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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517豪雨示警 加強防災

5月17日凌晨豪雨，不少人在睡夢中被隆隆的雷聲和傾盆大雨聲驚
醒，豪雨帶來災情，也預警著緊接而來的汛期和颱風，應及早做好防
災準備，將損害降至最低。
縣府團隊在517豪雨災害後，接連舉辦水保小勇士知識擂台賽園遊
會、災害防救演習，一方面將水土保持、守護山林、永續國土的理念
傳達給民眾並深入校園，另一方面也以大規模複合災害為假想，組
織防災相關人員和救難人員做實兵演練，強化防災和救災應變處置能
力。
新竹縣山坡地約佔87%，溪流短促，遇瞬間降雨量大即湍急，甚至成
災。不過，天災雖難測，卻不是束手無策，新竹縣曾創全國首例，在
颱風豪雨侵襲前，採強制撤離，安置村民避險，其他如配合颱風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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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瓦屋好客上好茶 五峰農產促銷

湖口擬增設交流道分流

異國風味飄香

禁止入山、遠離危險水域，近則從自家周邊清淤暢流做起，一點一滴
排除危險因子，降低災害風險，有效維護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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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為學子安排171項健康、有益
身心的活動，讓學子能有快樂充實的暑期
生活。

171項活動快來報名
邁入夏日漫漫暑期，新竹縣政府
為學子安排多項健康、有益身心的活
動，讓學子能有快樂充實的暑期生
活。

傳統藝術，歡迎學子們來參加這場夏
日盛宴。

●寓教於樂 營隊招生樣樣來

楊文科縣長表示，今年暑期育樂營

新竹縣暑期營隊招生訊息一出，立

辦理與「德智體群美」相關，共171項

即引起熱詢，除藝文相關營隊，農業

活動，新竹縣為客家大縣，要做客家

處「綠食育體驗」、環保局「低碳樂

文化保留「領頭羊」，文化局開設48

活環保教育」、衛生局「菸害防制小

個文藝研習班，為保存客家文化及傳

記者」、消防局「消防夏令營」、及

承可貴無形的文化資產盡心力。

點心烘焙、機器人體驗、英語體驗、

今年特別邀請田屋北管八音團、客
家武術舞獅發展協會、國立台灣戲曲
學院與客家戲學系舉辦客家戲曲營及
北管八音、客家獅夏令營，推廣客家

體育運動等都受歡迎。

●獸醫營好搶手 加碼開班
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與六福村主

政官蒐證活動，增進學子觀察力、生

題遊樂園辦理的「小小獸醫

涯規畫等技能；稅捐稽徵局「租稅趣

營」更搶手，兩梯次營隊迅

玩」，除了解稅的相關知識，還安排

速額滿，縣府特別商請六福

手做卡哇伊的造形棉花糖。

村主題遊樂園加碼第三梯

「遠離3C，讓身心好好休個假！」

次，讓國小4到6年級學生

新竹縣暑期營隊受到家長支持，希望

認識紅毛猩猩的行為、幫犀

孩子的暑假，能親近大自然，拓寬視

牛做健康檢查，貼近了解動

野和生活領域，探索新世界，別盯在

物行為、營養需求，讓孩子

電腦、手機前過暑假，

養成尊重生命愛護動物的理

讓身心也「fun暑假」

念。

獲得休息。

●
廉政官探索營
增加觀察力
▲今年特別舉辦客家獅夏令營，讓小朋友從玩樂中了解客家傳統
藝術。

小廉政官」探索營，透過實地模擬廉

政風處今年首次舉辦「小

▲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與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辦理的「小小獸醫營」，十分搶手，報名秒
各營隊內容及報名
相關訊息詳情

