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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歡欣喜樂迎旺年
迎著元旦晨曦，新竹縣各界在縣府前廣場升旗，看國旗緩緩上升
迎風飄揚，民眾熱情參與，感受新的一年充滿朝氣、活力和希望。
縣府團隊劍及履及，深入基層勘查重大建設及道路安全、區域排
水的改善計畫，聽取竹北六張犁東興圳景觀再造，民俗公園大夫第
等聚落活化簡報，面對高齡化社會來臨，也察看鄉鎮市辦理長照2.0
的情形。
這段期間，向中央爭取的前膽建設陸續到位，項目多元，持續推
動的竹北國民運動中心、健康產業園區，也都將在今年完工，投入

大步邁向新年
各界展現活力

濱海非法棄置場 獲環保署補助移除

提升運動環境，提供新竹地區急重症照顧服務，打造智慧、健康、

借鏡荷、德促觀光 解垃圾處理困境
600坪稻田迷宮 野炊體驗農村趣

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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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國內經濟大環境短期仍難改善，縣政建設也有時間急迫和種
種嚴竣挑戰，2018對新竹縣是個建設年，也會是豐收年，縣府團隊
將與議會及鄉親各界攜手努力，在穩健步伐中，歡欣喜樂迎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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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跑回饋金及現場義賣所得，捐作兒童公益，讓元旦路跑更具意義。

大步邁向新年
各界展現活力

新竹縣各界慶祝107年元旦升旗典禮在新竹縣政

進會總會所屬的國際清風大自然快樂操教練團表

府前廣場舉行，新竹縣長邱鏡淳、議長張鎮榮及

演中揭開序幕，曲目展現健康、朝氣、活力，接

各鄉鎮市代表一同迎接新年到來，邱縣長表示，

著，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精采演出「竹東是山歌

持續打造智慧、健康、宜居城市，與鄉親朋友攜

城」，分享樂齡宜居，健康活躍的幸福。

手邁向希望的未來。

金牌合唱團領唱國歌 上千人參與

縣長：縣府團隊不鬆懈 讓民眾安居樂業

在第二屆歐洲合唱比賽暨世界合唱大獎賽榮獲2

「新竹縣爭取中央前瞻計畫建設已獲核定15.8

金1銀的泰雅之聲合唱團成員與尖石國中張麟彥主

億餘元，正申核共有42億餘元的項目」邱縣長表

任、尖石國小詹森主任、嘉興國小李俊德主任、

示，在兩任屆滿的最後一年，縣府團隊不鬆懈，

大肚國小黃文霖老師等帶領上千民眾唱國歌、國

要讓縣民在穩健進步的環境中，安居樂業、樂活

旗歌，國旗伴隨旭日緩緩而升，過程莊嚴肅穆。

煥發，讓元旦的曙光照亮前景，團結一心，大步

元旦路跑做公益 鼓勵勇敢追夢

邁進！
新竹縣元旦升旗典禮在中華國際熱愛大自然促

「日出迎新 為愛而跑」元旦健走暨路跑，在升
旗典禮結束後出發，活動由新竹縣政府與六角國

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演出「竹東是山歌城」，分享樂
齡宜居，健康活躍的幸福。

際合辦，3K健走組現場免費報名，吸引爆滿民眾
加入，路跑組由縣長邱鏡淳鳴槍、六角國際董事
長王耀輝領跑，還邀請HBL晉級全國8強的新竹縣
東泰高中籃球隊領跑。
主辦單位依跑友報名人數，每位回饋捐贈100元
給新竹地區兒童公益單位，六角國際旗下商品現
場擺攤義賣，收益全數捐做兒童公益，受贈單位
新竹家扶中心、新光國小與舊社國小籃球隊的小
朋友踴躍參與，實現這場以「愛兒」為名的公益
路跑，鼓勵更多兒童多元發展、勇敢追夢，並推
廣運動。

