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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創新與傳承



2

周益記 2.0 的
       起手式

一○五年在周益記門口奉茶的時候，位於大溪和平街的一棟

私宅古蹟「古宅」正如火如荼地以「打開老宅門」及「不老職人」

的活動累積故事並培養「古迷」，以行動清楚表達著對未來的願

景。團隊參訪後討論認定奉茶、攝影展、帽飾展和家宴活動只是

向街坊鄰居表達周益記真的要回來了的開端，該把一○六年定義

為「周益記 2.0 起手式」，用老街區文化遺產的角度宣告周益記

的主軸，同時挑戰著硬體修復前的私宅古蹟，如何粉墨登場亮相。

「重現老街區育樂的歷史現場」是一○六年的方向。從清

領到日治到國民政府，這土地上的鄉民如何學習及娛樂，有多少

遺跡遺風不再被討論但仍影響著現在，都值得吸收作為創作的元

素，並設定為「光影創作工作坊」及「北管南音獻場」兩項主題。

一連串的活動把「私宅的周益記」推向「老城區的周益記」，站

在不同的位置揮舞旗幟，這就是「周益記 2.0 起手式」。

經費上除了文化部的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今年也透過國

立清華大學榮芳杰老師取得文資局文資學院的資源，承辦「青年

動畫工作坊」，把北管元素無痕接軌在中學生的動畫創作中。增

加了活動，團隊也增加了新成員子晴，協助已蹲點老城區，結婚

生子又為新竹添光增員的明俐。

新增「共學講堂」的作法也獲得在地許多朋友響應，讓學識

深化共有、人員擴大培力，回過頭來再幫周益記執行活動，解決

人力困窘。與「風起」雜誌的合作也開了一扇門成功輸出實體刊

物。最後謝謝撥冗鼎力相助的諸位老師、參加演出的團體、以及

共學的夥伴們，這一年真是精采，大家辛苦了！

周益記 2.0 起手式，已經擺好態勢。

周益記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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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與獻場

2017 是多變又精彩的一年，我同時孕育著兩個結晶，從年

初結婚到夏末產子，我所孕育的第一個生命結晶誕生了。在慶祝

新生命誕生的同時，幸有新夥伴子晴的協助，周益記的年度計劃

並沒有中斷，到了秋冬之際，是果實豐收的季節，《塹城生活歷

史現場計畫》也順利劃下句點，我們完成了周益記的年度結晶。

從 2016 年周益記以《生活考古與創新傳承計畫》奠定基礎，

我們試圖從一個家族的故事去連結一條街區及一個古城生活圈的

故事。2017 年，我們第二度獲得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

的支持，讓我們能夠在 2016 年的基礎上去擴大發展與繼續實驗，

以《塹城生活歷史現場計畫》來談竹塹城教育及娛樂的歷史。接

續 2016 年的食、衣、住三個主題，2017 年談「育」和「樂」。

而這兩個主題的難度相對更高，在於如何將這兩個抽象的概念與

大家現今熟悉的舊城生活環境做結合，帶大家「在現代生活裡尋

找歷史記憶的現場」。

共學講堂、北管南音獻場、歷史新樂碼青少年動畫營，到尋

光探影工作坊，這一年我們持續挖掘與北門街生活記憶有關的題

材、研發寓教於樂的活動，希望加強歷史現場與當代生活之間的

連結。除此之外，我們擴大了串連與合作的網絡，有更多舊城的

在地商家與志工朋友參與了整個過程，我們也初次嘗試與新竹的

科技公司基金會合作，希望這些不同的力量加進來，讓更多不同

興趣的人願意進到舊城區這塊歷史與生活並進的現場，深入認識

這座城市豐厚的文化底蘊。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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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事記列表