殺。

拚交通！

湖口擬增設交流道分流
竹科聯外道壅塞 建智慧號誌即時控制系統 讓交通順暢

▲新竹縣長楊文科等人會勘並聽取簡報，爭取未來在國道1號75K處增設交
流道讓車輛分流。

新竹縣湖口、新豐等地鄉親，反映

時段壅塞，要花上40分鐘，湖口交流

國道1號湖口段在尖峰時段出現「紫

道周邊道路也塞，民眾視上下班為畏

爆」級壅塞，楊文 科縣長偕縣府工

途，民怨四起。

務、交通旅遊處，5月邀交通部高速

短期雖採「分流」車輛及標誌、

公路局陳國隆副局長會勘，爭取未來

標線、號誌秒數控制，仍是治標不治

在國道1號75K處增設交流道讓車輛分

本，新竹縣爭取增設交流道，湖口鄉

流。

公所建議儘量利用國有地設交流道規

陳國隆表示，高公局每天數據顯

畫，興建工程經費大約為6.8億餘元，

示，湖口路段在尖峰時段確實壅塞，

爭取高公局補助，希望中央地方攜

短期採開放路肩及號誌調整，長期作

手，解決湖口塞車之苦。

法是延伸五楊高架到新竹、頭份，目

新竹科學園區聯外道路交通，尖峰

前已進行先期評估作業中，若地方認

時刻受壅塞之苦，新竹縣市政府聯手

為新增交流道有其效益和必要，可提

向中央爭取經費，在竹北自強南路、

報可行性評估報高公局審議。

經國橋、慈雲路往返園區及台68線快

會勘過程中，湖口鄉公所簡報指新

速道路匝道口、興隆大橋二路等主要

竹工業區從業人員近7萬人，每到上

通勤廊帶上，建置智慧化交通號誌即

下班尖峰時段，湖口交流道一帶83K

時控制系統，對壅塞狀態進行資料蒐

至100K，時速常低於20公里，列在

集與監控，做滾動檢討與修正，依廊

「紫爆」(D-F)等級；從楊梅經湖口到

帶車流狀況進行動態調整，讓交通順

新豐，一般只要12到15分鐘，但尖峰

暢。

拚觀光！
打造九讚頭車站、峨眉湖新亮點
六月玩竹縣 加碼1400元
加碼春遊補助最後1個月
新竹縣長楊文科拚觀光，偕

碼頭及自來水等需求，橫山鄉

立法委員林為洲、峨眉鄉長王

提出內灣線九讚頭車站台三線

增忠、橫山鄉長張志弘、縣府

櫻花之心休憩空間新建計畫；

文化局長李猶龍、交通旅遊處

觀光局長周永暉指示參山國家

長游志祥等人拜會交通部觀光

風景區管理處負擔起峨眉湖遊

局長周永暉及鐵路局長張政源

艇碼頭等觀光建設重責，也承

爭取經費，打造九讚頭車站、

諾一併研議自來水工程建置經

峨眉湖觀光新亮點。

費，共同負擔。

峨眉鄉提出設置峨眉湖遊艇

內灣線九讚頭車站台三線櫻

▲峨眉湖風光奇美，令人流連

花之心休憩空間新建計畫，周

元！」新竹縣政府把握觀光局

局長將視年度經費滾動式檢討

春遊專案住宿補助的最後一個

後補助，盼與縣府、鄉鎮共同

月，並加碼大放送，邀全國遊

努力做好觀光建設，創造優質

客來新竹旅遊，住宿折扣最高

旅遊環境，吸引更多觀光客。

可達千元，除了加碼的主題樂

台鐵局張政源局長認為，內
灣支線應打造最適合的觀光車

▲內灣線九讚頭車站台三線櫻花之心休憩空間新建計畫完成後，將成為新竹縣新亮點。

園門票，再獲價值近400元的
竹縣特色伴手禮一份。

廂，台鐵將與新竹縣政府合作

新竹縣安排一連串活動，分

規畫、共同爭取經費，打造內

別在竹北水圳公園、峨眉十二

灣沿線車站及景點特有的觀光

寮桐花谷、北埔慈天宮及關西

特質。

東安古橋，春遊竹縣優惠好禮

「六月玩竹縣，加碼1400

享不完。

忘返。

新瓦屋好客上好茶
異國風味飄香
「2019新瓦屋好客上好茶」在新瓦屋
客家文化保存區隆重登場，今年以多元

過程，感受新竹茶葉文化，並製作成卡
哇伊-晴天娃娃香包。

藝文文化為主軸，除體驗峨眉、北埔、

好客上好茶活動結合食茶小市集、13

關西傳統在地茗茶，也安排日本、泰

好市集、新竹縣農夫市集以及古風車巷

國、越南、印度等4個國家，穿著傳統

弄室集等，安排親子DIY桐花豬撲滿教

服裝與各國風味茶飲，邀民眾一邊品茶

學，「茶香小學堂」隨堂測試茶知識，

一邊享用異國點心。

也將品茗拼對、小手秤茶等小遊戲融入

新竹縣是著名茶鄉，文化局長李猶龍

闖關活動，民眾以50元銅板價即可體

到場與民眾一起品好茶，新竹縣青農號

驗茶席，還送紀念杯，在初夏涼風中，

召「百人揉茶香包DIY」活動，邀親子

沉醉於提琴二重奏等精采豐富的藝文饗

一起揉茶，了解手工揉捻、壓揉的製茶

宴。

▲「新瓦屋好客上好茶」安排親子揉茶，了解手工揉捻的製茶過程，感受新竹縣茶葉文化。

博愛國中、鳳岡國中

自造教科中心啟用
博愛國中、鳳岡國中在5月下旬成立自造教育及
科技中心，將新興科技及動手實作的價值帶入課
程，打造分享技術、交流創意及夢想實現的平台，

新竹 之光

帶動縣內國中小科技教育發展，讓學生在生活情境
中學習解決問題與「做」、「用」、「想」的軟實
力。
楊文科縣長指出，上任以來積極打造文化、科

●
新 竹縣大肚國小榮獲全國

技、智慧城，拚經濟也拚AI！博愛、鳳岡相繼成立

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傳統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顯示竹縣在科技教育的企圖