路跑組由縣長邱鏡淳、議長張鎮榮鳴槍起跑。

3K健走組現場免費報名，吸引爆滿民眾加入。

健康˙城市

濱海非法棄置場
獲環保署補助移除
新豐、竹北交界早年遭違法棄置，污染物嚴

集塵灰、爐渣、營建及家戶垃圾約35,629立方

只能暫時堆置，環境衛生備受威脅，環保局向

重影響漁民生計和海洋生態，環保局努力爭

公尺，其中集塵灰約1,380立方公尺，且有污染

環保署爭取1.2億經費，將活化掩埋場約2.6公頃

取，向環保署提出污染緊急應變處理計畫，獲

海水之虞，提出緊急應變處理計畫，爭取移除

的第3期用地，朝MBT(機械生物處理系統)方向

同意補助3800萬元，邱鏡淳縣長指示環保局先

和開挖、分選等處理經費，後續將依法向清理

規劃，參考德國智慧全分選處理設施，盼達成

予移除，以免污染海洋環境。

責任人求償歸墊。

環境永續，成為全國標竿。

環保局調查，這一非法棄置場，粗估廢棄物

目前新豐區域掩埋場遇焚化爐歲修或故障，

榮總新竹分院 社區式長照機構
新竹縣政府結合公益彩券盈
餘分配基金，積極推動長期照

續性的長期照護服務，讓社區
長輩在地安老。

顧服務，在榮總新竹分院和新

新埔日間照顧中心將整合資

埔鎮為社區整體照顧服務舉辦

源，提供預防性失能、失智症

揭牌。

者、家庭照顧支持、社區復

新埔是新竹縣第4個長照2.0社

健、居家醫療，連結出院準

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ABC），

備、健康促進、居家醫療、共

榮總新竹分院是全國退輔會體

餐、臨短託、延緩及預防失能

系第一間合法設立的社區式長

等服務，並協助評估指導輔具

期照顧機構，提供日間照顧服

無償借用，共同提供長照服

務，並結合醫院提供完善且連

務，落實在地安老。

秘書長蔡榮光(後排左2)與縣府團隊參加社區長照揭牌，希望完善的服務讓長輩在地安老。

促進
多元文化
交流
國際移民日嘉年華、聖誕點燈 繽紛多彩

▲嘉年華會唱聖
歌， 洋溢著溫
馨幸福的氣氛。

新竹縣是多元族群融合的城市，先後舉辦國

表，安排服飾體驗、異國國旗及美食對對碰、

際移民日嘉年華會、聖誕點燈活動，在繽紛多

故鄉親子繪畫、異國手作工藝及美食DIY等闖

彩的活動中，迎接新年到來，展現多元文化融

關攤位，呈現多國文化民俗及風貌。

合及交流。

▲▼新竹縣是多元族群融合的城市，民
眾以特有文化方式慶祝聖誕節及新年。

縣府也結合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在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除客家、閩南及原住民族外，新住民

前廣場舉辦「健康歡樂異國風情園遊會、聖誕

人數已達1萬3千餘人，邱鏡淳縣長上任後，非

點燈」，安排聖誕踩街、點燈祈福典禮等，新

常重視新住民的福利與權益，每年舉辦國際移

竹教區李克勉主教偕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宗

民日嘉年華會，表揚鄉鎮市模範新住民家庭代

長，共同為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祈禱，洋溢濃
郁的聖誕氣氛。

新竹之光
環 保局推動空氣品質淨化區認養，連四年獲

新 竹縣政府獲「內政部106年度全國災害防

婦以「一種可調式發光色彩的照明裝置」，

環保署評定「績效卓著」 殊榮，輔導的南茂

救」績優縣市。

參加2017年第69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各奪下一面銀牌。

科技、傳典工程、新竹縣運動休閒協會、財
團法人梧桐環境整合基金會、關西鎮北斗社

新 竹縣選委會古楨祥委員投身選務逾30年獲

區發展協會等企業、團體獲得優勝。

中央選舉委員會核頒二等專業獎章及證書。

中央考核新竹縣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104年
至106年度業務執行情形，關西暨竹東鎮原住

