新里里。

7、黃錦鎮：民國28年生，新里里。

8、賴德耀：民國34年生，新里里。

9、魏益川：民國49年生，國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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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吳永森：民國35年生，國光里。

11、陳秋江：民國36年生，國光里。

12、陳利合：民國40年生，國光里。

（十三）大里市西湖里、東湖里、金城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10 月 21 日   上午9：30        

2、地點：東湖社區活動中心 

3、出席之貴賓：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林益生（里長）、洪振華、林游龍、林寅、林士賢、 

     林正夫、林承福、林培基（里長）、彭榮華、陳清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張鎮昌、劉淑霞、黃榮宗、鄭漢璋、游阿華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葉憲峻、邱正略、郭佳玲、邵玉明

7、主持人：張鎮昌課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草湖地區的舊地名有「古亭笨」，是以傳統農村穀倉來命名，「崁頂（頂

崙）」是指位於地勢較高的「崁」之上的聚落，「崁仔腳（下崙）」則是

指位於的「崁仔」之下的聚落，「後壁溪」則是指位於大里溪、草湖溪交

界處附近的地方，「泉水仔」則是因為該處過去有泉水湧出，即今泉水巷

一帶，景庄街過去稱為「景仔頭」（洪振華）。

2、舊地名還有「烏厝仔」，位於中湖路青年中學游泳池一帶，「苦苓腳」

的地名則是以泰和芋仔冰店旁的一棵苦苓樹命名，黃家附近稱為「頂溪

仔」，靠近草湖橋一帶則稱為「溪底仔」（林承福）。

3、西湖里有四棵老樹，第一棵是石頭公對面的茄苳老樹，該地以前稱為「茄

苳腳」，第二棵是位於景庄街的老檨樹，第三棵則是位於伯公廟前的破布

子樹，第四棵是位於振興路180號附近的樟樹（洪振華）。

4、過去進行擴大大里溪整治工作，位於夏田里、霧峰的柳樹湳一帶溪邊有大

約800甲土地無法重劃，地方人士經過多年來向政府爭取興建草湖溪旁護

岸，雖然於廖了以擔任縣長時興建西柳橋完成（本人擔任村長任內），及

至今日這800甲土地仍無法進行徵收（洪振華）。

5、依太子宮的簡介，康熙年間太子宮已經存在，建廟距今已逾300年，新、

舊廟的廟柱上都留有前清武秀才林元奎所寫的柱聯（林承福）。

6、東湖里的大家族包括一個洪姓家族及兩個林姓家族，洪家即前里長洪炎樹

的家族，目前祖厝仍在，林姓家族包括位於泉水仔（即觀音廟附近）的林

淵源（前鄉長）家族，宗祠仍在，另一個林姓家族即我們的家族，位於東

湖路以南，稱為「復發一族」（林承福）。

7、金城里過去屬於塗城的一部份，主要舊地名為「下竹圍」，即金城路、塗

城路口一帶，民國60年（1971）設立永興市場（陳清）。

8、金城宮興建迄今尚未十年，目前有管理委員會組織，由縣議員林碧秀擔任

主任委員（林培基、陳清）。

9、西湖里慈天宮為洪振華所興建，距今大約23年，主祀神為天上聖母，目前

正在重建中（洪振華）。

10、十八庄媽祖遶境在大里地區大致分為五區，代表的廟宇分別是大里街的

福興宮、內新庄的新興宮、塗城庄的聖明宮、草湖庄的太子宮及番仔寮的

振坤宮（林士賢、林正夫）。

11、以前東湖里與西湖里的里界並不明確，為能明確劃分，民國8 7年

（1998）改以草湖路為界，將草湖路以西原來屬東湖里的範圍改隸屬於

西湖里（洪振華、林承福）。

12、早期草湖地區的洪姓居民與霧峰林家為了爭土地、水源而有衝突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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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姓被趕到南邊靠近烏溪一帶，即至今日，西南一帶仍以洪姓佔多數（洪

