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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讓世界看見 新竹好聲音
嘉興國小義興分校合唱團在奧地利維也那第31屆舒伯特合唱競賽暨
第4屆維也納SING NJOY交流活動中，拿下金質獎和大會唯一的特別獎，
返抵桃園中正機場在國家大門獻唱，接著應邀在第29屆金曲獎頒獎典
禮中演唱，天籟美音獲得國內外讚賞。
縣府一直重視偏鄉教育，鏡淳上任後在偏鄉發展特色教育，五峰桃
山國小合唱團發行「霞喀羅精靈的秘密語」專輯，曾獲邀到總統府前擔
任國歌領唱，尖石馬里光部落兒童合唱團、新竹泰雅學堂合唱團也曾在
世界大賽中奪金，其他如柔道、跆拳、射箭等，成績優異並培育出優秀

暑假150個夏令營
快樂又充實

台三線亮點 南埔社區雙喜臨門
3古蹟整建活化 獲380萬補助
六角國際相挺 盼橫山國中赴美射佳績

7

的選手。
這次嘉興國小義興分校合唱團，在學校和團員努力不懈，新竹科學
園區同業公會、長榮集團等支持資助，團員以嘹亮歌聲和自信的肢體舞
動，讓新竹好聲音登上國際舞台：新竹發聲，讓世界看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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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150個夏令營
快 樂 又 充 實 律師、獸醫、消防體驗營熱門 「竹縣風情-六福同行」深度旅遊
三對三籃球賽，吸引青少年組隊競技。
放暑假囉！
新竹縣政府推出

竹東火車站提

建立正確與動物(寵物)的互動關

供免費交通接駁，

係，了解動物疫苗施打流程及防

暢遊六福村；也規畫二

疫的重要性。

日遊新埔金漢柿餅教育農

允文允武的暑期夏令

「消防隊的一天」在竹東鎮與

營，有傳統文藝琴、棋、

竹北市兩處，各舉辦一梯次，讓

書、畫，增強體能的田徑及

幼兒認識消防車、消防工具以及

縣府關懷青少年，暑假期間加

各項球類；今年首次推出「小

消防員的一日工作，了解基本的

強防範毒品、詐欺、兒少性剝削

小律師一日體驗營」，新增「消

自救方法，明白基本的防火、救

及組織犯罪妨害青少年成長環

火常識，增強防火意識。

境。副縣長楊文科特別率警察局

防隊的一天」及教導孩童如何照
顧毛小孩的「小小獸醫營」等，

園、金谷農場延伸至關西老街
等行程。

交通部觀光局及縣府規畫深度

長張榮興等人，視察縣內網咖，

旅遊，推出「竹縣風情-六福同

勸導青少年朋友深夜不在外逗

「報名訊息一出，幾乎秒

行」，結合關西茶葉、仙草、番

留，並提醒不要到危險水域戲

殺！」環保夏令營、校園小記者

茄和湖口、新埔、關西、橫山景

水，過個健康快樂的暑假。

夏令營、三對三籃球賽…，150

點特色遊程，每周六、日在湖口和

讓學子們有個快樂充實的暑假。
小小獸醫營體驗照顧動物，學習尊重生命。

及如何照護自己心愛的毛小孩，

多個營隊大都報名秒殺，新增的
小小律師、獸醫、消防體驗營隊
更是熱門。
「小小律師一日體驗營」帶著
學子到新竹地方法院參觀法庭，
體驗各司法人員的角色扮演，學
習基本法律常識，將法律相關內
容深植心中，建立正確的法治觀
念。
環保夏令營近距離觀察生態。

