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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創意彩繪神豬 禮敬義民爺
新竹縣義民祭熱鬧登場，今年首邀日本高知縣高知南高校與新竹縣內高
中職校，進行彩繪神豬的友誼賽，彼此觀摩交流，並合作完成「豬獅大吉」
為主題的巨型神豬，在義民廟廣場亮相，為義民祭增添亮點。
新竹縣開全國風氣，首創創意彩繪神豬比賽，已邁入第9年，以趣味性、
環保及藝術創作方式，推廣義民信仰精神及價值，受到各地響應，9年來參
賽人次逾萬，作品具巧思而令人驚艷，豐富了義民祭內容，鄰近縣市也有
寺廟響應興辦創意神豬比賽。
寺廟大典敬奉神豬習俗由來已久，豬隻碩大圓潤是早期農村物阜民豐的

義民祭
豬獅大吉熱鬧登場

象徵，農民養出大神豬，再架上彩閣恭奉祭場，表達虔誠禮敬之意，新竹

竹縣國中小學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營養午餐免費
竹縣高鐵橋下公道五→員山段 10月底通車
鄧雨賢紀念音樂會 重量級歌手齊獻唱

9

縣創意彩繪神豬以環保、藝術將黑令旗、義民精神、新竹物產和客家等元
素融入，匯聚心血智慧，更提昇敬祀內涵。
縣府團隊出訪國際友誼城市，常贈送彩繪神豬，分享客家信仰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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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賴清德(中)偕桃竹苗各界祈求義民
爺保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

義民祭

神豬特等
獎由鄧兆榮
以1385台斤
獲得，碩大
的神豬吸引
觀賞。

豬獅大吉
熱鬧登場

「義魄千秋-2018全國義民
祭在新竹縣」活動在新埔義民
廟盛大舉行。
開幕式由芎林鄭家武獅隊前
導，行政院長賴清德獻香祈
福，將義民祭平安符過香爐，
與客委會李永得主委、邱鏡淳

▲

2018全國義民祭在舞獅隊前導
下開幕。

縣長、議長張鎮榮等貴賓，在
莊嚴的傳統客家八音團伴奏下
迎出義民爺神龕，恭迎義民爺
至祭典區繞境祈福並依傳統儀
式舉行安座大典。

小朋友表演客家獅模樣可愛，
搭配大型彩繪神豬，象徵「豬
獅大吉」。

賴清德院長說，義民祭是客

開幕式在15聯庄大旗陣

家大事，他感謝新竹縣政府長

帶領下，台灣戲曲學院特技

期致力傳承客家文化，讓傳統

團、福爾摩沙舞劇團、飛鴻

走入現代，讓民眾更加認識客

館醒獅團、築夢舞集等11

家文化。

團隊近三百人熱鬧踩街，芎

邱縣長說，今年是義民廟創

林客家獅前導祭典區恭迎義

建第230年，由下山聯庄祭典

民爺車隊鼓陣進場，客家獅

區輪值，最大特色是將義民祭

進行別開生面的祈福鎮煞儀

與祭典區在地文化特色相互融

式，活動莊重又熱鬧。

築夢舞集運用舞蹈，演出濃濃客家味。

合，加入芎林下山「客家獅」

芎林祭典區晚間安排食

部長徐國勇到場，希望傳承

義民節祭典暨神豬神羊比

4寸3分獲得，信眾將獲獎

特色，以「豬獅大吉」取諧音

福、「舞躍HA客大會獅」，

客家精神，呼籲全國的民眾

賽，神豬特等獎由鄧兆榮先

神豬、神羊以華麗的棚架裝

「諸事大吉」打造義民祭文化

八個舞獅團輪番上陣，向義

要參加客家義民祭，一定要

生以1,385台斤獲得，神羊

飾，表達對義民爺的尊重，

民爺致上最高的敬意，內政

到新竹義民廟。

特等獎由范德浪先生以2尺

吸引大批信眾觀看。

新意象。

健康˙城市

免費

竹縣國中小學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營養午餐
新竹縣政府基於教育及平等關懷理念、
照顧弱勢學童，並保障學生正常用餐與均

