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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新人 新政 新氣象

文科就職，帶著新團隊立即上工，無縫接軌，定出拚經濟、重文教、
享福利，要照顧老、中、青、幼全方位施政的決心，更射出AI智慧園
區、台灣知識經濟園區、園區三期三箭計畫，盼與各界共同打造新竹縣
未來30年榮景。
縣府團隊也做了調整，交通旅遊處、文化局、原住民族行政處、綜合
發展處等局處長，或起用新人或內部調任，並成立青年事務中心；工策
會、新竹肉品公司則吸納民意代表和鄉鎮長參與，展現宏觀城市布局和
兼聽民意並蓄。
歲次己亥，豬在傳統農村中是物埠民豐的象徵，代表著豐富圓融，楊
文科來自農村，有著農家子弟勤勞樸直本質，任職縣府、竹科、中科，
累績豐富的行政歷練與科技人實事求是的精神，投入拚經濟、重文教、
享福利，新人新政新氣象，要建設新竹縣成為文化、科技、智慧城。

3支箭 創榮景！ 國際AI智慧園區
產值上看182億
加碼3項補助費 改善工業區交通
全面照顧各族群

將開放湖口服務區北上便道

提升道路安全
竹北線路將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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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縣政諮詢請撥1999專線!

楊文科

要

報 你知

適用對象：設籍新竹縣內家戶，同一申請用電地址以申請一次為限。。

●

內容：換新冷氣及冰箱需符合能源效率第1、2級規範，冷氣每瓩補助1000元，冰
箱每公升補助10元，補助金額每台最高3000元，最多可申請補助冷氣、冰

月

紀

事

MARCH 2019

新竹縣內請撥1999，外縣市請撥(03)5518128

●

冷氣
冰箱

箱合計5台，最高可補助1萬5千元。
●

辦法：申請補助時請檢具申請書、產品型號之購買證明文
件(如發票)、回收證明文件(如廢機回收聯單)、設
備汰換前後照片、裝機地址等證明文件向縣府提出

舊換新
節電省荷包

申請；購買日期可回溯至107年12月7日。
●

申請：即日起至108年8月31日止，向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

●

洽詢：03-551-8101分機6114。

發展處公用事業科申請。
新竹縣智慧節電網

3 支箭 創榮景！

國際AI智慧園區 產值上看182億
楊文科當選就職，參加

國際AI智慧園區將投入公

新春團拜，議員縣政考察

共設施等基礎建設，將興

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拜訪

建樓地板面積3千坪的AI展

時，都提出推動新竹縣國

願景館，規劃為國際會議

際AI智慧園區、台灣知識經

廳、創新育成中心、新創

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

辦公室及產品展示與體驗

園區三期主要計畫3箭，要

場域，建構AI創新技術研發

打造竹縣30年榮景。

基地，吸引國際企業與青

3箭之一竹北「國際AI智

年創業進駐。

慧園區」，將引進無煙囪

產專用地將發展低汙

產業，打造12.6公頃、年產

染、非製造的「無煙囪產

值182億元的新創園區，最

業」，導入AI人工智慧技

快明年底前完成公共設施

術，引進軟體設計、資訊

工程，未來可望以設定地

服務、智慧應用服務等，

上權標租方式招商，帶動

招商預計引入200家廠商，

產業升級轉型，預計今年9

創造總產值約182億元商

月完成申請設置，明年底

機。

前完成園區工程開發。

▲竹北「國際AI智慧園區」，預計明年底前完成園區工程
新竹縣國際AI智慧園區願景模擬示意圖
開發，帶動新竹縣產業轉型。

▲楊文科縣長就職後拚經濟，要打造竹縣30年榮景。

縣府評估，新竹縣為

國際AI智慧園區位於竹北

半導體、ICT與生醫產業

交流道旁，原為台大竹北

重鎮，有新竹科學園區、

分部二期用地，因台大未

新竹工業區、台元科技園

開發，新竹縣府爭取利用

區、新竹生醫園區等，與

並變更為綠能園區用地，

國際AI智慧園區形成高科技

獲經濟部工業局審查通

聚落，供應鏈完整，擁有

過，列入前瞻基礎建設補

推動國家AI創新產業發展的

助，經費9億2304萬元。

優勢。

▲竹北國際AI智慧園區，將引進無煙囪產業，以研發為限，最快明年11月完成公共設施工程。(全區模擬圖)

