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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改善交通 再創客庄風華
客委會推動「客庄˙慢活˙慢食˙漫遊趣」，農糧署輔導有機社
區聚落，新竹縣獲選其中，交通部也核定補助1億5千多萬，縣府配
合交通，為發展觀光，打造客庄浪漫台三線，注入強心劑。
縣府團隊多次赴中央爭取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終獲核
定，包括新闢內灣地區聯外道路、改善關西鎮道路系統、縣道117線
連接環北路及竹60線、縣道117線、竹62線道路拓寬及改善工程，可
望打通橫山、關西、尖石、五峰、湖口、新豐、新埔、竹北等地交通
五峰鄉清泉藝術之森「森之蛹」。

慢活慢食慢遊趣

體驗台三線

瓶頸，帶動觀光和地方繁榮發展。
交通為建設之母，本屆議會定期大會中，打造浪漫台三線和交通

國中女生免費HPV疫苗
交通部核定2億 改善竹縣交通

建設及改善是重點項目，議會及縣府團隊聯袂視察竹縣交通和重大

新瓦屋割稻趣 體驗農忙情景

建設，希望儘快改善交通帶進繁榮，讓新竹縣成為台三線上最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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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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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林間品味創意客家料理，體驗台三線浪漫之美。

慢活
慢食
慢遊趣

全國首場「客庄˙慢活˙慢食˙

體驗

漫遊趣」邱鏡淳縣長當導遊，前進
巨埔客庄，為德蘭中心師生介紹新
埔文化古蹟、三街六巷九宗祠和每

竹東鎮軟橋有機蔬果聞名，獲入選北區首批
有機聚落。

台三線之美

年元宵花燈踩街盛況。
打造台三線「客庄˙慢活˙慢食
˙漫遊趣」，客委會和新竹縣政府
結合社區微旅行，首場在新埔巨埔
里登場，邀體驗社區精心設計的食
農食安，品嚐在地餐桌創意客家料
理及社區私房景點。
客委會在全台遴選12個客庄潛力
社區，透過人才培力課程，邀專業
廚師運用在地食材為每個社區量身
打造兩道創意客家料理，社區也熱
情分享私房特色景點，讓更多人認
識客家、體驗客家。
農糧署輔導北區具發展潛力的農
村社區，新竹縣竹東鎮軟橋社區與
桃園大溪義和社區、苗栗西湖龍洞
社區成為首批有機聚落。
竹東軟橋有機聚落擁有著名的客
家風情彩繪村，有機、友善耕作面
積10公頃，生產的有機米、蔬菜、

