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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鄉親報告
新竹縣減債 但建設不減
鏡淳上任時焦急喊出：廚房著火了！但立即開解方，上任百日宣布財政
止血，如今距卸職百日發表「竹現正美」新書，說明任內未增新債，且減債
97億元，財政體質改善，各項重大建設得以順利推動。
財政為庶政之母，新竹縣府會同心共同為民努力，感謝各界給予縣府團
隊支持，教育經費堅持占總預算比48%，9年投入逾61億元，新建7所學校，
更新100多所老舊校園，也陸續完成13座橋梁、吊橋、隧道和竹北與竹東下
水道系統攸關民生的重大和基礎建設。
「竹現正美」訪問產、官、學、研、醫各界代表，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新竹

攜手芝加哥癌症中心
醫療技術推向國際

關西小熊博物館開幕 3千隻泰迪熊拍到翻
企業注活水 社區營造迸新火花
新瓦屋裝置藝術展 讓生活慢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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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的改變與成長，檢視縣府團隊在教育、經貿、交通、文化、財政、觀光、
醫衛等具體成果。縣府團隊也發表影片-「孩子們的新竹」，以幸福孩子家
庭生活故事為主軸，呈現成果。
九年來新竹縣的改變與進步看得見，期盼為我們的孩子打造國際級的幸
福宜居家園，一個真正有未來的幸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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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癌症中心
醫療技術
推向國際

在邱鏡淳縣長(右二)見證下，中國醫藥大學陳自諒院長
(右一)與芝加哥衛斯蒙市前列腺癌症中心布萊恩莫蘭主任
(左)簽署合作備忘錄。
新竹縣舉辦「2018新竹縣國際健康智慧城

芝加哥衛斯蒙市參訪新竹高科技、綠建築等設施，做城市
經驗交流。
心，簽屬合作意向書。

市高峰會」，在邱鏡淳縣長見證下，中國醫藥

這次衛斯蒙市到訪，包括芝加哥前列腺癌中

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院長陳自諒與芝加哥衛斯蒙

心布萊恩莫蘭主任等11名智慧醫療、國際公

市前列腺癌症中心主任布萊恩莫蘭（Brian J.

