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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義民精神 守護斯土斯民
新竹縣政府與司法單位發表守護山林成果，對破壞山林行為大聲
宣示：絕無妥協讓步。近年來露營熱，在中央尚未針對露營區訂定
相關法規規範時，縣府團隊為守護國土永續發展，即研擬對違法開
發進行機具扣押、沒入，結合司法、行政、專業主動打擊破壞水土
保持、竊佔國土等行為，宣示守護山林。
九月間義民祭盛大登場，兩百多年前，義民軍負耒荷鋤奮起壟
畝，為保鄉衛民而戰，正如今日新竹縣建立國土保育聯繫平台，加
強打擊破壞水土保持、竊佔國土等濫墾行為，為維護大眾國土正義

義魄千秋義民祭
金牌選手、動力火車來助陣

而戰。

浪漫台三線 迷倒日本首批踩線團
高鐵橋下二期工程 明年底通
商圈購物叭叭樂 北埔老街秀魅力

10

義民祭不斷增加新元素，首創彩繪神豬，如今已蔚為風尚，並且
陸續開發平安符、小豬造型手工皂等，成為特色文創，延續並充實
了義民祭內涵，意味著：「義民精神，守護斯土斯民，落實永續環
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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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義民祭9月9日在全台

新客家信仰中心的義民廟隆

踩街隊伍盛大 666人參加
踩街隊伍由從林家祠出發，帶

重登場，行政院長賴清德、新竹

著義民大旗、客家八音、客家

縣長邱鏡淳、議長張鎮榮、客委

獅、客家武術、百豬獻供。共15

會主委李永得等多人參與；賴

隊666人參與。今年的義民祭是

院長指義民祭已列為無形重要資

賴院長上任後第一個公開活動，

產，客語也列為國家的語言，表

邱縣長整理了8項新竹縣重大建

達對客家文化的重視。

設計畫書，面交賴院長，期盼中

義民祭由十五聯庄輪值，今年

央多支持。

回到六家區，上午9點9分在竹

9月10日(農曆7月20日)義民廟

北林家祠由六家祭典區主任委員

前廣場神豬、神羊以華麗的棚架

林光華黑令旗交棒儀式中揭開序

裝飾獻祭，信眾、遊客不斷湧

幕，並由空姐領軍路跑，隊伍包

入，將廣場擠得水洩不通，廟內

括2017世大運南拳南棍全能金

舉行三獻禮，為神豬神羊得主頒

牌選手許凱貴，男、女太極拳太

獎，及完成新舊爐主交接等儀

極劍全能銀牌陳宥崴、陳宜盈。

式。

邱縣長(右)、客委會主委李永得將義民平
安符過火加持。

勇士路跑 彩繪神豬當獎勵

「義起愛運動，勇士路跑活
動」吸引全國跑者參與，沿途
飽覽客庄田園風光。

義民之夜 樂團輪番秀歌藝

2017「義起愛運動，勇士路

客家義民之夜在新埔義民廟廣

跑活動」，台灣各地38間義民

場登場，築夢舞集、二本貓、神

分廟都推派選手參加接力賽，團

棍樂團、廟會女神曾甜、黃子軒

體勇士組22K、護衛軍組10K及

與山平快樂團等，以精采舞蹈、

義民組4K，跑友在充滿客家風

歌藝輪番表演，壓軸的「動力

情的鄉間小路，沿途飽覽田園風

火車」帶來一首首膾炙人口的好

光，全程13個補給站，提供在地

歌，觀眾high到最高點。

客家美食，並放置彩繪神豬迎接
跑友，終點返回義民廟。
今年邀2016巴西里約奧運主
要贊助商361°為合作夥伴，讓
跑友體驗奧運等級的服裝，活動
總排名獎盃也以獨一無二的彩繪
神豬獎座做為獎勵。