竹東軟橋社區彩繪大街吸睛。

「浪漫臺三線 單車遊竹縣」騎單車漫遊新埔、關西，體驗客庄
之美。

水果品質優良穩定，並回饋社區，辦

穿梭，十分驚豔，認為綠建築和文

延伸五峰，打造竹縣成最閃耀的珍

理蔬菜認養人計畫，協助弱勢族群在

創結合的成功經驗可複製規劃在竹

珠。

農場學習、成長。

東「國際客家音樂村」或「客家花

邱縣長到越南參加「亞洲台灣客家

廊」，打造國際級的觀光新亮點。

體驗台三線之美，縣府連兩天舉辦
「浪漫臺三線 單車遊竹縣」逾千人

總會」，參訪知名的綠建築咖啡館

國際藝術大師林舜龍搭建峨眉「茶

單車漫遊新埔、關西，首日29公里、

Gio Va Nuac（風與水咖啡館），對

屋」、寶山「種子星球」後，也深入

翌日10公里騎程，邀民眾體驗充滿客

竹子、石頭等天然素材和竹籐編織技

五峰鄉利用漂流木完成「森之蛹」，

庄文創，以慢遊慢活慢食理念，細細

藝融入建築，水影、光線、空氣自在

完成第三座地景藝術，將浪漫台三線

品嚐客家文化之美。

健康˙城市

國中女生
免費HPV疫苗
免頸張！

竹縣連3年推動國中女生公費施打HPV疫苗，

女，施打後的預防效果越顯著，產生抗體能力

獲98%家長肯定。邱鏡淳縣長感謝議會支持；

越強；衛生局同時鼓勵媽媽們做抹片，女兒打

衛生局鼓勵媽媽們做抹片，女兒打疫苗，讓全

疫苗，讓女性都能夠免「頸」張。

縣女性能夠遠離子宮頸癌威脅，迎向健康幸福
的人生。
東元醫院醫師王昱程提醒，HPV疫苗施打期
「越早越好」，年紀越小且尚未有性經驗的少

竹縣推動國中女生公費施打HPV疫苗，遠離子宮頸
癌威脅。

邱縣長指出，實施國中女生人類乳突病毒

子宮頸癌是目前唯一可用疫苗預防的癌症，

（HPV）疫苗施打以來，成果受各界肯定，縣

依臨床經驗，接種HPV疫苗，可降低6至7成

府也會持續爭取經費，幫助女性遠離子宮頸癌

子宮頸癌罹患率，新竹縣超過2萬國中女孩受

的威脅。

惠。

熊麻吉路跑 助弱勢添暖流
國際獅子會300-G1區和新竹縣政府以健
康休閒結合公益，在峨眉湖畔台三線舉辦

宣傳浪漫台三線，邀請各地跑友觀賞新竹縣
美麗的湖光山色，品味濃郁客家風情。

「熊麻吉全國公益路跑」活動，號召兩千跑

新竹縣政府響應台灣自行車節，也規劃玩

友跑步助弱勢，沿途飽覽峨眉湖光山色，也

騎竹縣九降瘋活動，封路邀民眾騎上台68

為歲末隆冬添暖流。

線快速道路，吸引全國超過2300位車友從

熊麻吉公益路跑分21里、11公里和5公里

竹東騎乘到新豐紅樹林，沿途迎著九降風，

組，報名費5%捐助清寒學童，活動結餘款

觀賞竹縣風光，品嚐炒米粉、仙草及客家鹹

全數捐給弱勢團體，大會何祥銨贊助6千斤

湯圓等在地特色美食。

白米，分送貧困家庭；這項公益路跑也成功
熊麻吉全國公益路跑助弱勢，沿途飽覽台三線峨眉湖光山色。

上銀董事長捐1.6億

母校建圖書館

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堅
信教育可翻轉人生，捐贈
1.6億給母校六家國小，打
造世界第一的國小圖書館，
建築外觀是面向南洋的輪船
造型，紀念充軍菲律賓後從
此未歸的長兄卓永統，圖書

館也以「卓永統」命名，11月底落成啟用。
卓永財「赤貧」出身，歷經苦讀奮鬥，事業有
成回饋鄉里，建圖書館紀念兄長，更有感人故
事。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小孩接受教育的機會

新竹縣托育資源中心提供0至6歲幼兒分區分齡使
用，歡迎家長帶著幼兒來同樂。

不普及，他的大哥卓永統因家貧無法入學，深感
不識字的痛苦，被徵召前往菲律賓充當軍伕，臨

竹縣托育資源中心
帶幼兒來同樂
歷經一個月的擴建整理，新竹縣托育資源
中心親子遊戲室重新開放，提供0至6歲幼兒

行前一再叮嚀：一定要讓弟妹受教育，但從此就
未再回家。
卓永財希望學弟妹能有更好的閱讀習慣，培養
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左2）捐贈1.6億建圖書館給母
校六家國小，也開放供社區居民利用。

