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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秋高氣爽多運動
新竹縣在體委會公布運動城市排行榜調查中，是最愛運動的城市，
縣府團隊也努力打造健康城市，營造良好的健康環境。
鏡淳任內將推展體育經費從4百萬倍增為8百萬元，增加經費聘用教
練投入體育、球類教學，鼓勵優秀團隊參與競賽，競爭國際賽事，更
結合節慶和民間資源舉辦桐花路跑、義民勇士路跑、峨眉熊麻吉公益
路跑、寶山橘子路跑，最近2018台灣國際馬拉松賽，都成為國內運動盛
事。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甫完工揭牌，除提供體適能、韻律、羽球、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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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歌又舞朝氣十足

中醫大新竹附設醫院 12/15營運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 預計12月營運
客家藝術節嗨翻新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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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綜合球場等設施，也與周邊的游泳館、體育館及體育場、第二運動
場，形成運動聚落，提供優質的全民運動場域，和培育優秀運動選手
的好環境。
趁秋高氣爽好運動，不妨走出戶外，慢跑、健走、登山、旅遊…讓身
體動一動，氣血動一動，樂活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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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慶雙十

縣政諮詢請撥1999專線!
新竹縣內請撥1999，外縣市請撥(03)5518128

▲海軍陸戰隊退伍軍人協會引領國旗進場，盛大
隆重。
新竹縣各界慶祝107年雙
十國慶暨升旗典禮活動，

大自然促進會總會的國際清風大自然快樂操，展現的朝氣活力，傳遞幸福、快樂。

愛國愛家旗海飄揚
又歌又舞朝氣十足

民國國運昌隆、家庭幸福圓

慶寶寶報到，邱縣長偕縣府

母嬰親善醫院政策，照顧好

湖路與寶山路交叉處這口水

滿、人人快樂歡喜。

團隊探訪，致贈生育津貼及

下一代。

井，相傳喝了井水就容易生

以愛國愛家為主軸，新竹縣

第11屆新加坡歌韻東方國

精美禮物，縣府會持續輔導

「雙胞胎集合囉！」寶山

出雙胞胎而得名，寶山村也

海軍陸戰隊退伍軍人協會引

際合唱節，在混聲組、室內

各公共場域及職場廣設哺集

鄉公所在寶山雙胞胎井邀

是全國雙胞胎比例最高的地

領國旗進場，參加民眾齊唱

合唱組及民謠組三個組別都

乳室，讓哺餵母乳的媽媽更

集全國各地的雙胞胎、多胞

區，每年雙十國慶雙胞胎大

國歌，不少家長帶著小朋友

奪得最高榮譽金質獎的「泰

便利哺餵母乳，並持續推動

胎相見歡，寶山鄉寶山村新

集合，已成為寶山特色。

參加，感受旗海飄揚，愛國

雅之聲合唱團」領唱國歌、

家、愛這片土地的情操。

國旗歌。

活動邀請「芎林鄉妃鳳舞

邱鏡淳縣長頒發感謝獎牌給

團」開場表演，成員因喜

所有協辦單位，鼓勵及關懷新

愛跳舞而結識，舞出活力熱

住民，也提及任內開源節流，

情；湖口湖南社區小朋友賣

努力減少負債，儘管財政困

力表演太鼓，中華國際熱愛

難，任內堅持教育預算在40%

大自然促進會總會的國際清

以上，新建學校並投入126億

風大自然快樂操，展現青年

元更新汰換老舊教室，提供學

的朝氣活力，傳遞幸福、快

子良好的學習環境。

樂，一連串演出，祝願中華

雙十節，新竹縣有22位國

新竹縣22位國慶寶寶報到，邱鏡淳縣長偕團隊探
訪，致贈生育津貼及精美禮物。

寶山鄉在國慶日邀集各地雙胞胎、多胞胎相見歡，
成為寶山特色。

健康˙城市

中醫大新竹附設醫院 12/15營運
邱鏡淳縣長偕縣府團隊和議員會勘

的健康。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第一期工

劉育東說，中醫大新竹附設醫院

程進度，完工後，將提供縣民最完整

佔地約10公頃，地上8層、地下2

完善的醫療品質；中醫大顧問劉育東

層，有1274個停車格，是法定停車

表示，取得使用執照後，預計12月

位的2.23倍，而醫院也將提供總床數

15日對外開業營運。

788床的服務，全部36科別將陸續開

邱縣長參觀復健部、婦科病房、護

業，大新竹地區最缺乏的急重症急

理站、嬰兒室、婦科門診、內科等

診、手術房與復健部等，都將進駐提

診間及一樓的急診室等，指示工務處

供相關醫療服務。

及交旅處，協助院方對於周遭環境景

園區有一條自設的四線道道路，可

觀，各種交通工具包括公車、愛心醫

疏解周邊的交通狀況，救護車的動線

療專車的整合啟動，一起來守護鄉親

也不會影響周邊住戶生活品質。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第一期工程完工，預計12月中對外開業營運。