獲通過後，新竹縣國中、小學開學後即可
享受免費營養午餐。

衡營養，縣務會議通過107學年度第一學

新竹縣經過邱縣長與縣府同仁努力開源

期免費供應國中、小學學生營養午餐，希

節流下，財政逐漸平衡，也回應議會多位

望妥善照顧學童健康，並減輕家長負擔。

議員聯署提案，要求縣府撥付積欠的敬老

邱鏡淳縣長說明，在議會建議下，提案

福利津貼，縣府8月間起也逐月補發105年

送縣務會議審議，希望同學們沒有後顧之

間因稅收短差、財政困難致使該年度8月

憂，好好認真讀書，教育處表示，墊付案

至12月延發的敬老福利津貼。
新竹縣國中、小學開學後恢復免費營養午餐。

亞運金牌射箭手

全國首創！

羅偉旻
朝奧運邁進

學校工友學水電
增一技之長

羅偉旻在亞運射箭奪金，邱鏡淳縣
長頒獎並道賀。

新豐子弟羅偉旻參加2018年雅

跑道練習射箭，偉旻是刻苦耐勞型

加達亞運，為中華隊奪得亞運射箭

的選手，在世大運及亞洲盃中的表

男團史上第一面金牌；邱鏡淳縣長

現都不錯，不斷努力爭取佳績。

與議長張鎮榮第一時間立即到府道

我國今年亞運參賽的588位選

賀，贈送「竹縣之光」捲軸外，並

手，有5位來自新竹縣，羅偉旻今

與羅偉旻通話道賀，期許他朝2020

年24歲，於國一下學期時，接觸

東京奧運邁進。

射箭運動，由吳聖乾教練啟蒙、帶

邱縣長表示，偉旻過五關斬六

領，並以優異的射箭成績，進入竹

將，充分發揮團隊精神，不但爭取

北高中體育班、國立體育大學、國

團體榮譽，更為新竹縣及家鄉新豐

立體育大學碩士班，目前在服補充

鄉爭光。教練吳聖乾說，偉旻原本

役，家人希望他百尺竿頭更進一

練習自由車，在家人鼓勵下，轉換

步。

縣府為提升縣內中、小學校工
開班授課，為全國首創。邱鏡淳

新竹縣開全國首創，利用暑假讓縣
內中、小學校工友學習水電修護，
邱鏡淳縣長前往了解教學內情形。

縣長說，學會水電相關知識利人

擴管練習、平面與立體組合配管

又利己，未來將擴及社區大學及

等，內容豐富多元。

友水電技術修護能力，利用暑期

樂齡學習中心，讓更多的人學

新竹縣172名工友參與學習，
受到中央人事總處的讚許。學員

習。
東泰高中講師劉生武與陳永炎

興奮地說：「學得一技之長，這

授課，內容有用電安全、三用

個暑假很豐富」、「以後學校有

電表操作及實作練習、電壓與電

水電問題，可做初步的維修」、

流及電阻的量測、配電器具裝置

「家中有水電問題，我也可以維

介紹、開關與插座及器具的安裝

修」，全程參與課程的工友獲頒

配線等，和PVC管、噴燈、水龍

結業證書，有的想進一步考取專

頭、塑膠零件、PVC水管加熱與

業證照。

台灣伴手禮 竹縣4商店入選

新竹縣翔琪檸檬茶、花藏蜜 蜂蜜釀造醋禮盒、內灣彭老師野薑花粽
及橄欖先生橄欖禮盒獲入選第8屆台灣特色伴手禮。

新竹縣今年參加第8屆的「台灣伴手禮」選

新竹縣獲入選精品中，野薑花粽及橄欖先生禮

拔及聯合展覽會，在24個直轄市、逾百項商

盒也曾是「新竹縣第二屆十大伴手禮」及「新

品中，新竹縣「草木實業有限公司－翔琪檸檬

竹良品 縣上好禮」的入選名單，證明新竹縣

茶」、「樹也花多多企業社－花藏蜜 蜂蜜釀

商品的競爭實力及商家們對產品的信心。

造醋禮盒」、「內灣彭老師野薑花粽－野薑花

主辦單位台灣省商業總會除協助展出，舉行

粽」及「台灣橄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橄欖先

公開頒獎，也印製折頁介紹，並在台灣商會聯

生橄欖禮盒」獲入選特色伴手禮產品。

合資訊網、台灣伴手禮官網及臉書粉絲團發布

在台北世貿一館舉辦的「2018台灣美食伴
手禮特展暨國際旅展」，吸引大批民眾參觀，

新 竹之光

廠商及產品訊息，透過密集的媒體曝光，協助
獲選的廠商拓展國內外市場。

新 竹縣衛生局落實衛福部106 年度「送子鳥

立山坡地司法行政平台、訂定違反水土保持

資訊服務網，圈住您的幸福大小事」、「電

法扣押機具注意事項等新作為，受到中央肯

新 竹縣政府工務處土木科辦理 「106年全民

子煙防制知能」、「傳染病防治」、「食品

定，獲評為縣市組第三名（獎金100萬），並

監督公共工程業務」，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資訊素養」及「珍惜醫療資源，健保服務帶

獲得激勵獎（獎金20萬）。

員會評定為優等，為連續兩年獲得優等，5年

著走」等5大主題執行，獲中央評核優等。
新竹縣環保局在行政院環保署106年度「推動

來的表現都是非直轄市之首。
新 竹縣王朝棟、石豐豪、陳國榮、張豐凡、

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縣市執行績效評比」中獲

新竹縣在交通部106年度道安評比中，榮獲道

李宗憲等5位蜂農，在今年全國及新竹縣國

特優，創下連續七年特優佳績。

安方案教育小組第二組全國第一，中正國小

產優質龍眼蜂蜜品質競賽中獲得雙「頭等

在交通安全教育績優學校評選中獲優等，成

獎」。

新 竹縣政府辦理社區大學業務績效優異，獲
中央評鑑優等，並獲80萬元獎金。

功國中獲得特優，並獲頒發金安獎殊榮。
新 竹縣政府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績效佳，建