國際觀與因應全球化的基礎能力，圖書館也開放
社區民眾使用，提供居民交流學習空間。

新竹之光

分區分齡使用，歡迎家長帶著幼兒來同樂。
新竹縣自102年度起，申請公益彩券回饋
金建置「托育資源中心」，提供托育服務諮
詢、幼兒照顧諮詢及辦理嬰幼兒活動、親子

十
 興國小直笛團勇奪「第16屆韓國春川木笛大賽」最

中、中正國中及博愛國小獲特優金安獎，創下同年度

高榮譽的大賞獎及100萬韓圓獎金，張志豪老師獲最

獲得四座金安獎紀錄。

活動；104年度起增設親子遊戲室，每周三至

佳指揮獎。

文
 化部「第24屆全國績優文化志工」表揚，新竹縣文

中
 山國小棒球隊獲第四屆「中信盃全國棒球錦標賽」

化局3名志工黃添招、黃明容、曾榮榜獲得金質獎，金

周日上、下午2時段讓家長帶3足歲以下幼兒

冠軍，李主恩囊括打擊獎、打點獎、長打王，古奇勳

質獎數為全國第一。

入內遊戲。

獲冠軍戰MVP，蔡佳偉獲最佳教練獎。

全
 國語文競賽，新竹縣客語朗讀社會組陳怡評、客語

新
 竹直笛合奏團團員興隆國小蕭

演說國中組義民高中國中部劉亭鋒、泰雅語演說教師

在考量家長如同時育有未滿3歲及3歲以上

蓉以及十興國小

幼兒，無法同時使用親子遊戲室資源，難以

吳雨蓁，參加「Recorder Open Days Amsterdam阿姆

組關西國小鄧春菊奪冠，並獲精神總錦標第二名。

兼顧不同年齡兒童之需求，因而編列公益彩

斯特丹國際木笛大賽」，獲得獨奏組第三名佳績，也

竹
 北市17歲農友陳成禮參加「臺灣稻米達人冠軍

券盈餘分配基金，擴建托育資源中心親子遊

是台灣選手首度在此項比賽中獲獎。

賽」，以桃園3號品種，奪得季軍獎座。

戲室空間，提供適齡的幼教玩具，讓家長可

教
 育部交通安全教育評鑑，教育處教育小組、關西高

在同個場域照顧不同年齡的幼兒。

藍海竹縣

交通部核定2億 改善竹縣交通
交通部核定新竹縣府提報104-107年度生活

關西鎮道路系統改善和117線連接環北路可

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中央補助1億5875

行性評估，前者將檢視關西都市計畫區及關西

萬2千元，地方配合3968萬8千元，以1億9844

交流道周邊地區的交通問題，研擬可行改善策

萬元投入地方交通改善；邱鏡淳縣長、張鎮榮

略，後者將研議新湖路段交通根本解決的對

議長和縣府團隊勘查重大建設和交通改善方

策。

案。

邱鏡淳縣長偕縣府團隊勘查建設和交通改善方案。

還有竹60線31K+000~31K+300、縣道117線

包括內灣地區聯外道路新闢工程可行性評

14K+950-15K+300、竹62線1k+800~3k+500

估，研議台68南寮竹東快速道路銜接至尖石

三條道路的拓寬及改善，預計可打通橫山、關

鄉，除改善尖石對外交通，提升觀光旅遊品

西、尖石、五峰、湖口、新豐、新埔、竹北等

質，也考量緊急救護動線需求。

地交通瓶頸，帶動地方繁榮。

中裕新藥 進駐竹北生醫園區 竹縣獲教部1.8億元補助
中裕新藥投資8.7億元在竹北生醫園區

廠房預定明年落成，進行各項生產製程確效和

設置新廠，邀新竹縣副縣長楊文科出席

藥品穩定性測試，預計108年起供應研發臨床試

上樑典禮，楊副縣長表示，歡迎選擇新

驗用藥，這也將是全台第一座FDA藥證核可的蛋

竹縣，擴大企業版圖，攜手創新產業前

白質藥廠。

新竹縣獲得教育部核定，將補助1.8億元，新建2所非
營利幼兒園，分別在文中2、文小1的預定地上，總共將
有20班，計畫最慢民國109年招生。縣府將立刻進行相

景。

關作業，盡速展開後續的新建工程規劃、發包等作業。

中裕新藥竹北廠將興建地上五層、地

教育處表示，目前全縣84所公立小學，已經有51校

下一層、總樓地板面積5500平方公尺，