▲營養午餐加碼有機食材，讓孩子安心、吃健康、吃營養。

加碼3項補助費

▲楊文科縣長兌現承諾「免費營養午餐加碼有機

全面照顧各族群
楊文科縣長就職，立即宣布要照顧

學生營養午餐方面，分2階段進

老、中、青、幼，在首場主管會報暨

行，今年1月至6月提供國小每人餐費

臨時縣務會議提出加碼新生兒營養補

37元、國中每人餐費40元，9月至12

助費、國中小免費營養午餐及敬老福

月提供國小每人餐費42元、國中每人

利津貼等3項補助費，議會審議通過

餐費45元，校長、午餐祕書、導師、

楊文科縣長說 ，他也會全面式照

後立即施行，他感謝議員們協助：讓

營養師、廚工午餐餐費、基本費及燃

顧各族群，就職百日，著力於地方

我兌現政見，說到做到！

料費由縣府補助。

產業、城鄉交通、科技發展、經濟繁

食材」，同時推動食育政策，也讓縣內有機蔬菜
供應平台順暢運轉。

孩子安心、吃健康、吃營養，讓家長
放心。
照顧長輩上，新竹縣恢復發放敬老
福利津貼為每人每月3千元。

新竹縣今年起提高新生兒營養補助

不但如此，今年9月開學起，120所

榮、社褔醫療、文化深根、勞工保障

金額，第一胎補助新台幣1萬元、第

國中小營養午餐「加碼加料」，讓5

等，要拉近城鄉差距，讓鄉下的教育

二胎2萬元、第三胎以上5萬元，如為

萬名國中小學生一週享用2次在地有

沒有明星學校的思維。

雙胞胎，補助新台幣3萬元、３胞胎

機蔬菜，未來再朝每週3次、4次、

機食材，落實地產地

以上補助10萬元。

甚至天天供應為目標，讓

消，減少食物里程，為

▲免費營養午餐加碼有

環境盡一分心力。

▲

暢
走讀北埔姜阿新洋樓，

有如閱讀北埔產業歷史。

遊 浪漫台三線

抽iPhone住宿券
領取「暢遊新竹縣」觀光護照 內有旅遊資訊和抽獎辦法
新竹縣有豐富的美景與文化旅遊

解放鴨撿蛋、手作鹹蛋的樂趣，分

資源，趁著春夏旅遊好時節，即日

享小農稻作理念，享受在地特色下

起到5月31日歡迎加入「浪漫台3線

午茶點。

暢遊新竹縣」旅程，可享滿額贈禮

「綠能遊艇桐花秘境遊」結合桐

優惠，還有機會抽中iPhoneｘS、

花季節，搭乘綠能電動遊艇深入峨

iPhoneｘ與各大旅宿住宿券喔。

眉湖秘境，遊覽湖光山色美景和生

遊客可先到竹東服務中心、新竹

態，到關西羅屋書院製作客家米食

高鐵站、新竹火車站旅服中心領取

菜包DIY，品嘗風味下午茶，再到

「暢遊新竹縣」觀光護照，內容有

上南片百年古道與南山橋溪畔體驗

交通、旅遊、住宿、觀光巴士等資

立石趣味。

訊，提供集點卡、滿額贈禮，和獎

「浪漫台3線 暢遊新竹縣」獲近

勵旅遊與集章抽大獎辦法，和一日

50家旅宿業共襄盛舉，採一日主題

遊、二日遊行程規畫等，為您的旅

式體驗小旅行，發掘竹縣在地文

