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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花現新竹之美
蟄伏一冬後，大地萬紫嫣紅，以絢麗顏色展現活力，歡迎並鼓勵民眾
到頭前溪北岸的興隆路河堤欣賞杜鵑花，到竹東河濱運動公園參加春櫻
花海節，走出戶外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與活力，也舉辦植樹活動種下蘭嶼
羅漢松和桂花，期待來年綠樹成蔭，桂花飄香。
縣府團隊推動綠美化、節能減碳始終不遺餘力，與梧桐環境整合基金
會長期致力環境行動，建置全國首座食物森林，獲選聯合國環境署「全
球環境方案平台」城市綠化示範案例，也連續多年獲環保署輔導及推派
轄內企業和社區民間團體認養空氣品質淨化區特優。

新竹縣水環境改善

三案獲近2億投入

臺大新竹生醫分院上樑 109年營運
智慧城市展 竹縣秀5大產業主軸
頭前溪河濱生態公園 徜徉櫻花海

4

在追求生活便利，大量開發及發展電子與3C產品下，伴隨而來的是廢
棄物暴增、資源枯竭、空氣汙染、動物棲地與生活環境遭受威脅，縣府
積極推動機關、學校執行綠色採購，一點一滴從生活中致力節能減碳。
親近自然、愛護自然，是一連串賞花活動初衷，也預告客家桐花祭秉
持追求人與自然永續存在和諧共生的旨趣，「花現新竹」亮麗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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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 2018