益、經貿發展、綠能建築學者，與新竹縣政

Moran）簽署合作備忘錄。

府、醫療單位、國際獅子會、達成基金會等單

新竹縣從2013台灣燈會、2015國際客家文化

位進行經驗交流。

嘉年華會開始，在文化面已走向國際舞台，這

陳自諒院長分析攝護腺癌目前最新的醫療技

次國際健康智慧城市高峰會，更將新竹縣的醫

術「達文西機器手臂」與傳統腹腔鏡的優缺

療技術推向國際，讓新竹縣成為更具國際水準

點，縣府就國內外重大投資招商做簡報，分析

的城市。

新竹縣的投資環境優勢，包括有新竹科學園

芝加哥衛斯蒙市參訪團一同DIY珍珠奶茶，稱讚好喝，也參
與學生3D列印製作筆筒，進行教育交流與經驗分享！

區、新竹工業區及未來AI智慧園區與鳳山工業

與衛斯蒙市結盟

區等，完整的產業供應鏈是吸引外資投資的後

加強文教、經貿、科技交流

盾與考量方向。

與六家高中締結姊妹校
東泰高中邀貴賓大啖珍奶

新竹縣經由國際智慧城市ICF認證的幸福城市，

在邱縣長陪同下，美國芝加哥衛斯蒙市成員

六家高中與衛斯蒙市立高中締結姊妹學校，啟動

參加國際健康智慧城市高峰會，進而與芝加哥衛

一行，參訪國家同步輻研究中心及國家實驗研

交換學生，衛斯蒙市成員到六家高中進行教育交流

斯蒙市結盟加強文教、經貿、科技等多面向交

究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也參訪竹北市的綠建

與經驗分享，參與學生3D列印製作筆筒，東泰高中

流，縣府今年7月應邀赴美參加美食文化節，行

築，新竹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並與芝加

餐飲科同學也邀衛斯蒙貴賓一同DIY珍珠奶茶，品嚐

銷客家美食與文化，並參訪芝加哥攝護腺癌中

哥台灣建築學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台灣珍珠奶茶的好風味。

健康˙城市

關西

小熊博物館開幕
3千隻泰迪熊拍到翻
關西小熊博物館開幕，館內近

作，讓遊客DIY，將專屬自己的小

3000隻泰迪熊迎賓，全亞洲泰迪熊
館藏最多的博物館立即吸引遊客到

2樓規劃時尚話題互動區、袖珍

訪，感受新奇與驚艷，成為台三線

小熊區、主題館藏，還有富有環保

觀光旅遊新亮點。

教育意義的北極熊區等，讓參觀者

小熊博物館原址為「關西迎風

融入小熊的生活與世界；B1為泰迪

館」，縣府招商，委由泰迪天地股

熊名人區，設置有瑪麗蓮夢露、愛

份有限公司經營，1樓大廳以地球

因斯坦等，富有歷史及教育意義，

村的概念規劃，有世界各國小熊的

場館內還設置鐵馬驛站，備有腳踏

主題展覽空間，打造博物館為一

車供遊客租借，供遊客騎乘漫遊關

個族群融合的大家庭，並設有2間

西鎮。

小熊手作教室可容納140人同時手

全亞洲泰迪熊館藏最多的關西小熊博物館，吸引遊客感受新奇與驚艷。

打造動漫教育中心 68號星球 啟航
新竹縣動漫教育中心啟用，因地址與
聯外道路都有68字樣，取別名「68號星
球」。邱鏡淳縣長當場體驗科技帶來的新
奇感受，希望藉由「星球降落」，透過
3D、AR及VR等資訊科技元素，達成數位動
漫教育向下扎根的目標。
「68號星球」運用體感偵測，透過動作
捕捉，提供學生體感操作學習體驗；導入
3D動畫製作流程，協助師生動漫創作；結
合AR擴增實境技術(Augmented Reality新竹縣「68號星球」結合3D、AR及VR等科技元素，要讓數位動漫教
育向下扎根。

based），將教室壁面圖像作為Markerless

鳳鼻隧道西側海濱廢棄物
年底前清除
新豐鄉鳳鼻隧道西側海濱南約4百公尺的海岸

新竹縣海岸遭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困擾多年，新竹
縣政府爭取經費辦理清除，預計今年底前完工。

業廢棄物掩蓋之海岸線，在中央與地方通力

局表示，場址南側鄰近海面，將先隔離海水，

合作下邁出清除的第一步，未來縣府團隊及議

進行坡面廢棄物挖除清理，再以石籠工法鋪設

會，將結合鄉鎮市公所等各界，努力打造南邊

於坡面復原，避免邊坡坍塌滑動入海，北側則

新月沙灘至北端坡頭漁港成為北台灣最美麗海

利用周邊之營建廢棄物進行復原；廢棄物挖除

岸線。

後經篩分、計量及包裝後，運交合格的處理廠

新 竹之光

出一個立體、高擬真的3D 空間，讓使用者
穿戴特殊顯示裝置 （VR眼鏡），進入後，
可藉由控制器或鍵盤，在虛擬的環境下自
主學習。
具備高繪圖運算能力晶片硬體設備的
「達文西教室」，藉由2D、3D動畫創作軟
體，可將漫畫創作結合聲音立體化、數位
化，搭配R3創意工房，可進行AR/VR/MR
內容設計製作，包括3D掃描、3D建模、3D
列印、雷射切割、動畫設計等後製教育訓
練課程研發，期有效培育更多下世代動漫
人才。

公幼好消息!

