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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管所
鄉內綠美化、苗圃園區花苗

培育種植及改善工程
鄉內綠美化、苗圃園區花苗

培育種植及改善工程



109年度第一次
文化復振諮詢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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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文化復振諮詢委員會會議文化業務承辦人回覆業務報告內容

主持人:劉金鋼mazangilj

文化復振諮詢委員:麥承山各部落mazangilj討論題案

比魯部落長老:曾孝

包霧目力部落祭司:麻哲勒賜樂朱力默多
宣導部落結盟儀式

卡拉達蘭部落:高國璽回覆部落結盟問題

時間：109年1月15日(星期三)    地點：本所2樓會議室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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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部落尋根暨
聯 合 年 祭 諮 商 會 議 民政課

時間：109年3月6日(星期五)    地點：本所2樓會議室

蔣爭光鄉長主持會議

 德路那弗那弗克部落-劉金鋼mazangilj發言卡拉達蘭部落-高國璽mazangilj發言

民政課課長-劉正雄課長報告

會議前由麻哲勒賜樂老師會前祈禱 蔣爭光鄉長主持會議

包霧目力部落-祭司麻哲勒賜樂
宣告聯合年祭前置部落結盟條約

布頓部落歐先智mazangilj發言
盡快推動聯盟時間，配合辦理

楊彩鳳課員-文化業務工作報告

鄉長說明部落聯合年祭及部落聯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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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恆春鎮公所及枋山鄉鄉公所
進行公共造產設置業務觀摩交流

時間：109年3月26日(星期四)    地點：屏東縣恆春鎮公所及枋山鄉鄉公所

金峰鄉公所公共造產設置業務觀摩交流

金峰鄉公所公共造產設置業務觀摩交流

金峰鄉公所公共造產設置業務觀摩交流

金峰鄉公所公共造產設置業務觀摩交流

金峰鄉公所公共造產設置業務觀摩交流

金峰鄉公所公共造產設置業務觀摩交流

參訪屏東縣枋山鄉濱海遊憩區

參訪茉莉灣海景

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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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國內境外移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數攀升，
尤以具有歐洲旅遊史之入境者為多，為加強防疫，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本年3月18日裁示，就本年3月5日至14日有歐洲、杜
拜及3月5日至16日有土耳其、埃及旅遊史(皆含轉機)之入境民
眾，請其自主通報鄉(鎮、市)公所辦理居家檢疫相關事宜。

一、適用對象: 

1.109年3月5日至14日曾到過歐洲、杜拜旅遊(含轉機)民眾。

2.109年3月5日至16日曾到過土耳其、埃及旅遊(含轉機)民眾。

二、通報電話:751-154＃114(金峰鄉公所) 承辦人:楊金虎

【或洽各村村辦處】

歷坵村辦公處:771439

新興村辦公處:782515 賓茂村辦公處:771393 

嘉蘭村辦處:751013   正興村辦處:782497 

新型冠狀病毒

防疫自主通報公告

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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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

時間：109年2月28日(星期五)    地點：正興村65歲長者理剪髮到宅服務

時間：109年2月28日(星期五)    地點：新興村65歲長者理剪髮到宅服務

正興村65歲長者
   理剪髮到宅服務

新興村65歲長者
   理剪髮到宅服務



家國 清村 潔興 週正
時間：109年1月16日(星期四)
地點：正興霎時客棧

  正興霎時客棧正興村辦公處集合 村民消毒社區服務

村民消毒社區服務

正興村辦公處領消毒用具

 美化家園，淨化社區

 美化家園，淨化社區

 美化家園，淨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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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

