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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爭取原鄉居住正義
五月下旬，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通過鎮西堡、司馬庫斯部落土地
使用合理放寬，成為全國首例，事實上，縣府團隊前年爭取「推動原住
民族地區建築物合法化試辦計畫」，為尖石鄉鳥嘴部落八戶取得合法
證照，已開創了全國先河。
多年來，縣府團隊為爭取原住民朋友居住正義不遺餘力，不單是建
築和土地利用，還包括提供公平、便捷、宜居的環境。協助原鄉學校發
展音樂、柔道、射箭等特色教育，也改善原鄉通訊和醫療救援系統，舉

LINE

辦桂竹筍、水蜜桃、甜柿等產業文化活動，從未間斷，更投入鉅資，逐

新瓦屋好客上好茶
體驗茶席

一修建鐵嶺橋、玉峰大橋、義興大橋、新樂大橋、秀巒大橋。

農村再生計畫獲核定
35家企業齊聚 瞄準投資鳳山工業區
推嬰幼兒閱讀 竹縣與醫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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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的努力各界看得到！接連獲得原鄉土地、建築合理合法利用
全國首例，正是努力下的成果蓄積，盼透過居住正義召喚原鄉青年回
流，以交通、觀光、教育的改善帶來繁榮，讓城鄉零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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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瓦屋好客上好茶 體驗茶席
歡樂下午茶時光 音樂會、兒童劇、茶市集、逛市集…
的快樂時光」邱鏡淳縣長表示，上任後每年母親

保存區溫馨登場，活動搭配新竹在地茶，包含茶

節前後舉辦，吸引許多家庭參與，邀爸爸媽媽為

道展演、享樂茶席、音樂會、兒童劇表演、茶市

座上客，敘天倫之樂，在綠蔭下和徐徐涼風中觀

集、胖卡市集、玩泡泡體驗等，陪遊客度過溫馨

賞藝文表演，品嘗新竹縣好茶。

歡樂的下午茶時光。
「這也是感恩母親，邀家人飲茶享受天倫之樂

▲「新瓦屋好客上好茶」有搭配各式文創手作市集，
熱鬧繽紛。

今年好客上好茶以「結合在地，接軌國際」為

▲

「2018新瓦屋好客上好茶」在新瓦屋客家文化

「2018新瓦屋好客上
好茶」邀家人飲茶享受
天倫之樂的快樂時光。

設置攤位。

主軸，現場安排在地茶席體驗，及老字號茶廠如

各茶席爆滿，草坪舞台區有精采的音樂及親子

錦泰茶廠、臺紅茶葉文化館、沙坑紅寶等展售，

兒童劇場演出，還有阿法樂團帶來的草坪音樂饗

特別邀請國際茶文化專家進行日本茶道，繽紛的

宴，及海波劇團演出生動有趣的精靈傳說兒童

茶席雅趣等。

劇，大夥共享溫馨歡樂的午後時光。

「享樂茶席」增添創意，除增加擂茶與手搖調

新竹縣各界慶祝母親節，在新竹縣議會大禮堂

味紅茶，更有在地仙草DIY體驗，讓親子共同參

舉行，由邱鏡淳縣長、張鎮榮議長頒贈獎牌、禮

與，50元銅板價即可體驗，還送紀念杯，有得吃

品給模範母親，受獎人及家屬演唱歌曲、樂器演

也有得拿，收穫滿滿。

奏表達對母親感恩之情，祝福母親節快樂。

「新瓦屋好客上好茶」為繽紛桐花祭劃下美麗

邱鏡淳縣長特別邀請退休校長、畫家劉秀雲創

句點，當天也結合13好市集、食茶桐樂市集，由

作「松濤鵲語」賀匾，畫面以高大的松樹吸引臺

在地小農好物以及新竹縣內20家以上知名茶廠商

灣藍鵲家族來嬉戲，傳達松柏長青及天倫之樂，

家，包括新竹在地文創、傳統茶廠及新興茶品牌

做為贈送模範母親賀禮。

▲「新瓦屋好客上好茶」安排音樂會和兒童劇表演，大家共度溫馨歡樂的午茶時光。

▲新竹縣各界慶祝母親節，表揚模範母親，祝福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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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計畫獲核定
新竹縣政府爭取農村再生執行