17

24

31

14

21

28

29

6

19

22

1

1

2

8

9

15

15

16

5

22

29

《共學講堂》竹監走讀：談感化教育

《共學講堂》秀才漫遊 - 清代竹塹文教風景

《共學講堂》秀才漫遊 - 清代竹塹文教風景（戶外課）

《共學講堂》大正浪漫 - 日據新竹文教風景

《共學講堂》大正浪漫 - 日據新竹文教風景（戶外課）

《共學講堂》日治時代教育制度在新竹的體現

《共學講堂》踏訪百年竹中

《共學講堂》清大、交大校園建築規劃

《共學講堂》從清代到戰後 -- 竹塹讀書人在政權轉變下的因應之道

《共學講堂》清大校園建築巡禮（戶外課）

《北管南音獻場》主題講座：祖師爺眼皮下的生活

《北管南音獻場》南北講唱會：竹塹北管作場

《北管南音獻場》主題導覽：戲曲．細曲．歷史現場行旅

《文資學院》歷史新樂碼 -- 青年動畫工作營 Day1

《文資學院》歷史新樂碼 -- 青年動畫工作營 Day2

《北管南音獻場》主題講座：竹塹南音與北管憨子弟記憶

《北管南音獻場》南北講唱會：南管清音竹塹景

《北管南音獻場》主題導覽：竹塹憨子弟歷史現場行旅

《文資學院》歷史新樂碼 -- 青年動畫工作營成果發表會

《北管南音獻場》導覽活動：緊隨鑼鼓吹，作伙加夯枷

《北管南音獻場》導覽活動：提燈夜遊 - 竹塹昔日的娛樂軌跡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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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合作夥伴

鴻梅藝術文化基金會

竹塹北管藝術團

長和宮

江山藝改所

城邊

Sofa Story

水鹿咖啡

鴻安堂

見域工作室

樹匠

爽乂爽五四

鳥烏小作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阿尼馬動畫工作室

中強光電藝術文化基金會

（依合作時序排列）

14

15

11

12

《創意探索工作坊》尋光探影 - 光偵探 I

《創意探索工作坊》尋光探影 - 空間偵探 I

《創意探索工作坊》尋光探影 - 光偵探 II

《創意探索工作坊》尋光探影 - 空間偵探 II

十
月

十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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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學講堂

從 2016 年開始，因為辦理不同的活動與計畫，周益記在新竹市舊城區到處串門子，也因此

有機會認識許多在地耕耘的文化團體、組織或是店家。不論是從事地方導覽、文史研究、刊物編

輯、老屋活化或是文化空間經營，小小的新竹市在這些年出現了許多人用不同的方式關心著地方

文化事務，仔細了解這些人的背景，除了在新竹求學的年輕族群外，更有長期定居在這個城市的

住民以及退休族群。周益記每年嘗試在生活記憶的主題下去累積一些地方的故事，有時我們紀錄

周家人自己的故事，有時我們也訪談街坊鄰居。然而這些故事累積起來，需要更多的人用不同的

方式說下去。因此我們常常在思考，是否能透過一個分享的機制，讓更多人參與這些故事的挖掘

及累積，共學講堂就在這樣的念頭下誕生了。集結在地文化社群中對於相同議題感興趣的團體或

個人，大家一起來找老師開課、尋覓文史資料、分享知識、共同學習，這些學習的成果也屬於參

與成員大家共享，最後鼓勵大家應用在自己所推展的公眾事務上。

備料

講堂型式：透過新竹地方誌研究者及文史研

究者以小班制進行知識分享，並加入戶外走

讀行程實地踏訪，培力參與者成為種子志工

及導覽人員。

合作單位：鴻梅藝術文化基金會

目標：以清代及日治時期地方誌及古籍為主，

從中找出竹塹城建城以來教育制度、教育設

施及公共設施的沿革與史料，以作為後續發

展創意探索工作坊及相關導覽路線之基礎。

共學期間：2017 年 3 月～ 5 月

講堂總時數：30 小時

操作方法

Step 1. 集結在地對歷史文化推廣有興趣的熱血住民約

30 位，找出大家能出席共學的最佳日期。

Step 2. 鎖定與主題相關的講師，研擬課表及邀請講師。

Step 3. 開設臉書社團，隨時公告及更新課程時間、地點

與內容。大家還可以在這個小天地交流資訊、講

義、錄音檔案或是聯絡感情。

Step 4. 大家一起上課共學、揪團考察。

Step 5. 請成員參與我們後續的工作坊規劃，各自發揮所

長，完成工作坊教案規劃及現場工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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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感言

