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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南頭份雙城縫合媲美大安森林公園
苗栗城鎮之心完工後將兩「星」相映
苗栗縣政府爭取前瞻補助 1.12 億元執行城鎮之心

啟用時，縣長徐耀昌、議長鍾東錦及 10 多位縣議員、

心，進行空間改造及停車場公園化，並透過綠帶縫合雙

鎮長方進興、頭份市長羅雪珠及多位市代、鎮代出席剪

「竹南頭份雙城藍綠縫合」計畫，以竹南頭份公園為核

城，歷時 1 年已於 9 月底啟用，縣長徐耀昌期許這座「媲
美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的景觀設施，能創造樂活城鄉

立委陳超明夫人吳麗利、立委徐志榮夫人王慧珍、竹南
綵，社區居民則表演歌舞熱烈慶祝。

水利處長楊明鐃指出，竹南頭份雙城藍綠縫合計

新風貌，達到提升苗北地區運動休憩及生活品質效益。

畫，是將園區周邊使用率偏低的停車空間公園化，並創

造工程」，也預定近期內完工，以嶄新門面迎賓，屆時

以及增建水圳綠廊、人行空間，帶動民眾以步行替代交

而另個城鎮之心計畫「苗栗火車站東西站及周邊環境再
兩顆城鎮之「星」將相互輝映。

竹南頭份運動公園占地達 19 公頃，是苗栗縣首

座大型運動公園，但因成立啟用多年，公園內許多設施
逐漸老舊毀壞，縣府以雙城交界的竹南頭份運動公園為

中心，推動「藍綠縫合」計畫，希望能優化公園環境，
升級為 2.0 版綠公園，打造苗北好生活。

竹南頭份雙城藍綠縫合計畫工程備受地方關注與期

待，9 月底完工

造城市口袋公園、改善開放空間，提升運動公園機能，
通工具，改造竹南頭份綠核心，創造樂活城鄉新風貌。

他說，雙城綠核心縫合工程新增風雨棚架、景觀廁所、

擴大山影之潭、公園化停車場、迎賓廣場、優化中軸廣場及建置
共融遊戲區等設施，創造友善界面、親水水岸設計及樂齡親子遊
憩空間，建構友善的休憩、運動環境。

此外，雙城縫合計畫特別在園區內並增設 8 處飲水設備，分

別於風雨球場、溜冰場、親子遊憩區、中軸廣場、環湖步道、槌
球場及頭份公園內，方便給從事各項休閒運動的民眾使用。

縣長徐耀昌表示，頭份市、竹南鎮人口總合逾 18 萬人，約

占全縣人口數的 3 分之 1，已形成苗北共同生活圈，雙城藍綠縫
合計畫打造的都市綠網，以及老中青都能使用的多功能運動空

間，將可增進民眾生活品質；園區外還有 50 米寬闊大道，交通
便捷，許多大型建案陸續推出，未來可望成為苗北新都心。

縣長徐耀昌關心並巡視友善廁所及園區設施，其中位於

公園路藝文廣場入口的景觀廁所，除了男、女廁所及親子、

●上圖：竹南頭份雙城藍綠縫合計畫，已於 9 月底剪綵啟用
●下圖：竹南頭份雙城縫合完工，增設風雨球場提供鄉親運動

流，縣長徐耀昌先後多次到工區視察，指示如期如
質完成這項重大工程，再造市區發展新契機。

東站工程包括改善舊站體和交通動線，整合

無障礙設施外，還設有穆斯林專用空間，但因開放使用後

破碎空間並營造客家山城氛圍；另整合西站交通分

共同維護公園休憩品質及安全。

觀，表演廣場已從東站移至西站。而在鐵道綠廊串

栗火車站東西站及周邊環境再造工程，108 年 2 月開工，

統，串接至貓裏山公園和功維敘隧道口，方便遊客

發現有人隨意扔置垃圾製造髒亂，他呼籲民眾發揮公德心， 流、整頓停車亂象，以城市森林意象打造站前景
至於另件總工程費 2 億 500 萬元的城鎮之心計畫，苗

●雙城藍綠縫合完工，縣長徐耀昌讚「媲美大安森林公園」

主要是改善舊站體提供商業活動，整頓交通動線及人潮分

縣長施政總報告 期防疫兼顧提振經濟
全力加速推動各項縣政創建幸福家園

聯計畫，從火車站導入鐵路意象建構自行車道系

之外，也讓騎自行車上下學的學生更便捷而安全。

超過 6 成；9 月下旬區徵配餘地再傳標售佳績，基金入帳 10 億餘元，
大幅減輕本府財政負擔。

招商績效持續長紅，累計總投資金額已超過 9097 億元，其中

苗栗縣議會第 19 屆第 4 次定期會 10 月 20 日開議，縣長徐耀

最具指標性的台積電 3000 億元，7 月動工，目前進度逾 30％，預

逐步償還貸款，招商引資也朝「破兆」目標挺進，重大道路建設與

另群聯電子、佳邦科技及旭宏金屬等大廠，都將於今年下半年或明