道獲核定4千萬元，對當地青蛙石

計畫、107年度新竹縣農村總合發

天空步道觀光有加分作用；加上竹

展計畫、社區農村再生專案管理及

北、關西、橫山、湖口、五峰、峨

輔導計畫及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獲中

眉等地道路品質、觀光等改善，合

央核定，由農委員會補助2,903.7

計9件、4億454萬元，由中央補助

萬元，縣府配合198.5萬元，合計

3億3,172萬3千元，各工程主辦單

3,102.2萬元。

位自籌7,281萬7千元。
邱鏡淳縣長表示，新竹縣積極推

升道路品質上，提報司馬

動農村再生發展，除了北埔鄉南埔

庫斯聯絡道路6K到

社區奪下全國首屆金牌農村，也努

1 6 K整體道路品

力爭取各項計畫投入農村再生，期

質改善，獲核

許農村環境、農經生計獲得改善，

定1億1,770萬

並配合觀光休閒和道路品質等改善

元，尖石鄉錦

的加乘綻放光芒。

▲

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提

新竹縣將推動農村再生各
項計畫，圖為新埔大坪農村
展現新活力。

屏那羅溪綠水廊

邱鏡淳縣長、教育處劉明超處長陪同教育部國教邱乾國
署長、原特組蔡志明組長走訪五峰鄉桃山國小、五峰國
中、五峰國小及花園國小等校，與校長、教師面對面座
談，盼深入瞭解及提供原鄉孩子教育資源需求。
座談會中，邱署長允諾補助經費改善桃山國小教師宿
舍，及更換視聽教室設備，也可成為部落族人學習以及部
落會議的良好場所；五峰國中林華中校長反映，盼提供學
生一個具在地性、特色性的特色課程，讓學生能有全人教
育的發展，學校地處偏遠、校地又小，希望能夠提供學生
休憩的空間，及增加原住民文化、圖騰樣式、裝置藝術。
邱乾國署長肯定新竹縣在原鄉教育上的努力，在瞭解新
竹縣原鄉學校實地狀況後，會把相關資訊帶回國教署，希
望能給原鄉孩子真正教育資源需求。

▲國教署長邱乾國(白襯衫打領帶)偕邱鏡淳縣長(客家衫)等人走
訪五峰鄉中、小學，深入瞭解原鄉教育資源需求。

解決缺工 農委會關西示範採茶機

防救災通訊平臺 保障山區通訊

國教署長 關心原鄉教育需求

▲尖石鄉防救災行動通訊平
臺。

農委會主委林聰賢穿起工作服在關西鎮水汴頭高原道
路茶園，操作「乘坐式動力採剪機」，體驗機器採茶，
推動農機代耕服務，盼解決農村缺工問題；邱鏡淳縣長
說，縣府願全力配合，讓農事省工又省時。

新竹之光

縣政府結合國內5家行動通訊業

新竹縣推動「農業耕新團」，106年度在橫山成立首

者，完成鎮西堡、尖石鄉公所、

團，招募23名農耕士，投入一般技術性農事服務工作，

錦屏村、義興村等四處防救災行

107年團員數至30名，並在峨眉鄉成立第二團，30名團

動通訊平臺，提供偏鄉民眾和遊

員，投入竹東、北埔、寶山、峨眉等地派工，紓緩季節

客在通訊與救援服務不打烊。

性農業缺工及活化農業勞動力市場。

▲農委會和新竹縣政府推廣機器採茶，盼讓茶農省工又省時。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新竹