衛 生局獲「衛福部長期照護業務執行考評」

永 欣公司負責人黃廷垣和國家實驗研究院地

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勇奪「力耕組」全國優等

全國第3名、「第9屆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

震中心技術師李路生以「感測系統及使用其

第一名，尖石鄉原家中心獲甲等績優。

市計畫」創新成果獎項健康平等獎。

之感測方法」；竹東鎮張胡玉婕、張世緯夫

解垃圾處理困境

藍海竹縣

借鏡荷、德促觀光
邱鏡淳縣長偕團隊走訪德國、荷

發酵處理，由機械分選出20-30%

蘭進行城市交流，參觀奧地利公司

有機物垃圾，以發電、發熱等循環

Thoeni設於德國廠區的焚化爐、乾

經濟的概念，做有效的運用。

式厭氧發酵處理設施，過程幾乎沒

參訪團也走訪德國北萊茵-威

有臭味，發酵分解產出的熱及甲烷

斯伐倫州山城地區的城市琥珀塔

氣體，還可做為天然氣或供電，是

（Wuppertal)，當地山谷多，平地

循環經濟的最佳範例，希望將這一

空間狹窄，於1901年建構懸掛式

技術帶回國內，解決新竹縣垃圾處

輕軌，目前每年載運8萬5千人，

理困境。

琥珀塔懸掛式輕軌至今超過百年，

Thoeni廠區，原本是堆肥廠，

已列為軌道古蹟，為城市帶來大量

2011年轉型以乾式厭氧發酵處

的觀光經濟財，邱縣長認為可做為

理，當地奧格斯堡市每天1000噸

借鏡，結合竹北市重要道路及東興

垃圾，700噸無回收價值逕送焚

圳等觀光計畫，相信可成為國家級

化，約250噸有機垃圾採乾式厭氧

的觀光示範軌道工程。

台灣智慧機器人國際邀

理智慧機器人國際邀請

請賽暨桃園國際創客嘉年

賽，與有榮焉。邱縣長

華，預定今年11月在桃園

也率縣府團隊前往祥儀參

舉行，負責承辦的祥儀機

觀。

器人夢工廠創辦人蔡逢春

祥儀評估中的場地包括

董事長，希望借用新竹縣

新竹縣體育館、明新科技

場地，做為全國分區競賽

大學、大華科技大學等3

時的場所，邱鏡淳縣長表

個地方，表示，未來邀請

示樂觀其成，全力支持。

全世界菁英競技，有技能

「新竹縣是希望、亮

技藝、邏輯策略、整合應

麗、科技城」邱縣長說，

用及創新設計，將是智慧

新竹高科技聞名國際，有

機械全領域挑戰，也是亞

機會和祥儀合作，共同辦

洲最大機器人盛會。

導購 App
、智慧站牌 尖石、五峰新亮點

機器人邀請賽 縣長挺新竹辦分區賽

德國琥珀塔（Wuppertal)因地形關係使用懸掛式輕軌。

竹縣原樣好部落雲端行銷導
購平台暨APP啟用。

新竹縣在尖石、五峰舉辦

手搖發電智慧站牌、雲端
行銷導購平台暨APP啟用儀

邱鏡淳縣長率縣府團隊參觀祥儀機
器人夢工廠。

式，運用資訊技術，降低數
位落差，提供偏鄉民眾更好
的服務。

拚研發、育英才 臺科大前瞻中心啟用
臺科大前瞻研發中心落成啟用，廖慶榮

北校區，校方表示，臺科大近年在產學研

校長表示，將引進國際、科學園區等研發

發、師生創業、國際學術交流等都有亮麗