推動中。然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如何在兼顧防疫的同

速覓地，正全力朝「破兆」目標邁進。

昌在施政總報告中指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縣府財政已日趨穩健， 計明年 6 月完工；力積電 2780 億元，第一期預定今年開始建廠；
因應極端氣候變遷辦理的水環境工程，以及各項重要施政，都加速

時，又積極提振經濟更是當務之急，縣府團隊將加足馬力，全力衝

加速推動中的重大交通建設，執行中的有北橫斗煥坪至三灣

刺，為鄉親創建幸福家園。

段，西湖鄉至龍壽橋段聯絡道，近期將動工的聯大路改善工程等；

健，今年 5 月取消導入融資平台，廠商款項恢復自主付款。108 年

車拓點計畫，也加速辦理招標作業中。此外，推動慢魚運動、安心

縣長徐耀昌表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苗栗縣的財政已日趨穩

度總決算賸餘 13 億元，累計 105 至 108 年已賸餘超過 51 億元。高
●縣長徐耀昌在議會定期會，提出具體施
政總報告

年陸續完工量產，增設「招商土地銀行」訊息平台後，有助企業加

鐵特定區縣有財產開發基金土地，歷經 6 年多次流標，終於在 8 月
中旬標出 11 筆土地，金額高達 37 億餘元，可望償還開發基金貸款

◎十次車禍九次快，超速行駛大禍害

還有五揚高架延伸至銅鑼等評估或規畫中的工程，第二期公共自行

樂活新農業、搭配安心旅遊振興方案，擴大照顧長輩，逐年開辦公

托家園及帶動閱讀風氣等，林林總總的重要政策，相關單位都有周
延計畫全力推動中。

◎性別平等的時代 互助合作最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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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閱 讀 磐 石 獎 苗縣囊括 5 大獎項 台積電 3000 億投資設廠明年中完工
教 育 部 109 年「 閱 讀 磐 石

獎」評選結果，苗栗縣烏眉國中

科學園區設廠，預定 110 年中完工，

獎」，竹南國小圖書室志工團獲

投資案，他最近一次視察工區時，建

和蟠桃國小獲「閱讀磐石學校
「閱讀推手團體獎」，後龍國小

主任曹珈菱與公館國中組長王怡

婷獲「閱讀推手個人獎」，囊括
5 大獎項全國排名第 6。縣長徐
●縣長徐耀昌接見表揚獲閱讀磐石獎的學校、社團和個人

縣府團隊持續營造全民閱讀風氣，共創幸福書香苗栗。

台積電公司投資 3000 億在竹南

耀昌肯定獲獎單位與個人，分享
推動閱讀的方案與經驗，並勉勵

廠工程進度已逾 30％。地方殷切盼望
新廠進駐營運後，為頭份和竹南地區

帶來效益，進而帶動全縣整體發展；

而廠方除種植千株原生喬木回饋地方
對交通與環保的衝擊降至最低。

●縣長徐耀昌、議長鍾東錦等人聽取台積電設廠簡報

縣府工商發展處指出，台積電自 101 年取得竹南科學園區特定區內「園區事業專

豐碩成果並爭取卓越成效，期許學子藉閱讀打開視野與世界接軌，而苗栗是「磐石獎」的

動工，新廠預定 110 年中完工投入營運。台積電已與工策會合作，縣籍鄉親如有專長

縣長徐耀昌接見表揚獲獎人，分享榮耀與喜悅。徐耀昌表示，要肯定並獎勵得獎的學

校、團體和個人，同時感謝相關單位的付出與貢獻，縣府團隊會持續統整教育處、縣立公

共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提升圖書館軟硬體設施，讓未來主人翁更優質、茁壯，更具競爭力。

先進製程封測廠，公司今年 5 月拍板定案後，縣府加速協助作業，7 月初北側基地已
適合者，可向工策會投遞履歷，將專案服務轉送公司媒合。

縣長徐耀昌表示，台積電進駐竹南科學園區，可望帶來逾 2000 個工作機會，員

工會以進入這個產業龍頭、績優企業為榮，定能吸引苗栗子弟返鄉就業，職場與家庭
兼顧，為苗栗許個經濟繁榮的願景。

優質大閘蟹評鑑邱俊義夫婦獲兩大獎 再添6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全縣達 170處
苗栗優質大閘蟹 10 月已開始熱賣，縣府 10 月 19 日在苑裡鎮擧辦的大閘蟹評鑑競賽，