「小小獸醫營」教導孩子以尊
重生命為出發點，認識寵物行為

菸害防制夏令營讓小朋友變身小記者，拒菸反毒。

健康˙城市

台三線亮點

南埔社區雙喜臨門

北埔鄉南埔社區報雙喜，勇奪第一屆全

生活空間，留給後代子孫健康無毒的綠色

國金牌農村，再獲第6屆國家環境教育獎社

家園。他感謝縣府團隊協助農村再生、食

區組特優獎，邱鏡淳縣長頒表揚狀恭賀南

農教育、產業升級及環境教育。南埔社區

埔社區雙喜臨門，是浪漫台三線的亮點，

在民國100年以全國第一個農村再生範本

社區學習的典範！

奠基，今年第一屆全國金牌農村競賽，在

南埔村長莊明增說明水圳為南埔地區的

22 處農村社區決賽中，獲得全國「金牌農

農業命脈和特色，在打造「黃金水鄉」的

村」殊榮，參加環保署「第6屆國家環境教

願景下，居民努力營造生物多樣性及友善

育獎」，一路過關斬將，獲社區組特優的

耕作、生態平衡的目標，打造宜居的友善

最高殊榮和獎金100萬元。

北埔鄉南埔社區運用水圳特色，接連獲全國金牌農村、第6屆國
家環境教育獎社區組特優獎。

新豐淨灘 維護海洋環境

新豐紅毛港舉辦淨灘活動，維護海洋環境。

新竹縣政府結合社區民眾、

「新竹縣海洋環保艦隊」，成

眾垃圾不落地，污染不入海，

水環境巡守隊、NGO團體、企

員出海捕撈，在海上發現垃

並送上水果醋，讓工作人員

業團體、學校、水利署第二河

圾，都一併打撈帶回岸上分類

「呷涼」。新豐鄉長徐茂淦、

川局等單位，在新豐鄉坡頭漁

回收，也邀專業潛水員做海底

新豐鄉代表會主席許秋澤、

港、紅毛港舉辦淨灘，盼垃圾

和漂流垃圾的清運及調查，減

議長張鎮榮服務處主任許秋榮

不落海，維護海洋好環境。

少海洋污染。

等，都到場關心河川和海洋環

在坡頭漁港辦理的無塑海洋

新豐紅毛港淨灘活動，縣長

淨港活動，蔡榮光秘書長感謝

邱鏡淳慰問志工辛勞，提醒民

保問題。

提昇醫療水平

70歲以上免費健檢
今年健檢項目，提供包括

宮頸抹片檢查、定量免疫法

年滿70歲以上長輩免費健

胸部X光、KUB腹部骨盆腔

糞便潛血檢查（IC85）及

康檢查，運用公益彩券盈餘

X光檢查、心電圖、A.F.P肝

量腰圍等，為長輩守護健

分配基金興辦，每年吸引上

癌篩檢、甲狀腺刺激素免疫

康。

萬長輩參與，縣府安排專

分析、攝護腺特異抗原、子

邱鏡淳縣長上任後，開辦

車，到榮總新竹分院、台大
竹東分院、東元、新仁、大
安、仁慈、竹信及林醫院等
8家醫院，由醫護人員做專
業健檢。

免費健檢照顧長輩健康。

重視教育均衡發展，除了藝術教育，未來二重國中也將推動雙語教育，
與國際接軌。

二重國中雙語教學
讓教育接軌國際
邱鏡淳縣長重視雙語教育的
推動，也重視全縣教育資源均

接軌的世界觀，有必要推展雙
語教學，提昇學生外語能力。

邱縣長任內積極提昇新竹

衡，繼六家高中辦理雙語學校

邱縣長邀請教育部國教署長

縣整體醫療水平，整合縣內

後，在溪南選定二重國中將開

邱乾國前往二重國中了解辦學

醫療資源，爭取中央補助急

辦雙語教學，嘉惠地方學子，

現況及未來規劃，並允諾一同

重症特殊照護計劃，並促請

讓教育和國際接軌。

前往關心的羅吉祥議員之請