藍海竹縣

竹縣高鐵橋下公道五→員山段
外道路交通量急速增加，尖峰時間更
出現壅塞，急需興闢新竹六家高鐵車

務處長羅昌傑多次視察，關心工程品

站之專用聯外道路，以紓緩區內道路

質、進度與工地人員的辛勞。全路段

的交通負荷。

原預計11月底完工，因尚有一戶待

高鐵橋下聯絡道延伸至竹科計畫，

拆遷，預計10月底前先辦理高鐵橋

由竹北市興隆路至公道五路段已於

下公道五→員山段之通車，以紓解竹

104年通車，今年10月底辦理公道五

科上下班的人潮與車潮。

到員山段通車，將逐部改善竹科、高

縣府表示，從高鐵通車後，新竹科

鐵站及中山高交通現況，提升區域道

學園區的旅客，大多從縣道122線、

路服務水準，並南北串連高鐵特定

117線及120線往新竹六家車站搭乘

區、新竹生醫園區與新竹科學園區等

高鐵，隨著竹北市快速蓬勃發展，聯

區域，促進繁榮發展。

▲

10月底通車

新竹縣高鐵橋下聯絡道延伸至竹科
工程如火如荼進行，邱鏡淳縣長偕工

邱鏡淳縣長多次勘查，預計10月底前先辦理高鐵橋下公道五到員山段的通車，
紓解竹科上下班的人潮與車潮。

縣府

2大AI智慧計畫
獲中央前瞻補助

前瞻計畫又有好消息！新竹縣政府提「AI 智慧
新零售服務經濟整合計畫」與「智慧觀光與物聯

線上線下(O2O)緊密整合的新零售，活絡當地經
濟。

網農業應用整合服務計畫」兩案，獲核定總經費

智慧觀光與物聯網農業應用整合服務計畫，將

1億4,100萬元，由中央補助廠商5,310萬元，其

智慧觀光結合IoT 物聯網應用，輔助在地小農發

餘廠商自籌。

展精緻農業，增加收入，並藉由新興科技整合建

AI 智慧新零售服務經濟整合計畫，將建立縣

立沉浸式行動購物服務體驗，發展在地特色體驗

內第一個AI 智慧服務機器人，整合竹縣氣象、

旅遊新型態，提升觀光人潮，增進消費產值。邱

生活、交通、旅遊等多元資訊，提供民眾一對一

鏡淳縣長希望透過AI智慧以及物聯網的應用，讓

的貼心服務，同時在竹縣熱門商圈或風景區建構

新竹縣農業更加智慧化與科技化，幫助農民創造

智慧資訊站，結合新興科技強化智慧服務，創造

更多收益。

新竹縣政府邀集業者端出台三線國民美食、景點和
客家花布等特色產業，展現竹縣魅力。

台三線美食饗宴

體驗
產業魅力
新竹縣政府在內灣國小舉辦「體驗竹縣心
魅力x台三線國民美食」成果發表會，現場

新埔鎮代會新大樓 落成啟用

提供千份國民美食讓訪客試吃，並體驗手作
新埔鎮新建鎮民代表會大樓落成啟用，
提供議事辦公及民眾洽公好環境。

新埔鎮新建鎮民代表會大樓落成啟
用，邱鏡淳縣長偕各界貴賓剪綵、揭
牌祝賀。邱縣長表示，新大樓將提供
更好的議事辦公及民眾洽公環境，

經縣府、芎林鄉公所多年努力，芎林鄉芎林村集會所在
8月8日落成啟用。

芎林村集會所
啟用

花粽等，在有趣的DIY過程中，體驗竹縣特
色產業魅力。
