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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桐遊新竹 感受客

之美

每年四到五月油桐花綻放，客委會和新竹縣都將桐花祭列為客庄年度
盛事，雪白無瑕的油桐花，有如客家純潔樸實民風，樸素無華，沿著台
三線山區綻放，漫山桐花，也標示著客庄先民深入山間耕山墾荒足跡，
在山區中默默付出。
近百年來，新竹從山區產業走向高科技，從早期在險惡環境中創造樟
腦、茶葉、桂竹、桐樹、煤礦、矽礦、水泥等山區產業，新竹客庄更以
智慧、勤奮，和樸實無華的精神，進行著一場場寧靜革命，由山區產業
轉入晶圓等無塵、精準、追求完美的高科技產業。
客家桐花祭新竹縣政府和各鄉鎮舉辦系列藝文活動，邀遊客日賞桐花
夜賞螢，歡迎以輕旅行深入山間循著油桐花開落的腳步，深入體會客庄
先民的努力和智慧，賞味美食美景和客庄人情與文化。

楊文科

新竹遶桐花 浪漫登場
白天賞花晚上看秀
社區規劃師
打造城鄉新美學

春遊竹縣A好康

報 你知

免費提供專業法律諮詢與扶助服務，民眾可多利用：

台泥舊廠綠化
9月變身特色公園

最多補助2500元

˙新竹縣政府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鄉鎮公所、原民會合作，

4

重
縣政諮詢請撥1999專線!

要

現場免費法律諮詢據點如下：

全縣視訊法律諮詢及電話法律諮詢服務
（法扶會、原民會）如下：

服務項目 時間

地點

服務項目

新竹縣政府

視訊
法律諮詢服務

每週五
14:00-16:00

月

紀

事

湖口鄉公所
（本府與法扶會合辦）

竹東鎮公所
（本府與法扶會合辦）

現場

每月第1個週五 橫山鄉公所
法律諮詢
（法扶會）
09:30-11:30
每月第1個週三 芎林鄉公所
（法扶會）
09:30-11:30

APRIL 2019

每月第2個週三 關西鎮公所
（法扶會）
09:30-11:30

新竹縣內請撥1999，外縣市請撥(03)5518128

時間

（全縣原住民）

視訊
法律諮詢服務
（全縣縣民）

電話法律諮詢
原住民
電話法律諮詢

每週一
09:00-12:00

地點
自行上網（須先預約）
峨眉鄉公所（須先預約）

每週二
14:00-17:00
每週五
09:00-12:00

寶山鄉公所（須先預約）

週一至週五
09:00-12:30、
13:30-17:00

法扶會專線：
412-8518轉2

每日

24小時

北埔鄉立圖書館
（須先預約）

（手機需加02）

原住民法律扶助
免付費專線：
0800-58-5880

新竹遶桐花浪漫登場

白天賞花晚上看秀
「新竹遶桐花」客家桐花祭
開幕活動邀請朱俐靜、謝宇威、羅美
玲等客家和原民歌手，搭配知名孔鏘
弦樂團帶來精采演出，天狼星口琴樂
團、大新竹管弦樂團和多位在地表演
團體接棒表演，帶來聽覺饗宴，上萬