遊行程加值。

化、客家風情；相關獎勵及優惠

新竹縣也規畫「奇岩巡禮採果慢

詳情，請上網查詢。

醞釀」行程，邀遊客走訪浪漫愛情
▲奇岩巡禮行程邀遊客走青蛙石步

車站與青蛙石步道，於天然谷大啖

道，近距離觀看青蛙石和溪流生

新鮮活魚，再到李記醬油手作甘味

態，也品嚐高冷新鮮鱒魚。

純露並享受採果樂趣。
「彎腰做農人田園食趣」則走讀

▲

北埔姜阿新洋樓，至畚箕窩聚落漫
綠能遊艇桐花秘境遊行

程，結合桐花季節，搭乘綠能電動遊
艇深入峨眉湖秘境。

遊寧靜鄉村田園風光，跟著達人講

「暢遊新竹縣」
活動官網

新竹縣政府
全球資訊網

改善工業區交通

將開放湖口服務區北上便道
新竹縣政府爭取改善湖口交流道往返新竹
工業區擁塞問題，研提湖口北上服務區開放

車程，尖峰時段則須花費近一小時，用路人
苦不堪言。

聯外便道疏解案，經高公局審慎研議評估後

縣府和湖口鄉公所、議員多方爭取，縣府

原則同意，盼分散車流疏解湖口交流道周邊

交通旅遊處2月27日赴高公局進行可行性評

壅塞問題。

估方案審查，獲原則同意，開放湖口北上服

湖口交流道緊鄰新竹工業區，上下午擁入

務區聯外便道以利分散車流，後續仍將與高

大量通勤車流，經常造成回堵，嚴重影響湖

公局協調及早完成工程細部規劃設計與施工

口交流道與周邊路網交通，平常僅需20分鐘

期程，讓縣民享受到更便利交通。

焚化廠歲修

▲中山高南下湖口至新竹路段已成瓶頸路段，經常性塞車，湖口交流道要
匯入中山高車速緩慢。

縣長籲加強垃圾分類、減量
新竹縣委託鄰縣市代處理垃圾，但苗栗縣焚化

前準備及啟爐後運轉，已從2月18日起，每日允

廠進行歲修到3月底，新竹市焚化廠4月7日到5月

許量從190公噸減到最低時70公噸，要到5月中旬

2日進行歲修，楊文科縣長呼籲縣民共體時艱做

之後才恢復一日250公噸的處理量。

好垃圾分類及垃圾減量，也請環保局研究興建廢
棄物設施的可行性。

▲新竹縣垃圾逢焚化廠進行歲修，楊文科縣長呼籲縣民共體時艱做好垃

楊文科縣長呼籲縣共體時艱，加強垃圾分類及
減量，如自備隨身杯、環保筷、手帕及購物袋，少

新竹縣每天約有235噸的垃圾量，也長期投入

喝瓶裝水及少用一次性即丟商品；楊文科縣長也

垃圾分類及減量，但遇上鄰縣市焚化廠歲修，仍

請環保局爭取經費，及高效能熱處理技術方式，

有垃圾暫堆置的壓力，新竹市、苗栗縣因應歲修

建置廢棄物處理設施，盼做到自主管理目標。

圾分類及減量。

新豐王爺橋通車 居民交通安全大提升
新豐鄉王爺橋改建完工，提升橋梁耐
震及抗沖刷能力，也讓聯絡台一線及西
濱公路主道路系統網絡更安全、便利；
楊文科縣長致詞感謝邱前縣長與張議長
爭取，並讓工程如期完工通車，盼帶動
新豐的百業發展，更加繁榮。
新豐王爺橋改建經費4,660萬，交通部