新竹縣政府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藉由三
年期的「新竹縣特色產業體驗心魅力發展計
畫」與在地業者合作，共同行銷及創造獨特
品牌價值，與在地店家合力打造各具特色體
驗場域，也創造了新商機，帶動地方產業，
打造出「新竹特有、全台唯一」多元深度的

未來結合周邊3街6巷9宗祠等旅遊景
點，將帶動地方繁榮發展。

傳統客家花布袋、古早味綠豆糕、內灣野薑

芎林鄉芎林村集會所經縣府、芎林鄉公所多年

舊代表會建築物已使用49年，因設

努力，落成啟用，村集會所空間將提供政令宣

施年久失修且原結構不堪使用。新建

導、開會、選舉、聚會、長壽俱樂部、歌唱班、

鎮民代表會大樓，為地上四層鋼筋混

社團活動。

手作體驗，搭配產業故事遊逛的「體驗心魅
力」品牌意象。
邱鏡淳縣長感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內灣
國小以及參與的在地產業廠商，肯定浪漫台

凝土造結構體，新大樓以客家、橘色

邱鏡淳縣長表示，芎林村集會所基地座落於芎

三線平台讓客家、原鄉美食透過這次活動，

為配色概念，創造出質樸、莊嚴的空

林鄉上德段296地號的縣有地，縣府於103年發函

展現色香味俱全的在地特色，說明縣府團隊

間。

同意提供興建集會所，經過多目標使用變更審議

出訪參與國際活動時，也將竹縣產業、美食

新埔鎮民代表會主席王張碧冬表

程序，鄉公所於104年提報計畫，由縣府轉陳內

行銷推介至國際，讓國際看見新竹縣，歡迎

示，新建大樓座落田新都市計畫區，

政部，獲得400萬補助，縣府補助75萬元、鄉公

大家來新竹縣作客。

感謝各界協助完成，未來繼續與鎮公

所預算751.5萬元，共1226.5萬元興建，去年2月

所共同努力推動施政，為民眾謀福

9日開工動土。

利，帶動田新區段徵收附近的繁榮，

芎林鄉長莊雲嬌感謝邱縣長和縣府團隊的協

讓新埔鎮成為一處更樂齡宜居的鄉

助，陸續完成芎林下山、上山和芎林村的集會

鎮。

所。

鄉鎮大小事

鄧雨賢紀念音樂會 重量級 歌手齊獻唱
「春風‧話雨情」鄧雨賢紀念音樂會，邀請長榮交響樂團、
旅日歌手翁倩玉及金曲歌王殷正洋搭配演出，演繹台灣歌謠之
父鄧雨賢經典歌曲望春風、四季紅及月夜愁等膾炙人口的歌
曲，帶領民眾沉醉臺灣歌謠及古典音樂之美。
翁倩玉演唱望春風、珊瑚戀、祈禱等經典名曲，優美的歌
聲，讓觀眾如醉如痴，邱鏡淳縣長獻花，感謝她繼2011年新竹
縣「百年風華」演唱會後，再度用歌聲打動鄉親的心；翁倩玉
也和5個國家，百餘知名版畫家在「亞洲當代版畫展在竹縣」
中，以精湛的水印木刻「綠葉翠歌」作品參展，吸引觀賞。
金曲獎、金鐘獎、金鼎獎最佳男歌手殷正洋演唱四季紅、月
夜愁，及思慕的人、花若離枝等，贏得熱烈掌聲；長榮交響樂
團除演奏鄧雨賢經典歌曲外，也演奏客家、原住民和多首世界
名曲，讓聽眾大飽耳福。