苗栗縣政府近日於頭屋社區活動中心舉行聯合揭牌典禮，在頭屋、銅鑼、竹南、

獅潭鄉養殖戶邱俊義、吳孟庭夫婦分別獲得特等獎與頭等獎，是今年最大贏家。縣長徐耀

通霄及大湖 4 鄉鎮，同步增設 6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延伸守護長輩的觸角。縣長徐

的市場，增加蟹農收益。

希望年底前增設到 180 處，並朝 1 村里 1 據點目標邁進，讓長輩在熟悉環境中健康快

昌希望透過競賽交流養殖技術，提升品牌知名度，帶動觀光發展，拓展銷路維持穩定持久
大閘蟹評鑑有 28 組參賽，其肥滿度、外觀、口感為評選 3 大指標。得獎名單，特等獎：

邱俊義；頭等獎：吳孟庭、張進德、鄧良州、陳雲湧、李妙貞、徐順友；優等獎：吳克豐、
古瓅心、葉錦安、蔡明芳、黃舜武、陳英傑。

縣府與上海海洋大學技術合作，採綠色生態養殖模式，從引進蟹苗、專屬飼料、水

質抽驗等都嚴格把關，須通過 64 項藥物殘留檢

樂地生活。

縣內老年人口達 9 萬 2158 人、占總人口數的 16.9％，已邁入高齡社會，為讓長

輩活到老、學到老，保持身心健康，縣長徐耀昌積極籌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長照據
點、幸福學院和樂齡學習中心，其中，新增 6 處關懷據點後，全縣累計已達 170 處。

新成立的 6 處據點，有銅鑼福興社區發展協會、竹南社團法人惠揚關懷協會、頭

屋鄉頭屋與明德社區發展協

第 10 年，加以得天獨厚的水質

站、大湖大南社區發展協會，

和氣候，成功打響優質大閘蟹的

品牌。目前正值秋蟹肥美季節，
消費者欲購買或品蟹可洽苗栗縣

優質大閘蟹產銷協會總幹事陳雲
湧，電話 0920-091695；一級棒

●苗栗優質大閘蟹評鑑競賽，獅潭邱俊義、吳孟庭夫妻分獲特等
及頭等獎，雙喜臨門

耀昌表示，全縣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已從他上任時的 70 處，增加到現在的 170 處，他

驗，才核發產地認證標章和防偽

蟹環，輔導養殖戶至今已邁入

大閘蟹推展協會總幹事徐金堆，
電話 0919-845353。

會、阿斌哥大愛協會通霄五北

各獲 15 萬元開辦費外，另有
誠源生技捐贈 30 台電子血壓
計貼心守護長輩健康。縣長徐
耀昌鼓勵長輩善加利用，保有
快樂的心靈，各據點亦發揮應

有的服務功能，營造親老、敬
老、愛老的幸福宜居城市。

●苗栗縣續有 6 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成立，全縣據點達 170 處

苗栗縣消防局第 5 救災救護大隊泰安分隊新建辦公廳舍，10 月中旬落成啟用，

今年度除在竹南鎮山佳國小新設廚房外，更進一步向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爭取到「國

可提升救災應變能力，強化災害防救勤務，保障泰安地區鄉親及遊客的生命財產

學子食安更添一層保障。

防分隊及第 2 大隊辦公廳舍的新建工程，泰安分隊落成象徵老舊消防廳舍整建工

民中小學午餐廚房精進計畫」補助 7092 萬 9628 元，全面改善校園廚房設施與設備，為
縣府教育處指出，在此次公立國中小的午餐廚房精進計畫，有大埔國小等 85 所自設