竹東幼兒園增加12班

竹東地區人口逐年增長，邱鏡淳縣長偕教育處
長劉明超會勘縣立竹東幼兒園，指示進行園區後

除了增加硬體設施的規劃，邱縣長也指示與清

還給竹北、新豐美麗的海岸線。

清運工程獲環保署補助3,800萬元經費，環保

在「星空劇場」中，利用電腦技術模擬

12班，年底前完成規劃設計的發包。

縣府爭取經費辦理清除，估計今年底前完工，

公司協助處理，將長年被不肖廠商堆置有害事

AR技術的辨識圖標，進行互動教學。

方相關地目及土地使用確認，規劃新建教室增加

線，多年前被不肖廠商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邱鏡淳縣長感謝環保署經費挹注、台灣鋼聯

熊帶回家作紀念。

妥善處理及再利用。

華大學等相關教育系所策略聯盟，在徵求家長及
導師的意見後，導入英文班、音樂班、繪畫班等
相關課程，讓竹東地區幼兒，也能夠全方位、適
齡適性學習。
竹東幼兒園增加12班，可望減輕幼童入園壓
力，減輕家長育兒負擔，讓父母能夠安心生養。
邱縣長發送蘋果給每一位孩童，祝福求學、成長
都平平安安，小朋友也手繪製卡片，送給縣長表
達歡迎和感謝。

年縣市「建造執照與雜項執照相關管理業
務推動情形考核」甲等佳績。

六 家國小韻律體操隊榮獲全國韻律體操錦

新 竹縣落實辦理口蹄疫防治，獲行政院農

標賽中年級團隊(棒)冠軍。

委會「口蹄疫撲滅計畫重要措施績效評
比」第二組第一名。

六家國小女排隊榮獲全國第 47 屆中華盃國
小師生排球賽冠軍。

湖 口高中吳佳蓉榮獲2018韓國金雲龍盃國
際跆拳道錦標賽青少年女子組63公斤級競

新 竹縣政府工務處建管業務獲內政部107

技冠軍。

邱鏡淳縣長會勘縣立竹東幼兒園，規劃新建教室增加12
班。

藍海竹縣

企業注活水 竹北
竹東
社區營造
迸新火花 建3停車場 獲前瞻3.5億補助

新竹縣提報竹北停6等3處停車場計畫，獲中央3.5億元補助。此為竹東
仁義立體停車場示意圖。

新竹縣先前提報竹北停13、竹東仁愛停

力。邱鏡淳縣長說，中央迄今補助本縣興

新竹縣首度招募企業參與社區營造，邀熱血企業參

2及寶山國中地下停車場，全數通過中央審

建6個立體停車場，竹東信義立體停車場將

與，初步媒合竹北新國社區與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查，獲前瞻計畫補助4.1億元，最近再提竹

於今年底開工，其餘案件則預計於108年

芎林華龍社區與漢民科技、關西上林社區與台灣科學

東交通轉運站地下停車場、竹北市停6、

開始動工，109年底前全數完工，希望解

工業園區同業公會攜手打造新竹縣美好家園。

竹東鎮信義等3案再傳捷報，獲通過3.5億

決民眾停車問題。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在環保教育推廣上受肯定，將
協助竹北新國社區分享魚菜共生系統的經驗與環境場
域認證的專業，新國社區也是新竹縣食農教育的示範
基地。

元補助，這3處停車場可提供約715席汽車
格。

未來完工也將結合智慧化停車導引、收
費、綠能車位及性別友善親近車位等，提

「內容明確，皆針對區域停車問題提出

供優質停車環境。

改善」縣府展現向中央爭取建設經費的實

關西鎮上林社區有極佳的自然環境和豐富多樣的農
產，但面臨人口老化及柑橘產量過剩的問題，將邀科
學園區同業公會協助修復社區步道、整理果園、採收
柑橘、體驗橘餅製作，企業更可以成為購買者，以夥
伴成為社區的堅強支柱。
芎林華龍社區將與漢民科技的工程師們合作，「當
科技遇上自然」，牽動企業與社區往前跨出步伐，讓
社區營造進入思考人與人、人與土地關係的本質，協
助修繕老房，運用古法以稻草搭建屋頂。
新竹縣開全國縣市政府之先，將「區塊鏈」應用在產銷履歷上，提供消費者安心選購。