新竹縣水環境改善

前瞻基礎建設新竹海岸線水環境整體改善，坡頭漁港是重
點。

新豐紅樹林有豐富的濕地生態，提供觀光和生態
教育展示。

頭前溪水環境改善將辦理竹東中興河道污
水截流。

三案獲前瞻近2億投入
新竹縣政府積極爭取中央前

地方配合款1,545萬5千元，投入改

岸漁村漁港轉型和觀光旅遊將是熱

瞻基礎建設，獲經濟部水利署

善縣道120線、竹60-1線和縣道122

點，邱縣長爭取串連紅毛港、紅樹林

核定頭前溪整體水岸環境營造、

線、117線等道路拓寬改善，都將在

遊憩區及池和宮等人文聚落與濱海地

鹽港溪上游生活圈水環境景觀和

預算通過後發包，預計今年底前完

區景點，打造新豐濱海金三角觀光新

新竹海岸線（坡頭漁港）水環境整

工，對尖石、五峰、湖口等地觀光、

景點，可望促進漁業發展並活絡商

農產運銷和交通幫助大。

機，帶動周邊產業繁榮地方；今年初

體改善等3案，總經費約2億元，縣長
邱鏡淳指示組成專案小組執行推動。

邱縣長指出，3項水環境前瞻基礎

縣府爭取提升道路品質建設計畫，

建設改善工程中，新竹海岸線（坡頭

第2波獲中央款補助7,040萬5千元，

漁港）水環境整體改善計畫，將辦理

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的頭前溪，將

坡頭漁港港區及周邊保安林綠美化、

辦理頭前溪左岸高鐵橋（隆恩堰）下

溼地生態環境教育展示設施。

游河段改善、竹東中興河道污水截

疏濬，即將發包並辦理說明會。

未來以坡頭漁港結合近海遊憩設

流、牛埔溪水月意象整體景觀、鳳山

施、休閒港口、濱海步道系統、海岸

溪水月意象景觀橋新建、竹北新月沙

公園、環境教育展示館、濕地生態導

灘整體景觀環境改善等水環境計畫。

覽、教育解說設施、觀光漁市、傳統

寶山鄉的鹽港溪上游生活圈水環境

漁業設施、休閒漁業等，打造近海生

景觀改善計畫，辦理規劃寶山鄉新城

態的藍色遊憩和教育場域。

聚落水岸環境景觀改善、鹽港溪水質

西濱公路預計明年全線貫通，西海
新豐有珍貴的朴樹林群可結合坡頭漁港發展觀光。

農委會也核定650萬元辦理港區淤砂

環境改善工程等。

健康˙城市

臺大新竹生醫分院上樑 109年營運
臺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3月舉行上樑

臺大生醫分院將設置一般病床500床

典禮，楊文科副縣長偕立法委員林為洲、

（內含研究病床200床）及特殊病床228

醫學院張上淳院長及臺大醫院何弘能院

床，第一期先開設380床，包括急性一般

長、前縣長林光華等人參與。

病床250床，特殊病床130床，並將優先提

楊副縣長致詞時指出，臺大生醫分院擁
有便捷的交通和鄰近竹科園區優勢，將發

供生醫園區臨床轉譯研究使用，其餘348
床預定於第一期啟用後5年內開設完成。

展優質健檢中心及國際級特色，並與IT產

第一期工程興建地下2層及地上8層醫療

業合作打造智慧型醫院，建立遠距照護和

大樓，以提供臨床醫療用途為主，目前土

健康雲端產業，及開發健康照護所需的IT

木建築結構已全部完成，後續將進行室內

軟硬體，與生醫園區內的生技醫藥公司建

裝修，預計明年8月完工，109年1月正式

立新藥及醫材研發合作管道，將是國內生

營運。

臺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上樑典禮，楊文科副縣長（後排右5）等人
祈求工程順利。

醫園區中最具備轉譯醫學優勢的園區。

江隆芳老師創作的原住民紋面常設畫

之美感，將紋面長者畫的栩栩如生，期

展，在原住民牧師頂定．巴燕祈福儀式

望觀賞者可以重新認識體會到原住民文

及五峰清泉藝術之森藝術家、泰雅族舞

化，帶給人們有信心、陽光、正向能量

蹈表演開場下，在縣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的原民文化風格。

前中廊熱鬧展開。

邱鏡淳縣長重視原鄉發展，開幕時指

江隆芳老師從小對原住民文化很有興

出，希望五峰鄉及尖石鄉除道路、橋梁

趣，有感於紋面文化的消失及文化傳承

交通建設外，文化、產業、觀光各面向

的使命感，原民文化藝術成為其創作的

的發展都提升，讓各部落發展有其獨特

靈感來源；留學回台後，將傳統的東

的文化、農業、觀光等主題特色。

竹北水資源回收中心
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懷念sin inu bksan

江隆芳老師原住民紋面油畫展，在縣府原住民族行政處前中廊熱鬧展開。
▼

江隆芳老師
原住民紋面
油畫展

小朋友到水資源回收中心認識環境教育。
竹北市水資源回收中心，歷經書面審查、現場勘查等程

序，獲得行政院環保署環教育認證審查小組會議審查通
過，成為新竹縣第一處污水處理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
竹北市水資源回收中心提供污水處理後做為澆花、沖洗

再利用，也做教育學習場所，包括展示大廳、環境教育教

方畫作風格與西方創新的觀點融合，以

現場展示竹藝文化色彩和原民風格之

「純色」和「筆勢」來表現返璞歸真之

手作藝術創作作品，推廣原住民多元的

意境，長年踏查蒐集泰雅族紋面長者照

文化產業特色，也歡迎大家到原鄉地區

收水再利用，進一步影響學員對生活習慣的改變，了解珍

片等素材，以油畫方式富有層次及力道

觀光、漫遊體驗原民風情。

惜水資源的重要性。

室及污水處理設施等，利用中心內閒置空間設置環境教
室，讓學員認識污水怎麼來？下水道系統如何運作？及回

機關團體及民眾參訪，可向工務處下水道科及竹北市水
資源回收中心，提出環境教育課程之申請，洽詢5518101
分機2633下水道科孫小姐，或竹北市水資源回收中心
5566308 分機225林小姐。

新竹之光
106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組北區決賽，新
竹縣榮獲10項特優，包括：自強國中管樂合奏國中
美國衛斯蒙市市長Ronald J. Gunter（右3）偕團隊訪
新竹縣，進行城市產業和友誼交流。