設有附幼，達到邱鏡淳縣長的新增百園（班）公幼的承

安裝2000L拋棄式生物反應槽，生產愛滋

諾，縣府仍會持續為縣民求福利，繼續增設公幼是及非

病新藥TMB-355，並規劃後續研發計畫

營利幼兒園。

臨床試驗用藥需求。

目前全縣的非營利幼兒園除在新豐已有首家開辦，竹

TMB-355開發歷經10年三期試驗完

東的自強國中和竹東國小也都將委外成立。

成，經技轉並在今年5月向美國FDA申請

這次教育部核定補助的2所非營利幼兒園，將成為全

藥證，將以台灣為主體的供應鏈體系，

縣第4、第5個非營利幼兒園，正式招生後可提供縣內家

供應多項抗體藥物的開發，未來主攻美
國、歐盟市場。

新建2所非營利幼兒園

中裕新藥投資8.7億元在竹北生醫園區設置新廠。

有3到5歲幼兒者更多的選擇。

企業投資竹縣 回饋竹縣
日商花王公司看好新竹縣有優異研發人才和

關懷偏鄉學童，深入後山偏遠的石磊國小，協

完整的供應鏈，投入逾10億元在新竹廠打造新

助改建多元文化教室、為教室換上明亮的LED平

美粧GMP工廠，邱鏡淳縣長應邀出席啟用典

板燈具，發起「隆來閱讀 夢想到達」計畫，迄

禮，花王捐贈湖口鄉教育基金50萬元，嘉惠鄉

今協助了6所偏鄉國小及課輔中心改善學習環境

籍員工，邱縣長打趣的希望花王有盈餘，就持

與照明設備。

續加碼台灣、照顧台灣員工！
新竹縣致力招商，打造優良投資環境，不斷
有廠商投資竹縣，並回饋竹縣，隆達電子持續

六家高中8名師生獲得赴美國芝加哥衛斯蒙市
立高中交換學習機會，中悅建設獲悉，協助校

日商花王公司投入逾10億元建新美粧GMP廠，邱鏡淳
縣長（右）參與剪綵啟用。

方20萬元經費，讓師生們順利成行。

旅外台將當教練 小球員大驚喜
旅日棒球選手陽岱鋼化身教練與40位三菱
車主組成的助教團，深入五峰國小舉辦一日棒
球營。中華三菱經理陳宗裕捐贈棒球發球機一
台，軟式棒球 、壘球各五打，及皮帶、襪子一
批。
邱鏡淳縣長和球員代表接受，感謝中華三菱
關心偏鄉，希望孩子們好好珍惜、利用球具；
陽岱鋼帶領五峰國小棒球隊小球員們進行專業
設計的熱身運動，親自指導學童們每個動作，
還分隊來場PK賽，做實戰演練。
旅美棒球好手陳偉殷也到中山國小，除致贈
棒球隊訓練關懷金，也近距離指導90多位來
自縣內中山、上館、六家，大同，富興，關
西等國小棒球隊小球員，透過分組投球練習，

旅日棒球選手陽岱鋼化身教練，深入五峰國小舉辦
一日棒球營。

技巧，小球員們說：能得到心目中的大英雄指
導，太驚喜了！

▲

講解投球基本觀念，指導小球員的投球姿勢與
旅美棒球好手陳偉殷到中山國小，指導球技，小
球員們說：太驚喜了！

鄉鎮大小事

新瓦屋割稻趣
體驗農忙情景
文化局邀大小朋友體驗農夫收割稻穗的辛勞和豐收的喜悅，
並使用老骨董「新瓦屋號」打穀，還有綁稻草、篩穀等，讓民
眾感受人、土地、食物的美好連結，重現農村割稻季的忙碌辛
勞和慶收成的熱鬧歡騰。
文化局長張宜真說，這場體驗不僅實際接觸土地，對傳統農
具的使用也有進一步的認識，收割前遵循古禮祭拜伯公，呈現
了傳統崇天敬地的習俗，傳遞飲水思源的感恩情懷。
芎林鄉永興社區引用王爺坑溪及頭前溪水，加上土壤肥沃，

大小朋友體驗收割，感受農家辛勞和豐收的喜悅。

永興社區以生態維護、綠色環保為理念，逐步將廢耕地恢復種

懷據點或周邊學校餐廳，未來結合觀光和食農教育，讓遊客認

植「王爺米」，並舉辦成果發表，計畫先行回饋社區，供應關

識生產過程及品質，安心的購買在地產品。

喝鹹菜湯、踩芥菜
九降風起

烏
▲魚節活動，邀民眾進入漁村，品嚐烏魚料理，選購烏魚和烏魚子。

關西產業
嘉年華
新竹烏金
超美味

九降風起，新竹縣烏金來了！縣府和新
竹區漁會等單位在竹北拔仔窟烏魚養殖
區，舉辦烏魚料理創意饗宴、親子寫生、
烏魚微電影選拔，吸引民眾進入漁村，品
嚐烏魚風味料理，選購烏魚和烏魚子。