團隊，包括電力、電子、半導體、晶圓等

成績，英國泰晤士報2017全球大學就業排

產、官、學、研合作，共創地方繁榮。

行，臺科大高居第65名，為國內唯一進入

臺科大因臺北公館校區太小，爭取設竹

百大的大學，連三年居全台之冠。
前瞻研發中心於104年動工，建築將臺科
大雙手拱捧螺絲帽的校徽造型，融入建築
的入口意象。
研發中心將由臺科大三個前瞻研究團隊
進駐使用，與大新竹地區產業攜手進行合
作研發及人才培育。
邱鏡淳縣長說，臺科大前瞻研發中心啟
用，除符合鄉親期待，也是時代的潮流，

臺科大前瞻研發中心啟用，對新竹地區產業
研發及人才培育助益良多。

經過整合後，新竹縣將更是一座希望、亮
麗、科技城市。

全台原鄉第一個需求反應

式公共運輸(DRTS)資訊媒
合平臺及手搖發電智慧站牌
在尖石鄉啟用，透過自主手

全台原鄉第一個手搖
發電智慧站牌在尖石
鄉啟用。

搖發電啟動智慧站牌，導
入網路訂車平台系統，方便乘客預約公車，DRTS
營運資訊平台透過系統了解人數及時間需求，派
遣適當車型的車輛，司機可以透過手機APP連結
獲得最新、即時的派遣訊息，提供準時可靠的服
務。
「竹縣原樣好部落雲端行銷導購平台暨

APP」，將五峰、尖石部落珍貴的文化資產與豐
沛的物產，透過資通訊工具，將資源轉化成多樣
化的數位內容，預計集結農特產、手工藝、民
宿露營、風味美食、文化生態遊等至少120個店
家、農場訊息，歡迎免費下載「竹縣原樣好部落
APP」使用。

數位學習交流 台港4校視訊相見歡
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與微軟公司

芎林國中學生彭元寬說，過程中大家互相討

合作，並邀芎林國中和東安、秀巒等國小開發

論，意見相左、爭執都難免，有時明明堆疊好

遊戲與課程結合的教育方式，12月初與香港

了，但方向、角度不對，就是要重蓋，從挫敗

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進行視訊相見歡交流活

中學習，也體驗寫程式的樂趣。

動，學生大呼過癮。

遠在尖石後山的秀巒國小，在新竹縣國教輔

在師長的支持下，芎林國中完成「歷史建築

導團資訊教育輔導員的帶領下，進行體驗與交

與學校」，將萬里長城、金字塔、秦始皇陵、

流，體現網路無遠弗屆的便利性，在充滿趣味

東京鐵塔等，9人花了約半年時間構思、寫程

的氛圍中學習、分享，落實數位平權。

式，完成建置。

新竹縣學生透過視訊交流，與香港學生分享數位學習經驗。

鄉鎮大小事
竹東地區農會連兩天在

600坪稻田迷宮

竹東員山里農田辦理稻田
迷宮嘉年華，吸引鄉親朋
友穿梭稻田迷宮，體驗野
炊農趣，勾起兒時在農田

野炊體驗
農村趣

裡玩耍焢窯的回憶。
副縣長楊文科表示竹東圳引進頭前溪灌溉用
水，種植水稻、甘藷、玉米等作物，秋收富庶的
寶島風情在竹東，竹東農產廣受消費者歡迎。
竹東推出稻田迷宮獲熱烈迴響，今年稻田親子
迷宮闖關擴大到600坪，吸引民眾穿梭稻田間，
並參與焢窯、稻田餐桌、在地農產品市集，聞著
稻草香，品嚐溫熱綿甜的竹東甘藷及道地客家佳