振華）。

13、洪振華在草湖地區有不少捐地事例，包括西湖路與振興路口土地、西柳

街47號路地、景庄的伯公土地等皆是（洪振華、林承福）。

14、過去草湖地區常常淹水，在洪振華、林承福（林金木）分別擔任西湖里

長、東湖里長期間，爭取興建西柳橋一帶的護岸工程，改善淹水問題，如

今草湖地區已經不再容易淹水了（洪振華、林承福）。

15、金城里50年前有「金城福德祠」土地公，當時是安奉於芒果樹下供信眾

參拜，位於塗城路的塗城福德堂，目前的主任委員為林勝雄，塗城福德堂

有福德爺會組織，目前約有40多位會員，每年會舉辦一次聚會活動及兩次

吃會活動，每人每年出資1,200元（陳清）。

16、金城里民林士讓、廖有祥貢獻本里上興街部份土地，善行值得記載（陳

清）。

1 7、與金城里里民關係相當密切的「建國溝工程」，起因於民國9 5年

（2006）本里發現瑞城里的排水溝工程引注入本里的建國溝，如此將會

造成本里淹水，於是本人與里民組織「金城里水災自救會」，經過多年爭

取，加上江連福立委、林仲毅市長等人大力幫忙，已爭取到2.1億的工程

經費，即將於下個月（11月）5日正式招標（林培基）。

18、民國48年（1959）發生的八七水災造成草湖地區慘重的災情，溪邊一帶

的農田全部流失，當時是從內新一帶的護岸潰堤，對於罹難者，政府僅給

予每位2,000元的慰助金。次年發生的八一水災則是從草湖溪旁的護岸潰

堤，也造成一些災情，六一二水災草湖地區雖也有一些災情，但災情較嚴

重的是十九甲地區（洪振華、林承福）。

19、九二一大地震大里市共造成168人死亡，草湖地區舊房子倒了非常多，

東湖里全倒多達800多間，半倒約200間，金城里的金巴黎大樓倒塌（360

戶全倒）造成86人死亡，事後也由潘國琦里長舉辦超渡法會，共辦了820

桌。災情發生當時，里長們召來附近幾個里的吊車全力搶救，竹子坑的

「天山部隊」也派許多士兵前來協助搶救，功勞最大（洪振華、林承福、

林培基、陳清）。

20、草湖芋仔冰與故總統蔣經國先生有關，蔣先生於民國63年（1974）首次

造訪本店「美芳冰果室」，本店原本有賣各種冰品，芋仔冰只是其中一

項，但屬於自製產品，非常重視品質。由於芋仔冰一項的銷售量就佔營業

額9成以上，次年（1975）將店名改為「美芳芋仔冰城」，加上報紙報導

以「草湖芋仔冰」為標題，名聲逐漸廣播，也有許多鄉親跟進經營芋仔冰

生意，開的芋仔冰店最多時將近20間，也樹立芋仔冰成為草湖地區特產的

形象。（林士賢）。

備註：

1、金城宮有南管大鼓陣，詳情可以詢問傅佳銀（擇日師）或林碧秀主委（陳

清）。

耆老資料：

1、林益生：民國43年生，西湖里。

2、洪振華：民國28年生，西湖里。

3、林游龍：民國29年生，西湖里。

4、林  寅：民國26年生，西湖里。

5、林士賢：民國47年生，西湖里。

6、林正夫：民國33年生，東湖里。

7、林承福：民國41年生，東湖里。

8、林培基：民國39年生，金城里。

9、彭榮華：民國32年生，金城里。

10、陳  清：民國29年生，金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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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大里市樹王里耆老座談會議紀錄

