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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義民祭歷史縱深 連結土地情感
客庄十二大節慶－「義魄千秋－義民祭」隆重登場，今年特別安排進入
輪值義民祭的芎林下山區，進行平安食福等活動，讓今年義民祭不僅有歷
史的縱深，更有土地情感的連結。
縣府團隊及張鎮榮議長，走訪美國衛斯蒙姐妹城市時，邀請國際友人來
新竹參加義民祭，感受客家民俗宗教文化。在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台第三
次首長會議中，新竹縣邀請各縣市參加義民文化祭，並提出義民祭聯合行
銷案，為桃竹竹苗縣市聚焦議題。
今年文化局特別規畫「來趣義民祭，跟著節慶去旅行」，包含紙寮窩造

新竹美食
躍國際

重新當學生！竹縣社區大學招生
桃竹竹苗首長會議 聚焦特產行銷合作
新瓦屋電影院來了 攜凳溫馨過仲夏

8

紙工坊、水礱間故事館、「家在九芎林：徐仁修老師老照片特展」等，可透
過一連串活動和老照片穿越古今，追尋客家先民墾拓和創業屐痕，深入鄉
土，體認當年負耒荷鋤起於畎畝，為保護斯土斯民奮戰不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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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美食
躍國際
訪美國姊妹市 送上客家義民豬
客家小吃搶吸睛 高人氣排隊名攤
邱鏡淳縣長偕張鎮榮議長
和縣府團隊前往美國伊利諾