廚房的學校都獲得經費補助，計畫補助后庄國小與竹南國中等 35 校，改善既有廚房硬體

安全；縣長徐耀昌上任後陸續完成訓練中心、卓蘭、三義、大湖、造橋、通霄消
程，圓滿畫下句點。

泰安分隊原址在錦水村圓墩 26 號，為日治時期所建造的虎山派出所，基地面

及設備修繕、汰舊；補助三灣及梅園國小等 84 校，購置資訊及消毒設備，強化環境衛生

積僅 68 坪，隨著消防人員擴編至 9 員，並配置 5 輛救災救護車輛，不但廳舍老舊，

具清洗機及特色餐食烹調等設備，以有效解決廚房經費不足的窘境。

民族委員會土地使用同意，並爭取中央一般性補助款 5500 萬元，108 年 2 月開工

安全並將午餐管理資訊化；另補助大湖及卓蘭國小等 19 校，增加保溫飯菜箱、不銹鋼餐
縣長徐耀昌強調，要強化學生

營養午餐供應品質與衛生安全，必
須從良好的廚房作業環境開始，縣

府會持續協助學校進行廚房整修及
設備改善，提供更優質的午餐製膳
環境，讓師生吃得更健康且安心。

目前全縣已設置 11 所，徐耀昌
強調，非營利幼兒園的理念，
是要創造幼兒、家長及教保人
員多贏局面，未來官方與民間，
●竹興非營利幼兒園歡喜揭牌，全縣 11 所幼兒園打造快樂學 將持續協力打造幼兒開心、家
習環境
長放心的快樂學習環境。

縣府為百年樹人志業，致力打造友善生育環境，擴大公共化教保政策，爭取教育
部補助活化校園餘裕空間，設立非營利幼兒園，費用由政府與家長共同負擔，每人每
月負擔不超過 3500 元，第 3 胎可享 2500 元優惠，中低收入戶免費，家長托育可兼顧
優質、平價及近便性。
苗栗縣上學年度已設置 9 所非營利幼兒園，這學年度新設竹興和建功 2 間，累
計完成 11 所；縣長徐耀昌稍早也視察新建進度逾 50％的后庄幼兒園，指示如期在明
年 3 月完工。而竹興目前招收 3 至 6 歲學前幼兒 3 班計 62 名學生，縣長徐耀昌、校
長鍾政洋與多位議員，帶領幼兒以「小手牽大手揭開幸福」主題揭牌，來賓欣賞小朋
友繽紛創作後，眼睛都為之一亮。

空間也狹窄不敷使用，嚴重影響救災效率。基於安全考量，縣府 107 年取得原住
重建，新分隊是 3 層樓建築，總

2020 三義木雕藝術節系列《藝道 - 木藝慢活嘉年華》，
10 月初在祭祀巧聖先師魯班公、現場操刀創作表演及茶席文
化體驗活動後圓滿閉幕。備受矚目的第 13 屆臺灣國際木雕競
賽，臺灣創作大師是最大贏家，其中不乏後起之秀，縣長徐
耀昌樂見年輕藝師已蔚為氣候，技藝薪火相傳，也為慢城更
添藝文與魅力。
在 4 天的木藝慢活嘉年華，安排祭祀魯班公傳達對巧聖
先師的尊崇與感恩，大師的「觸手生春木雕秀」創作表演，
木藝文創市集、親子木藝及茶席文化體驗等。而國際木雕競

苗栗縣潛海戰將成立授旗典禮，10 月 15 日在社
團法人苗栗縣救難協會舉行，縣長徐耀昌率同環保局
長陳華盛授旗後，潛海戰將正式成軍，未來將邀請救
難協會專業潛水人員，協助清除海底形形色色的廢棄
物，一起加入海洋保育的行列，共同維護海洋生態環
境，也成為縣府推動慢魚運動的助力。
縣長徐耀昌表示，苗栗縣的海岸線從北到南長達
50 公里，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與景觀，漁港和沙灘，
常是鄉親全家一同遊憩、共享親子之樂的好去處，平
常也有很多的志工好友與熱心的企業，不定期號召親
朋好友來淨灘。縣府近年來積極推動慢魚海岸認證，
建立與海洋共生共榮理念，希望帶動漁業觀光及海岸
線旅遊休閒。
縣長徐耀昌說，海洋環境維護有賴環保單位及民

間團體積極投入，日後更可結合救難協會的潛水專業，
協助打撈海底垃圾，以恢復海洋美麗風貌，達成永續
海洋生態為目標。授旗會場也展示潛水裝備，並以影
片呈現近 3 年來潛水打撈作業及清除海底垃圾的成果，
徐耀昌頒贈獎勵金肯定戰將的貢獻。