旅日歌手翁倩玉演唱鄧雨賢經典歌曲，帶領民眾沉醉臺灣歌謠及古典音樂之美。

獲 面金牌

築夢舞集參加日本高知縣夜來祭，精采的演出獲評審一致好評，頒給16面金牌。

築夢舞集赴日演出
築夢舞集代表新竹縣參加日本高知縣第65屆夜來祭活動，以台灣及新
竹縣文化特色的茶花、桐花及五彩蝶，精彩炫麗的舞出「百花蝶舞齊綻

16

放」，驚艷現場觀眾，在這規模盛大的夏日祭典比賽表演中，榮獲評審
團16面的金牌肯定。
築夢舞集表示，台灣享譽國際，有蝴蝶王國的美名，新竹縣有繽紛的
茶花，也是新竹縣縣花，圓滿如意的花傘代表著客家，這次舞蹈結合這
三大元素為演出，傳達福爾摩沙之美及新竹縣客家吉慶意象。
透過魔術般的舞衣設計巧思，舞者表演瞬間由百花仙子變換為五色鳳
蝶，身上的銅鈴在舞動中發出不同變化的聲響，客家山歌與現代樂曲交
疊互映，表演最後以中華民國國旗大披風與巨大鳳蝶羽翼舞入彩蝶之
中，讓現場讚嘆聲不斷。

寶山文旦柚 助養植物人
中秋品嚐寶山文旦柚正是時候，還
可以做公益，協助植物人。
創世基金會新竹分院有59位植物
人，每月近6萬元照顧費用，由政府
寶山文旦柚上市，品嚐正是時候，還可
以做公益，協助植物人。

起「有吃有保柚」公益義賣活動，

農會總幹事陳信良說，白露（今年是
國曆9月8日）摘採，可讓文旦香氣、
風味 、酸甜比保留在佳狀態，中秋時
就非常好吃！

今年邁入第3年，邀民眾「抖內」

寶山鄉農會理事長古仁樺說，寶山

（donate 泛指贊助）寶山文旦柚，

文旦柚水分及甜度佳，是中秋伴手禮

助養植物人。

的好選擇。寶山鄉文旦柚面積達30公

補助一成，其它都需要社會愛心贊

新竹縣政府協助開賣，祝福今年

助，創世與寶山鄉農會、新竹郵局發

「2800」箱的目標能夠達陣。寶山鄉

頃，年產量約30萬斤，縣府歡迎民眾
多選購。

議會大小事

重視，並建議增設監視器雲端管理中心，同時
在重要路口和治安死角增設監視器，以科技提
升治安並降低警察工時。
我也建議，捕蜂抓蛇應向中央爭取經費，委

竹北區

任內為鄉親爭取全縣最多的道路拓寬工程，

邱振瑋

邱靖雅

題，憂心毒品入侵校園，侵害青少年，請警方

議 員

議 員

我長期關注教育、婦幼保護和居住安全等問

主動協調民力辦理巡邏車捐贈、愛心義剪、陽
光早餐以及學童體育服捐贈等多項公益服務，
寶山已推動5村長者社區共餐，將持續推動，
所爭取的寶山鄉建停車場也即將發包。
將持續爭取建置全鄉警用監視系統，消除治

外辦理以策安全，讓消防人員回歸救災專業，

安死角，爭取科學園區徵收區範圍建運動公

減少工作負荷，目前已成功委外。

園、假日農民市集與藝文廣場等，推動一校一

從政以來秉持積極爭取、主動關懷、專業問

外師雙語教學，提昇孩子競爭力，也爭取日間

政，不收紅包、不包工程，堅持始終如一的服

照護和大型醫院與急重症醫院建置，提升醫療

務熱忱。

寶山、竹東區

品質，並注重巡迴醫療服務，照護偏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