加速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的進

邱縣長認為，新竹縣擁有新

託，爭取補助支持於二重國中

度，推動健康城市，成功加

竹科學園區、工業技術研究

建置成雙語實驗學校；校方表

入WHO西太平健康城市聯

院、新竹工業區、台元科技園

示，二重國中鄰近工研院與科

盟（AFHC），並辦理及推

區、五華工業區等科技園區，

學園區，家長重視國際趨勢，

動高齡友善城市計劃等，打

優勢的科技產業聚落帶動產業

對學校辦理雙語教學有著熱切

造樂齡宜居環境。

發展與人口就業，面對下世代

期許，也樂觀其成。

的國際競爭，有效培養與國際

新 竹之光
行政院環保署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縣市執行

竹北博愛國中和興隆國小深耕閱讀有成，獲教

106年度全國終身學習全國楷模27人，其中，

績效評比，新竹縣連續七年獲得特優殊榮。

育部閱讀磐石獎，中正國中李慧雯老師以「悅

新竹縣官翠霞苦學後投入通譯，許鳳蘭推廣太

讀、閱讀、越讀」方案，獲得教育部閱讀推手

極拳26年，王翎鳳努力融入本地生活，3位新

殊榮。

住民獲獎。

甲組現代舞全國第一名、最佳編舞獎；博愛國

芎林國中應屆畢業生趙子心不畏逆境所困，樂

新竹縣警察局竹東分局小隊長劉家琦榮獲全國

中獲個人組古典舞全國第一名、最佳編舞獎、

觀正向，積極奮發，在田徑賽中屢創佳績，榮

模範警察，警員曾振嘉與侯凱鉅獲選全國績優

最佳舞技獎；上館國小團體甲組古典舞、成功

獲今年總統教育獎，赴總統府接受總統蔡英文

警勤區、警務員黃家興獲評刑事鑑識楷模獎。

國中團體乙組民俗舞，都獲全國第一名。

表揚。

1 06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新竹縣榮獲4金
1銀2銅好成績，4金分別為：光明國小獲團體

藍海竹縣

3古蹟整建活化

曉江亭已有91年歷史，早
期提供路人歇息的茶亭，也
曾是輕便車站，建築形式具
西洋風格，結合本土工藝、
泥塑，表現民間藝術品味；

獲380萬補助

峨眉天主堂建於民國52年，
除建築具有宗教特色，整體
也呈現客家聚落與在地生活
之關係，為大隘地區少數保

新竹縣政府積極爭取古蹟

竹東曉江亭。

存良好的天主教堂。

找回竹東印象

維護，縣定古蹟竹東曉江

關西羅屋書房有107年歷

亭、歷史建築峨眉天主堂獲

史，早期供家族私塾，目前

文化部核定補助修復及再利

由返鄉創業青年羅仕龍結合

用計畫近200萬元，關西豫

老宅推廣輕旅行、客家食

章堂羅屋書房獲180萬元，

堂、客家菜包DIY多樣化及

邱鏡淳縣長表示，未來將廣

網路行銷，讓老屋持續活

納當地居民意見，進行文化

化，吸引國際及國內深度旅

資產硬體及軟體計畫執行，

行的觀光客參訪。

峨眉天主堂。

加以活化。

關西羅屋書房。

憶，打造傳統產業新形象，客家委員會
和竹東鎮公所創新發想，把「樹杞葉」
融入產品設計中，推出「莫忘樹杞林」
系列商品，象徵竹東鎮樹─樹杞新的生
命力。
穿出竹東特色！攤商穿著「三元樹圍