竹東舉辦稻田迷宮嘉年華，民眾開心穿梭在稻田間。

餚，近距離感受農村趣味。

茶王出
爐！

好茶有履歷 喝得安心
106年新竹縣冬季東方美人茶（膨風茶）優良茶
比賽，連3天在北埔鄉農會舉行，共有452點參賽，
成績揭曉，由徐耀良獲得特等獎，奪得茶王殊榮。
這次冬茶首度開辦繳茶時以「裸茶」，即大包裝
不裝罐方式抽取茶樣評鑑，評鑑完成後再辦理統一
分級包裝，杜絕人為抽樣或投機者（茶樣混充）的
影響，強化並改善比賽公平性及公開度。
為推動優良茶比賽全數納入可追蹤追溯系統，參
▲

▲ 竹東文創藝
術村為青創打造
「創夢基地」，
提供漫步休憩的
創意新場域。

賽農友須完成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QR-code登錄才
能報名參賽，可讓消費者能藉由QR-code標章迅速
得知生產者資訊，可安心品好茶。

東方美人茶比賽，納入可追蹤追溯系統，
讓民眾安心品好茶。

新竹甘薯復興元年

創夢
基地

無毒契作、農具升級

竹東文創藝術村開幕

橫山農友莊添福經媒合慶

陳建斌署長說，今年是新竹

全地瓜生產合作社契作甘

縣甘藷復興元年；新埔鎮巨

莊添福引進無毒健康種苗

竹東文創藝術村經過10個月的整備，正式開

藷，申請產銷履歷，農糧署

埔社區也以番薯產業暨稻草

及標準栽培管理模式，確保

幕！藝術村未來發展將緊串聯竹東在地精神、青

在他的農地舉行示範觀摩，

文化活動，號召民眾親近農

種苗品質及減少病蟲害發

村。

創產業扶植、深耕親子活動及國際交流等四大主

生，引用日本進口自走式甘

軸，為青創打造「創夢基地」，提供漫步休憩的

藷採收機，提高甘藷表皮

創意新場域。

完整比率，成功取代傳統人

「發揚傳統文化創新，融合客家、原民等文

力採收，挖掘、撿拾易造成

化，並與國際接軌」，縣府進一步指出，藝術村

塊根破損，提升甘藷採收品

秉持結合地方文化、文創和在地美食元素，同時

質。
邱鏡淳縣長表示，新竹縣

加入台日多元藝術交流，接軌國際。
藝術家、職人、新竹縣立青少年管絃樂團紛紛

努力推動精緻農業，協助農

進駐，由徐榮春校長所領軍的原住民部落大學師

業升級，提升農村經濟，近

生，開設「853泰雅農市集」，秉持分享原鄉好滋

年種植甘藷面積達85公頃，

味，專售原民竹筒、香蕉飯等特色風味餐和部落

產量1388公噸，成果豐碩，

好物，大夥期盼它成為在地藝文、音樂和文創窗

盼中央多協助，經由補助器

口。

具，帶動更多農友轉作甘藷
莊添福引用日本進口自走式甘藷採收機，提升甘藷採收品質。

意願。

議會大小事
大易肇事路口，竹北市占8個，比例驚
人，希望相關單位正視並改善問題，檢
視道路安全規畫設計是否合宜？全方位
強化交通安全環境；並特別呼籲駕駛人

林昭錡

選區：竹北區

交通問題讓人擔心，警方曾統計全縣10

新竹縣重視教育，在竹北、湖口地

議員

陳邱
凱振
榮瑋

縣員
議員
議

竹北市發展快，人口激增，衍伸出的

勿貪快，勿酒駕。

區都有完全中學，我建議將二重國中
改制為完全中學，造福竹東溪南地區
的學子。二重國中現有校地不足，附
近有塊學校用地，因納入科學園區三
期，使用上遇到困難，建請中央和
地方各界重視，早日完成三期都市計

我也關注兒童健康，建議教育處全面

畫，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及體育

體檢校園水源和用水，若有使用老舊鉛

空間，不僅解決校地不足問題，並可

水管情形，應立即更換改善，以確保校

帶動地方繁榮發展。

園用水安全。

選區：竹東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