▲楊文科縣長（左）拜會臺灣大學校

補助2,288萬，縣府自籌2,372萬，去年2

長管中閔爭取臺大在竹北設立高中。

月28日開工，今年1月24日完工，改建工
程採鋼構梁，搭配RC橋面板設計，下部
結構保留橋台與橋墩，以鋼板包覆補強
提升耐震強度，並一併整修引道路面。
王爺橋是連結新豐市區至台15及台61
省道等重要道路的橋梁，橋齡逾36年，
檢測發現上部結構預力鋼鍵受損斷裂，

▲王爺橋改建完工，讓居民行車更安全便利。

爭取竹北設臺大附中
縣長拜會管中閔

承載力恐嚴重不足，改建後，橋寬從原

楊文科縣長重視教育，2月22日赴國立臺

本8.6公尺增至10.9公尺，也一併改善北

灣大學拜會校長管中閔，爭取臺大於竹北設

側和南側引道，新豐鄉長許秋澤說，改

立高中，爭取優秀學子留在新竹縣就讀，管

建後橋面的拓寬及加強橋梁結構，讓居

校長表示，臺大十分珍惜竹北院區，先前沒

民行車更加安全及便利。

有設立高中的規畫，將交由校內充分討論，
評估可行性。
新竹縣擁有新竹工業區、竹科，吸引高科


● 日本ASIAGRAPH

新竹 之光

2018兒童及青少年

動畫競賽，竹北國中《Friend》獲績

雄港都「老四川盃」全國青少年棒球
錦標賽冠軍。

優獎，優勝獎為內灣國小《一起來
內灣玩》、《古人遊內灣》、橫山


● 竹北博愛國中校友黃侑威、王瑞誠

國中《穿越食光》、竹北國中《The

獲選U18五人制足球代表隊國手，黃

Earth》、《Colored Wing See Chupei

侑威入選亞洲盃五人制U20代表隊國

with Heart》，竹北國中《婚姻平權》

手。

獲得入選獎。

● 竹北六家國小女桌球隊榮獲國語日報

● 關西國中棒球隊榮獲2019年第六屆高

盃桌球賽亞軍。

技人才進駐，外來人口也逐年增加，學童就
學人數呈倍數成長，自99年起，縣府已陸續
興建5所國中小，並將六家國中改制成六家
高中，加上國立竹北高中、私立義民高中，
仍難容納每年國中畢業人數，導致部分學生
到外縣市就讀。
楊文科縣長指新竹縣正推動興設國際AI智
慧園區，未來若設立臺大附中，可與AI智慧
園區、竹科與工研院合作，建置智慧校園，
增加新竹縣學生在地就學的選擇性，也可留
住優秀子弟就近學習。

提升道路安全

竹北線路將地下化
新竹縣政府向營建署提出107年至

鋪設與標線劃設，可望美化市容和道

109年提升道路品質-公共環境改善計

路景觀，改善道路天際景觀不佳及號

畫，投入光明六路天空纜線地下化與

誌纜線雜亂問題，完工後，讓來到竹

標誌共桿整併，盼提升道路環境及簡

北的民眾，看到新竹縣門面煥然一新。

化路口設施，讓用路人有舒適道路品

交旅處處長游志祥表示，本次工程

質，避免因管線下垂或掉落造成交通

計畫經費共5千1百萬元，預計處理中

危險。

華路以東至高速公路北上匝道路口範

楊文科縣長指出，光明六路線路

圍，計有13個路口，透過纜線全面地

地下化採分年分期辦理，從路口挖、

下化及標誌共桿，可改善行車安全，

埋、配管，再配合整條道路瀝青重新

也讓夜間標誌更加清楚。

鄉親期盼多年

湖口運動公園 動工了

▲新竹縣政府在竹東五尖教會，成立文化健康站，關懷及照顧原民朋友健康。

五尖健康站成立
守護
原民健康

湖口王爺壟運動公園歷經4年

尖石、五峰兩原鄉民眾，不少在竹
東鎮就業就學，也是新竹縣平地原民
最多的鄉鎮，新竹縣政府協助在竹東
鎮東峰路137巷34弄6號五尖教會，
成立文化健康站，歡迎原民朋友多利
用，電話：03-5100647。