雙城會！

澳洲伊普斯威奇市市長安德魯‧安東尼奧利（後排
右3）偕團隊拜訪新竹縣，雙方將更密切合作，持
續深化交流。

竹縣與美國衛斯蒙市產經交流

美國衛斯蒙市市長Ronald J. Gunter偕團
隊，在芝加哥台美商會副會長兼衛斯蒙市姐

在團體A組獲特優第一，竹愛國中打擊樂合奏獲第
一，關西國中直笛合奏、東興國小弦樂合奏國小團
體A組、光明國小弦樂合奏國小團體B組都獲特優
第一名。

況，與竹縣各產業界切磋交流，希望有更多

尖石國中學生張詩婷、羅帥榮獲107年上半年度菁

的合作交流機會。

英排名賽第一名，將代表國家參加2018亞洲青少
年柔道錦標賽。

妹市委員會主席楊于萱陪同下來訪，就文

澳洲伊普斯威奇市安德魯‧安東尼奧利市

化、教育、經貿、生物醫學科技等，廣泛交

長偕團隊，也蒞臨新竹縣，參訪北埔、峨眉

換意見，進行城市友誼交流。

和竹北生醫園區、新竹縣議會、警察局、工

新 湖國小榮獲第15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國小

新竹縣政府與美國衛斯蒙市去年8月15日，

研院、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科管局等，

組競速團體總冠軍。

以創新越洋視訊方式，簽訂姐妹市盟約及教

感受客家人文風情和新竹縣在推動生醫、科

育備忘錄，今年Gunter市長和團隊拜會竹

技等方面的努力與用心，雙方將更密切合

警 察 局 榮 獲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檢 察 署 「 安 居 緝 毒 專

縣，深入了解新竹縣風土人情與文化面貌，

作，持續深化交流的層面。

案」，團體組丙組第一名。

並透過產經交流會，分享衛斯蒙市的產業現

藍海竹縣

智慧城市展

竹縣秀5大產業主軸

手搖發電站牌 偏鄉等車更方便 雲端導購平台 推廣「原」味
新竹縣打造智慧城市成績斐然，2016年獲得

數位科技運用上，新竹縣手搖發電智慧站牌，

I CF（國際智慧城市論壇）國際智慧城市前7名

克服偏鄉電力供給與網路通訊艱困的問題，雲端

（TOP 7），今年受邀參加在南港展覽館舉行的

行銷導購平台，讓原鄉農特產、手工藝品、文

智慧城市展，邀各界體驗優質便捷的智慧生活。

化生態及遊程等，可藉由網路、4G寬頻行動科

新竹縣展出智慧教育、手搖發電智慧站牌、雲

技、雲端技術，無遠弗屆進行行銷、傳播、和文

端行銷導購平台APP等。在智慧教育上，除了教

史保存。

學資訊設備，也提供AI人工智慧創新應用、Big

新竹縣也展出產業發展五大主軸：綠能光電、

Data大數據分析、Cloud Service米立雲服務、校

生技醫療、文化創意、觀光旅遊、精緻農業，隨

園智慧網路升級、全面智慧學習教室、AR/VR動

著科技的進步與時俱進，締造智慧數位生活的成

漫學習角等。

果。
▲

新竹縣參加智慧城市展，展示數位科技運用。

尖石秀巒大橋重建
整河道促觀光

「讓部落族人回家的路將更安全舒適！」尖石
秀巒大橋道路改善工程動土，總經費1億3千多萬
元，預定今年底前竣工。
新竹縣竹60線31K+000~31K+300(秀巒大橋)路
段是通往泰岡、鎮西堡、新光、養老及司馬庫斯
部落的主要通路，102年7月受蘇力颱風影響，導
致兩側護欄及多處結構損害，考量安全，縣府積
極爭取改善，並結合河域生態和河川治理。
美，減少視覺景觀衝擊，邱鏡淳縣長表示，秀巒
大橋重建，並增設沿岸防洪牆，讓自然河道回歸