新竹縣政府爭取教育部補助竹

構老化已達報廢期限，縣府爭取

湖口信勢國小建校60年，校內

東國中三期校舍改建，邱鏡淳出

改建，改建工程預定於108年6月

第二棟教學大樓已30多年，縣府

席主持動土儀式，希望新穎的教

底完工，完工後將有一棟行政大

也爭取拆除重建，由邱鏡淳縣長

學環境提升學習成效，讓老師用

樓，有行政辦公室、圖書館、普

主持動土儀式，未來重建將有普

心、家長放心、學生專心！

通教室、地下停車場和一棟專科

通教室26間、廁所8間、樓梯12

大樓，提供師生更好的教學和學

座、地下室7間。

竹東國中於民國35年創校，部
份校舍使用已逾50年，建築物結

促台日觀光

林之稱，為喚起在地居民對家鄉的記

客
▼家委員會和竹東鎮公所創新發想，把樹杞葉融入攤商圍裙，穿出竹東特色。

樹杞葉穿上身

竹東鎮因早期樹杞繁茂成林，有樹杞

竹東國中、信勢國小 老校舍重建
習環境。

合興&幸福
集章換限定商品

裙」，融合樹杞葉圖騰及竹東米之故鄉
意象設計，採用經過認證的PONGEE

新竹縣合興愛情車站與日本北海道帶廣市幸福車

防水布料製作，質地柔軟、觸感舒適也

站締盟年餘，在雙方努力下，完成中日版共同摺頁

實用、耐髒、容易清洗，綠意盎然的構

與兩站戳章，邱鏡淳縣長率團隊赴日本札幌，與十

圖，打造富有朝氣生機的竹東印象。

勝日台親善協會副會長中村浩和共同宣告雙站集章
贈送禮物活動正式開始。

因應政府減塑政策，也為傳統客家市

邱鏡淳縣長(右)與十勝日台親善協會副會長中村浩和(左)
攜手推廣合興愛情、北海道幸福車站。

到日本追求幸福」邱縣長表示，合興愛情車站與日

集設計「我行我樹帆布袋」，將樹杞葉

凡集滿兩站戳章，即可兌換限定紀念商品，合興

本幸福車站，因「愛情、幸福」的淵源，前年10月

與原色系棉布做結合，完成文青感十足

車站是削鉛筆小屋，日本幸福車站則是馬克杯，

簽署締結盟約，促進台日觀光與產業向上提昇；中

的帆布袋，空間容量大，輕鬆好搭配，

未來期望能發展其他的雙邊限定商品於兩站賣店販

村浩和表示，兩站締結盟約後，十勝觀光人數增加

讓年輕人也愛到竹東傳統市場逛街購

售，共同行銷發展觀光旅遊產業。

了2萬3千多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台灣觀光客。

「歡迎全世界的遊客，來台灣新竹縣萌發愛情，

物。

竹東首座

5層樓立體停車場開工

竹東鎮首座、毗鄰中興河道興蓋的

吸引人口進駐，快步跳過人口十萬

「信義立體停車場」，舉行開工動土

的門檻（目前9.7萬），升格為竹東

典禮，將興建5層樓、規劃139席汽車

市！

停車位，因應減碳，並有電動車充電

信義立體停車場由新竹縣政府補助

站，總經費1億4千萬，工期390日曆

6千萬、竹東鎮公所自籌8千萬元，鎮

天。

長徐兆璋也開心宣布，另一個仁愛立

楊文科副縣長參與典禮，致詞稱許

體停車場已獲交通部核定補助，預計

信義立體停車場是竹東鎮最重要的工

興建地下一層，地上六層結合商場的

程，配合竹東中興河道水岸生活空間

多目標使用停車場，將打造竹東首座

再造、客家音樂村、水質改善等超過

多功能購物中心，除可改善交通，也

20億元的建設計畫，可望翻轉竹東，

提供就業機會，帶動地方繁榮。

竹東鎮信義立體停車場，眾人焚香祈福，舉行開工動土典禮。

鄉鎮大小事
新竹縣政府廣告

橫山國中赴美 射 佳績

盼

六角國際相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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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攜手六角國際，協助橫山國中射箭隊出國比賽。
新竹縣政府攜手六角國際，協助橫山國中射箭隊出
國比賽，盼他們射出好成績，讓世界看見台灣。
橫山國中射箭隊甫在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獲得男
子團體賽金牌，因經費短缺，讓赴美比賽的射箭隊恐
無法成行，六角國際獲知消息後，表達力挺，希望射
箭隊隊職員能夠心無旁鶩專心練習，代表台灣爭取好
成績。
六角國際關注兒童、青少年發展，陸續舉辦公益路
跑活動，贊助籃球運動等，這次與新竹縣政府攜手，
透過產、官、學合作協助體育菁英，除了贊助出國經
費，也赴橫山國中舉辦公益活動，將日出茶太餐車開
進學校送茶飲，以實際行動讓偏鄉學子感受到企業的
愛心援手。

