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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10月充滿著喜悅，新竹縣國際客家花鼓藝術節鼕鼕響起，迎來日
本青森囃子團、高知YOSAKOI舞蹈團等國內外20個演藝團隊參與；雙
十國慶新竹縣走復古風，在旗海飄揚中，近50支隊伍歡喜踩街。新
竹縣106年縣民集團結婚36對新人喜結良緣，攜手共創美好人生。
縣府團隊參加在香港舉辦的世界客屬第29屆懇親大會，大力行銷
浪漫台三線，誠摯邀請全球客家鄉親來新竹縣作客。
從72年前新瓦屋客家花鼓敲響那一刻，新竹縣就是以田庄人辦喜
事，熱鬧、熱情，誠懇待客且樂於分享的精神走出去，彰顯竹縣客

花鼓藝術節
20團創意踩街超吸睛

台3愛玩客 看見桃竹竹苗浪漫景點
提升道路品質 活化竹東
尖石溫泉季開跑 楓情萬種好柿到

11

家能量在全球的能見度。
新竹縣有高科技優勢，有豐厚的客家文化底蘊和觀光資源，有開
闊的胸襟和勤奮踏實且樂於分享的精神，更是走上國際迎向未來的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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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鼓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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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團創意踩街
超吸睛

小朋友傳承客家獅，延續客家文化。

湖口高中跆拳隊展現力與美的戰技。

日本青森囃子團員帶著樂器，載
歌載舞表演。

「花舞十月天．鼓動新瓦屋」2017新竹縣客

今年雙十節
竹縣走復古風

家花鼓藝術節， 10月熱鬧登場，日本的青森囃
子團、高知YOSAKOI舞蹈團、南太平洋群島文
化表演藝術團、九天民俗技藝團、藝想台灣、

今年 雙十節 新竹縣 走復古 風， 重

築夢舞集與溪畔舞團等國內外20團隊參與，精

現當年踩街遊行、旗海飄揚盛況，邱鏡淳

彩的踩街吸引民眾駐足觀賞。

縣長偕縣府團隊、議長張鎮榮及各界團體

深化客家文化 未來有音樂村

在升旗典禮後，與近50支遊行隊伍和民眾

邱鏡淳縣長、客委會副主委范佐銘和縣府一

手持小國旗出發遊街，穿過青天白日滿地

級主管參與，邱縣長表示，花鼓節是客家重要

紅「旗海隧道」，遶行竹北光明商圈，不

文化，未來也將推動六家水圳、客家音樂村，

少民眾經過旗海隧道時說：好興奮！好感

深化及發揚客家文化。

動！愛國心瞬間爆發。

創意踩街吸睛，新竹縣文山國小「群獅獻

新竹縣智慧城市、縣政榮耀等11大遊

藝」與芎林客家武獅團競技，客家田屋北管八

行主題隊伍和湖口百米長龍、新瓦屋花鼓

音團和新竹縣新瓦屋花鼓隊踩街演出，濃濃客

隊、波麗士人偶、消防寶寶、哈比與哈妮

家風，讓民眾大呼過癮；日本青森囃子團、高

玩偶，帶來節慶喜氣；新住民文化民俗技

知YOSAKOI舞蹈團和南太平洋群島文化表演藝
術團等，展現豐富的異國風情。

藝推展協會會員們穿著母國傳統服飾參
新瓦屋客家花鼓隊是踩街重頭戲。

與，祝福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健康˙城市

桃
看見 竹 竹 浪漫景點
苗

台3愛玩客

桃竹竹苗４縣市首長共同

柿染、新埔宗祠博物館；12

行銷浪漫台三線人文旅遊景

月3日第12集播出新瓦屋藏

點，並製作「台３愛玩客」

物市集。

10月28日起每周六、日下午

動漫園區、橫山合興愛情車

邱鏡淳縣長指出，早期竹

3點半到4點在三立都會台播

站、內灣老街、野薑花粽、

苗山區到桃園大溪，是茶葉

映，共13集。

內灣國小及劉興欽漫畫教育

挑擔的路徑，有很多的人文

館等內容。