築夢舞集在芝加哥衛斯蒙市立高中演藝廳演出「好客台灣.魅力竹縣」，精
彩舞姿博得滿堂采。

Sanguinetti與衛斯蒙市市長

廟、客家桐花、中華民國國

共同致力經濟發展利益，包

Ronald J.Gunter熱情歡迎。

旗，另一邊是衛斯蒙市著名

括探究芝加哥攝護腺癌中心

州芝加哥拜訪衛斯蒙姐妹城

邱縣長致贈「客家義民

噴泉、自由女神圖案的神豬

在新竹縣闢設分支機構的可

市，分享客家文化和美食，

豬」文創伴手禮，與衛斯蒙

上簽名，希望兩地文教、經

行性；駐芝加哥辦事處處

受到伊利諾州副州長Evelyn

市市長在畫有褒忠亭義民

貿、科技的交誼長長久久、

長黃鈞耀，肯定新竹縣透過

「豬」事大吉。

教育文化交流，拓展國民外

邱縣長也致贈客家桐花
杉、台灣造型包裝的紅茶禮

拜訪過程適逢衛斯蒙美食

盒、東方美人茶包、東方

節開幕活動，新竹縣東泰高

美人茶紀念酒、浪漫台三線

中餐飲科團隊，以刈包、炒

環保袋、擂茶砵、仙草茶等

米粉、仙草凍、珍珠奶茶、

哥衛斯蒙市立高中演藝廳

「客家」風味十足的伴手

鹹酥雞和煎餃等客家小吃參

演出「好客台灣．魅力竹

禮，讓客家茶飲和台三線客

與，成為高人氣排隊名攤，

縣」，以現代舞創作型式演

庄人文風情行銷國際，也邀

讓新竹縣美食躍上國際！

繹挑擔、採茶、客家獅等8段

築夢舞集團員與觀眾親切互動，
奉茶分享客家茶文化。

請衛斯蒙姊妹市參加新竹縣

伊利諾州州議員David品

客家先民生活記錄與特產、

義民文化祭，體驗客庄宗教

嚐仙草凍，直呼：好吃！衛

山歌、民俗，展現客家風

文化之美。

斯蒙市市長Ronald J.Gunter

情；邱縣長高歌一曲「客家

說：希望未來雙方在美食文

本色」，唱出異地遊子思念

化上持續交流。

家鄉的濃厚感情，台下許多

邱縣長一行參訪芝加哥攝
邱鏡淳縣長偕張鎮榮議長赴美國拜訪衛斯蒙姐妹城市，適逢當地美
食節，新竹縣也分享客家文化和美食，受到歡迎。

交。

護腺癌中心，並簽屬合作意
向書，未來新竹與衛斯蒙市

新竹縣築夢舞集也在芝加

台灣鄉親說：深受感動。

健康˙城市

竹縣社區大學招生

重新當學生！
新竹縣社區大學暑期舉辦

社區大學學習，陳美梅說：

客家文化與多元文化、電腦

成果展，80歲的彭伍秀嬌8

打發時間啦，一到上課時

數位學習、舞蹈、中西樂器

年多來學過口琴、二胡、書

間，她都很期待，因為「重

演奏，健康養生(瑜珈、太

法、唱歌，她說，參加社大

新當學生的感覺，豐富了我

極拳...、生態與環境、文化

讓她很快樂，81歲的陳美梅

的人生」，也讓她家人安

資產導覽、創意手作等，提

女士的漫畫，邱鏡淳縣長看

心、放心。新竹縣社區大學

供在地民眾終身學習機會，

後讚美：有國寶級的水準

107年度春季班共開設200課

107年度秋季班課程將於9月

喔！

程，學員人次達2,584人。

中開課，詳情可洽各社大辦

她們都是在家人鼓勵下到

新竹縣社區大學課程包含

公室報名。
新竹縣社區大學學員在暑期以繽紛多元的學習秀出成果。

第4屆臺灣馬拉
松賽（in新竹）
將於10月21日開
跑，邀跑者邊
跑邊欣賞新竹
縣美景。

臺灣馬拉松
欣賞山海湖及城市之美
第4屆臺灣馬拉松賽（in新竹）將於

鬆自在；賽程全長42.195公里，另有半

10/21日上午6時，在新竹縣體育場旁的

程馬拉松、9公里及3公里，共4個比賽項

國民運動中心隆重開跑，吸引海內外跑

目。

者參加，邊跑邊欣賞新竹縣山、海、湖
及城市建築之美。

張榮發基金會 贈機上餐具組
「用餐像上餐廳，東西更好吃」
張榮發基金會結合長榮航空，

行長表示，這次全新的餐具組市

捐助新竹縣公益團體及學校航空

價是335萬元，長榮的愛與關懷

餐具，由邱鏡淳縣長代表接受並

用行動力讓更多弱勢團體受惠。

回頒感謝狀；80歲的鄭德政老

邱縣長表示，高齡社會來臨，

先生說，用餐感覺很高貴，很有

縣府積極配合中央推動長照

福氣，67歲的黎傳達說：像上

2.0，在新竹縣擴大增設社區照

餐廳一樣，覺得東西更好吃呢！

顧關懷C級據點，除補助各據點

長榮航空協理陳耀銘表示，長

相關經費，也積極結合慈善單

榮航空基於回饋社會的心，將餐

位，改善友善共餐環境和設備，

具組送給需要的人，以後也會陸

感謝張榮發基金會與長榮航空的

續捐贈，張榮發基金會鍾德美執

贊助，提升長輩飲食用餐品質。

亞洲飛躍的羚羊、臺灣馬拉松管理協
會名譽理事長紀政的母親是新埔鎮人，

「新竹縣政府全力支持！」邱鏡淳縣

她說，這次馬拉松賽道選在新竹縣，是

長表示，臺灣馬拉松賽是一項有品牌的

最好不過的事，新竹縣有好山好水，警

賽事，賽道經過120縣道、台3線、油羅

方在各項賽程中維持交通安全的能力也

溪與頭前溪河堤，沿途風光明媚，讓跑

是有目共睹，可讓大家安心、放心的

者賞心悅目，有如參加旅遊活動般的輕

跑。

阿公、阿婆
加總超過2萬歲

張榮發基金會結合長榮航空，捐助航空餐具給縣內公益團體及學校。

趣味競賽
秀活力

新 竹之光
 新竹縣戶政業務榮獲內政部戶政業務績效評鑑「人口總數45
萬以上縣(市)政府」組第一名，獲副總統陳建仁頒贈「績優
戶政機關」獎牌。
阿公、阿婆呼拉圈接力，腳步站穩、專注競賽，展現團結
合作。