新豐西瓜 香甜多汁
瓜王48.6台斤 最甜15度
寶山綠竹筍上市促銷，邀消費者選購這爽、脆、鮮甜的當令美食。

寶山綠竹筍鮮脆促銷 甜筍王出爐

寶山綠竹筍上市囉！
低脂多纖的入口爽脆的綠竹筍，是
當令的夢幻食材，寶山綠竹筍進入盛

炎炎夏日西瓜最消暑，新豐鄉舉

進，和累積多年種植經驗，新豐西

辦西瓜評鑑，同時為西瓜、洋香瓜

瓜無論甜度、口感、品質皆屬上

促銷，評比後，陳國彬以15度獲

乘，成為炎炎夏日消暑解渴聖品。

最甜獎，黎萬順種出48.6台斤大西

今年共有25位農友參加評鑑，

瓜，奪得瓜王，史文圈、黃明水各

邀專家依外觀、甜度、果肉質地、

46.2台斤封后。

口感、果重等評比，並與新豐鄉公

新豐鄉西瓜種植面積約25.66公

所、農會，展開一連串促銷活動，

度都屬優良，且含大量的粗纖維、維

頃，佔全縣33%，產量約437.26

邀消費者選購新豐優質的西瓜和洋

生素等，深受消費者喜愛。

公噸，在農改場協助及農友不斷改

香瓜。

產，今年質量均佳，新竹縣政府、寶

寶山鄉邀改良場等專家，就外觀、

山鄉公所與寶山鄉農會在寶山水庫舉

肉質、色澤、柔嫩度、甜度等項目評

辦促銷，吸引民眾選購。

比，並邀專家設計綠竹筍料理。今年

寶山綠竹筍種植面積約90公頃，產

由楊新發贏得特等獎、馮阿欽勇奪甜

量約700公噸，為新竹縣之冠，因寶山

筍王，主辦單位也提供白、彎、矮、

鄉土質鬆軟，水質純淨，種出的綠竹

肥的選購要訣，提供給消費者選購。

筍質地細嫩，口感鮮脆，甜度、柔嫩

新豐鄉西瓜盛產，縣府、鄉公所、農會促銷，歡迎消費者選購。

議會大小事

建鄉公所綜合行政大樓，將芎林鄉公所遷入芎
林都計區，帶動芎林更繁榮。
芎林鄉為浪漫台三線不可或缺的一環，擁有
許多的景點和歷史文化。飛鳳山風景秀麗，早

芎林區

北埔鄉位處浪漫台三線重要的地理位置，有

陳正順

林政良

頃的芎林都市計畫開發，希望縣府評估協助興

議 員

議 員

任內和芎林各界、縣府努力下，完成19.1公

一級古蹟金廣福和姜家祠、曾家古厝忠恕堂、
慈天宮等，希望縣府評估闢建藝文廣場，提供
地方表演團隊和地方戲曲展演，將金廣福、姜
家等開拓故事與北埔膨風茶、峨眉東方美人茶
故事等北埔特色與歷史文化演繹出來，以藝文

期「飛鳳探梅」是竹塹八景之一，如今有登山

表演結合北埔景點、古蹟、寺廟做整體動線和

步道，吸引遊客，還有鹿寮坑、王爺坑、紙寮

導覽規畫。

窩、鄧雨賢紀念公園等，有美景、有故事和柑

峨眉東方美人茶、北埔膨風茶聞名，茶農採

桔、番茄、草梅等產業，觀光資源豐富，希望

有機、友善種植，堅持不施藥，希望縣府提供

縣府協助做整體規畫和補助，發展觀光。

北埔區

補助和輔導，協助茶園復耕再創茶鄉盛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