共學成員 林秀玲

周益記共學講堂深耕新竹，提供有別於教科書歷

史，呈現兼具深度與廣度的講座內容。時間橫跨清

領與日治，幅員從新竹縣到新竹州，集合一群對新

竹地方史有興趣的伙伴，使我們能夠參與其中。期

許新的年度，周益記共學講堂能進一步突破局格與

框架，讓身處在新竹的我們，能繼續在不經意的角

落，持續發現新竹的美。

共學成員 陳亭予

十五年前因工作關係，我也成為眾多自外縣市來到

新竹定居的人口之一。但對新竹生活無感，假日總

得往外縣市找樂趣，直到一年前接觸竹塹史，認識

一群熱血無私的文史工作者－周益記，讓我像是配

了一副合適的眼鏡，終於看見充滿色彩的新竹。

有幸參與周益記共學講堂，導讀授課的學者專家分

享各種角度的竹塹故事，在古今建築歷史小巷中吃

喝玩樂學習，五感體驗深受感動。而我帶在身邊的

孩子也在耳濡目染中豐富了她出生成長地的記憶味

道，默默存入情感。期待周益記延續熱情活力，讓

更多人認識新竹之美。

周益記

共學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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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探索工作坊

在上半年度，我們透過 30 個鐘頭的「共學講堂」與許多關懷新竹市歷史文化的朋友一起爬

梳了地方教育歷史，並且透過實地踏訪，一起在巷弄裡找尋仍然存在的歷史痕跡，這些痕跡也許

藏在街道的名稱裡，也許藏在轉角的一塊石頭上，也許早已經改建成某一棟我們習以為常的新設

施……於是在下半年，我們將共學所學習到知識化為歷史現場的體驗，與共學的成員們分工，各

司所長，將新竹市文教的歷史化成兩段時期與路線，有人負責路線上的導覽解說，有人負責解說

教具的製作，有人則是負責工作坊現場的協助。在十月，我們與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

邀請了光影藝術創作以及街道速寫的講師，與兩位講師們一起依這兩條歷史路線規劃了跨領域的

體驗工作坊，把新竹文教的歷史當做創作素材，帶大家一起用創意玩味歷史。

備料

合作單位：中強光電藝術文化基金會

目標：為了吸引不同族群的民眾參與、培養

民眾文化資產意識，我們嘗試用跨領域的合

作方式，邀請藝術創作者來共同激盪，也首

次用共學的形式邀請新竹市對歷史文化有興

趣的社群成員共同研發歷史文化結合藝術探

索的工作坊教案，也就是由一位歷史文化導

覽講師搭配一位藝術創作講師，帶領民眾透

過藝術觀察及體驗方法來探索地方歷史文

化。

準備期間：2017 年 6 月～ 9 月

執行期間：2017 年 10 月～ 11 月

操作方法

Step 1. 從共學講堂中找出合適且有意願共同發展教案的

志工夥伴組成工作小組，並且依照專長進行分

工。

Step 2. 透過多場工作會議與合作單位、藝術創作講師及

工作小組成員共同研擬工作坊教案。

Step 3. 教具設計及製作。

Step 4. 踩線與修正。

Step 5. 宣傳及報名。

Step 6. 工作坊執行及圖、文、影像紀錄。

Step 7. 檢討與回饋。

Step 8. 於官網上分享工作坊的過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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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感言

工作坊歷史嚮導古國焜

去年有幸參加了「周益記共學講堂」所舉辦的關於

新竹城在清代、日治、民國三個不同時期的庶民生

活之食、衣、住、行、育、樂中的教育與娛樂兩個

部份。對於娛樂的部份印象深刻，也從此認識南北

管等戲曲，非常精彩，師資也相當堅強，而我本人

也有幸受邀參加了日治時期與清代的文教設施的解

說，加上這些建築與燈光結合所產生令人耳目一新

的效果，收穫滿滿，期待新的一年有關於行與住的

主題，我除參加外，也必定會鼓勵更多人的參與。

工作坊參與成員施淳奕

今年周益記號召對新竹文化有興趣熱誠的大家參與

共學，一起去思考新竹市除了平常熟悉的城隍廟、

貢丸湯與米粉外，還有哪些能讓這原本賦予濃厚文

化底蘊的城市更讓大家有更不同的了解？課程中才

發現新竹從清朝時期一直到日治影響著我們，也因

為歷史過往的曾經而有著不同面貌，像是眼睛被洗

淨般，看見平時覺得平凡不過的周遭其實是個融合

著新舊文化的可愛城市。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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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管南音獻場