行動通訊已成為民眾每日生活

新竹縣擁有385.37公頃茶園，因生產茶葉區域多為山

所需，但遇到強颱，常造成尖石

坡地形不利農機操作，推動機械採收有其限制，但仍有

鄉電力中斷，基地台因此斷訊，

季節性缺工問題，不過，關西、新埔與桃園龍潭接壤的

無法與外界聯繫傳遞災情，縣府

高原台地，地勢平緩適宜機具進入，可配合農委會推動

與NCC、通訊業者合作，找到4

的農機省工政策，盼降低茶農生產成本，並增加收益。

處合適地點建置防救災共構共站
行動通訊平台，保障山區住民安
全，落實通訊正義。

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106年度空氣品質維護及改善

意戲劇比賽，綜合偶戲組與光影偶戲組特優。

績效考核，新竹縣獲得空氣品質改善維護「績優

內 灣國小「泰雅之聲合唱團」參加106學年度全國

合安居及發展觀光的目標，除了

獎」，並獲邀赴環保署分享經驗。

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獲教師團體組原住民語系全國

有好的景點，更要有暢通的通

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106年度地方環保機關土壤及地

特優第一名；尖石國中獲得特優第六名。

訊，在縣府和業者等協助下，

下水績效考評，新竹縣獲特優。

新竹縣戶政業務在全國評比中，獲人口總數45萬人

歷經2年終於建置完成，因災害

新 竹縣公路公共運輸106年總運量較105年總運量

以上縣（市）政府第一名。

停電時，可提供至少3天的備用

成長10萬9531人次，獲交通部公路總局「金運

新豐國中林雨潔、鄭宜玟與竹東國中周于茹、范禕庭

電源，今後民眾到尖石旅遊，及

獎」第3名。

榮獲「107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特奧滾球

遭遇天災、緊急救援等，不會再

橫山大肚國小與竹北義民中學分別獲得全國學生創

女子組四人團體第四組金牌。

「音訊全無」了。

NCC表示，尖石鄉要朝向適

藍海竹縣

35家企業齊聚

邱鏡淳縣長主持鳳山工業區招商說明
會，吸引國內外35家廠商的董座、CEO等
到場了解，表達高度投資興趣與意願。
▲

瞄準投資鳳山工業區
新竹縣政府在竹北喜來登大飯店召開「鳳
山工業區招商說明會」，吸引國內外35家廠

設廠，除了有助企業體本身，也可創造就
業，繁榮地方發展。

商的董座、CEO等，到場了解新竹縣的整體
投資環境，並表達高度投資興趣與意願。

在加拿大、台灣、大陸都有設廠的彭董事
長，表達強烈投資意願，稱讚：「鳳山工業

邱鏡淳縣長表示，縣府招商設有單一服務

區是一處寶地，而新竹縣政府服務廠商一條

窗口，新竹縣的治安、環保及各項公共設施

龍的方式，也讓他很佩服！」，他投資方向

齊備，歡迎各企業大老闆來新竹縣買地設廠

是AI人工智慧、大數據等尖端高科技技術提

投資；國際產業發展處處長陳偉志指出，新

供者，希望到新竹縣投資發展。

竹縣擁有產業鏈完整的優勢，在新竹縣投資

王爺橋補強改建 預計今年底完工
改建將舊橋上部結構橋面板及梁拆除，改以鋼構I

公路的「王爺橋」，已逾36年，新竹縣政府向交通

型梁搭配RC橋面板設計，橋寬增至10.9公尺，汽

部爭取2288萬元補助，並自籌2372萬元，共4660

機車分道，下部結構保留橋台與橋墩以鋼板包覆補

萬元進行改建，已開工動土預計今年底完工。

強提升耐震強度，並一併整修引道路面。

王爺橋因鄰近工業區，重型車輛往來頻繁，橋梁

邱鏡淳縣長表示，王爺橋是他上任8年多來第13

上部結構大梁預力鋼鍵受損，承載力不足，加上車

座改建的橋梁，統計縣府投入橋梁建設超過30億

道窄小，汽機車混合易發生危險，改建刻不容緩，

元；王爺橋補強改建後，可提高橋梁耐震及抗沖刷

▲

連接新豐鄉市區至台15濱海公路及台61西濱快速

能力，提供安全無虞的通路。

縣府積極向交通部爭取經費補助，改善王爺橋，圖為
開工動土典禮。

西濱快桃園至新竹新豐段
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桃園永安交流道至
新竹新豐交流道通車！交通部陳彥伯部長、
新竹縣長邱鏡淳、桃園市長鄭文燦等多人剪
綵慶賀；邱縣長表示，四通八達的路網，有
助於新竹縣推展觀光休閒產業，繁榮地方發
展。
永安交流道至新竹新豐交流道約10公里的
路段通車後，台61、台66快速公路系統將與
國道系統結合，完備北部地區高快速路網，
新竹濱海地區居民到外縣市和桃園國際機
場，多一條便捷選擇。

斥資1.7億

通車了
通車後，可改善平交路口轉向衝突，提升
通行安全。促進桃竹兩地工業與觀光產業經
濟發展，連結台北港、桃園科技園區、大潭
工業區開發，與濱海沿線的永安漁港、南寮
漁港等觀光遊憩，平面車道沿線有新屋綠色