▲「動力火車」
演唱，並與觀眾互
動，炒熱氣氛。

▲

踩街隊伍共15隊666人參與，沿途表演，進入褒忠義民廟。

空姐、金牌選手、動力火車來助陣

義魄千秋 義民祭

客家義民之夜
觀眾爆滿，廟前
廣場擠得水洩不
通。

健康˙城市

浪漫台三線
迷倒日本
首批踩線團

日本首批踩線團走訪台三線，看古蹟、逛市場、體驗擂茶、紅麴醬，讓他們大開眼界。

為拓展國際旅遊客源，客委會將浪

新鮮有趣。

漫台三線沿途景點，規劃成套裝旅遊

踩線團也參觀北埔金廣福公館等古蹟，體驗擂茶。文

行程，日本首批踩線團9月底走訪新

化局認為，北埔鄉有6~7棟的歷史建築，日本習俗也喜

竹縣，看古蹟、逛市場、體驗擂茶，將經

歡拜拜與祈福，藉由踩線團的經驗，可望在明年春天帶

驗帶回日本，分享客庄浪漫台三線。

來旅遊商機。

踩線團參觀竹東蕭如松文化園區，團員表示，園區景

客委會主委李永得和台灣觀光協會會長葉菊蘭等人9月

象有小時候爺奶的回憶，是個值得懷念的地方，參觀竹

中率團隊，在邱鏡淳縣長等人陪同下，走訪台三線竹東

東有550個攤位的傳統市場，讓他們大開眼界，鎮公所

和北埔等鄉鎮，以了解地方需求，改善公廁、觀光指標

安排DIY做菜包、紅麴醬，體驗客家傳統美食，大夥覺得

等公共設施，盼提升品質，吸引更多國內外旅客觀光。

永續循環經濟

輕質節能磚、亮彩琉璃、電子廢
棄物的環保回收技術創意產品，在科
學園區同業公會大廳，如創意美展般呈現

在大家眼前，園區管理局邀請新竹縣政府等單位共
同舉辦論壇，積極推動「資源循環再利
用」。
邱縣長表示，環保局利用資源回收、
循環經濟，要將全縣一天的垃圾處理完
善，讓垃圾變成資源。例如尿布的尿液經過淬取後，可以用於肥

讓生活
更美好

料之用，培養出大量的紅蚯蚓，而紅蚯蚓製成的保健食品，對心血管

資源循環再利用，讓環境更美好。

疾病患者有相當好的效果，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個垃圾。
大廳中，特別展示植物纖維餐具、尿布分解材、底渣再利用地磚、主
機板回收製品、環保建材、稻榖瑜珈墊等展示品。希望透過循環經濟獲
得健康的動能，保護環境同時創造新的就業。

號召3500騎士 征服台68縣

新竹縣70歲以上長輩免費健康檢

服務，50歲以上長者、高風險慢性

查，縣府安排專車接送到縣內8家醫

病、重大傷病及罕見疾病患者等符合

院，提供九大項檢查，全縣近萬名長

免費接種的鄉親，請洽合約醫療院所

輩參與；前縣議員范邱玉蘭表示，她

或各衛生所洽詢接種。

住關西鎮，每年都參加免費健檢，有

新竹縣號召3500騎士，11月4日

專車接送很方便、很貼心。

騎上台68快速道路，響應國際無車

九大項包括：胸部X光、KUB腹部

日，「玩騎九降瘋」！

骨盆腔X光檢查、心電圖、A.F.P肝癌

68線高架道路全程約33公里，平

篩檢、甲狀腺刺激素（TSH）免疫分

日供汽車、重機行駛，當天活動期

析、攝護腺特異抗原、子宮頸抹片檢

間將封路供單車愛好者悠遊，在高

查、量腰圍及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檢

架道上沿途欣賞客庄田園風光和頭

查（IC85）等。

前溪美景，終點抵達國寶級的生態

除了長輩免費健檢，免費流感疫苗

教室「新豐紅樹林生態保護區」，

開打，增加假日開診或社區設站接種

可體驗紅樹林知性導覽。
11月5日起，安排單車輕旅行，

70歲以上健檢 縣府派專車接送

推出新埔田園宗祠、北埔峨眉客

新竹縣政府號召單車騎士「響應國際無
車日，玩騎九降瘋！」

家風情、竹北知性之旅及關西人

www.hsinchu.gov.tw/)、新竹縣

文之旅，4路線共8場次，限額240

旅遊網(http://travel.hsinchu.gov.

人，每人報名體驗費300元，詳情

tw/)及活動官方網站(http://www.