區塊鏈產銷履歷 新竹農產安心呷
新竹縣政府開全國縣市政府之先，將當
下熱門的「區塊鏈」，應用在產銷履歷

新竹縣招募企業參與社區營造，攜手打造新竹縣美好家園。

程，知道所吃的蔬果來歷，能吃得安心及
放心，農民的收入也可提高。

上，邱鏡淳縣長與經濟部工業局陳佩利主

新竹縣運用物聯網、大數據、AR、VR

秘、富鴻網董事長黃南仁、電電公會─資

等新興科技導入智慧農業與智慧觀光，建

通訊產業聯盟會長翁樸山等人啟動「智慧

構結合農業、產銷及觀光之農業經濟生態

觀光與物聯網農業應用」，盼翻轉傳統農

系，並以產官學合作模式導入區塊鏈生產

業和觀光模式，共創新商機！

履歷．藉此帶動新竹縣發展精緻和精準農

「區塊鏈」具有資料寫入後無法竄改，

業，提高農民收入，及發展在地特色體驗

難以變造，提供安全及被信任特性，邱縣

旅遊新型態，進而活絡在地觀光經濟，提

長指出，應用區塊鏈技術於產銷履歷，希

升整體觀光產值。

望讓消費者公開檢視所有的生產銷售過

二重國小改建、
寶山國中新球場動工
竹東二重國小北棟已47年，東一棟校舍更
達60年，有漏水、龜裂、剝落等情況，縣府

新埔115縣道拓寬
11月初提前完工
新竹縣新埔115縣道拓寬，邱鏡淳長偕議員范曰富、新

向教育部申請獲補助1億5,555萬元執行拆除

埔鎮長林保祿、鎮民代表陳新源、照門里長曾增

重建，預計興建教室40間、廁所20間、樓梯

沿線勘查進度，希望在不影響道路工程品質前提下，順

20座、露台1座、多功能川堂集合場1座，預

應地方民眾殷切期盼，於11月初提早完工通車。

計550日曆天完工。

等人

縣道115北起桃園縣觀音與112縣道相交處，南迄新竹

寶山國中鄰近新竹科學園區，隨著學區的

縣芎林鄉與120縣道交會處，全長約37公里，串連桃園

繁榮，學生數增加，新竹縣爭取投入1,457

觀音、新屋、楊梅及新竹縣新埔、芎林等鄉鎮，為新竹

萬元，興建三層樓高、面積約770平方公

生活圈道路的一部份。

尺，內含籃球場一座及簡易看台的風雨球
場，預計108年2月完工。

新竹縣竹東二重國小校舍老舊，縣府爭取經費拆
除重建，邱鏡淳縣長等人執鏟動土。

兩項工程都由邱鏡淳縣長主持動土，說明
縣府重視教育，即使財政困難，教育經費每

生安全優質的學習環境和活動空間，希望廠

年仍然占總預算40%以上，二重國小校舍

商如期如質完工，讓學校能夠培育出更多人

改建，寶山國中建風雨球場，都希望提供師

才。

縣府積極爭取拓寬，向交通部爭取5億8400萬，自
籌1億5,250萬，以總經費約7億3,650萬投入115 線
20k+016~25k+950 段，長約5.93公里，從原本6到10公
尺拓寬為15公尺，提供安全的交通環境，也增進新埔觀
光和繁榮。