▲

橋梁設計採用「單跨不落墩鋼桁架」，造型優

▲ 內灣派出所是全縣最古
老的派出所，建築老舊，將
遷建新派出所，提升行政效
率及服務品質。

原始樣貌，相信工程完成後，交通會更便利，同
秀巒大橋改善工程動土儀式。

時能促進地區觀光，豐富區域產業。

80歲內灣派出所
新家開工囉

五峰清泉一號橋
強化工程開工
座落於五峰鄉清泉部落上

年3月27日公告封橋；藝術

坪溪上最長的一號吊橋，

家康木祥將評估運用拆解的

整建工程動土，將以200日

鋼索再創作的可行性。

曆天辦理吊橋主索、抗風主

清泉一號橋周邊有清泉溫

索、抗風支索、橋面板、橋

泉、張學良故居、三毛夢屋

墩等進行改善。

等景點，邱縣長在五峰投入

邱鏡淳縣長說，清泉一號

三億元經費改善，邀國際知

吊橋提供上坪溪兩岸居民的

名藝術家林舜龍完成森之蛹

通行、產業輸送，更代表了

地景藝術，正籌劃康木祥鋼

當地文化的交流及生存命

雕作品，盼吊橋重生也再現

脈，但因年久失修，於103

清泉之美。

已有80年歷史的內灣派出所，因建築老舊，新竹縣
政府、警察局和橫山鄉公所等單位辦理遷建，新址利
用鄉內的公有停車場土地；警察局長張榮興期望員警
未來在好的硬體設備下，為民服務品質更完善。
邱鏡淳縣長和地方各界主持動土典禮，指內灣派出
所是全縣最古老的派出所，曾聽員警提起，有時戶
外及天花板會有蛇出沒，嚴重影響員警值勤情緒與安
全，縣府全力支持總工程預算2,600萬元，遷建後，
可大大提升前、後山的治安狀況。
清泉一號吊橋提供居民的通行、產
業輸送，盼吊橋重生再現清泉之
美。

新派出所將規劃辦公室、交誼廳、民眾洽公空間、
員警備勤室、無障礙廁所等，盼強化員警出勤機動
性，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民眾有更寬敞、舒適
的洽公環境。