竹 東二重國中學生朱禎祥參加2018年香港城市田徑錦標賽
110M跨欄，榮獲U18男子110公尺跨欄第二名。

新竹縣體育會香功委員會主辦新竹縣

隊、禾楓舞蹈隊、鳳凰舞蹈隊、新豐隊

縣長盃趣味競賽，吸引約4百位平均年齡

等，在一連串表演後，安排滾輪胎、傳

行 政院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考評，新竹縣在縣

70歲以上的阿公、阿婆參與，年齡加總

球接龍、運球競走、吹乒乓球、薪火相

市政府組中，榮獲「安全教育類」分項第一名、「安全宣導

超過2萬歲；會場笑聲、加油聲此起彼

傳等趣味競賽。

類」分項第一名、「交通工程類」分項第二名。

落，熱鬧滾滾！
新竹縣體育會香功委員會上官秋燕主
任委員表示，除了竹東香功委員會5支
隊伍，還有振興韻律舞蹈班、愛心媽媽

長輩們直呼：動一動，全身都活起來
了；長輩們專注的眼神、全心全力參與

新 竹縣推動樂齡業務有成，今年度再度榮獲優等，也是連3

競賽獲得滿堂采。

年獲得優等。

藍海竹縣

桃竹竹苗首長會議

聚

焦

特產行銷合作

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台第

適逢義民祭慶典，新竹

覽，共同行銷推展原住民族

文創館召開，並參訪新竹300

縣廣邀各縣市首長出席並共

文化；未來也將結合四縣市

博覽會及參加新竹味市集開

同行銷；而浪漫台三線茶產

特色物產，以活動聯合行銷

幕；新竹縣有22個攤位參

業合作計畫將請桃園市統籌

吸引遊客蒞臨，讓遊客寓教

加，提供美食、文創及各種

向中央爭取提升茶環境改

於樂，增進對各地方特色美

伴手禮，邱鏡淳縣長請各界

善，齊力行銷茶花節。四縣

食的認識，營造城市品牌形

選購最優質的「縣上好禮」
，

市也將合作辦理原住民文化

象。

縣定古蹟新埔潘屋修復工程，獲文化部補助。

修復重生點亮新埔
新竹縣政府爭取「新埔宗祠博物

館特色文物及工藝品聯合展

三次首長會議，今年在新竹

域。

芎林金玉豐精米所

螃蟹穴潘屋

桃竹竹苗首長會議聚焦義民祭、浪漫台三線等聯合行銷
案。

參加新竹縣義民文化祭。

芎林金玉豐精米所經新竹縣古蹟歷史建築審議委員會審通
過為歷史建築。

獲登錄歷史建築
芎林金玉豐精米所經新竹縣古蹟歷史建築審議委員會
審通過登錄為歷史建築；邱鏡淳縣長表示，金玉豐精米

館之宗祠整建計畫-縣定古蹟新埔潘

新埔潘屋為新埔街宗祠建築群中

屋修復工程」，獲文化部核定補助

「宅第類建築」，是新埔聚落中極

5,042萬元，邱鏡淳縣長感謝文化部

為重要的建築物之一，其建築工

芎林金玉豐精米所創建於日治時期，早期利用充沛的水力帶動碾

的支持，未來將串聯三街六巷九宗

法、彩繪灰泥花磚等都極具藝術價

米設備－「水礱」，進行去穀作業，建築與水礱機組的結合，展現

祠，結合地方人文產業，讓新埔亮

值，期待成為客家建築工藝代表性

芎林地區木工技藝的特色，米所的建築是居住與工廠並用，為臺灣

起來。

案例。

早期農產業建築代表。

所代表著臺灣米穀產業由手工業時期演進到工業化時期
的階段，具有臺灣農產業技術發展歷程的意義。

新埔潘屋於民國74年公告為縣定

未來將依專業古蹟修復方式及廣

建築物為二層磚木混合構造，樓板與木樑接合處，以木板為樑

古蹟，是潘庶賢於西元1786年所創

納各方意見進行活化與再利用，朝

托，具有技術原創性，而精米所水礱機組與水圳的結合，包括選址

建，位處風水吉穴「螃蟹穴」，前

向獨立自主營運。

與設計，呼應芎林地區的地形與水圳，具稀有性特色。

方為洗衫窟，為常民生活之重要場

未來縣府將持續輔導並串連周邊紙寮窩、鹿寮坑等在地文化，推
動各項文化資產及藝文推廣活動。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水與安
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