▲西濱快速道路桃園永安到新竹新豐交流道路段通車，新竹縣長
邱鏡淳(右三)牽著當地耆老走過通車路段。

隧道、新豐紅樹林生態保護區等，提供自行
車漫遊、風浪板等觀光休閒活動。

竹北生醫聚落成形

東興國中活動中心動土 國璽幹細胞新廠

竹北東興國中活動中心暨多功能

上梁

專科教室興建工程，動土奠基，預
計以430個日曆天完工，邱鏡淳縣

國璽幹細胞集團投資興建全球首座
符合PIC/S GMP的幹細胞製藥廠，在

竹北生物醫學園區舉行新廠上梁典禮。

長指示教育處成立專案小組列管進
度，請財政處編專款讓營造商無後

楊文科副縣長指出，新竹縣已是台灣重要的生物科

顧之憂，請工務處控管工程品質，

技聚落，國璽集團投資興建幹細胞藥廠，除了帶動幹

讓工程如期、如質完竣。

細胞醫療健康產業間的密切合作，加速幹細胞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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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興國中活動中心暨多功能專科

果產業化的步伐，也提供清大、交大、中華大學等校

教室工程，興設地下一樓、地上三

生物科技人才未來實習及就業的環境，期盼國璽在生

層，地下室為停車空間，地上一樓

醫科技產業持續創造更多資源，帶領幹細胞科技邁向

為多功能專科教室，二、三樓為室

國際。

內挑高球場暨禮堂，完工後，將提

國璽幹細胞新藥廠建築挑高6米，共計五層樓，全

供學生完整的學習環境，提昇競爭

棟為綠建築規劃搭配智能調節空調系統、太陽能蓄電

力；工程設計融合客家土樓及現代

元，教育部國教署挹注5,170萬2千

建築意象，採綠建築精神，節能保

元，縣府財政並非充裕，但全力支

水又低碳。

持教育，因應竹北人口成長，今年

邱縣長表示，工程耗資1億7,234
萬元，由縣府補助1億2,063萬8千

底前將撥補1億8千萬元，啟動文中
二、文小一的幼兒園興建計畫。

▲東興國中活動
中心暨多功能專
科教室興建工程
動土奠基，提供
學生更優質的學
習環境。

裝置，能在不同時段調節能源，達到節能且高效率穩
定運轉的需求。國璽集團董事長莊明熙說，新廠工程
預定今年底前完成，未來年產可達10萬劑幹細胞新
藥、新台幣200億元的產值。

鄉鎮大小事

推嬰幼兒閱讀 竹縣與醫院合作
暑假最適合親子悅讀，

到11點，8月18日上午10點到

新竹縣「悅讀FUN一夏」

11點，8月25日上午11點到12

Bookstart嬰幼兒閱讀推廣活

點，在演藝廳地下一樓舉辦親

動來了！

子講座，歡迎關心嬰幼兒發展

公共圖書館幫幼兒辦借書證

和新手爸媽參與。

及借書，即可領取閱讀禮袋

新竹縣圖書館1樓展示區正

▲新竹縣推出「悅讀FUN一夏」Bookstart嬰幼兒閱讀活動。

舉辦適合兒童閱讀的科普書籍

文化局圖書館與竹北東

一份，內有精緻繪本，數量

展，接著有教育部推薦的兒

元、湖口仁慈兒科部門合作

有限，領完為止。詳情請洽

童好書，7月底安排兒童名家

Bookstart嬰幼兒閱讀推廣。7

03-5510201分機505或至新

書展，展出林良、張曼娟、

月10日起，設籍本縣107年1

竹縣文化局臉書粉絲專頁「竹

子魚等名家著作；新竹縣邀

月1日以後出生的新生兒，家

縣go藝思」(www.facebook.

請專家安排8月12日上午10點

長可持戶口名簿正本至本縣各

com/hchcc.gov) 查詢。

孕育無數人才 新城國小慶百歲
寶山新城國小建校百周年慶，縣長邱鏡淳
祝賀，表彰新城國小為國家孕育無數人才；

來，自由揮灑、展現天賦，朝著夢想目標前
進，永保熱忱之心。

湖口鄉信勢國小則以學校暨社區聯合運動大

新城國小百年校慶舉辦校友回校分享故

會，歡度一甲子，邱縣長勉勵學子繼往開

事、百世典範教師表揚、回首來時路健行活
動、logo設計比賽、特刊徵文、攝影比賽、
紙風車劇團武松打虎演出、園遊會和張秋台
校長農耕大地畫展及全台灣三所新城國小大
會師等活動，透過文字、影像、表演保存及
呈現百年的新城校園意象。
湖口信勢國小由學生管樂團為運動會開
場，學生和社區紛紛以創意造型進場，師生
和回娘家的校友們及家長們一同饗宴感恩餐