時間：109年1月16日(星期四)
地點：新興村活動中心集合

家國 清村 潔興 週新

村民淨化社區服務

新興村國家清潔週 新興村活動中心集合



民政課 新興村召開聯合尋根

新興109年第一次戶長會議

新興第二社區規劃說明會

時間：109年3月6-7日    地點：新興村辦公處集合

時間：109年2月9日    地點：新興村活動中心集合

時間：109年3月17日    地點：新興村活動中心集合

  新興第二社區規劃說明會

  新興村109年第一次戶長會議

新興村辦公處集合

  新興村活動中心集合

  新興村活動中心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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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村元旦升旗暨淨山活動
時間：109年1月1日(星期三)    地點：正興介達國小

 我愛中華民國

 領獎品

 正興村元旦升旗典禮

 全村早起運動趣

 村鄰長領獎品

 正興村元旦升旗暨淨山活動-村民合影

 美化家園，淨化社區

 美化家園，淨化社區

10

民政課



歷坵村元旦升旗
時間：109年1月1日(星期三)    
地點：歷坵魯拉克斯吊橋

民政課

 歷坵村民魯拉克斯吊橋合影

 歷坵村民魯拉克斯吊橋升旗典禮完畢用早餐

 歷坵魯拉克斯吊橋

11

108年模範父親表揚活動表演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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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9年1月25日(星期六)    
地點：歷坵小米學堂操場

歷坵村125村運

 羅忠輝村長頒獎

 傳統競技比賽

 傳統競技比賽 各類傳統競技得獎者

 籃球比賽

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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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社會福利社區化暨村里業務觀摩活動

109年金峰之友聯合捐贈尿布及身障輔具

109年2-3月社福志工出勤紀錄

「愛在金峰 為愛啟程」109年臺東卡五村駐點受理服務．

地點：屏東縣霧台鄉公所

地點：109年2月7日至109年3月13日每周五晚間6點至9點

 活動開幕及鄉長致詞  交流活動紀錄 蔣爭光鄉長與霧台鄉鄉長合影 觀摩活動留影

 受益鄉民收受紙尿布之合影

承辦人與民眾確認受理資料
及說明申請流程

承辦人檢核申請民眾資料
並說明申請資格

承辦人與民眾講解
臺東卡使用方法

替代役協助民眾辦理
臺東卡收件及說明

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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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

陸軍專科校友會部落行善日

感謝陸軍專科學校校友總會執行長藍文
進先生與其內人，於桃園地區遠道而來蒞臨
台東縣金峰鄉關懷原住民部落社區，送長照
弱勢老人需求等物品，金峰鄉蔣鄉長謹代表
本會台東縣陸軍專科學校校友會協會理事長
身份，感謝校友總會藍執行長夫妻，協助關
懷林繹力、李東明先生等人來關懷台東縣金
峰鄉部落社區，在此特別感謝你們。

3/20會同各村村幹事發放物資



農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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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8年3月13日(星期五)

2020臺東縣鹿野鄉鹿嘉農莊觀摩會

本次觀摩的第一站-位於-鹿野鄉永安村的鹿嘉農莊

鹿嘉農莊創辦人吳孢鍾先生 彭玉瑞先生親自摘下牛奶果贈送
給本鄉鄉民代表胡朝青主席

全體於鹿嘉農體驗教室前合影

全體於彭玉瑞先生
之模範農地前合影

全體於鹿嘉農體驗教室前合影
彭玉瑞先生請全體人員
試吃自種有機香蕉

試喝紅藜醋、枇杷醋、
咖啡醋以及牛樟醋

吳孢鍾先生分享鹿嘉農莊
二十年營造的成果

係為推動本鄉109年度農業深耕再造計畫，輔導本鄉農民建立友善環境耕作的農
法基準與審認友善環境之農地程序，先以參訪自然農法為經營主體的鹿嘉農莊，其
係經由釀造協會專業指導、農政單位的輔導與酒莊執照的申請，並以自然農法栽
培，自產自銷，不僅掌握產品品質，食品安全也層層把關，再前往以曾榮獲全國十
大傑出農家青年及榮膺80年度草根大使彭玉瑞之模範農地，其中耕作水稻、酪梨、
枇杷、可可以及各種家禽如雞等生態體系甚為完整，均符合具有生態旅遊條件，盼
藉由本次參訪學習過程及本鄉農民回饋之意見，作為後續本鄉執行有機農業及友善
推廣之課程規畫方針。