請至新竹縣政府全球資訊網(http://

hsinchubike.tw)查詢。

新竹縣70歲以上長輩免費健康檢查，並有
專車接送，貼心照顧長輩們健康。

愛心小豬公
助弱勢上學

「愛心小豬公助學！」
新竹縣政府、新竹縣幼兒
教保學會、教保人員協
會、國際崇她新竹社和新
竹家扶中心，邀上千位幼
兒園的老師、小朋友與家
長，打開愛心小豬，協助
弱勢家庭孩子就學。

新竹之光

新竹家扶中心沈俊賢主
任說，經新竹縣各私立幼
兒園共同策劃，本年度共

105年度全民監督公共工程業務，新竹縣獲得非直轄市第一名。

有164隻豬公撲滿由各園所
峨
 眉國中以東方美人茶為主題的教學設計，獲得教育部106年教學卓越國中

認養，讓幼兒養成儲蓄兼

組金質獎。

助人的習慣；家扶中心統
計，本學期開學已補助了



新
 埔鎮巨埔里社區發展協會隊參加「2017不老青春逗陣行 阿公阿嬤活力
秀」北區競賽，榮獲不老青春獎，新豐鄉天天開心協會隊榮獲銀獎。

983520元，讓受扶助家庭
新竹縣幼兒以愛心豬公，協助弱勢孩子就學。

的幼兒順利學習。

藍海竹縣
相關單位勘查高鐵橋下聯絡道延伸
▲
第二期工程。

高鐵橋下二期工程 明年底通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 上梁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舉行上梁儀
▼
式，完工後將帶給縣民更快樂、
健康、幸福的生活。

邱鏡淳縣長偕議員郭遠彰、林思銘、林昭錡、

中山高交通瓶頸現況，並串連高鐵特定區、新

羅吉祥等，勘查高鐵橋下聯絡道延伸第二期

竹生醫園區與新竹科學園區等區域，健全區域

(公道五-中興路段)工程，期勉掌握時程及安

交通路網。

全，各管線單位依協調結論完成遷埋。

耗資4億5千萬元興建的竹北國民運動中心

高鐵橋下聯絡道二期工程第一期竹北市興隆

舉行工程上梁儀式，邱縣長與副縣長楊文科和

路至公道五段，已於前年中完工，有效紓解竹

各級民代來賓祈福，期盼竹北國民運動中心，

北往竹科、工研院的車流，第二期延伸至中興

未來不但是新竹縣新地標，也帶給縣民更快

路，預定明年底完工，可改善竹科、高鐵站及

樂、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

國際食農挑戰營 集訓激盪創業
好食好事基金會與新竹縣

以食農科技為主的議題，分享

離台前，縣府安排「國際創

工策會合辦MIT美國麻省理工

經驗，打造與國際相互接軌的

業家北埔客家早餐交流會」，

學院「國際食農創業極限挑

平台，協助台灣創業青年加速

享用客家早餐、參訪名勝古蹟

戰營」，邀17國、60位創業

圓夢，是繼世大運後，又一盛

和客家庄古樸風貌。尤其，冷

家，包括9位台灣農創新星，

大的國際盛會。

泡東方美人茶，讓他們驚呼：

連6天集訓，催生未來食農新

新竹有機農園創辦人陳禮龍

清香迷人有如香檳；邱鏡淳縣

指農夫也必須是個經理人，生

長說，我是客家人，也是世界

挑戰營首度來台，選在好山

產、行銷、創新、驗證並複製

客屬總會的理事長，歡迎國際

好水好生意的新竹縣舉辦，盼

成功經驗，善盡社會責任，幫

友人來訪，將客庄的美好帶向

藉創業家腦力激盪，共同思考

助更多的人。

國際。

事業。

暐順經貿大樓啟用

商辦+商旅+購物

在新竹深耕經營逾30年的暐順營造，
取得交通部高鐵局新竹高鐵商業區地上
權開發經營，斥資30餘億元，打造集結
商辦、住宿、休閒、購物於一身的地標
大樓，揭幕營運。
暐順經貿大樓座落高鐵新竹站特定
區，鄰近高鐵專用區與新竹生物醫學園
區，更以空橋與新竹內灣支線六家火
車站、高鐵新竹站相連，建築高約99.9
米，1到5樓規劃6+ PLAZA購物廣場，