周益記所在的新竹市北門街曾經是北台灣最重要的一條政商大街（北門大街），這條大街因

為連接著清代淡水廳衙署與竹塹舊港而興盛，不論是官員或是貿易商人都需要往來這條大街。北

門大街因此成為泉州商人的集散地，許多人舉家移民來此，在這條街上做著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各

樣買賣，也口耳相傳留下了許多精彩的家族故事。對於周益記而言，回顧、挖掘以及記錄北門街

的生活樣貌成為一項重要的目標。過去這些生活在大街上的人家吃的是什麼？聽什麼音樂？休閒

時做些什麼事？這些對於北門大街生活樣態的疑問帶領著我們進行生活歷史的調查與復興計畫。

談到北門大街的生活歷史，就不能不提到他們的娛樂生活。對他們而言，經商生活之餘最重要的

休閒雅致就是南管及北管。周益記從今年開始，藉由「北管南音獻場」的系列活動，除了學習欣

賞樂曲及相關工藝之美，我們希望帶更多民眾一起深入探訪竹塹城與南管及北管發展有關的歷史

現場。今年的「北管南音獻場」適逢戲神西秦王爺聖誕，我們也用「獻藝」的方式，一同來熱鬧

慶生。

備料

合作單位：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竹塹北管藝術團、長和宮。

策略聯盟夥伴：江山藝改所、城邊、Sofa  Story、水鹿咖啡、

鴻安堂、見域工作室、樹匠、爽乂爽五四、鳥烏小作。

目標：探索竹塹地方重要的戲曲歷史，搭配西秦王爺誕辰，

以北管南音向祖師爺、戲曲團體的戲神－西秦王爺「獻藝」

祝壽為概念，策劃一系列關於竹塹北管與南管歷史之教育

推廣活動，帶領民眾透過深入淺出、寓教於樂的活動認識

新竹南管及北管的歷史現場。活動包含不同深度的主題講

座、講唱會、青年工作營、導覽行旅，讓參與民眾認識戲

曲文化在當代生活的多元性。

諮詢顧問：孫致文、鄭德宣、董盈廷。

獻場期間：2017 年 7 月 1 日～ 7 月 16 日

操作方法

Step 1. 企劃主題講座、講唱會、歷史行

旅等各種層次之體驗節目。

Step 2. 諮詢委員共同策劃節目邀請名單，

由周益記進行講者及講師邀請。

Step 3. 訪舊城區友好商家，邀請參與活

動期間行銷活動，鼓勵活動參與

者於限定期間前往指定商家使用

消費優惠。

Step 4. 活動行銷、宣傳及開放線上報名。

Step 5. 活動過程圖、文及影像紀錄，並且

於活動結束後摘錄分享於官網。

Step 6. 觀眾意見回饋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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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感言

諮詢總顧問孫致文老師

是「獻場」，也是「現場」。

「獻場」，不是傳統藝術的表演，而是你我生活的

日常。

「現場」，不是帶領參與者走入歷史場景，而是藝

術文化在生活中呈現。

走在北門大街，途經「周益記」門前，除了車水馬

龍的喧囂、五顏六色的市招，還隱約聽見從二樓傳

來南管絃友的〈輕輕行〉，瞥見外媽祖廟埕北管子

弟「踏腳步」（排戲）。交雜著鄰近棉被店的弓絃

聲、中藥鋪的捶搗聲，偶爾還有林生祥、周杰倫和

五月天。

這是「現場」，是讓多彩多姿的藝術與文化重回新

竹市街。

這是「獻場」，是把新竹市街獻給多彩多姿的藝術

與文化。

竹塹北管藝術團董盈廷老師

很榮幸受周益記之邀為新竹地方介紹北管音樂，此

次講座的內容包括演出方式、聲腔、歌樂和器樂的

概述以及戲曲的示範。主要目的是藉由這次講座引

發迴響，推廣並傳承北管音樂的文化藝術。 北管

音樂的傳承並不容易，中小學的紮根教育即是我最

重視的傳承方式。而對於表演藝術而言，觀眾亦是

很重要的一環，藉由講座向觀眾解說如何欣賞，亦

是推廣的重要工作。 感謝周益記辦理此次講座，

希望還能有機會為大家詳細介紹北管戲曲中的化

妝、服裝以及身段。

觀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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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新樂碼