偶戲類傀儡戲組」特優。

心，未來也將規畫竹北、竹東、橫山、尖石等地國
中小科技教育相關課程，進行科技領域師資增能與

●
新竹縣興隆國小、康乃

課程研發及科技教育的推廣，培養出跨域整合高層

爾、成功國中、湖口高中

次認知思考的人才。

國中部及竹北高中9位學生

自造教育除了動手實作，更包含解決問題的核心

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理念，將以設計自造、運算思維、電與控制、校園

在個人項目獲得6項特優

綠能及新興科技為五大發展主軸，期盼透過學生手

和獲1項第一名、5項第二

做歷程，培養出創意思考力、行動力及科技素養，

名、1項第三名。

將這些能力運用於生活中，讓學生找到自信、活出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把新興科技及動手實作的價值帶入課程，

自我。

創造交流平台，帶動國中小科技教育發展。

●
新竹縣內灣、嘉興、興

隆、北埔國小、尖石國中

縣長：客語不難 歡迎大家來學

及竹北高中等6校、7隊參
加「107學年度全國師生鄉
土歌謠比賽」，拿下團體
項目共7項特優，並榮獲特
優1項第一名、1項第二名

新竹縣政府推動客語生活化不遺餘力， 5月24

及1項第三名，其中，內灣

日召開今年「新竹縣客家事務輔導團」首次會

國小在原住民語系教師團

議，兼任團長的楊文科縣長表示：學客語其實不

體組連續6年拿下全國特優

難，多聽多講就會，歡迎大家來學客家話。

第一名，尖石國中也連續3

會中邀集客語薪傳師及客家界知名人士擔任委

年獲得原住民語系國中團

員，包括羅瑞霞、徐玉佳、楊毓雯、謝賜龍、黃

體組全國特優。

文斌、江順裕等，及綜發、國產、農業、文化、
民政等處局首長，就去年客語辦理情形及今年具

●
新 竹縣義消人員參加內政

體推動方向進行討論。

部消防署救災能力測驗，

新竹縣政府電梯、1999為民服務專線、總機、

依年齡分為甲組、乙組及

服務櫃檯等，都提供客語語音服務，辦理如新埔

丙組，由電腦從各組隨機

花燈迎天穿、桐花祭、鄧雨賢音樂會、義民祭

選出10人受測，新竹縣受

等，也透過縣府官方臉書粉絲團直播，供民眾收

測義消30人都在限時內完

聽與收看時接觸到客語。

成指定動作及技巧，團體

今年更訂定「108 年度提升公務人員客語能力
與認證實施計畫」，辦理客語研習及客語初級認

檢定或客語班，多使用客語與洽公民眾溝通，落

證輔導研習班等，鼓勵同仁學習客語，參加客語

實客語生活化功能。

▲「新竹縣客家事務輔導
團」，鼓勵大家從混搭混
講推廣落實客語生活化。

成績均達滿分「特優」。

五峰鄉的五月桃成熟上市，新
竹縣政府、五峰鄉公所協助在台
促銷，吸引選購。
五峰鄉五月甜桃約20公頃，年
產值可達1,440萬元，今年受到氣
候異常影響，減產一半，縣府向
中央爭取提供桃農補助金度過難
關，並展開連續促銷活動。楊文
科縣長也規劃將竹東動漫園區，
轉型為原民產業展銷中心，提供
原住民農特產業販售，讓民眾有