國際友人會後在北埔享用客家早餐，稱許食材接近自然、美
味，好棒！

新竹縣政府在52處公務臨櫃提

便民！

供手機無線充電，落實環保、減
少線材和智慧城市的便民需求，

52處洽公
供手機
充電服務

局、警察局、13 鄉鎮市戶政事
務所、衛生所、各地政事務所洽

綜合發展處陳冠義處長表示，

副縣長楊文科代表出席典禮，稱許

民眾洽公時，如有充電需求，不

暐順經貿大樓近中山高速公路、科學

來！」

藝廳、服務台）、衛生局、消防

近百台無線充電機。

辦公、通勤和購物的民眾停放。

的商辦空間建設與服務經驗在此展現出

東分局）、環保局、文化局（演

區、婦幼館、同心樓等52 處設置

有606個汽車及360個機車停車位，方便

論是iOS或Android手機皆可使

園區、工研院，交通便捷；暐順營造

暐順經貿大樓成為新竹高鐵站區新
地標。

縣府在各單位、稅捐局（含竹

心、竹東、合興、內灣動漫園

旅、觀光住宿與餐飲服務，地下停車場

用，也不需要下載任何APP，不
需要擔心悠遊卡、信用卡等有消
▼關西鎮「花鳥園」，培育台灣花卉，也引進日
磁的疑慮，提供智慧化的便民服
本特色花卉， 供入園者享受大自然之美。
新竹縣政府在52處公務臨櫃提供手
務。
機無線充電，落實環保提供便民服
務。
▲

資」的決心和魄力，讓他把「累積多年

大推動。

公臨櫃單位，及縣內旅遊服務中

6到13樓作為商辦空間，14到20樓為商

董事長林清和感謝新竹縣政府「招商引

也將評估效益，若情況良好再擴

益得生技新廠落成 拚拓海外市場

益得生技新廠落成，副總統陳建仁(左五)、新竹縣長邱鏡淳(右
三)到場，稱許益得生是生技業的典範。

台灣唯一、亞洲第一、全

邱鏡淳縣長指出，新竹工

進行產線設計，設備鎖定購

球前十大呼吸道吸入劑專業

業區是全製藥產業最密集的

入德國及瑞士等精密高階

廠房──益得生技新廠，在

園地，具專業人才、交通便

品牌，架有定量噴霧吸入劑

新竹工業區舉行落成典禮，

利的優勢，新竹工業區還有

(MDI)及乾粉吸入劑(DPI)自動

陳建仁副總統到場，肯定益

健喬廠、優良廠、光復廠及

化生產線，未來可創造每年

得生技不斷研發創新，積極

規劃中的信元廠，廠區的工

1600萬支MDI、150萬支DPI

開拓海外市場，提昇台灣廠

作人數約達300多人，並把機

的產能，及分析實驗室，配

商的能見度，是生技業的典

會留在台灣，根留新竹！

置高規儀器，為力拚國際市

範。

益得生技新廠以國際法規

場做足準備。

鄉鎮大小事

商圈購物叭叭樂

經濟部2017 OTOP商圈購物叭叭樂活
動，今年選在北埔老街舉辦，邱鏡淳縣長、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組長雷世謙、北埔鄉姜良明

北埔老街
秀魅力

鄉長、北埔魅力商圈發展促進會理事長姜瑞金
等人參與，認為未來在眾人努力下，可創造繁
榮盛景。
商圈購物叭叭樂活動，60多個攤位從老街的
慈天宮、徒步區延伸至金廣福，新竹縣優質蜂
蜜、茶葉和美食小吃受歡迎，北埔老街、金廣
福、慈天宮等古蹟更散發攬客魅力。
邱縣長指出，台三線總長約60公里，最長

古蹟結合商圈，
散發驚人的魅力！

的一段就在新竹縣，北埔和峨眉鄉不但古蹟最
多，也是台三線景點最多的地方，交通便利，
富觀光潛力，又具客家文化特色，希望中央
和相關單位多協助，一定不同凡響，歡迎

2017 OTOP商圈購物叭叭樂吸引遊客，古蹟結合商圈魅力
驚人。

大家來新竹縣作客。

芎林智慧菇場
產學合作農業升級
沛錦科技跨域農業，在芎林鄉成立

學、實驗、觀光，進行產學育才計

沛錦農創育成中心，打造智慧菇場，

畫；並與中央大學培育優良菇種，與

栽種生鮮的巴西蘑菇，行銷多家五星

清大合作節能智慧菇場；邱縣長希望

級餐廳，邱鏡淳縣長等人參訪，品嚐

以台大、清大為主的團隊，能協助加

蘑菇料理，希望沛錦農創團隊能協助

速在地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創新創業。

新竹縣山地鄉成立巴西蘑菇產銷班、
導入友善有機認證，增加農民收益。
沛錦科技總經理宋智達將科技導入
菇業，在農會設立據點，以育成中心
模式經營，由清大動機系的設備專家
打造節能菇場硬體設備，由台大農藝