16

農業課



賓茂村

農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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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業務說明會
新興村

正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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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課課室業務說明會(嘉蘭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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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觀所 產觀所(1-3月活動)
感謝津和堂城鄉創意顧問有限公司郭執行長及所屬同仁，針對雙語旅遊導覽

培力計畫進行嘉蘭採點場勘，由本鄉代表會李副主席、產觀所長、社區發展協

會林理事長、防災協會胡總幹事陪同導覽解說，目的是希望部落各個景點，不

只能接待國內旅客，更能廣泛的推向國外，接受更多面向的市場與文化推廣。

有多久沒有放鬆您的雙腳呢趕快抓住冬天尾巴來到環山圍繞的嘉蘭溫泉泡腳池
也能讓您體驗5星感受喔~

野地餐桌

金峰鄉金部落峰體驗
慈心有機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金峰鄉金部落峰體驗
慈心有機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嘉蘭溫泉廊道春節市集活動

108年度峰青靚亮計畫-部落玩味
食 用 飲 體 驗 暨 產 業 媒 合 活 動

時間：109年1月26-28日

時間：108年11月22-23日

市集期間，每日抽出消費
摸彩禮品，最高提供價值
1萬元之平版電腦。

現場營造漫活部落之氛圍，
邀請部落青年表演外，並設
有舒適的遊客休息區。

活動現場邀請鄉內特色商家展售，另為提高消費者駐足，並行銷本鄉景點及特產，
提出打卡送好禮、消費滿額摸彩及代客寄明信片等配套活動。

20

產觀所

現場營造漫活部落之氛圍，邀請部落青年
表演外，並設有舒適的遊客休息區。

本所於活動期間，每日皆安排鄉內作物實作體驗課程，分別為手沖咖啡及洛神系列調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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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鄉1-3月蓄水池清查財經課

30



體驗包小米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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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9年1月15日、109年3月14日

將採下來的葉子剪下來一片一片清洗乾淨

老師領幼兒一同包小米粽
老師領幼兒一同包小米粽

期末中午一起享用美食

愛部落撿垃圾服務

幼兒園

期末中午一起享用美食



鄉長1月-3月花絮照片秘書室

23

109年度嘉蘭村元旦升旗暨健走活動

小米學堂研商會議

風起原舞記者會活動

農糧署友善工作成果研討會

台東縣金峰鄉國家清潔週推動計畫說明會

植樹節活動

卑南鄉農民節成果活動 海嘯去旅行記者會

原民會副主委伊萬·納威帶領阿浪·福拉旺主任秘書及
谷縱·喀勒芳安處長蒞臨本鄉，關心本鄉事務上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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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學堂研商會議

至各村春安慰問

少妮媱手工烘培坊開幕茶會

贈送同仁婦女節花束

感謝陸軍專科學校校友總會執行長藍文進先生與其內人，
於桃園地區遠道而來蒞臨台東縣金峰鄉關懷原住民部落
社區，送長照弱勢老人需求等物品。

植樹節活動

秘書室鄉長1月-3月花絮照片



至嘉蘭村巡視可種植樹木地點

新興村原住民保留地建築用地統一規劃說明會

鄉長帶領同仁至霧台鄉公所辦理社福、社區發展及村里業務

金峰鄉公所暨台東大學手工藝坊形像標章及
包裝設計案成果發表會前研商會議

歷坵村公墓第二次協調會 歷坵村辦興建工程協調會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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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長1月-3月花絮照片