談到今年希望可以做北門街育樂的歷史題材運用，北管與南管就成為優先的選項，除了口耳

相傳關於舊城內不同軒社與館閣的活動以外，就是這些軒社及館閣留下來的精彩文物。2017 年，

新竹市美學館曾經舉辦了新竹北管軒社文物的特展，當時由中央大學孫致文副教授策展，讓我們

能在新竹一次飽覽這麼多老軒社留下的精彩文物，舉凡雕刻精細的鑼桿、鼓架，到具有重要意義

的戲服、繡旗、抄本等等，讓我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從這些絕無僅有的文物上可以看見台灣北管

進程的歷史。近年北門街外媽祖廟長和宮開始籌備文物館，其中最重要的展品就是新樂軒所留下

的珍貴文物，因緣際會下我們有機會見到這些文物，便開始想著該如何與更多民眾以及下一代的

孩子分享這些北管文物的意義及美學。懷抱這樣的願望，我們決定嘗試用「動畫」來串連起這些

事。最後有幸在文化資產局的文資學院經費支持下與國立清華大學共同策劃這個跨領域的教育扎

根行動，並且獲得新竹在地的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協力，開放讓新竹縣市的國中生及高中生參與

兩天密集的動畫工作營，並且透過動畫營的題材介紹，讓孩子們認識新竹的北管歷史、文物之美、

典故以及音樂，最後讓他們運用自己的想像力與創作力，創造屬於他們世代的北管當代動畫詮釋。

備料

合作單位：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阿尼馬動畫工作室、竹

塹北管藝術團、長和宮。

指導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目標：透過兩天的動畫工作營，以寓教於樂的

方式帶領國高中的青年學子認識新竹南管及北

管文化與地方的關係，並且分組由專業講師帶

領創作，製作動畫短片為地方文化資產說故事。

工作營地點：鴻梅文化藝術基金會

工作營期間：2017 年 7 月 8 日～ 7 月 9 日

成果發表地點：長和宮廟埕

成果發表時間：2017 年 8 月 5 日

操作方法

Step 1. 透過多次的工作會議與北管顧問、音樂顧問、

文物顧問及動畫教學老師共同策劃工作營內

容。

Step 2. 針對新竹縣市國高中招生及宣傳。

Step 3. 開放線上報名。

Step 4. 文物顧問從新樂軒文物雕刻上精選合適創作的

故事題材。

Step 5. 音樂顧問依據故事題材編曲及錄製音樂。

Step 6. 工作營期間。

Step 7. 動畫成果後製。

Step 8. 工作營成果發表會及線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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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感言