▲朱俐靜在「新竹遶桐花」開 ▲東安古橋景緻非常美麗。

▼「新竹遶桐花」客家桐花祭首

民眾白天遶小鎮賞桐花、晚上聽音樂

幕活動精采演出。

度在東安古橋有美麗的燈光秀。

會、欣賞古橋燈光秀。
縣定古蹟關西鎮東安古橋興建於

及在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
區，邀民眾品茗、賞戲、玩手作

日據時代，迄今有80多年歷史，除白

的「好客上好茶」一系列豐富精彩

天精采熱鬧的節目和內容豐富的桐花

的活動，5月18日更有桐花輕旅行帶

市集，晚間首度上演燈光秀，一覽古

您賞桐花瘋玩新竹縣，歡迎民眾踴

橋與牛欄河上、下兩重相映的美麗景

躍報名參加。

色，精采的光雕秀，讓人感受科技的
光影結合歷史古蹟撞擊的花火。
楊文科縣長表示，今年桐花祭活動

民眾參加桐花輕旅行，可索取桐
花手冊，5月18日前集滿活動章，即
可於5月18日在竹北新瓦屋辦理的

內容豐富，還舉辦單身聯誼活動，也

「好客上好茶」活動參加抽獎，首

舉辦桐花大使徵選；結合雷射科技打

獎3名，是由竹北豐邑喜來登大飯

造燈光饗宴，讓文化、科技、音樂、

店提供價值1萬7,000元的豪華客

創意充分融合，展現新竹縣多元文

房住宿券，還有其他多項好禮。

化、族群包容的特色意象。
「桐花遍地開！」東安古橋音樂

各項活動及參加辦法請參閱
「竹縣GO藝思」及「新竹縣

會，13鄉鎮都有精采豐富的活動，包

客家桐花祭」、「新竹縣

括深入鄉鎮風光的「桐花小旅行」，

ING」等網站查詢。

品嚐客家風味的「桐花美食宴」，以

社區規劃師

打造城鄉新美學

▲新竹縣號召民眾參與社區規劃師培訓，參與改善社區環境，打造城鄉新美學！

培訓計畫邁向第7年 居民自主做空間營造
針對應用層面 邀建築師與樹醫生分享

新竹縣政府開辦「城鄉美學共識

區規劃師，改造了167個社區空間，

用的反光護欄，在國內外有什麼好的

設「精修班」。經課程培訓，徵選後

營」，邀集十三鄉鎮市公所、各村里

由在地居民自主性來做社區的美學、

規劃設計方法？另外因應全球暖化與

分別可獲得8-10萬元「社區創意亮

長及代表之社區規劃師等參與，除綠

生活空間的營造、甚至融入文化的部

都市熱島，樹木的議題受重視，行道

點」及最高50萬的「社區跨域整合」

色生活及自然生態，也著重社區環境

分，透過共識營讓居民參與，在專業

樹的修剪、維護與用路人安全等，邀

提案資格來改善社區的環境，動手讓

改善與整潔；楊文科縣長表示，推動

的輔導下，更能符合當地居民的需

來專家分享及共學，打造竹縣城鄉新

家園更美好。

社區規劃師多成效，每年都看得見，

求。

美學！

期望營造更多幸福、快樂、健康的環

邀請大家一起加

今年「城鄉美學共識營」特別針對

社區規劃師計畫於每年7-8月進行

入，計畫內容可搜

應用層面，邀請建築師與樹醫生來分

招生，一為持續擴散社區營造的種籽

尋「新竹縣社區規

新竹縣社區規劃師培訓計畫至今邁

享，包括公共工程中常應用的水泥、

而設置的「新訓班」，另一則針對社

劃師加油站」臉書

向第七個年度，培訓超過421位結業社

溪流整治的三面光工法、鄉道中常使

區規劃師空間營造專業度再提昇而開

粉絲團

境。

非營利幼兒園動土

明年招生
首座招272人、第2所招300人

▲新竹縣在兒童節前，接連完成首座（如左圖模型）和第二所非營利幼兒園動土。

楊文科縣長3月間接連為新竹縣第一和第

則導入自然風，並以調色盤的概念用色彩

