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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勤．巧．環保 迎天穿
客委會訂定農曆正月二十日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感念女媧悲天
憫人煉石補天，全國客家鄉親在這一天祭祀、唱山歌，對女媧和大
地萬物表達感恩惜福，寓意深遠。
女媧補天來自遠古傳說，六千多年前，水神與火神大戰，水神碰
倒不周山，造成天穿地裂，女媧娘娘煉五色石巧手補天，終止了這
場災難，詮釋著遠古人與自然間的衝突到和諧，也提醒著現代人：
不少大自然災變，其實是人為造成的。
客家人以女媧為師，道法自然，在天穿日休養生息，此後晴耕雨

柑橘故鄉
大吉大利過新年

讀，依時序動之以勤，妥善利用資源，反思持之以儉，做好保育資

緩緩生活節 慢遊體驗台3線風情
寶山竹43線拓寬 改善道路安全
動漫作品一級棒 進軍日本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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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節約不浪費，更以科技之巧運用資源厚植民生，與大自然和諧
相處，以正向力量彌補天缺地憾。
這也是縣府團隊與鄉親多年來力推節能減碳做環保的願力！為保
育好山好水，打造樂齡宜居城市不斷努力。

月

重要紀事
縣政諮詢請撥1999專線!
新竹縣內請撥1999，外縣市請撥(03)5518128

February2018

柑橘故鄉
大吉大利過新年
茶花耀眼登場 邀請民眾前來賞花

新竹縣柑橘品質優良，單吃、入菜色香味俱佳。

▲

新竹縣是柑橘的故鄉，栽種面積
約2,348公頃 ，產量、色澤、甜度俱

鎮農會優質柑桔產品資訊，推動優惠
訂購方案，接受消費者訂購。

今年也與百貨業龍頭合作，新光三

翌年3月都有開放，新竹縣茶花班班

越在全台13家百貨店舖超市提供預

員種植和生產技術是全國數一數二，

購，方便各地民眾訂購。

茶花品種有近千種，產量為全國最大

佳，是年節優質伴手禮。縣長邱鏡淳

寶山、峨眉、芎林等農會紛紛舉辦

偕新竹縣農會、芎林、峨眉、橫山、

活動，促銷這一年節好禮，新竹縣警

春節到，新竹縣茶花耀眼登場，全

寶山等鄉鎮農會促銷，祝福「大吉大

察之友會受邱鏡淳縣長號召「支持在

球有3萬多種茶花，台灣就有1500多

新竹縣內有22處私人茶花園區供

利」過新年！

地農業」，一口氣向縣農會、芎林、

種，茶花是新竹縣花，新竹地區茶

民眾觀賞，並提供茶花盆栽展售，台

邱縣長廣邀各機關團體、學校、

橫山、峨眉、寶山等農會各採購200

花業者舉辦「2018年全國最大茶花

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春節期間到

工策會及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等踴躍

箱桶柑，合計1,000箱，致贈辛苦的

展」，並送出近千株茶花苗，吸引觀

3月4日在新埔台開智能生態園區舉

訂購，農業處輔導新竹縣農會建置

警察同仁，享用冬季當令水果，也支

賞。

辦茶花展售，歡迎觀賞。

「新竹縣優質柑桔銷售平台」(http://

持在地農業，讓這個春節充滿甜蜜與

www.hcsfa.org.tw)，彙整轄下各鄉

溫馨。

縣府以及各鄉鎮搭配茶花展活動促銷柑橘，也歡迎民眾來新竹賞花。

茶花位居「十大名花」之列，其樹
姿優美，花型多變，花期從10月到

宗。

健康˙城市

緩緩生活節 慢遊體驗台3線風情
大
▼山背音樂會，現場民眾享受緩緩聽音樂。

打造浪漫台三線新竹縣「緩緩生活節」
橫跨3週、3鄉鎮、13個社區參與，舉辦30
個大小型活動，邀民眾沿台三線慢遊、慢
食、慢活，享受客庄的浪漫美好。
緩緩生活節以浪漫優雅為基調，邀民眾
以步行、單車、大眾接駁方式品味台三線
上不同緯度的特色風情，包含音樂會、文
創市集、輕旅行、藝文展覽、在地手作體
驗、特色景點、友善農園、古蹟走訪。
「小巴遊橫山」帶民眾乘小巴深入橫
山，「散步在竹東」用雙腳探索隱藏在竹
東巷弄間的風景，品味客家美食和文創市
集，「鐵馬關西行」邀民眾單車慢遊鄉間