台灣國際馬拉松 25國跑者參與
2018台灣國際馬拉松賽in新

道，至台3線合興火車站附近

爸媽推著娃娃車或帶著小孩全

竹，從新竹縣體育場開跑，海

折返，回程跑油羅溪、頭前溪

家出動，也有年長的跑者，還

內外25國4,000名的跑者邊跑

河堤道路，經興隆路、右轉自

有來自拙茁家園重度障礙的院

邊欣賞新竹縣明媚風光和城市

強一路，再回到新竹縣體育

生參與，過程溫馨熱鬧。

建築之美。

場，全長42.195公里。除全程
馬拉松，另有半程馬拉松、9

邱縣長和紀政等人鳴槍，跑者

公里及3公里，共計4個比賽

由新竹縣體育場出發，沿著

項目。

光明六路林蔭大道，經120縣

不少外籍跑者參與，有年輕

▲

2018台灣國際馬拉松賽由

2018台灣國際馬拉松賽in 新竹開
跑，跑者可欣賞新竹縣風光和城
市建築之美。

竹縣廣設公幼
邱鏡淳縣長關切公幼設置，
連續視察湖口、瑞興、富興
等3校附設幼兒園，任內已達

新 竹之光

2年內再增31班

 新 竹縣衛生局榮獲衛福部
106年度地方衛生機關綜

同步在去年招生。

合考評醫政業務執行績效

成普設公幼100園（班），到

邱縣長指出，早在2011年

今年全縣已有103園（班），

縣府就廣設公幼，當時全縣有

預計2020年將再設立8園、31

74園(班)公幼，主要分布在尖

 新 竹縣政府榮獲106年推

班，讓幼兒家長無後顧之憂，

石、五峰、寶山、芎林等比較

動公有建物及土地設置基

專心工作拚經濟。

欠缺私幼的鄉鎮，為滿足更多

地臺績效優良機關地方組

湖口國小與富興國小兩校的

家長的需求，在竹北等地增設

附幼都是今年9月才招生，而

29園35班，到2020年計畫再

第100園（班）是去（106）

新設8園31班，完成後將為全

年成立的東海國小附設幼兒

縣增加948公幼名額。

園，第101所瑞興國小附幼也

考評第一名。

新竹縣全台唯一，連續九年舉辦「樂齡童軍體驗營」活動，學
員DIY體驗茶染藝術，開心樂活。

樂齡童子軍
動手學、玩闖關

第一名。
 新 竹縣政府辦理山地保育
業務獲農委會評定縣市組
第三名，獲頒「金育獎」
與「激勵獎」。
 關 西國小棒球隊榮獲2018

童軍活動不僅限於小朋友參加！新竹縣連續九年舉辦

第3屆桃園盃全國三級棒

「樂齡童軍體驗營」活動，連兩天在關西鎮萊馥健康休

球錦標賽及新北市第6屆

閒渡假村舉辦，200學員動手DIY體驗茶染藝術，在團

興穀盃全國少棒邀請賽亞

康活動中隨著音樂手舞足蹈，開心歡笑，提前歡度重陽

軍。

節。
200位學員中，80歲以上長者有9人，70歲以上長輩

 北 埔國小榮獲衛福部國民

40人，60以上98人，60歲以下53人成了小老弟。女童

健康署107年健康促進學

軍會理事長古素珍說，每年舉辦樂齡童軍體驗營，民眾

校「國際認證-金質獎候

參與踴躍；邱鏡淳縣長說，人生70才開始，樂齡活動

選學校」及「特色議題(健

不單是讓長輩們保持自身健康與活力，更能將習得舞蹈

康體位)加值獲選學校」。

或技能帶回家中，讓家庭也幸福美滿。

新竹縣廣設公立幼兒園，希望讓幼兒家長無後顧之憂，專心工作拚經
濟。

87歲最年長的林幼炘來自關西下橫坑，是第六次參