楊文科縣長表示，非營利幼兒園收費介

二所非營利幼兒園動土，在兒童節前為家

創造班群空間；戶外設計生態農園區、體

於公立幼兒園與私立幼兒園之間，平日下

長提供最佳獻禮，盼讓家長放心，讓幼

適能區及塗鴉牆，並種植多樣性景觀植栽

課時間可延長、寒暑假也可上課，將提供

供幼兒體驗。

雙薪家庭多元的選擇。

兒能在充滿創意與想像的學習場域成長
茁壯。

第二所非營利文中二幼兒園在高鐵特定

未來會持續利用現有學校空間增加公

新建首座非營利幼兒園，由縣府

區竹北文小二預定動土，將以370天工期施

立及非營利幼兒園，計畫增加公共及準公

向中央爭取專案補助，加上縣府配合

工，預計109年4月竣工，8月開辦招生，

共化幼兒園，以提升新竹縣教保服務供應

款，投入9,037萬元，在高鐵特定區竹

將招收3~5歲10班，約300人。

量，減輕家長負擔，108學年度竹仁、枋

北市永興段621地號文小一預定地動

幼兒園為地下1層、地上2層建築，占地

土，將以360個日曆天施工，預定109

約4,500平方公尺。園舍透過高低錯落的量

年4月完工，9月1日招生開辦，將招收2

體創造有趣的空間，並設計大面積斜屋頂

歲班2班、3至5歲8班，共10個班級，預

與突顯鄰棟清河堂古厝的建築特色，並有

計招收272人。
幼兒園為地下一樓、地上三層建物，占
地約4,500平方公尺。園舍設計採通透性原

半戶外遊戲空間及種植多樣性景觀植栽讓
小朋友體驗，也可與鄰近的清河堂古厝結
合，做為客家鄉土教材資源。

寮、沙坑等國小都新增1班，新設立附設幼
兒園1園1班，每班均招收30位小朋友。

春遊竹縣A好康

最多補助2500元
新竹縣推出春遊專案，4月至6月

新竹縣住宿，拿好康，輕鬆玩！

提供自由行及團體旅遊優惠補助，再

「新竹縣春遊專案」的團體旅遊優

加碼多樣好禮吸引全台旅客來竹縣旅

惠，每團10人以上，行程經關西鎮、

遊，深入體驗客庄文化。

竹東鎮及北埔鄉2天1夜以上，且放假

「新竹縣春遊專案」自由行於週
四~日入住新竹縣旅宿，每人可享優

日不超過1日，可享每人每日獎助500
元，每團最高上限3萬元。

惠一次，每房現折500元，再加碼送六

符合上述條件，且行程包含橫山鄉

福村、小叮噹，或綠世界等熱門遊樂

或峨眉鄉之團體旅遊者，可獲價值200

園、農場，共1,000份價值千元門票。

元以上新竹縣特色伴手禮，限量2,500

助，相關活動辦法、參與業者名單等，

還可同時使用新竹縣「浪漫臺三

份；民眾可逕洽各旅行社報名出團，

可至交通部觀光局春遊自由行活動專

線 暢遊新竹縣」獎勵旅遊方案優惠序

活動辦法、參與活動之旅行社名單、

區查詢或洽諮詢專線03-5186635、

號，享住房補助500元；18歲至40歲

補助等事項，可至新竹縣旅遊網「春

03-5943926、03-6100036、

青年，入住竹東鎮、北埔鄉或關西鎮

遊專案團體旅遊優惠」專區查詢。

0933145746、0937128400，服務時

民宿，可再多1次500元住宿優惠，最

自由行旅客無需事前登錄申請，

多可享2,500元補助！歡迎全台朋友來

逕至參與春遊專案的旅宿業即享有補

新竹縣春遊專案

間：週一至週日9:00-18:00。

▲楊文科縣長(左三)與經緯航太科技、究心科技公益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運用科技防救災害，讓竹縣鄉親更安
心、安全。