動畫教學張淑滿老師

2017 年有幸與周益記合作，在新竹北管音樂、廟

宇文物與動畫之間，試圖找尋吸引青少年興趣的模

式；將新型態的創作－停格動畫和傳統文化－北

管、廟宇做結合，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經過工

作坊的規劃討論，對於周益記投注在文化傳承的熱

情相當感動，也很為新竹人感到驕傲，能有這樣一

群為下一代而努力的文化人，持續為地方扎根，給

年輕一輩的孩子有機會認識新竹之美。期待周益記

繼續有更棒的活動帶給大家！

曙光女中參與成員黃丹琪老師

很榮幸可以在暑假參加周益記舉辦的歷史新樂碼動

畫營隊，特別通融讓我以教師身份參加，真的是很

珍貴的學習經驗。

營隊裡不但認識了南北管的歷史與其中重要的古典

文物，甚至也學習怎麼聽北管音樂，其中的情緒起

伏與張力，實在精彩動人 ! 配合古文物裡的故事還

創作了極富風味的音樂來配合動畫。工作人員的用

心讓我們對動畫作品躍躍欲試！剪紙動畫在張淑滿

老師的帶領下，發現居然並沒有想像中困難！

由於智慧型手機的進步，讓我以前望之卻步的高難

度動畫工程，居然可以在兩天之內完成雛形，真是

太厲害了。由於曙光想要推動新的課程，讓美術與

科技做結合，這次是一個契機，讓我發現原來國中

生就可以製作剪紙動畫！

自己在 106 學年度迫不急待地給一個班的學生嘗

試做動畫，但實際做了之後才發現有難度。首先是

一堂課只有 50 分鐘，常常講完之後操作時間太少，

又要收拾；以國文課為故事主題，似乎有點難度太

高，學生製作了桃花源記、王藍田食雞仔、夸父追

日等，光是人物與場景製作就花費許多時間；在攝

影、剪接時也有許多問題，比如檔案轉存到電腦、

格式改變或是衝突或無法讀取等，還是需要老師花

時間一組組剪接潤飾才能達到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樣

子。還好從導師那裏獲得了正向的回饋是學生很喜

歡這次課程，從中學習合作互助，動畫一整套的製

作流程，讓他們體認更深刻，有美好的回憶。

謝謝周益記的工作團隊，希望下次有這樣的營隊還

有榮幸再次學習！

觀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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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苦談  及
明年展望

「老屋自己會找人」這一年來深切感受到這神奇的力量！過

去我在辛志平校長故居工作，因緣際會跟周大哥及明俐認識，秉

持著對老屋的熱愛，幸運的成為周益記的夥伴，跟著執行今年度

的計畫，完整參與今年周益記所有活動，也在參與大小活動中發

現，老屋總是有奇特的安排，不認識的人總有些共通點及連結，

接觸下來總是格外熟悉，最後的結論就是「老屋自己會找人」。

各項活動前置作業的努力，就是希望提供給參加者最好的

體驗。印象很深的是創意探索工作坊的教具，因為工作坊是介紹

清代的文教設施，但這些設施已不復存在，需要許多的道具去示

意讓參與者更有感受。想讓參與者體驗古代考生的考試空間，在

共學講堂夥伴的幫忙下，找到了雙人床尺寸的草蓆。但古代考棚

的大小只有 90 公分乘以 120 公分，抱著那卷大草席該去哪裁剪

好？在市區找了好幾家的帆布店都被拒絕，最後找到了東門街上

的榻榻米店，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進去詢問，又是一樣的答案，

但也許是老闆看出了我的無助，沒多久又跑出來說願意幫我剪，

真的是很感恩，許多事情都在大家的幫忙下一一到位。而舉辦活

動心情常隨著報名人數起伏、隨著天氣變化擺動，第一場的工作

坊在陰雨綿綿下展開，擔心著參與人員是否會因天氣而影響活動

心情，擔心著旁邊記錄的夥伴會不會因天色拍攝不出好照片，擔

心下雨是否會影響工作坊設備的操作。在活動過程中總是有許多

的不安，幸好老天爺收回雨水讓我們在雨後沁涼舒適的氛圍中完

成工作坊！

綜觀 2017 年以「教育」及「娛樂」為主軸，邁向 2018 年，

延續生活考古的精神，我們會繼續挖掘過去北門街上的庶民日

常。從「生活」出發，不管是活動或是紀錄片的拍攝，都希望將

這些過往點滴記錄下來，並且用多元的方式向外連結、向下傳承。

這一切都還是進行式，一起來參與吧！

教育推廣專員  林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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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們特別感謝……

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孫致文

鄭德宣

黃苡哲

董盈廷

陸孝文

謝明達

張福春

張德南

林秀叡

李元璋

張淑滿

林仁政

莊文賢

徐亞湘

盧盈妤

魏伯年

蔡仁堅

江佶洋

林思駿

古國焜

曾文嬿

宋素惠

林鴻生

蔡詩凡

彭若涵



2018
與周益記一同

逛老城、玩歷史
bshu1926.com 

bshu1926@gmail.com

完成了 2017 年一連串的調查與跨領域創作計畫，

我們將在 2018 持續串連舊城區夥伴，推出以竹塹「教

育」和「娛樂」歷史相關的推廣計畫！歡迎您成為我們

臉友或網友，持續關注周益記的新進展，一起來到竹塹

城的歷史現場與周益記一同逛老城、玩歷史。

f 周益記 發行人  周友達

總編輯  李明俐

年   份  2 0 1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