前瞻水環境建設
縣府獲中央
補助4項

計畫」，經縣政府極力爭取，獲得
中央經濟部核定4項計畫，總計經費
1,482萬8仟元；邱鏡淳縣長指示工務
處全力配合辦理，以維護大新竹地區
河川及區域排水安全，提升民眾生活
品質。
4項計畫及地方配合款內容有橫山鄉
區域排水規劃，總經費為274萬元(中
央款213萬8千元，地方配合款60萬2
千元)。 新埔鎮區域排水

跨縣交流

新瓦屋
機器人
大軍出沒

規劃，總經費為255萬

新竹縣政府爭取水環境改善計畫，新埔鎮區域排水規劃獲
通過。

造型前衛、色彩繽紛LUCAS機器人，
帶給民眾難忘的暑假。

8千元(中央款199萬6千

新竹縣政府首次與屏東縣政府

元、地方配合款56萬2

跨縣合作，30位來自英、日、菲

千元)。

律賓和臺灣的當代藝術家、插畫

揮毫文創商品標誌的氣質正妹書

寶山鄉區域排水規

家和音樂、服裝設計家齊心打造

畫家辜琪鈞，帶來作品「寫詩

劃，總經費為390萬元

30隻造型前衛、色彩繽紛LUCAS

吧」，使用的綠色及書法線條更

(中央款304萬2千元、地

機器人，帶給民眾難忘的暑假！

是吸睛。

方配合款85萬8千元)。

客家花布機器人由知名插畫家

當2米高的彩繪機器人大軍現身

新竹縣二級海岸防護整

小宅武巴以油紙傘文化為骨架，

新瓦屋，立即引來驚嘆，邱鏡淳

合規劃及計畫，總經費

結合客家花布衣裳及屏東縣花九

縣長說，活動成功搭起兩城市間

為563萬元(中央款439萬

重葛圖騰呈現，與新瓦屋文史特

友誼的橋樑，奠定未來合作交流

2千元、地方配合款123

色相互呼應，展現新竹、屏東客

的契機。

萬8千元)。

家庄熱情好客本色；為普悠瑪號

鄉鎮大小事

板
新瓦屋 凳 電影院來了
溫
馨 過仲夏
「新瓦屋板凳電影院」暑期在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熱鬧登
場，首場安排溫馨喜劇「花甲大人轉男孩」，並邀請羅賓樂團演
唱好聽的客家新音樂創作歌曲，以及深受大小朋友喜愛的蘋果劇
團演出「小木偶奇遇記」，吸引大批民眾觀賞。
新瓦屋板凳電影院已邁入第13年，每年暑假陪伴著許多青少
年成長，也是縣民共同記憶。今年也安排親子生活市集、胖卡市
集、13好市集、青農市集暖場，讓民眾在仲夏涼夜帶個板凳，感
受早期農村喜慶和大稻珵看電影的氣氛。
「好看、好玩、好康，盡在新瓦屋板凳電影院！」邱鏡淳縣長
感謝客家委員會、新竹縣議會的支持，新東陽集團也贊助百萬元
支持這一客家文化盛事。