速整圖資更安心
新竹縣政府與經緯航太科

現場，進行即時災情蒐集，

合作，推出新竹縣line的新

技、究心科技公益公司簽訂

幫助指揮官儘速掌握狀況，

功能，方便民眾得知災情資

科技防災合作備忘錄。楊文

也可進行事前勘查及資料蒐

訊。

科縣長表示，科技應用於防

集。

經緯航太為國家災害防救

災，方便達到事前預防，若

究心科技公益公司莊國

科技中心合作之對象，曾參

發生災害能迅速綜合掌握資

煜執行長介紹，藉由通訊軟

與協助高雄氣爆、台南及花

訊、評估風險進行決策，讓

體，結合群眾回報災情、網

蓮0206地震空拍作業；究

竹縣鄉親更安心、安全。

路通訊，有效率、秩序的統

心科技公益公司於103年在

經緯航太副總經理張瑞

整災害資訊，提供災前、災

工研院支持下成立，除協助

隆指新竹境內有新城、新竹

後的災情查報。開發「究平

中央及國內外相關災情查報

及湖口等斷層，尖石、五峰

安」手機APP與高解析度衛

分析外，也曾參與竹縣去年

等山區，常因強降雨或颱風

星圖資，能快速評估災害損

921國家防災日，國際公私

造成土石流、崩塌，運用無

失，及提供災害緊急應變決

協作災損勘查演習。

人機可在第一時間進入災害

策參考，未來也將與消防局


● 108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新竹縣代

努尬‧樓樣、青少年男子組田徑跳高

表隊榮獲10金14銀17銅佳績！10項金

林羽銨、公開女子組角力自由式第一

牌分別為：青少年男子組田徑400公

級張佳琪。

尺白瀚、1500公尺羅浩全，青少年男
子組傳統路跑個人賽羅浩全，青少年


● 新竹縣關西國小棒球隊榮獲「2019高

男子柔道第一級簡士楷、青少年女子

雄市第七屆立德盃全國少棒錦標賽」

組柔道第二級張曉萱、青少年女子組

亞軍。

跆拳道對打49公斤級田麗雯、青少年

108年度春遊住宿
優惠活動

抗紅火蟻入侵 防治地圖、講習齊發

科技防災簽備忘錄
新竹 之光

▲「浪漫臺三線 暢遊新竹縣」關西小熊博物館是不可錯過的景點。

▲新竹縣政府辦理紅火蟻防治示範，加強民眾對
紅火蟻的認識與防範。

新竹縣自93年接獲入侵紅火蟻通報案
件首例，到今年1月已接獲1,494件，近
期又頻接獲紅火蟻案件，楊文科縣長極
度重視，指示農業處等相關單位，加強
對紅火蟻的防治、宣導，並製作紅火蟻
防治地圖，提供紅火蟻災害資訊。
新竹縣防治紅火蟻面積已達10,833
公頃，主要發生於湖口、新豐、竹東、
新埔、關西、竹北等毗臨桃園市之鄉鎮
市，從去年開始至今年4月，預計完成
16場紅火蟻防範作業，並請各公所做
紅火蟻相關防治計畫，至少辦理一場講
習，加強民眾對紅火蟻的認識與防範。
楊文科縣長呼籲，民眾若發現疑似
入侵紅火蟻時，請儘速通報新竹縣政府
1999專線，有專人立即做協助處理。

如何辨識和醫療
紅火蟻外觀上不容易辨識，因和一
般家蟻類似，長約2到6公厘，身軀
為紅褐色，腹部顏色較頭部和其他身
軀部位深，目前辦識上，主要依紅火
蟻蟻丘判定，紅火蟻蟻丘高度約10
至30公分，但在台灣的270多種螞蟻
中，沒有隆起10公分以上的蟻丘。
如果遭叮咬，症狀輕微，請先將
患部以肥皂、清水清洗，並做冰敷處
理，接著儘速就醫，有嚴重過敏反