▲新竹縣五峰鄉的五月桃成熟上市，新竹縣
政府、五峰鄉公所展開一連串促消，邀民眾
選購甜脆多汁的五月桃。

更多機會選購新鮮農產品。
五峰鄉五月桃蜜桃口感、甜

兌換氣泡酒一瓶（飲酒勿過量，

度、品質都優，今年結合全新文

酒後不開車），還安排精采的蜜

創商品蜜桃氣泡酒「桃享曲」，

桃知識闖關、許願瓶DIY 手作體驗

推出購買五月桃禮盒一盒，即可

和舞台音樂表演等。

AI新零售智
慧商圈啟動
內灣打頭陣
▲【AI 新零售智慧商圈推動計畫】推動的新竹旅遊專屬小管家，快速掌握遊玩資訊，非常方
便。

▲

山地部落道

路崎嶇又遙
遠，巡迴醫療
車耗損嚴重，
劉菊芝女士一
家人捐贈巡迴
醫療車助益很
大。

人物 介紹

讓愛永流傳！
捐醫療車 給媽最棒的生日禮

涂寧傑與哥哥涂鶴齡觀察到父母

人，生日在５月，他們決定捐贈醫

默默行善，在母親節前，以一家人

療車，並以爸爸涂寧傑先生及媽媽

的名義，捐贈尖石鄉衛生所巡迴醫

劉菊芝及家人涂洋豪、涂鶴齡及涂

療車，希望醫療及保健服務能送達

羽岑等聯名方式捐贈。

到醫療資源缺乏的後山部落，做為
送給媽媽的生日禮物。

「真是很特別的生日禮物！」劉
菊芝說，協助偏鄉捐贈醫療車，一

「讓愛永久流傳！」捐贈發起人

直是她心中的夢想，很感謝家人用

涂洋豪說，從小看著父母行善，深

心，也留下一份有意義的紀念及回

受父母影響，認同做好事、扶助弱

憶。

勢並不是政府的責任或是有錢人家

尖石鄉衛生所何永貴主任在原鄉

的專利，只要有心，透過多年的積

服務15年，指山地部落醫療資源

累，用一己之力，也可以為社會盡

不足，都是靠巡迴醫療車拉近鄉民

一分心力。

醫療服務的距離，山地部落間道路

他們長期在外打拚事業，思考

遙遠、起伏大，巡迴醫療車耗損嚴

無法時時侍奉雙親，要如何報答父

重，使用也已10年，新添巡迴醫療

母養育之恩？拋出這一問題與家人

車，對偏鄉醫療很實用，相信也能

共同討論。因為媽媽劉菊芝是竹東

將他們的愛與善念傳達部落。

寶山綠竹筍爽口

甜脆，提醒民眾把

邀民眾品嚐好滋味

北希望廣場、竹北文化公園舉辦

▲

五月桃品質優

寶山鄉綠竹筍登場

五峰農產促銷

握產季品嚐。

每年５月至９月是新竹縣綠竹

筍產季，寶山鄉擁有清澈的水質

來一道冷筍沙拉，清涼美味又吃
得健康。

與豐饒的土地，生產的綠竹筍甜

寶山鄉長邱坤桶提供挑選綠竹

度、脆嫩等皆屬上品，寶山鄉農

筍，把握白、彎、矮、肥四大要

會與鄉公所舉辦評鑑並促銷，讓

訣，鄉公所舉辦綠竹筍產業文化

消費者能品嘗到綠竹筍爽口甜脆

展售促銷活動，安排藝文表演，

的自然美味。

冰山挖筍大賽、趣味蒙眼剝竹筍

新竹縣副縣長陳見賢指出，全

大賽、竹筍大餐大請客、竹筍造

縣綠竹筍栽培面積約351公頃，

型棉花糖、闖關遊戲等，邀民眾

寶山鄉約90公頃，綠竹筍富含維

大啖綠竹筍好滋味。

生素、礦物質，高纖低熱量、不

購買寶山綠竹筍，可洽寶山

含膽固醇，是營養健康的食品，

鄉農會農村社區小舖或電詢 03-

今年產量減少，但品質優，夏天

5201120分機17何小姐。

為振興商圈、帶動新竹縣觀光人

的照片，也可輕鬆完成，隨興旅遊者

潮，新竹縣政府獲工業局核定，啟動

就可在智慧資訊站這套新竹旅遊專屬

AI 新零售智慧商圈推動計畫，7月於年

的小管家，快速掌握遊玩資訊，非常

旅遊人次達280萬的橫山鄉內灣商圈打

方便。

頭陣，楊文科縣長、橫山鄉長張志弘
歡迎全國朋友來內灣體驗智慧生活。

AI 新零售智慧商圈引進時下最夯旅
遊互動遊戲，參與民眾必須到現場實

AI新零售智慧商圈首由內灣打頭

地搜索解謎，建置相關旅遊資訊的聯

陣，第二站是北埔商圈，接著再到竹

天機器人，讓遊客與機器人互動，增

北等鄉鎮，透過智慧資訊站整合的相

添旅遊樂趣。希望吸引年輕族群觀光

關資訊，可獲得旅遊地圖、天氣、商

旅遊，在注入科技後，帶動新竹縣老

圈行銷...等資訊，想拍張「到此一遊」

街商圈繁榮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