歷史故事，加上青年返鄉、

10月28日首播介紹關西文
創街區萍手作屋手作娃娃文

11月12日第6集播出北埔

文創、美食、旅遊、觀光和

創商品、大自在工作室植物

老街、璞鈺擂茶、富興茶業

創新產業，讓客庄新生命豐

染手作文創商品，11月11

文化館等；19日第8集播出

富多元。

日第5集播出一線九驛竹東

味衛佳柿餅觀光農場、新埔

「台３愛玩客」介紹台三線景點。

全國溜冰錦標賽

永續循環經濟
新湖國小10連霸

讓生活
更美好

新竹縣參加106學年度第39屆中
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與全國一千

發展重鎮。

餘位選手角逐下，新湖國小榮獲國小

第39屆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新湖國小

男子及女子組總冠軍，也是自103年

囊括國小男、女組總冠軍外，個人及接力項

起，創下全國10連霸，成績輝煌！

湖口鄉滑輪溜冰協會推廣直排輪運
動，理事長吳淑君議員長期支持，爭取及
挹注訓練經費，新湖國小歷任校長也積極
新湖國小溜冰隊創下全國10連霸的輝煌成績。

採長期培訓，如今新竹縣已躍居直排輪全國

目獲得4金、5銀、5銅；其中，新湖國小二
年級黃苡安、六年級黎芷姍各獲得2面金
牌，黎芷姍並獲得高年級女子組個人總冠
軍，成績耀眼。

推動，除提供夜間照明設備的訓練場地，也

六家高中 8優秀生赴美交流
今年8月新竹縣與美國威斯蒙

六家高中雙語教學深有期許，今

西、德第二外國語特色課程，今

市締結姊妹市，六家高中也與威

年啟動交換學生，也勉勵他們善

年10月由學生擔任外交大使，

斯蒙市市立高中締結姊妹校，

用英語能力，在肯定自我文化價

接待日本竹原高等學校107名師

11月六家高中8名優秀學生赴美

值的同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

生，透過遊戲互動相見歡、自我

兩周進行交換學生計畫。

化，具備國際視野及國際移動

介紹，安排「日本抹茶遇到客家

力。

擂茶」活動，讓兩校友誼迅速升

「推動國際教育交流，全面提
升學生語言能力」邱鏡淳縣長對

六家高中學生必選日、法、

溫，達到成功的文化交流。
六家高中優秀學生赴美交換學習，邱鏡淳縣長授旗。

新竹之光
行
 政院「105年網路攻防演練」檢測政府機關整體資安防護能
力，新竹縣政府獲評為績優。
新
 埔鎮果樹產銷班第21班，獲行政院農委會106年全國十大績
優農業產銷班殊榮。


六
 家國小獲第44屆「永信杯」全國排球錦標賽五年級女童組
第一名。

長照2.0啟動 竹北成立ABC服務
新竹縣政府結合安歆照護關懷協會、新仁
醫院、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蒲公英
關懷弱勢權益促進協會、禾馨護理之家和大
眉、新國、中興、隘口等社區發展協會在竹
北市揭牌成立「1A-3B-5C」服務系統，提
供長輩完善的照顧服務。
目前提供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居家護
理、居家復健等長照服務，本案規畫增加家
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失智症服務、預防及延

 仰
 德高中籃球隊獲106年全國中正盃大學暨中學高女組冠軍。

緩失能，並在5個C點推出臨托照顧及社區
共餐等新型服務，有交通車在社區巡迴接送

新
 竹縣政府、警察局、稅捐稽徵局、竹北、竹東及新湖地政事
務所取得「ISO27001:2013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國際標準證書。

長輩到就近據點使用各項服務。
長照2.0社區整體照顧服務，提供在地社
區長輩、身心障礙者的綜合照顧服務，日間

新
 竹縣榮獲內政部「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簡稱TGOS平
台)105年「TGOS流通服務獎」。