來多次流標，終於在今年1月中

五尖文化健康站由竹東鎮原住民關

第14次招標順利決標，2月23日

懷協會申請設立，開站後將固定服務

在楊文科縣長、林志華鄉長等多

竹東地區20位55歲以上健康、亞健康

人主持下動土，期許工程如期如

及中度失能之原住民長者，並不定時

質完工，提供湖口鄉民運動健

訪查竹東鎮內原住民，提供類家托、

身、休閒遊憩和培訓優秀運動選

居家照顧及陪同就醫等服務。

手的場所。

楊文科縣長重視照顧原住民，營

楊文科縣長也表示，將和地

造更好的生活環境，除橋梁道路等建

方攜手，繼續爭取在湖口、楊梅
交界處增設中山高交流道銜接台

山路與達生路間，占地約3.03公

一線，疏解塞車，湖口高中遷校

頃，工程發包金額1億5,360萬

王爺壟案也會積極向中央爭取經

▲湖口王爺壟運動公園完工後，可提供湖口
鄉民運動健身、休閒遊憩的場所。

設，也著重健康、文化、縮短城鄉差
距。縣府已陸續在五峰、尖石等鄉，
成立了原住民文化健康站，並深入水

元，總工期480日曆天，預計明

的多功能草地和行政管理、公共

田、梅花、那羅、花園、桃山等部，

費，讓湖口鄉成為閃亮的明珠。

年6月完工，設施有標準直排輪

廁所等，滿足老中青幼不同年齡

每年投入1,662萬元經費，未來仍會

王爺壟運動公園座落湖口中

場地、風雨籃球場、包含槌球場

層的運動需求。

持續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建置。

人物 介紹

吳文岳
善待土地
為有機農業
闖下一片天

湖口鄉民吳文岳投入有機蔬菜種

蔬菜栽種和收穫期程，準確控管蔬

植和推廣，獲得第31屆全國十大神

菜的品質與生產上市，蔬菜出貨

農暨模範農民，為小農經濟闖下一

前，先去除黃葉、壞葉，他的有機

片天，也為認真善待土地，大自然

蔬菜產品，因健康、品質好，市場

不吝回報，做了最佳見證。

上受歡迎，也建立好品牌。

吳文岳原本在化纖工廠擔任課

吳文岳參加湖口鄉蔬菜產銷班擔

長，隨著化纖產業逐漸從台灣外

任第3班班長，也應聘為桃園區農

移，感到年事增長，因他父親留有

業改良場農民學院課程講師，持續

田地，親友中也有人務農，興起田

精進農業相關知識及技能，推廣有

園將蕪不如歸去，辦理退休後，在

機農業，並參加假日農村市集，站

表哥鼓勵下，選擇有機農業。

在第一線了解市場需求和反映。

「一切從零開始！」民國90年

「如果蔬菜也是人，吃那麼多

起，吳文岳積極參與各改良場的

藥，受得了嗎？」他將蔬菜、農

課程，尤其，蔬菜栽培與有機的課

業「當人看」，這是他選擇有機農

程，並遵照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

業的主動力，早期他曾看過田間

會的指導，快速累積栽培技術，不

施藥，種出的蔬菜大又肥，但後果

久，獲得基金會最高榮譽的「岡田

是地力喪失，蔬菜檢出含藥，引來

茂吉獎」，也是全台首位蔬菜產業

食安虞慮，嚇跑消費者 ；他將土

獲獎者。

地和農業當人看，認為：只要善待

吳文岳將工廠管理專業導入農
業，建置網室栽培，分區塊調節各

它，自然就獲得好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