一月份壽星

嘉蘭村阮阿然、曾國城、吳善德部落領袖

歷坵村長羅忠輝、林月英

三月份壽星

正興村陳進興理事長

賓茂村黃和蘭
歷坵村羅花綾

二月份壽星

正興村王潘秀美、歐麥月花、蔡當進、連金印

嘉蘭村徐鐘惠、正興村羅沙桂花

嘉蘭村唐愛鄉、陳美花、麥玉梅、
彭國華部落領袖

新的一年~為提升五心服務蔣鄉長親自
送小蛋糕及生日賀卡給當日壽星的高齡長
者、部落領袖及村長，祝福他們身體健
康、平安喜樂。



鄉長1月-3月花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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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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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

》》》防疫
大作戰
本鄉防疫大隊，每周一、五
下午13:00起，至本鄉各部
落機關處所、教會、觀光景
點，做消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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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

109年度金峰鄉清潔隊
預 防 本 土 性 登 革 熱
病 媒 蚊 防 治 措 施

109年度金峰鄉清潔隊 2/18、19、20日
至學校預防武漢肺炎消毒

【 3/17、3/19、3/24、至各村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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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二）鼓勵學生善用圖書館資源，養成終身學習的態度。

六、計畫期程：自109年實施計畫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
七、參加對象：

本鄉國中、國小、幼兒園及0-2歲學童。

四、承辦單位：臺東縣金峰鄉立圖書館

   （一）培養學生閱讀的興趣，鼓勵學生大量閱讀，帶動全鄉閱讀風氣。
一、計畫目的：

二、依據：依據109年工作業務及工作計畫辦理。
三、主辦單位：臺東縣金峰鄉公所

五、協辦單位：鄉內各國中小、幼兒園、各村村辦公處

兌換禮品：桌球拍

臺東縣金峰鄉立圖書館

「閱讀集點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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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金峰鄉立圖書館「閱讀集點樂」

臺東縣金峰鄉立圖書館書香列車巡迴服務

鄉長1月-3月花絮照片

防疫大作戰

109年度金峰鄉清潔隊預防本土性登革熱病媒蚊防治措施

109年度金峰鄉清潔隊2/18、19、20日至學校預防武漢肺炎消毒

體驗包小米粽

圖書館

秘書室

清潔隊

產觀所(1-3月活動)

109年嘉蘭溫泉廊道春節市集活動

108年度峰青靚亮計畫-部落玩味食用飲體驗暨產業媒合活動

109年禁伐補償

2020臺東縣鹿野鄉鹿嘉農莊觀摩會

課室業務說明會-新興村

課室業務說明會-正興村

課室業務說明會-賓茂村

課室業務說明會(嘉蘭村)照片

全鄉1-3月蓄水池清查

109年使用牌照稅開徵囉

108年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

產觀所

農業課

財經課

幼兒園

民政課
109年度第一次文化復振諮詢委員會會議

109年度部落尋根暨聯合年祭諮商會議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及枋山鄉鄉公所進行

公共造產設置業務觀摩交流

新型冠狀病毒防疫自主通報公告

正興村65歲長者理剪髮到宅服務

新興村65歲長者理剪髮到宅服務

正興村國家清潔週

新興村國家清潔週

新興村召開聯合尋根

新興109年第一次戶長會議

新興第二社區規劃說明會

正興村元旦升旗暨淨山活動

歷坵村元旦升旗

歷坵村125村運

2

3
4

5

6
7
7

8
8

9
9
9
10

11
12

13

13
13

13
14

15
16

17
17
17

18

109年社會福利社區化暨村里業務觀摩活動

109年金峰之友聯合捐贈尿布及身障輔具

「愛在金峰．為愛啟程」109年臺東卡五村駐點受理服務

109年2-3月社福志工出勤紀錄

陸軍專科校友會部落行善日

鄉內綠美化、苗圃園區花苗培育種植及改善工程

19
20

20

21
21
21

29
30

23.24.25.26

27
28

28

社會課

公管所

【各村巡迴時間表】

臺東縣金峰鄉立圖書館

書香列車巡迴服務

圖書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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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fong Township Office

發行所/臺東縣金峰鄉公所  發行人/蔣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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