集章兌換台三線小農及店家的限量好禮，

小路，欣賞田野好風光。

或抽T-shirt、禮券，讓參加民眾體驗台三

還搭配「遊台三，送好禮」集章活動，

線的人文風采，感受客庄濃厚人情味。

▲湖畔餐桌體驗慢食風情。

賴揆訪竹縣 談前瞻顧長照
邱鏡淳縣長與楊文科副縣長在行政

鄉鎮市長們共同連署向行政院陳情應

(MBT)案，採先進的機械生物處理系

院院長賴清德主持中央與地方落實前

增加一席立委，及爭取新竹海岸線水

統，篩選出可再利用的垃圾量約2到

瞻基礎建設業務座談會時，爭取新竹

環境整體改善、竹北交流道改善計

3成，製造成固體回收燃料，能做為

縣循環經濟產業創新園區、台灣知識

畫、南寮竹東快速道路銜接至軟橋新

工業、水泥廠的替代燃料，讓垃圾變

經濟旗艦園區、新竹科學園區特定區

闢道路工程等多項道路交通和生活環

成有用資源，並解決竹縣垃圾問題。

（竹東）、國際AI智慧園區等推動計

境改善建設。

賴院長及衛福部部長陳時中一同訪

賴清德院長訪視新埔日間照顧中心，肯定
縣府在長照工作上「花費少、成效大」！

畫；內政部長葉俊榮表示，配合作業

「新竹縣前瞻計畫獲核定50件總

視新埔鎮天主教區世光教養院附設新

流程，於內政部都委會成立專案小組

經費20億元、待審議35件經費33億

埔日間照顧中心，了解執行長照2.0

審查。

元」邱縣長和楊副縣長說明，新竹縣

情況，提前祝福長輩們新年快樂，也

少、成效大」及有創意點子，相當成

最迫切設施就屬機械生物分選處理廠

肯定新竹縣政府在長照工作上「花費

功！

建構完善社福

新竹縣人口增長，但僅一席立委，

五峰鄉
原家中心揭牌

宮崎野球團
訪竹縣 以球會友

五峰鄉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揭牌，提供
諮商、家庭福利、社會福利及家庭支持，每

邁入第8年的「2018新竹縣中日少棒國際交流

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由3名

賽」，在中山國小棒球大禮堂開幕；邱鏡淳縣長和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提供原住民族

宮崎縣都城少年野球團本部長星原透開球時，雙雙

朋友立即性及整合性的福利服務。
縣府重視原住民族文化、居住、求學等，

五峰鄉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揭牌，提供原住民
族朋友立即及整合性的福利服務。

揮棒落空，笑果十足。
日本都城隊和新竹縣中山國小、關西國小、上館

為使社會福利服務深入原鄉部落，建構更為

行 家 庭 個 案 服 務 ， 未 來 原 民 會 也 會 持 續 強 國小和竹縣聯隊等４支少棒隊，進行一天4場友誼

完整的社會福利網絡，縮短社會福利資訊及

化 、 培 植 社 工 人 員 的 專 業 ， 讓 服 務 更 加 落 賽。宮崎縣都城少年野球團本部長星原透肯定雙方

資源的可近性，向中央爭取，成立五峰鄉原

實 ， 以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及 具 有 文 化 脈 絡 的 觀 棒球的聯誼，讓球員的球技精進，並打開國際的視

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點，陪伴及保障族人社會福利權益，提供具 野。

社工人員除駐點服務，也會主動訪視，進

有文化特性的在地支持服務。

隊的球技並觀察日本教練如何訓練選手，中山國小

新竹之光

選手則對日本隊奮戰拚博的精神，印象深刻。
肉品市場屠宰場與化製場進出車輛及繫留場消毒作

新竹縣政府參加內政部106年度市區道路養護管

業評核特優。

第三名。
新竹縣衛生局獲衛福部核頒106年度地方政府推
動健康職場業務優等獎。
新豐鄉獲行政院農委會106年度「全國家犬絕育
大賽」績優獎。

邱縣長長期關注學生的體育發展，投注許多資
源，近年來中山國小，多次征戰國內賽事，獲得很
好的成績，去年榮獲全國中信盃總冠軍，證明新竹

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在都會及城鎮型獲甲
等，其中，道路養護項獲第一名、人行環境無障礙