 新 湖國小躲避球隊榮獲第

加樂齡童軍活動，他身體硬朗在台上示範伏地挺身，獲

四屆亞洲盃錦標賽U12女

得全場鼓掌歡呼；活動安排童軍基本技能、戶外闖關遊

生組亞軍。

戲、茶染藝術體驗，不少學員直說：好有趣！

藍海竹縣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
預計12月營運
斥資4.6億、新竹縣第一座國民運動中心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完工揭牌，委請經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位於竹北市光明六路

營運動場館有豐富經驗的遠東鐵櫃鋼鐵廠

與莊敬南路口，結合游泳館、體育館及體

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聘請專業教練，引進

育場，跨越斜張橋可至本縣第二運動場，

多項運動課程吸引更多縣民運動，預計12

形成「體育運動新聚落」，以提供縣民嶄

月間可開放。

新的運動環境；邱鏡縣長表示，這代表著

新竹縣爭取教育部體育署補助2億元，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完工落成後，可提供縣民優質的運動環境。

場、桌球室、綜合球場等。

自籌2億6385萬7千元，興建竹北國民運動

縣府持續打造新竹縣為「健康運動城市」
的決心。

中心，含括體適能中心、韻律教室、羽球

竹縣警添生力軍
照門派出所啟用
致詞表示，照門所位在竹71線，鄰近通往楊梅、龍潭的
115線，轄內有南園、九芎湖、箭竹窩等知名風景區和
多處休閒農場，新建落成後，提供民眾和員警良好的洽
公及辦公環境，對治安穩定、交通順暢和勤務功能的發
揮有加分作用。
照門派出所原址建於日據時期，建物老舊、空間不

照門派出所新建辦公廳舍落成啟用。
方的現代化建築。
縣府、議會與警察局爭取下，10月共120名警力報

20-20號辦理興建，投入1,600萬元經費，完成地上二層

到，創下歷年新進員警最多紀錄。邱鏡淳縣長指出，充

辦公廳舍，總樓地板面積約107.85坪，建築外觀沿用舊

實警力，營建安全城市，提昇居住安全，可讓企業更安

建物材料語彙，以新舊建物並存構想，轉化為簡潔、大

心、更放心地在新竹縣投資。

新埔范氏家廟
重現風華

新竹青農聯誼會主

辦「全國創新農業菁
英座談會」，邀全國
16縣市青年農民，
齊聚國道農青市集關
西休息站展售點進行
農事經驗交流，會場
也展示蔬果、無毒雞
蛋、柿餅等在地農特
產。
百大青農陪伴師李

華隆演講「農產創新
加值」、新東陽國道
營運部協理，針對青
農產品創新行銷模式
進行探討，也邀請第
二屆百大青農陳珊宇
和第四屆百大青農羅

新竹縣政府與錸德攜手將引用科技，為高齡長輩
與身心障礙者提供福利服務。

推動創新照護場域
新竹縣政府與錸德攜手將在新竹縣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中心「同心樓」推動創新照護實驗場域，結合商
場、餐廳、書屋、展演、在地職人課程、共享辦公