▲寶山新城國小建校百周年慶，邱鏡淳縣長(右四)
頒贈「篤城新知」祝賀。

會，聊起幼時成長點滴，露出純摰的笑容，

區開幕，以10大動、靜態展演活動，希望打造未
長邱鏡淳偕教育處長劉明超及縣內近百所國中小
校長參與，為打造台灣漫畫夢工場及浪漫台三線
尋找靈感及產、官、學、研合作的機會。

邀青年進駐圓夢

邱縣長表示，上任後爭取中央近3億打造新

竹縣一線九驛漫畫夢工場，繼內灣支線竹東站
「竹東動漫園區」、內灣國小「劉興欽漫畫教育
館」，並將在新竹縣教育網路發展中心規劃「動

新竹縣「青春永駐」青年進館計畫系列活

漫教育中心」，他感謝中國科大規劃與設計學院

動啟動！挺在地青年圓夢，提供暑期實習、

林珮淳院長率領的團隊提供「68號星球」規劃意

創意行動徵件及青年培力工作坊三大主題；
年學子進駐地方文化館，揮灑創意，展現青

▲「青春永駐」啟動！邀青年進駐地方文物館，
挺在地青年圓夢。

春軟實力！

程規劃、創意地方報、青春微電影、個性文

今年提供縣史館、尖石鄉原住民文化館、

創商品或藝術創作，只要是能展現風味新竹

五峰鄉原住民族館、賽夏族矮人祭場文物

的好點子，於7月5日前提案，都有機會實踐

館、老湖口天主堂文化館、蕭如松藝術園

夢想。

區、張學良故居、紙寮窩造紙工坊等8處，

8月間將邀名師擔任青年培力工作坊講師，

邀青年參與展覽及活動策辦、導覽解說、觀

講授地方刊物編輯、策展及文創品開發等，

眾服務、文物整理、文創商品設計等實務經

詳情洽文化局臉書「竹縣go藝思」粉絲專頁

驗。

(www.facebook.com/hchcc.gov) 查詢或電

創意行動徵件總金額10萬元，廣徵特色遊

第一屆國際數位設計節在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

來設計教育、國際合作與創新展演的新藍海；縣

過程溫馨。

地方文化館徵創意

邱鏡淳縣長歡迎國內外大專院校及高中職青

打造設計教育新藍海
首辦國際數位設計節

還拿出平日藝文學習成果做靜態展，中午

▲第一屆國際數位設計節由中國科技大學主辦，希望打造未來
設計教育、國際合作與創新展演的新藍海。

見，未來將成為國內學校交流觀摩、觀光客遊覽
的重要據點。
第一屆國際數位設計節以開放數位設計實驗室

方式展現師生創作能量，如花之光影異想世界與
Cute未來之星競賽展，也與台灣數位媒體設計學
會合辦全國2018台灣數位媒體設計獎，含動畫、
遊戲、互動及廠商贊助獎，並邀請404國際科技
藝術節國際動畫影展、紐約時尚設計學院(FIT)及
福爾摩沙國際電影節等國際影片與知名導演及策
展人親自展演與講座，內容精采。

洽03-5510201*205。

議會大小事

地區加設自來水，鎮公所、消防分隊等搬遷
田新都計區，都逐一完成改善。
爭取多時的埔東隧道開闢工程計畫是從新
埔118線穿越犁頭山到竹北東海，連接高鐵

近年來，縣定古蹟關西分駐所及所長宿舍

嚴永秋

范曰富

也爭取照門、巨埔、四座等里地下水受汙染

議 員

議 員

任內爭取縣道115線拓寬明年底將完工，

日式建築完成整修，串連附近的太和宮、老
市場，台灣紅茶文化館、景泰老茶廠、文
創商街、東安古橋、潮音寺、天主堂、羅家老
屋，以及豐富多樣的客家美食，打造關西鎮
成為充滿故事和客家風情的溫馨小鎮。

新竹站、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新埔鎮民

美中不足的是傳統鄉鎮仍有交通問題，希

到高鐵新竹站，或竹北高鐵特區居民到新

望縣府持續努力闢建關西外環道紓解交通。

埔、關西觀光，都不必再繞路，期望縣府努

交通是經濟之母，流暢的交通能讓關西鎮

力取得土地、克服難處，埔東隧道完成後將

新埔區

帶動新埔、竹北兩地繁榮發展。

觀光實力發揚光大，帶動人潮，促進經濟效

關西區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