竹東生命禮儀館 訂年底完工

完工後的竹東生命禮儀館將整合現有相關設施，提供完善的生
命歷程場所。

在中央、縣府與竹東鎮公

楊副縣長表示，工程主體地

生命禮儀館將整合現有第四

所、代表會等單位支持下，於

上3層、地下2層，目前工程

公墓納骨堂、火化場、土葬區

竹東鎮第四公墓興建竹縣首座

進度快，品質好，殯儀設施將

等設施，形成一元化生命紀念

公立生命禮儀館，由楊文科副

「以人為本」，很感謝各單

服務機能的示範性生命紀念園

縣長上香祈福，竹東鎮徐兆璋

位的配合，共同完成這項功德

區，將設置9間禮廳、靈堂、

鎮長將88公分象徵樑柱的鋼筋

無量的工程；徐鎮長表示，未

悲傷輔導室、宗教祭拜堂等設

鐵條，交給營造公司團隊而完

來禮儀館將針對生活困頓的民

施，盼未來營運使用，能提供

成上樑典禮儀式，工程預定今

眾，訂定優惠措施，尊重每一

一個完善的人生最後旅程謝幕

年底完工。

個走完人生的生命個體。

場所。

鄉鎮大小事

頭前溪河濱生態公園
徜徉櫻花海
3月中竹東春櫻綻放，縣府和竹東鎮公所
邀民眾走入頭前溪河濱生態公園，觀賞大自

幅新色設計花布垂掛於天幕，在不同光影下
拍照，有截然不同效果。

然地景與粉紅花海的大地裝置藝術，跟著花
開，來趟竹東春日小旅行。

園區內吉野櫻區設置3座大型設計的櫻花
造型椅，童趣繽紛的裝置妝點河濱公園為賞

竹東鎮公所以櫻花設計極富春天氣息的印

花樂園，粉紅花海中撞色沙發，是融合自然

花花布，應用在多項文創品及設計佈置上，

地景與設計家具的創意呈現，以對比色呈現

入口處粉紅布幔廊道，座落在古禮婚姻廣場

花海繽紛耀眼，讓民眾徜徉花海，體驗入座

旁草坡上大地講堂，以竹棚的形式建構，巨

櫻花城的浪漫奇妙。

圖書館

二重國中

動漫博物館
劉興欽

劉興欽動漫教育博物館揭牌啟用，提供漫畫互動、親子
漫畫閱讀等內容，打造國內漫畫家夢想平台。

竹東二重國中圖書館整建完工，經班級票選命名「書東
坡」，學生開心閱讀慶落成。

「書東坡」傳授知識

AR互動聽講古
「劉興欽動漫教育博物館」3月揭
牌啟用，提供漫畫互動、親子漫畫閱

各式發明創作，具教育意義及文化傳
承價值。

春櫻綻放，縣府和竹東鎮公所邀民眾走入頭前溪河
濱生態公園，跟著花開，來趟春日小旅行。

竹東鎮二重國中獲縣府、議會、社
會資源等共200多萬經費補助整建圖

認為，學生多到圖書館看書，減少使
用3C的時間，享受閱讀樂趣。

讀、時空走廊、漫畫創作、穿越時空

ICF國際智慧城市論壇主席兼創辦

書館，經票選，由北宋大文豪蘇東坡

二重國中圖書館在縣府和多位議員

及人人是漫畫家等六區，邱鏡淳縣長

人John G.Jung參與揭幕，他表示，

的諧音「書東坡」勝出，成為新圖書

協助經費下整建，增添設備，闢設討

期許能推動地方繁榮發展、引燃提升

看到很多人為共同的藝術文化再生與

館的名字，學生戴東坡帽，以蘇東坡

論及展演間，並改善環境，新購藏書

竹縣觀光能見亮點。

延續努力，不只是為了這一代，更是

的詩詞、軼事說相聲方式開幕。

逾20萬元。校長陳美君期勉孩子們

博物館設有AR互動區，透過觸碰

薪火相傳延續給一代。

邱鏡淳縣長表示，他上任以來新建

能和蘇東坡一樣博學，不斷自我精

呈現喻為台版清明上河圖的喬遷圖，

博物館未來將規劃多位漫畫家作品

7所學校，堅持教育經費佔每年新竹

進、樂觀向上 ，有朝一日也能回饋

還有透過光影定位，在地板上與民眾

展演，期待成為國內漫畫家的夢想平

縣總預算四成以上，希望學生多閱

社會，造福學弟妹。

互動追逐的漫畫人物，適合親子同

台，並逐步打造內灣漫畫藝術村的文

謮，展開知識的翅膀；副議長陳見賢

歡，也收錄劉興欽老師的珍貴手稿及

化氣息。

關西分駐所 周末訪古蹟逛老街

關西分駐所所長宿舍，造型典雅，具有濃厚的日式風情。

關西分駐所為新竹縣內唯一警

邱鏡淳縣長感謝客委會等中央

察衙署的縣定古蹟，造型典雅，

部會補助，關西分駐所於106年

首場特展，展出家戶珍藏的老

其後方的所長宿舍具有濃厚的日

修復工程完工，今年進行試營

照片和故事，讓封存許久的記

式風情，為讓民眾一睹丰采，每

運，也邀關西在地鄉親、社區參

憶，重現一張張讓人尋味的容

周六周日上午9時至12時及下午

與，藉保存部分建築物作為公共

顏，並舉辦奉茶活動和古蹟音樂

1時30分至5時開放參觀，平日

教育推廣，並適度提供社區發

會等，讓民眾深度探索地方歷史

接受團體預約開放，電話：03-

展、地區藝文展演使用，期盼增

和人文，感受台三線客庄文化特

6682248。

益地方文化資產的保存價值，活

色。

絡關西老街區的生命力。

議會大小事

戰，提升團隊的整體戰力。
前瞻計畫和打造浪漫台三線，橫山、尖石
等地是重點，內灣線和內灣商圈與觀光發展
需要加強，目前逢假日，當地交通和停車都

經各界和縣府團隊爭取，中央前瞻建設挹

羅吉祥

張志弘

爭取優秀人才，強化人力因應，以迎接新挑

議 員

議 員

前瞻計畫案新竹縣獲核定22件，建議縣府

注竹東近10億元，高鐵橋下聯絡道第二、三
期工程，公道五延伸工程、客家音樂村、台
泥舊區公園特色綠美化、中興河道水岸生活
空間再造工程等，竹東鎮即將升格為市，在
相關建設上盼中央與地方加強聯繫，加快建
設腳步。

出現問題，建議縣府加強大眾運輸功能，規

橫山區

畫並整頓停車空間，也希望能盡速發包評估

城市基礎的竹東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水下

台68線從竹東端沿油羅溪經橫山內灣到尖石

水道系統、雨水下水道系統等民生設備也

沙坪段，早日解除塞車窘況。

盼早日完成，再造竹東成為北台灣閃耀的珍

竹東區

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