男子組角力自由式第三級高俊凡、青


● 新竹縣自強國中管樂團榮獲全國學生

少年混合組傳統路跑團體賽羅浩全、

音樂比賽冠軍，寫下五連霸亮眼成

叮咬處，以免抓破膿包或皮膚引發細

李安熙、羅伊甸、黃瑋凰、謝聖群、

績。

菌感染，並應在醫生指示下用藥及治

王念庭、范薏菁、簡歆倪、甘詩婷、

應，則應立即就醫。另外，不可抓揉

療。

浪漫台三線

台泥舊廠綠化

9月變身特色公園
浪漫台三線新竹縣景觀案類首發─

計，讓孩子在遊戲中盡情訓練手眼協

竹東鎮台泥舊廠區公園特色綠美化工

調及培養專注力，考量上班族下班後

程開工動土，客委會主委李永得、新

的休閒生活，將增添夜間照明工程，

竹縣長楊文科等人焚香祝禱，祈求工

讓年長者、小孩及年輕人都可利用的

程如期如質於今年9月完工，打造歷

休憩空間。

史產業、客庄文化、綠廊美化與生活

楊文科縣長感謝客委會協助，竹東

元素，再造以客家為主題的多元遊憩

為浪漫台三線上重鎮，今年9月完工

公園，成為竹東新亮點，帶動地方繁

後，可望提升在地民眾生活品質，再

榮。

造舊台泥鐵道記憶走廊與生態綠美化

台泥舊廠區特色公園工程整體經費

▲尖石那羅部落金盞花開，歡迎遊客上山旅遊，瞭解那羅香草產業。

那羅部落 金盞花盛開
來場香草盛宴吧
尖石那羅部落自民國95年種植香
草，迄今面積達13公頃，有迷迭香、

之人文景點。

4,971萬，客委會補助4,175.64萬，新

薰衣草、薄荷、洋甘菊、甜菊等數十

竹縣政府自籌795.36萬元，規劃以文

種，為那羅贏得黃金香草部落美稱。

血、涼血、止血，花有豐富的礦物質
磷和維生素C，和豐富的葉黃素。
金盞花在每年4、5月盛產，加上桂
竹筍亦是那羅部落特產，那羅灣休閒

化、藝術、花廊、地景、運動、休閒

其中，那羅灣休閒農業區種植金

農業區遊客服務中心舉辦金盞花系列

與廣場七大主題，工程內容包含建置

盞花約3公頃，每年3月至5月盛產，

活動，展示金盞花精油及純露等香草

藝術花廊、地景藝術、鋪面及排水工

遍地金黃，金盞花價值高，在古代西

產業，和有機休閒農產梯田野宴、金

程、遊具工程、景觀及植栽等。

方作為藥用或染料，也可以作為化妝

盞花特餐等，5月11日為最後梯次，

▲竹東鎮台泥舊廠區公園預定今年9月完工，是一

品或食用，葉和花瓣可以食用，金盞

報名專線0937142757徐榮偉總幹事。

座以客家為主題的多元遊憩公園。(示意圖)

花有消炎、抗菌作用，根則利行氣活

公園採低衝擊開發，有雨水回收再
利用系統，兒童遊憩設施採共融式設

親子野餐
好好玩
托育服務
再進化

「兒童玩樂趣 親子野餐活動」
，
在竹北

得不亦樂乎。

婦幼館旁的國際環境教育園區舉行，今

陳見賢副縣長表示，新竹縣平均每月

年結合兒童節慶，安排親子野餐及闖關

有5百多名新生兒，縣府重視育兒津貼，

活動，吸引近90組親子、2百餘人共襄盛

也不斷提升幼教品質，自102年度起，申

舉，熱鬧非凡。

請公益彩券回饋金建置托育資源中心，

副縣長陳見賢與社會處長李國祿到場

提供托育服務、幼兒照顧諮詢，辦理嬰

同樂，活動以驚豔的魔術秀開場，魔術

幼兒活動、親子活動、親職教育與教玩

師巧手變幻，帶來全場驚嘆聲，現場設

具借閱用服務，設親子遊戲室，每日開

置6處闖關攤位，爸爸媽媽帶著孩子們一

放2時段讓家長帶幼兒入內遊戲，讓有

起腦力激盪，持續完成闖關並兌換兒童

育兒需求之家庭獲得喘息，共享托育資 ▲「兒童玩樂趣 親子野餐活動」，安排親子野餐
源，歡迎縣民多利用。
及闖關活動，小朋友們都玩得不亦樂乎。

節禮品，會場充滿歡笑，小朋友們都玩

人物 介紹

卓永財
回饋母校
捐圖書館、
種回百年樟樹

今年植樹節在六家國小有著感人

軍伕，臨行前交代家人務必讓弟妹讀

故事，在學校弦樂團演奏優美樂曲

書，但戰爭殘酷，卓永統一去未返，

中，大夥為移植老樟樹祈福，祝老

這個透過教育翻轉人生的信念，深植

樹健康茁壯，許多銀髮校友參與，

卓永財心中，也將這一份愛轉給學弟

因為，種植的不單是一棵老樹，也

妹。

種回百年校園的一段記憶和對學校
的愛。

楊文科縣長讚嘆卓董事長是個令
人敬佩的企業家，捐建「卓永統紀念

植樹發起人卓永財曾經歷艱苦環

圖書館」嘉惠母校學子，打造良好的

境，如今是躋身尖端AI人工智慧機器

閱讀和學習環境，還協助學校推動外

人企業家，他是竹北農家子弟，先前

師教育，給孩子優質英語環境，計畫

回母校時，聽到校內有棵老樟樹枯

把教育與科技結合，建置「STEAM

萎，特別從老樹媽媽獅潭樹園中，找

未來教室」，要成為台灣小學教育典

到一棵與原來相仿、樹齡正好和六家

範。

國小創校時間差不多的百歲老樟樹，
在植樹節種植。

六家國小校長何明星說，校內原有
一棵百年老樟樹，日治時期畢業生曾

卓永財不忘本，先前也捐款一億六千

用兩輪式拖板車，花一整天從新埔山

餘萬元在六家國小建「卓永統紀念圖

區拉到學校移植，可惜老樹在多年前

書館」，紀念他大哥卓永統，他大哥

枯萎倒下，校友們回母校參觀時常提

因家庭環境艱困，當長工為人放牛，

及，如今將老樟樹種回來，讓校友對

常累趴在牛上睡著，二戰時被徵兵當

學校和學弟妹的愛傳遞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