鹹菜甕觀光產業嘉年華暨客

術，甘、酸、甜的好滋味，受

家藝文表演連兩天在關西舉

到市場歡迎，微冷天氣，來碗

辦，吸引大批民眾品嚐鹹菜

熱騰騰的鹹菜肚片湯、鹹菜豬

湯、體驗踩芥菜做鹹菜，回味

血湯，入口滿是幸福。

兒時農村時光，也參觀關西太

關西仙草產業文化活動也隆

和宮、天主堂、潮音寺四面

重展開，推出漫遊客庄輕旅

佛、東安古橋、鄭家祠、關西

行、農特產品拍賣、懷舊遊

分駐所等景點。

戲、仙草茶、仙草

糬免費品

關西鎮舊地名「鹹菜甕」，

嚐；仙草是關西鎮特產，初冬

因盛產芥菜，居民用它醃製

來杯燒仙草、仙草茶熱飲，溫

「酸菜」，也叫「鹹菜」，透

潤入喉，仙草燉排骨、仙草燉

過陽光、九降風和客家醃漬技

雞，更是清爽的溫補佳餚。

鹹菜甕觀光產業嘉年華邀各界
體驗踩做鹹菜，回味舊時農村
生活。

邱鏡淳縣長指出，縣府積極輔導推動產
銷履歷及水產品生產溯源，採收前的藥物
檢驗，讓消費者買的放心、吃的安心，新
竹九降風讓烏魚子更添美味，曾獲得全國
十大金鑽烏魚子及全國十大優質烏魚子兩

美
之
縣
竹
受
感
遠東新世紀馬拉松
第九屆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吸引6500名跑

世紀購物中心，也可以促進地方經濟繁榮發展，

者參與，今年路線環繞新埔、湖口邊境的鄉間小

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讓民眾跑出健康與活力，

新竹縣每年舉辦烏魚產業文化活動，今

道，客家信仰中心新埔褒忠義民廟、新埔特色古

值得肯定。

年更推出「拔子窟微電影選拔」，希望透

宅及宗祠，以及令人忘憂的湖口山丘茶園，感受

過微電影呈現拔子窟烏魚文化的故事，將

新竹縣之美。

項大獎，並外銷日本，是新竹縣的十大伴
手禮。

遠東新世紀馬拉松廣受跑友好評，網路平台運

跑，跑者沿自強一路、光明六路、嘉豐南路、文

動筆記票選為10大優質賽事 ，副縣長楊文科致

興路等，5公里路程讓跑者邊跑還能欣賞竹北市

詞，感謝遠東企業深耕在地，即將進駐的遠東新

的建築美學，認識在地風光與人文。

拔子窟打造成烏魚子故鄉，讓民眾想買烏
魚子就想到竹北拔子窟。

維果國際公司舉辦「Chcoc Run巧克力路跑活
動」，吸引多人參加，邱鏡淳縣長為活動鳴槍起

議會大小事
國發等局處通力合作緊密把關，輔導地產
地消、新農民市場、小農及青農市集等，
提供有產銷履歷的產品，讓民眾吃得安
心、吃得健康。

甄克堅

選區：竹北區

推動小組，由農業、衛生、環保、教育、

湖口工業區附近有住家、學校，每逢尖

議員

林邱
保振
光瑋

縣員
議員
議

我關心食安議題，縣府也回應成立食安

「病從口入」馬虎不得，希望政府建立

峰時刻就塞車，建議讓湖口休息站成為湖
口第二交流道，達到分流紓解效果。
12月初縣府團隊會勘，提出分流對策，
並新增高架匝道供左轉車流行駛，打除快
慢分隔帶，未來五楊高架也會往南延伸，
盼能解決壅塞的車流。

完善把關機制，從生產到餐桌都嚴格把

湖口勝利路二段與工業五路、榮光路交

關，進一步做到校園食安扎根教育，發展

叉路口拓寬等交通改善工程，也將在明年

為社會公民意識、主流意識，一起攜手保

完工，盼改善新埔、新豐和湖口到省道台

護自己和眾人的健康。

選區：湖口區

1線等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