1、時間：民國 99 年 10 月 22日   上午9：30        

2、地點：樹王社區活動中心 

3、出席之貴賓：

4、出席之里民及耆老：石炳南（里長）、林汝榮、陳水池、林貴林、 

       林焜得、林建寅

5、出席之市公所代表：劉淑霞、念惠子、黃榮宗

6、出席之市志撰稿人、助理：王志宇、邱正略、陳國雄、黃志宏、邵玉明

7、主持人：王志宇所長

8、會議記錄：邱正略

會議內容：

1、我的祖父是秀才，生了九個兒子，參考資料所列本里林姓先賢都是我們家

族的人，林錫馨（曾任大里庄長）是我的伯父，林汝欽、林汝昌、林汝

濤、林汝漢、林汝標都是我的堂兄，我的父親林鍚經於日治時期也擔任過

保正。我們林家原本居住在涼傘樹庄的「東勢尾」，即今祥興里，過去稱

為鷺村，宗祠「林源興堂」位於南門橋附近（林汝榮）。

2、武秀才林大有別名為「鴨母喜」，其媳婦叫「阿罔頭仔」，並未生男兒。

林大有古宅已經拆除，謝家古宅也已經拆除（林汝榮）。

3、武館「集義堂」有金獅陣，以前是屬於全庄的組織，今改由里長管理，以

前的曲館「萬安軒」也是屬於全庄的組織，如今也改由私人管理，本里並

沒有藝陣（林建寅、林焜得）。

4、本里的信仰中心萬安宮，主祀神為北極玄天上帝，每年3月3日聖誕日、

9月8日廟宇新建落成紀念日都會舉行祭拜活動，民國87年（1998）成立

神明會「玄天上帝同心會」組織，目前會員200餘人。本里也有「老五媽

會」，屬於南瑤宮媽祖的系統，過去是每10年輪一次「中角」，近幾年不

太一定，3月8日十八庄迎媽祖遶境時，也會於事前至南瑤宮請回老五媽。

目前仍有收丁口錢，一年當中收兩次，即3月8日迎媽祖與10月15日做平

安戲的時候， （林焜得）。

5、位於中投公路、東興路旁的「萬靈祠」百姓公廟的興建原由，是因附近為

公墓，鄉公所於該處設置兩個六角亭供人休息，請後備軍人李建德負責施

工過程，挖出一堆無主枯骨，安置於黃春枝祖父的風水旁，我擔任鄉民代

表期間，黃春枝找我招集20人共同出資，每人出5,000元，興建靈應祠，

由於屬於私有，本人並末加入，協助找當時的村長陳瑞成出任主任委員，

興建費用則是由黃春枝出錢。廟的基地原本是一個水池，經填土之後興建

此廟，由村民林竹山承攬興建，於民國61年（1972）落成，由陳里長擔

任主任委員，鄉民代表林水龍與我擔任副主任委員，原本每年有兩次祭拜

活動，即7月15日與12月2日（落成紀念日），去年石炳南里長將12月2日

的祭拜活動廢除，此後只留下7月15日的祭拜活動（林汝榮）。

6、本里的「老五媽會」目前仍有送「新丁龜」的習俗，本里的結婚習俗方

面，除了聘禮中的龍眼被視為「新郎眼」會退回給男方之外，其它已較無

特殊之處（陳水池）。

7、靠近本里邊界的樹王公（位於新里里）過去乏人管理，近十幾年會與其他

地方的樹王公廟進行參香交流，回來之後會有遶境活動（陳水池）。

備註：

1、有關「林源興堂」的組織及現況，可以請教林逸生，住在祥興里（林汝

榮）。

2、欲拜訪樹王里曲館「萬安軒」目前負責的女士，可以聯絡林焜得，請其協

助聯絡、引見（林焜得）。

3、欲了解樹王里「老五媽會」目前組識及活動概況，可以請教「總理」陳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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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或「副總理」林勇助，林勇助的電話04-24066178（林焜得）。

4、林汝榮手中有林家族譜、地方相關文書、老照片、萬靈祠新建委員會的名

冊等資料，可以另擇期拜訪（林汝榮）。

5、欲拜訪武秀才林大有的後代，可以找大房的後代林春木（電話0 4 -

24068757），也可以請教是否有族譜。

耆老資料：

1、石炳南：民國41年生，樹王里。

2、林汝榮：民國11年生，樹王里。

3、陳水池：民國35年生，樹王里。

4、林貴林：民國25年生，樹王里。

5、林焜得：民國45年生，樹王里。

6、林建寅：民國15年生，樹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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