關西國小選手珍惜棒球聯誼賽的機會，學習日本

竹仁國小網球隊獲日本2017第29回山中湖國際

縣推展棒球運動日益顯現成效。

青少年軟式網球錦標賽，中學一年級男子組冠軍。
博愛國小射箭隊獲106年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
國小男子組團體第1名。
正昌製材有限公司，率全國之先，在政府輔導
下，耗費5年並投入數百萬經費改善林地，申請
FSC國際森林認證，成為台灣第一家獲認證的林

新竹肉品市場獲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度

區，榮獲中央林業楷模獎。

宮崎縣都城少年野球團和新竹縣4支少棒隊，進行友誼
賽，交流球技。

藍海竹縣

寶山竹43線拓寬 改善道路安全
寶山鄉竹43線改善工程開工，將600公尺路

道及鄉公所行政區，也是科學園區和台三線要

段拓寬，並截彎取直，鄉公所通往台三線、北

道，因路幅僅二線道，接著連接四線道，交通

二高寶山交流道的交通將不再打結；營建署道

險象環生，其中還有近90度轉彎，多次發生交

路工程組長張之明說，新竹縣政府和寶山鄉公

通意外。

所團隊，一年內克服了都市計畫變更和用地取

經鄉長邱坤桶爭取內政部經費及縣、鄉配合

得，完成設計並辦理開工，效率之高是國內道

款計3.145億，邱鏡淳縣長指示加快都市計畫流

路工程的創舉！。

程，邱振瑋議員也積極爭取、催生多年，各界

竹43線(0K~0K+600)段串聯北二高寶山交流

努力下順利進行道路拓寬開工典禮。

寶山鄉竹43線600公尺路段拓寬改善，在邱鏡淳縣長
（右2）等人動鏟下開工。

產學攜手幫助 學童愛上英文
微星科技公司與清華大學協助新竹縣偏鄉學
生提升英語文學習，效果良好，邱鏡淳縣長在

文故事，進步非常大。

成果發表會上，感謝善心企業與教育伙伴，消

微星科技連續兩年挹注新台幣300萬元經

弭城鄉差距，也鼓勵孩子們勇敢追夢，不斷充

費，協助國中、小英語閱讀，在國小帶領繪本

實拓展視野。

故事閱讀，在國中導入故事閱讀，希望仿效

清華大學羅文杏教授、微星科技人力資源暨

微星科技與清華大學協助新竹縣偏鄉國中、國小學生，
讓他們愛上英語繪本和故事閱讀。

想放棄學習英語的孩子，到現在愛上閱讀英

新加坡、歐美國家語言教學的模式，進行一

行政管理處簡文哲協理、公共事務部張致莊資

場英語的翻轉教育，團隊更進入到偏鄉的

深經理、公益服務課許志宏副理與全縣英語教

學校，快樂的和同學們一起學習英

師代表130人分享動、靜態成果發表，讓原本

語。

企業募款送愛 改善偏鄉校園環境
台積電與旺宏電子分別發起捐助尖石石磊
國小，改善幼兒園遊戲地墊及體育器材設備
室，共50萬經費，改善偏鄉校園學習環境，
邱鏡淳縣長頒感謝狀。

款20萬，協助將體育器材室鋪設磁磚，牆面
裝設窗戶，大幅改善校園環境。
台積電攝影志工社自102學年發起「用eye
看世界」攝影課程，開啟偏鄉孩童全新視

石磊校長溫芳蘭表示，幼兒園後方教學

野，長期免費資助學校攝影器材，使學生能

區，因遊戲墊老舊濕滑，常有蛇藏匿其中，

夠利用多元媒材來記錄生活，用鏡頭認識自

感謝台積電志工募款30萬改善，讓孩子擁

己和家鄉「讓山上的孩子們可以擁有珍藏一

有安全的學習區；旺宏電子攝影社募

輩子的畢業照！」
台積電攝影志工發起「用eye看世界」攝影課程，協助開
啟偏鄉孩童新視野。
▲

竹縣爭取
鳳山工業區
首次出售公告登場
新竹縣爭取鳳山工業園區，即日起到3月14日
辦理第一次公告出售相關事宜，歡迎電子零組
件或電腦周遭相關產業申請，進駐廠商須符合