大山背農民市集

周末來趟誠食之旅
新竹縣橫山鄉農民與大山北

橫山鄉農民與大
山北月學生，攜
手打造大山背農
民市集。

所的博士負責種植技術，導入超音波
加濕器、隔熱板，讓菇場快速降溫，
克服平地種植的氣侯問題。
沛錦也捐贈關西高中菇場，集教

芎林沛錦科技打造智慧菇場，協助在地
農業科技發展與創新創業。

和直接回饋農民，進而讓穩定銷

月9位來自不同科系學生，攜手打造

售、專心務農、合理報酬成為支持農

「大山背農民市集」在9月初開幕，

家們的動力。

以誠實良心商店概念，提供天然無毒
商品供「誠食」的消費者選購。

大山背農民市集每周末9:0016:00營運，在大山背舊豐鄉國小提

商品透過大山背休閒農業區把關，

供在地天然食材、有機茶、苦茶皂、

嚴選不施化肥及農藥的農家進駐，並

精油及純露等，民眾不妨在假日安排

以市集理念串聯消費者及農家，讓消

一場自助、誠食的旅程，既能休閒又

費者可享受健康無毒的品質、產地直

可選購安心食材。

購的新鮮度、自助且自在的消費空間

延續逾百年 關西文昌祠古禮祭孔
關西鎮文昌祠舉辦祭孔大典，全鎮

道的精神實踐在教導學生、社區、家

各級學校校長、鎮公所各課室主管全

庭中，這才是舉辦祭孔、祭文昌帝君

員到齊，里長、鎮代表出席踴躍，典

的意義。

禮依傳統禮俗進行，過程莊嚴隆重。
關西鎮文昌祠從清朝光緒年間迄
今，延續百餘年祭孔，民國82年文

月餅

DIY

新住民溫馨中秋體驗
新竹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安
排親子歡慶中秋—DIY月餅活
動，讓新住民和家人溫馨過
中秋。

昌祠在圖書館3樓重建後，由鎮公所
負責辦理祭典儀式，86年開始移轉
由關西鎮禮俗促進會主辦。
祭孔大典依告神仙、宣金榜、主
祭官3獻、鎮公所和各機關團體、學
校、民代9獻等進行，關西鎮禮俗促
進會理事長曾盛熏說，希望參與的各
級學校校長、鎮代、里長，把尊師重

關西鎮文昌祠延續百餘年祭孔大典，全
鎮各界參與，過程莊嚴隆重。

議會大小事

窘境，做好分類回收、垃圾減量之外，建議
縣府應積極研議籌建新式焚化爐，效能提
高的設施，並將舊有的掩埋場活化再利用。
新豐鄉擁有豐富的海景，適合發展觀

張春鳳

化爐歲修，新竹縣就面臨垃圾無處可去的

新竹工業區人口密集，盼加快天然瓦斯

議員

羅邱
春振
蘭瑋

縣員
議員
議

新竹縣缺乏垃圾焚化爐，每逢鄰縣市焚

體育運動公園的進度，都建議加快，提供
更好的學習和生活空間。
湖口擁有著名的老街，後山有美麗的
戰車、眷村等元素，並有戰車文化園區亮

竹北地區的海岸線，和新豐紅樹林、朴樹

點，多元且豐富，希望向中央多爭取經費

林、竹北新月沙灘等，打造新竹濱海整體

選區：新豐區

口高中遷建王爺壟，及王爺壟都計區內及

風景和茶園，有大窩口客庄風情，和裝甲

光，應加強建設坡頭漁港，搭配新豐、

觀光休閒區。

管線舖設腳步，讓居民的生活更便利；湖

做整體規畫開發，活絡地方觀光。

選區：湖口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