鄉鎮大小事

原民網路電視平台 竹縣全國首創

愜意新瓦屋

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裝置藝術展，歡迎觀賞。

裝置藝術展
讓生活慢下來
來新瓦屋慢活吹風，感受生活

的愜意自在！

撫、光影的灑落、樹林的低語，
與自然重新連結，踩著新瓦屋的

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正展出

蔥鬱綠意，體驗客家精神的傳遞

「慢漫步，吹吹風」裝置藝術

及人與人、人與土地間的情感凝

展，任大賢、李蕢至、包大山等

聚。

藝術家分別創作「和你一起吹吹

任大賢是知名線性雕塑藝術

風」、「記憶浪體」、「親吻」

家，以線條雕塑牛、鳥、烏龜等

三件作品，邀民眾在秋日美好時

動物造型，表現人與人的互動、

光，到新瓦屋慢慢品味裝置藝術

人與自然的友善關係；李蕢至團

之美；展期到11月22日。

隊以竹編展現風動、水流的意

邱鏡淳縣長表示，這三件裝置

象；包大山本次展出FRP雕塑，

作品策展發想來自新竹的風、

以披著披風的熊超人為人物形

新瓦屋的綠意，藉由「慢活、吹

象，展現風中的親吻，傳達新

風」為主題的裝置展品，呼喚身

瓦屋的好客及舒適休閒感，引導

處鋼筋水泥高樓間的都市人，能

民眾家跟著熊超人穿梭漫遊新瓦

夠慢下來看生活，感受風的吹

屋。

全國第一個原住民網路電視平台在新竹縣實現，透過手
機、APP、電視或PC，就能夠觀看自製節目，了解新竹縣部
落文化藝術及各項產業和觀光資訊，並提供傳送、分享及導
覽服務；部落文化、音樂、語言也進入數位化典藏。
「竹縣原民網路電視平台」的建置，讓族人擁有自主、自
製、自播數位影音節目製播平台，得以跨載具、跨地域，有
效進行文化保存、傳播與傳承，也培育族人擁有節目編劇、
數位影音剪輯及APP維護的能力，持續深耕營運，落實永續經
營。
網路電視平台提供音樂作品永久存播的數位空間，讓各界
愛樂人點閱欣賞，作品永存的生命力，也大幅提升原民創作
動力；網路平台運用網通科技，幫原住民店家進行新時代數
位整合行銷，能集客、導客、留客，提升原鄉觀光及物產銷
售品質，促進產業發展。

全國第一個原住民網路電視平台在新竹縣實現，提供新竹縣部落文
化藝術及各項產業和觀光資訊，也做部落文化、音樂等數位化典
藏。

柿餅節
暢遊新埔
體驗削柿、柿染

柿餅上市，歡迎民眾到新埔選購及體驗削柿皮、曬柿餅。

九降風吹起，新竹縣好吃

新埔鎮旱坑里因環境特

今年柿青產量比往年增加

柿餅報到，縣府和新埔鎮公

殊，成為台灣柿餅產區，每

一倍，品質也較好，柿餅節

所等單位舉辦「柿餅之鄉千

年9月中到隔年1月是柿餅產

系列活動，安排柿染服裝走

人健走＆削柿體驗」，吸引

季，品種有牛心柿、石柿、

秀及柿麵包、柿雪Q餅、柿

民眾參與，從新埔鎮藝文廣

筆柿等，經削皮、日曬、捏

冰淇淋等新品發表，結合農

場出發到金漢柿餅教育園區

製、風乾等繁覆加工後，成

特產品展售、米食展售、藝

再折返，全長約5.6公里，並

為軟Q甜而不膩的健康農產

文表演，邀民眾暢遊新埔，

做削柿體驗。

品。

體驗精采的柿餅產業文化。

議會大小事

埔到高鐵特區距離，建議縣府爭取將埔東隧道
開闢計畫納入中央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項目，對
帶動新埔、竹北兩地新一波的繁榮助益良多。
另外，竹115線為連結新竹縣新埔鎮與桃園

新埔區

我多年來爭取縣道117線做高架，從湖口勝
利路銜接新埔，跨鳳山溪接到竹北市沿河街外

陳栢維

賴江海

區、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完成後可縮短新

議 員

議 員

埔東隧道連結新埔鎮至竹北市東海、高鐵特

環道，縣府已進行可行性評估並舉行說明會，
此改善措施，可望解決新竹工業區尖峰時刻塞
車問題，讓台一線交通承載量獲得紓緩，對湖
口、新豐等地交通改善良多。

縣楊梅市的主要道路，新埔鎮內思高中到照門

湖口鄉擁有裝甲基地、茶園、百年老街等具

國小的前半段已拓寬，如今後段到新埔、楊梅

有豐厚歷史人文和觀光元素，我爭取串連湖口

交界處，總長約5.9公里路段拓寬已快完成，

四窩：南窩、北窩、糞箕窩、羊喜窩成為環狀

全路段拓寬後，可望改善先前狹窄窘境，帶進

的觀光帶，尤其油桐花開時，漫步步道間，滿

觀光繁榮地方。

湖口區

山雪白風景醉人，適合賞景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