豫章羅屋已成為關西文藝團體展演的
重要據點，老屋成為延續文化生命力
的基石。

秀出

客家文創
新視野
獲表揚

低污染量低耗能，產品製程採清潔技術等資格
竹東鎮民曾仲瑋榮獲客委會「2017客家青年

就投入鄉土建築的研究，他觀察到竹、苗客家

園區規劃約18.64公頃，可售面積約10公頃，

創新發展獎」，竹冶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豫章

豐富的文化底蘊，他成立公司，透過設計、跨

配置完善的公共設施，提供廠商優質生產環

羅屋有限公司，榮獲客委會「青年新創客家事

領域合作，將客家文化歷史記憶重新包裝，讓

境。基地座落湖口鄉鳳山村，新竹工業區南側

業競賽」優勝，在客家文創上展現生力軍的活

大家可以很輕易了解新竹在地歷史記憶，認同

中華路與榮光路交叉口，距離新竹縣政府、湖

力與魅力，邱鏡淳縣長頒獎表揚，鼓勵優秀人

自己的家鄉。

口交流道都約10分鐘，距高鐵新竹站約25分

才在專業領域更上一層樓。

條件。

豫章羅屋有限公司代表羅仕龍，是關西上南

曾仲瑋推出第一張客語創作專輯「掌牛

片庄羅屋書院的第十九世子孫，３ 年前返鄉，

哥」，即入圍第28屆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

將羅屋書院打造成旅人客棧，引領外地遊客深

新竹縣政府因應新竹工業區、科學園區的溢

獎」，去年「挨粄歌」獲得新竹縣客家新曲獎

度體驗客庄風情，也做為關西文藝團體展演的

出效果，廠商擴廠需求及發展地方性產業，爭

創新歌曲第一名，作品以民謠風加入搖滾、電

重要據點，讓老屋歷史成為延續文化生命力的

取開發鳳山工業園區，將促成產業技術密集

音、鄉村等流行音樂元素，產生古今連結的時

基石。縣府極力提升客家文化產業週邊環境，

化，並與鄰近工業區互補支援，預估可創造

代感，創作獨特風格的跨界流行音樂。

串連浪漫台三線，再造竹縣風華!

鐘，擁區位優勢，交通便利，鄰近有7、8所大
學專科學校，可滿足企業專業人才需求。

1100個就業機會，有效提升產業競爭力並帶動
地方產業轉型與升級。

竹冶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負責人羅傑求學期間

鄉鎮大小事

有機草莓、蕃茄園 假 日 採 果 趣

▲

竹北國中參加日本ASIAGRAPH
2018 兒童及青少年動畫競賽台灣
選拔賽，勇奪第一、第三名。

動漫
作品 一級棒

草莓又香又甜，邀請民眾假日親近自然，享受採果樂趣。

進軍日本比賽
新竹縣推展動漫成果豐碩，竹北國
2018 兒童及青少年動畫競賽台灣

場，並與甲尚科技公司合作，2016

選拔賽，勇奪第一名、第三名，並

年首度辦理新竹縣2D動畫設計

囊括半數佳作，將代表台灣參加

競賽，竹北國中動畫作品「故鄉

ASIAGRAPH 2018日本大賽，與來自

（上、下）」，獲送件參加日本

世界各國的作品一爭高下。

「ASIAGRAPH 2016年度CG設計

題。邱鏡淳縣長肯定他們亮麗的表

本，將有機會在東京展示作品，為新

現，頒發獎狀表揚，並播放第一名的

竹縣爭光。

肯定，種植桃園農改場最新研發，果粒大又香甜的桃園四號
草莓，受遊客喜愛。
她們都是青年農民，
堅持自然農法經營，不
使用農藥，高平農場
在草莓植株之間種了
青蒜，用特殊的氣味
驅蟲；她也種蕃茄，以