新埔范氏家廟歷經1年3個月修復，完工落成，范氏家

室、社區體適能中心、日間照顧及早期療育等服務，

廟重現風華！范家祠主委范佐英致詞時眼眶泛紅，哽咽

以樂齡健康、社區融合為主軸，帶給社區居民多元生

地說，他喜極而泣，完成宗親交代的任務。

活選擇與休閒空間。

秘書長蔡榮光感謝客委會自96年起持續協助，陸續補

活動當天，長輩和機器人「小貝」開心互動，邱鏡淳

助辦理調查研究計畫、緊急搶修工程、修復及再利用設

縣長和來賓也體驗VR虛擬實境，進行越南旅遊，說明

計、修復及再利用工程等，總計金額2880萬元；客委會

因應身障者老化與高齡社會來臨，未來將以科技元素

副主委范佐銘指出，修復後讓范屋的家風及精神重現世

與新型態智慧照顧理念，重新規劃設計同心樓，打造

人眼前！

全新的高齡與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新竹縣政府、新埔鎮公所打造新埔「三街六巷九宗

縣府將與錸德文教基金會合作，以「社區融合、與

祠」，修復范氏家廟除了為新竹縣增添文化與觀光價

生活合好」為核心概念，引進日本「減法照顧」理

值，也豐富新埔鎮宗祠文化，未來由范氏家族營運管

念，尊重每個人自理生活的意願與能力，鼓勵需要照

理，開放時間平日10點到16點，6人以上預約導覽，將

顧者恢復生活自立的能力，結合科技與智慧照顧技

提供范仲淹介紹、范家家傳手藝介紹、建築特色及修復

術，邀在地職人進駐，創造產業連結，一起為促進身

構件展陳等。

障族群、樂齡族群及社區居民間的融合努力。

交流青農經驗

新埔范氏家廟修復完工，增添地方文化與觀光價值，也豐富新
埔鎮宗祠文化。

縣府攜手錸德

足，已不堪使用，在各界協助下，選定照門里9鄰照鏡

農業菁英齊聚關西

會場展示蔬果、無毒雞蛋等在地農特
產。

新埔照門派出所新建辦公廳舍落成啟用，邱鏡淳縣長

仕伃分享新竹縣青農
產品透過11處直銷站
及農村社區小舖銷售
經驗。
邱鏡淳縣長表達對
青農的重視，指台灣
農業要有魄力推進，
需要青農投入創新和
提升，因此，農業科
技研發及青年農民都
必須給予鼓勵，肯定
全國青農民經由交流
及意見分享，共同為
台灣農業努力。