新瓦屋板凳電影院家文化保存區熱鬧登場，吸引大批民眾觀賞。

東方美人茶評鑑 義春茶園奪茶王
107年度新竹縣東方美人茶（膨風茶）優

旅行，感受台三線茶產業文化浪漫的美好。

良茶比賽一連5天在北埔鄉農會熱烈展開，

今年聘請茶業改良場專家評審，依外觀

今年共有1115點參賽，是最近3年來點數最

（含形狀色澤）、香味（香氣、滋味）、水

多的一次，經過評比後，由北埔鄉義春茶園

色等項目評分，獲獎名單：特等獎姜金域、

姜金域奪下特等獎，榮登茶王。

頭等獎姜禮杞、頭等二峨眉茶行、頭等三

邱鏡淳縣長肯定姜金域的努力，青年回鄉

徐 耀 良 、 楊 世 瑩 、 頭 等 五 楊 世 瑩、頭 等 六

從事茶產業，足為模範，未來縣府也會積極

姜禮杞、楊隆茶園、頭等八黎傳欽、頭等九

整合輔導、行銷本縣茶產業文化，串聯台三

石井茶園、頭等十新春茶園。
新竹縣東方美人茶（膨風茶）比賽，今年由北埔鄉姜金域（左4）
奪得特等獎，榮登茶王。

線文化資源，歡迎各地朋友來新竹縣台三線

新埔水梨大又甜 消暑聖品 尖石鄉水蜜桃 產量多果肉嫩
「新埔水梨大又甜！」新竹縣政府、新埔

尖石鄉2018年水蜜桃促消活動，在尖石

鎮公所和新埔農會大力促銷新埔水梨，邀民

鄉竹屋農特產品展售場舉辦，新竹縣總工會

眾選購嘗鮮，也暢遊新埔三街、六巷、九宗

號召600位勞工朋友和家眷在尖石北角吊橋

祠等景點，來新埔享受歡樂暑假。

健行，並參與水蜜桃開幕活動，另外也在縣

新埔鎮屬丘陵地形，擁有氣候、土壤及水

府廣場展售，都吸引大批遊客選購。

質佳等多重優勢，水梨品質聞名全台，果農

「嚐鮮正是時候」尖石鄉長雲天寶說，鄉

不斷努力下，開發豐水梨、蜜雪梨、新興

內種植約103公頃，達2千斤的水蜜桃，今

梨、幸水梨、黃金梨及嫁接秋月、如意、秋

年產量比去年多，因生長環境好，水質好、

香、長梨等達10多種品項，口感清甜爽口，

好技術，種植的水蜜桃甜度高、汁多、皮細

是夏季消暑聖品。

薄、果肉嫩。

農友種植技術精進，新埔水梨品質提高，

配合尖石水蜜桃的推廣與展銷，新竹市武

平均甜度達12度以上，豐水梨更高達15度，

昌街郵局、關東橋郵局，新竹縣湖口、竹

文化大學園藝暨生物技術系副教授阮素芬擔

北、竹東郵局都開放營業窗口，做為水蜜桃

任評審，也教大家怎麼挑選果形外觀圓整， 新埔水梨上市，又大又甜！
果皮細緻、果點小等，可吃到甜脆的水梨。

果農銷售的據點，讓民眾能嚐到水蜜桃新鮮

尖石鄉水蜜桃品質好，量多好吃。

直送的美好滋味。

議會大小事

光，希望縣府協助拓寬道路，運用科技在岔路
口增設跑馬燈牌標示路況，或提供聯網察看即
時路況，供遊客張貼路況的設備。
尖石有司馬庫斯神木群，也擁有豐富歷史，

山區要留住青年，要吸引青年返鄉，我爭取

趙一先

范坤松

但山區道路狹窄，容易塞車。尖石鄉要發展觀

議 員

議 員

尖石鄉最美麗的就是自然景觀，假日吸引，

縣府原住民族行政處另增加產業發展科，搭配
加強交通建設、文創藝術，協助原鄉強化產業
營運管理，並籌劃清泉風景區專案，讓青年樂
意留鄉，為原鄉注入新活力，提升原鄉文化、
經濟與產業。

李崠山古蹟有原住民對抗日軍侵犯歷經四年苦

五峰鄉賽夏部落會議率全國之先成立，不僅

戰的史詩，希望政府協助整合觀光與文化資

是部落間的會議，也是縣府、警政等相關單位

源。另外，早期原住民間在土地權上僅以口頭

與部落溝通互動的平台，許多攸關原民權益及
地方建設等需處理、宣導的事，都可運用此平

贈予、換地、承租等，如今出現糾紛，也希望

尖石區

縣府能協助解決。

五峰區

台，希望相關單位多多參與並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