照顧中心能讓長輩在白天參與課程，增進生
活自理能力、學習人際互動及延緩老化，晚
上仍可回到家庭，共享天倫之樂。

社會處長田昭容(右一)在竹北長照服務
據點向長輩親切問安，關懷長輩生活。

藍海竹縣

提升道路品質 活化竹東

爭取前瞻基礎建設，竹東城鎮之心中興河道和沿線鄉鎮市道路
改善。

新竹縣政府與竹北、竹東、新

東鎮20米寬的朝陽路鄰近學區，

豐、峨眉等鄉鎮市，共同向內政

將建置人行道，保障通學安全。

部爭取前瞻基礎建設∣提升道路

新豐鄉忠孝國中、新豐國中和新

品質計畫，獲營建署核定11件，

豐國小，也將建置通學步道，保

總經費1億9,234萬9千元，由中央

障學子上、下課通行安全。

補助82%、1億5,772萬5千元，

竹北市光明一路多處鋪面磚破

各工程主辦單位自籌3,462萬4千

損、沉陷，行道樹與設備箱體占

元。

據通行空間，加上水溝蓋板凹陷

工務處長羅昌傑表示，峨眉鄉

積水，影響排水，及轉角處未設

將改善嚴重損壞的獅山古道護欄

置無障礙斜坡道，都將一併改

及地面的龜裂、破損及積水；竹

善。

台康生技 竹北生醫園區重要新里程
位於竹北生醫園區的台康

經濟部工業局所出具的科技

除國內客戶持續成長，在美

生技10月舉行「全新蛋白

事業核准函，是國內少數

國、歐洲及日本與大陸市場

質藥物商業化量產工廠建置

生技製藥委託開發與製造

也有亮眼成績，簽約數可望

工程」上樑典禮，新廠第一

(CDMO)的專業公司，今年

再創高峰。

期工程預計於2018年底竣
工；邱鏡淳縣長受邀觀禮，
肯定這是台灣生技邁入新里
程，也為患者提供更好的醫
藥選項。

瑞峰隧道通車啟用。

台康生技去年12月動
土，在自有產品發展及委
託開發與製造(CDMO)業務
上，從新廠的設計到建造，
都全力投入，目前工程進展
順利且進度超前。
台康生技在今年九月取得

台康生技蛋白質藥廠上樑，邱鏡淳縣長（右五）肯定台康生技
再創高峰。

瑞峰隧道通車
南清公路更好行
南清公路28K+800處，常在颱風或豪大雨時坍方，
去年行政院前院長林全勘災時，邱鏡淳縣長偕縣府團
隊積極爭取補助，獲4230萬元辦理復建並興建瑞峰

上館國小活動中心
動土典禮

在縣府、議會及各界努力下，竹東鎮

隧道，今年10月31日通車啟用。

上館國小10月舉行活動中心動土典禮，

南清公路是通往張學良文化園區、雪壩國家公園等

將解除設校以來，缺乏學生活動中心的

觀光景點的重要道路，也是五峰山區居民交通、農產

困擾。

運輸最重要的道路，瑞峰隧道採景觀鋼構完成，不僅

邱鏡淳縣長等人焚香祝禱，祈求工程
順利、人員平安，校長曾德鴻指出，上

施工快速且在結構安全下，兼顧生態環境與景觀概
念，工程歷經約4.5個月完工。

館國小42班、教職員工及學生約1200
人，但苦於缺乏大型集會及活動空間，

瑞峰隧道完成後，提供五峰、竹東居民及遊客通行
更有保障。

每逢畢業典禮或大型活動，就得商借場
地舉辦，也無法滿足學生學習需求和空
間。
曾校長感謝縣府、議會和各界協助，
邱鏡淳縣長表示，上館國小學生活動中
心歷經了招標、下水道工程遷移等波
竹東鎮上館國小活動中心動土。

折，得來不易，希望師生好好珍惜。

普利司通捐好胎 助警察開車更輪轉
台灣普利司通台灣設廠35週

不但追求高品質生產也善盡社會

利司通在新竹工業區設廠，提供

年慶，捐贈百條「失壓續跑胎」

責任，新產品「DRIVEGUARD

900個就業機會，勞資關係和諧

給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讓「波麗

失壓續跑胎」，當遇到無胎壓

也是新竹縣企業界的楷模，普利

士」開車不怕碰釘子，工作更

情況時，在正常條件下，仍可以

司通志工參與關懷獨居老人、公

「輪轉」。

80km/h的速度行駛80公里，提

益勸募活動及寒冬送暖、教養院

普利司通董事長武末重義說，

供執勤員警更安全的駕駛配備。

的認養、捐贈輪胎等，獲許多縣

普利司通1982年落腳台灣後，

邱鏡淳縣長回頒感謝狀，指普

民的肯定。

台灣普利司通捐贈百條「失壓續跑胎」提供警方
更安全的駕駛配備。

鄉鎮大小事
「2017年臺灣好湯」尖石鄉溫泉季開跑，新竹縣政府、
尖石鄉公所和溫泉業者歡迎全國民眾到尖石鄉泡好湯、品甜

天氣轉涼，正是泡湯好時節！

尖石溫泉季

柿，享受風情萬種的楓紅和瀑布之美。
尖石鄉長雲天寶指出，尖石鄉的溫泉是碳酸氫納泉，
水質透澈，俗稱美人湯，到尖石鄉泡湯，可洗滌塵囂、

開跑

讓身心舒暢，尖石種植59公頃甜柿，品質佳，目前進入產
季，歡迎民眾來嚐鮮。
從民國99年起，原民會補助尖石溫泉規劃、設計、鑽探
的經費就達5千萬元，如今又挹注2千萬，將秀巒納入溫泉