寶山農村 小舖開張

客家藝術節

鄉鎮大小事

葡萄蜜柚打頭陣

「2018新竹縣客家藝術節」邀來20團隊快閃表演，「連結在地、接軌國際」
展現多元繽紛內容。

嗨翻新瓦屋

寶山鄉農村社區小舖開

當季」，創造農民與消費

幕囉！寶山鄉農會將舊倉

者雙贏；為了服務農友也

庫空間活化再利用，打造

成立農業園藝資材中心，

成新賣場，目前盛產的寶

提供園藝資材方便農友選

山鄉葡萄蜜柚打頭陣，外

購。

皮綠、肉質黃的葡萄蜜柚

新鮮上市的葡萄蜜柚，

的微酸中帶甜，又富含維

甜度最高達14度，特產

生素C及礦物質，吸引不

橄欖也進入盛產期，柑橘

少遊客前來搶購。

也是寶山特產，經研發以

農村社區小舖供應安全

冷壓柑橘油配方推出包括

用藥的蔬果，各農會嚴選

洗衣精、洗潔精系列產

農產品及日常用品等，並

品都受歡迎，可洽寶山

不定期辦理農夫市集售農

鄉農會農村社區小舖03-

產品，落實「食在地、享

5201119分機17。

20團隊同台競技
「2018新竹縣客家藝術節」在新瓦屋

八音團及新竹縣客家武獅團定點定時演出，

客家文化保存區熱鬧登場，20團隊同台競

鑼鼓樂與客家方口獅帶領民眾回味早期客庄

技，快閃表演驚艷，也邀來日本高知旭食品

節慶文化的風采。

YOSAKOI團表演，邱鏡淳縣長肯定「連結

「夥房音樂會」築夢舞集《藝遊客庄紅噹

在地、接軌國際」展現多元繽紛的客家藝術

噹》環境劇場演出，搭配大新竹管樂團、新

節。

竹縣薩克斯風樂團的悠揚樂音，音樂與舞蹈

活動由玉米雞劇團、溪畔舞團、戲曲學院

的結合；鼓舞晚會由新瓦屋花鼓隊開場，接

以及客家武術舞獅協會，在園區樹林裡、圍

著邀日本高知旭食品YOSAKOI演出「咲き

牆邊、古厝巷弄間快閃表演，讓民眾驚喜連

踊る旭食～輝の奏多」，在地優質表演團隊

連；同時間客家傳統表演藝術區由田屋北管

輪番上陣，精采內容讓民眾大呼過癮。

寶山鄉農村社區小舖開幕，特產葡萄蜜柚打頭陣，歡迎
民眾選購。

新竹縣是柿子的故鄉
現在嚐鮮正當時
新竹縣是柿子的故鄉，現在正是盛產時節
，新埔柿餅節結合食農教育，邀民眾體驗削
柿子的樂趣；北埔石柿膨風節，邀民眾大啖
Q甜的石柿，品啜澎風茶的獨特蜜香。海拔
較高的尖石鄉和五峰鄉，甜柿也紅了，縣府

甜柿上市，嚐鮮正當時，歡迎民眾選購。

與各鄉鎮舉辦一連串促銷活動，歡迎民眾來
旅遊、嚐甜柿，也可順道泡溫泉、選購高冷
蔬菜、香菇等當地特產。

柿餅也是一大特色，農友遵循古法純手工
製成香Q甜美的柿餅，品質和口感俱佳。曬

柿子除了當水果吃之外，活動中更展示柿

柿場吸引民眾眼球，現場有教畫柿、免費品

子創意料理，例如加入柿子做成沙拉醬的

嚐柿茶飲，更與玄奘大學產學合作，安排柿

「鮮果沙律天婦羅」、用新鮮柿子與小黃瓜

染服裝走秀及柿麵包、柿雪Q餅、柿冰淇淋

製成的「爽脆雙拼海苔捲」，清爽不油膩或

等新品發表。

是用柿子做醬汁的「香柿雞腿排」與健康的
「香柿濃湯」。

石柿和甜柿鮮甜好吃，歡迎民眾走一趟新
竹，親身體驗。

議會大小事
生車禍，應該拓寬；其次，台一線、康樂路路
口的交通瓶頸，建議將原有陸橋不但跨過鐵
路，還要跨過台一線，直接到達康樂路，才能
解決交通壅塞情形。
另外，茄苳溪上游切割了松林與員山兩區，

點，提供長輩健康照護和學習互動及托老場
所，讓長輩享有樂齡學習和就近獲得健康照顧

林思銘

鄭清漢

竹5線（舊台15線）到上坑乳牛場道路，常發

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應多設置社區關懷據

議 員

議 員

新豐有三件建設案需要儘快解決，分別是：

的環境；而面對少子化問題，建議普設公立幼
兒園，讓幼兒家長無後顧之憂，安心工作拚經
濟。
另外，我建議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三期特定區

請縣政府協助，從舊派出所到鳳蓮宮前的山崎

計畫，未來能引進高科技、無汙染產業，帶動

地區都市計畫，使之成為一處完整的「大山崎

地方繁榮，並在竹東鎮郊開發小型精緻的工業

地區」，此區人口佔新豐人口一半以上，這三

區，招商引資，提供青年就業機會；而新竹縣

個建設案完成後可望改善地方交通並提昇鄉親

新豐區

生活品質。

垃圾無處去的棘手難題，希望縣府向中央爭取

竹東區

經費，興建焚化爐，解決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