竹東鎮世光教養院、長安老

命線、原民中心、世光教養

人養護中心等多個教養機構創

院、長安養護中心與竹北老人

辦人孫達神父，任神職超過半

安養中心等機構，受惠者無

世紀，今年元月11日以94歲高

數，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賜

齡辭世，邱鏡淳縣長參加追思

十字勳章、吳尊賢愛心獎、全

彌撒、頒褒揚狀，表達崇敬與

國好人好事代表等。

哀思。
「我在學生時曾和同學一起
借住世光，受惠於世光」縣長

桃太郎、玉女品種為大
宗，桃太郎皮薄汁多味
美也是入菜的好選擇。
果粒大又香甜草莓，受遊客喜愛。

打造身心靈愉悅的

台開
雲夢山丘
以道原理設計、 來自日本的建築大

道建築的精神，園區東側農場種植草

師隈研吾規劃建造的台開新埔「雲夢

藥、香草與本草類、茶和1100種茶

山丘」，第一階段完工，為新竹縣最

花。

大自然工法示範園區，可近距離觀察

邱鏡淳緬懷孫神父關愛世人無

本草綱目藥草植物。

私奉獻。孫達神父從小在大陸
河北生活困頓，因母親深信天
主自會照顧一切而影響，毅然
修道，民國四十年在菲律賓馬
尼拉進入耶穌會，之後到新竹
孫達神父以94歲高齡辭世，邱縣長
（左）參加追思彌撒，頒褒揚狀
表達崇敬與哀思。

雲夢山丘的雲水觀（王禪老祖廟），
結合佛堂、藏經閣、修行等三個元

台開董事長邱復生表示，「雲夢山

素，運用太極無牆的道觀，由日本建

丘」歷時8年規劃、5年施作，以自然

築大師隈研吾使用178片阿拉斯加扁

工法恢復土壤地貌，應用土墩、石墩

柏集成木材，與3700片日本進口銅瓦

工法，邊坡採鵝卵石駁崁長7.1公里，

組合而成，以銅片搭建屋頂，隨空氣

呈現綠建築樣貌，讓水滲透到地下保

自然變色，是世上第一個應用3D之複

持濕度，並做水的儲存，浮現綠智能

合太極道家之建築。

台
▼開新埔「雲夢山丘」王禪老祖廟為台灣首創木造大跨距曲線結構建築。

創辦教養機構
孫達神父享壽94歲

孫達神父在新竹縣促成了生

2009年十大神農獎得主，她在竹北種植蘋果草莓、豐香草

名日本。
這次奪得第一、第三名，進軍日

弱貧困。

親親果農場范姓負責人因娘家在苗栗種草莓，父親是

賽」，入選「第4部門動畫類」，揚

北，還有關心婚姻平權、環保等議

傳福音投入社會服務，關懷老

農場，鼓勵民眾假日親近自然，享受採果樂趣。

莓與清香草莓；高平農場女主人徐怡君曾獲全國百大青農的

邱縣長積極打造台灣漫畫夢工

繪朋友情感、用縣鳥五色鳥介紹竹

處處長邱世昌走訪竹北市親親果農場、關西鎮高平草莓蕃茄

動畫作品「Friend」。

中美術班學生參加日本ASIAGRAPH

竹北國中得獎作品主題多元，有描

新竹縣觀光草莓、蕃茄園走精緻路線，邱鏡淳縣長偕農業

議會大小事
體設施和場所的公共安全，更需要加強專業人
員培訓，養成專業護理師、專業照顧服務員，組
成照護團隊，讓受照護者有「被家人照顧、有
家的感覺」，並進一步協助長輩家屬，提供照

兒人數約8900人，但公立幼稚園卻只能容納約

鄭美琴

蘇明輝

照護問題很重要，建議在照護工作上，除了硬

竹北市人口增多，目前已達18萬1千多人，幼

縣議員

縣議員

新竹縣老人比例達人口11.95%，高齡人口的

700名，明顯不足，建議縣府應廣設幼稚園，嘉
惠家長及幼兒。
建議縣府可以適量利用各國小內的閒置教室
空間，做為幼稚園教學場所，在有限的經費下

護諮詢和照顧技巧的學習，從照護據點到家庭

持續改善；同時希望縣府多注意國中小營養午

縝密銜接，落實在地老化與在地安養。

餐菜色均衡問題，以維學童身體健康。
新春到來，祝福新的一年事事如意，生意大

爆竹一聲除舊歲，迎春新禧，祝福鄉親新的

選區：竹北區

一年萬事如意，闔家平安！

選區：竹北區

發利市財源廣進，鄉親平安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