楓情萬種好柿到

示範區，目前已委託規劃設計，未來尖石後山除了野溪溫
泉，也可望有溫泉會館，讓尖石觀光更繁榮。

▲

尖石好柿到，品質佳。
尖石鄉擁有俗稱美人湯的碳酸氫納泉，目前正是泡湯好時節。

戲說仁安 手作認識在地文化

慢活趣

關西鎮仁安社區舉辦

早期外銷茶全盛時，仁

信仰，水母娘娘和仙水故

「戲說仁安」產業行銷推

安佔全鎮種植面積四分之

事，也凸顯了在地好水

廣活動，透過社區劇場和

一，佔有重要地位，仁安

質，滋養得天獨厚的茶產

糬、油茶樹技藝

有水母娘娘仙水救人和仙

業。

品製作、古早味童玩等產

水故事，成為許多人心中

搗綠茶

悠遊寶山
採橄欖

業DIY活動，讓到訪客人

動，邀鄉親好朋友體
山中，一窺橄欖特色

景，深層了解在地產業文

產業。

化。

副縣長楊文科、農

仁安社區地處關西鎮郊

業處長邱世昌、寶山

區，少有大型開發，保有

鄉 鄉長邱坤桶、寶山

許多自然文化風貌以及農

鄉代表會陳東平主席

產業，包括廣大茶園、老

等多人參與，指根據

茶廠、採茶戲、磚窯廠、

中藥寶典記載，成熟

水母娘娘…等，多樣豐富
一處產業文化故事館。

產，寶山鄉舉辦活
驗採收，悠遊漫步寶

快速融入當地的生活情

的資源，讓仁安社區有如

入秋正值橄欖盛

橄欖初嚐味酸且澀，
關西仁安社區透過社區劇場和茶產業體驗，讓遊客深層了
解在地產業文化。

爾後舌底生津，是很
寶山橄欖產銷班研發出橄欖保養品、
橄欖油、料理等，備受市場好評。

體健康有正面幫助，
健康又自然。

食安意識增 湖口茶油漸夯

湖口油茶籽品質佳，做成茶油用來拌
麵、拌蔬菜沙拉，安全又健康。

好的鹼性食物，對身

寶山有全國唯一的

目前為油茶樹籽收成季節，農委會

鼓勵農民轉作油茶，提供每公頃補助

橄欖產銷班，採野放

茶業改良場鑽研，發明採收器具，10

5萬元，協助新植整地、施有機肥、

式自然栽培，無毒有

月底在湖口茶葉產銷班副班長劉兆光

種苗及種植，本年度湖口、新埔、峨

機，產官學多方位協

的茶園，由楊文科副縣長示範機械

眉、寶山、竹東鎮鄉鎮農民申請轉作

助，寶山鄉公所年初

化採收，也為湖口地區所產的「台灣

達5.7公頃。

也分送千株原生橄欖

正茶油」掛保證，品質絕對清、爽、

副縣長楊文科表示，新竹縣油茶種

幼苗，鼓勵民間栽

細，用來拌麵、拌蔬菜沙拉，安全又

植約49公頃，近年來因食安問題，食

植，發展為地方特色

健康。

用油受到重視，油茶接受度及市場需

產業，橄欖及相關商

求增加，新竹縣積極輔導農友生產高

品都獲得消費者肯定

品質油茶，讓消費者多一項新選擇。

與支持。

農業處長邱世昌指出，為提升新竹
縣茶油原料供給率，縣府配合農糧署

議會大小事
同時希望縣府儘快恢復中小學免費營養
午餐，減輕家長負擔，另外，台科大3公頃
地由亞太外僑學校租用，建議應評估設完
全中學，以紓緩竹北地區學生就學情況及

郭遠彰

選區：竹北區

爭取垃圾焚化爐，徹底解決垃圾問題。

新竹縣有豐厚的觀光資源和客家文

議員

葉邱
芬振
英瑋

縣員
議員
議

新竹縣缺乏垃圾焚化爐，希望縣府積極

化，我長期致力推動客家文化，興辦音
樂演奏等藝文活動，迄今已舉辦過100
場次活動，目前正籌辦明年天穿日，希
望縣府和地方人士多多支持與協助，共
同推廣文化和藝文活動。
民眾關切垃圾焚化爐問題，希望縣府

提供就近讀高中的便利。
竹北人口激增，建議爭取打造國家級的

積極向中央爭取解決問題。另外，前瞻

頭前溪親水公園，例如，加強豆子埔溪整

建設將投入竹東城鎮之心及竹東客家音

治及沿岸自行車道設施，提供民眾充裕的

樂村等，除了硬體建設，提醒後續的營

休閒場域。

選區：竹東區

運管理更為重要，應及早綢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