樓地板面積 325 坪，環境煥然一
新。

年增加 10 位，縣長徐耀昌在重陽節前
夕啟動慰訪行程，致贈 1 萬元敬老禮

金、賀壽禮盒，並轉贈衛福部金鎖片；

縣府同時表揚長青楷模、敬老楷模及結

婚滿 60 年的鑽石婚夫妻，以彰顯敬老、
尊老的傳統美德，也勉勵年輕夫妻珍惜
緣份，互相包容、體諒。

縣長徐耀昌首發行程，由地方各界

陪同慰訪竹南 3 位百歲人瑞，一一獻上 ●縣長徐耀昌重陽節前夕啟動慰訪人瑞行程，偕同夫人
蔡麗卿與麥當勞阿嬤共進早餐
祝福並分享養生之道，其中，108 歲的

陳蕭曲妹是全縣最年長的人瑞，作息正常、身體健朗、能自理生活，見縣長到訪顯得格

外高興。在後續慰訪行程中，許多人瑞健康狀況良好，耳聰目明記憶力仍佳，後龍 105

歲的翁薛玉雲老奶奶，喜歡吃麥當勞而被稱為「麥當勞阿嬤」，縣長與夫人蔡麗卿伉儷，
特地帶了麥當勞鬆餅和玉米濃湯，和阿嬤共進早餐、閒話家常，洋溢溫馨與歡樂。

縣長徐耀昌開始慰訪百歲人瑞，表揚 21 位長青楷模和 16 位敬老楷模的同時，另致

贈結婚滿第 60 年的 16 對鑽石婚夫妻每對 3200 元禮金，80 歲長輩重陽敬老 U 型按摩枕，
發揚敬老尊賢的傳統美德。

賽頒獎典禮，則為活動掀起最高潮，儘管受疫情影響，今年
仍有 6 個國家地區、129 件作品參賽。
獲獎名單如下；陳茂成獲裕隆木雕薪傳獎、作品《乘風
波浪》，江慧琳獲裕隆木雕創新獎、作品《四個夢》；工藝
木雕經典大獎得主楊天吉、作品《淘氣》，當代木雕大獎得
主潘煒中、作品《獨自建構》；另在工藝和當代木雕各評選
5 件優選。獲獎人分別由縣長徐耀昌、文觀局長林彥甫、議長
鍾東錦、觀光局組長莊靜真及裕隆副總經理李建輝頒獎。

●昇恆昌公司先後兩波特賣會，成功刺激消費振興經濟

縣長徐耀昌表示，基於昇恆昌多年來對在地產業創新研發產品的支持，也為延續並回饋鄉親，特賣會進駐飯店外，
更首次插旗香火鼎盛的玉清宮，既能支持企業又兼顧振興經濟。

新會館開幕主打健康調養與文化旅遊

全台第一家結合健康調養與文化旅遊的「天童康旅會館」，在頭屋明德水庫湖畔開幕，將針對 50 歲以上的「亞健
康」族群推動醫養服務，延伸縣府慢活政策，成為發展大健康產業起手式，業者另與 4 所大專院校簽署產學合作，地
方樂見帶動商機並活絡產業，縣長徐耀昌期許打造一座融合健康、文化、美學和品味的人文新地標。

長鄧桂菊表示，縣長推動老舊消

◎ 錢多毋驚米貴。 qienˇdoˊmˇgiangˊmiˋgui
【解釋】比喻有足夠的實力，就不愁風雲多變。

◎幸福多元新住民，樂活山城向前行

●縣長徐耀昌為潛海戰將授旗後，檢視潛水裝備及打撈海底垃
圾的成果

◎機車騎在機車道，珍惜生命不狂飆

縣政府為刺激消費、振興經濟，8 月下旬邀向來支持在地產業創新
研發產品的昇恆昌公司，在頭份尚順廣場舉辦首波特賣會，讓民眾選
購免稅商品，在防疫期間體驗「偽出國」樂趣；縣長徐耀昌伉儷帶頭
消費，加上消費者熱烈回響，該公司接著於中秋和雙十連假，分別在
竹南馥藝金鬱金香酒店和苗栗玉清宮加辦第 2 波特賣會，兼顧區域平
衡，也讓更多鄉親彌補無法出國的遺憾。
昇恆昌為國內免稅商品第 1 品牌，且力挺縣內文創研發商品，8 月
23 日在尚順廣場的首場特賣會，在縣長徐耀昌、夫人蔡麗卿及各級民
代帶頭消費下，買氣強強滾，成功刺激消費有效振興經濟。該公司另
在竹南和苗栗加辦的第 2 波特賣會，方便更多鄉親就近選購免稅商品；

在馥藝金鬱金香酒店的場次，正好搭配運動公園熱鬧的音樂佳餚節，休閒娛樂更加繽紛多彩。

絡繹不絕。主持啟用儀式的副縣

●苗栗縣消防局泰安分隊新建廳舍揭牌啟用，也為整建工
程畫下句點

●縣長徐耀昌與裕隆副總經理李建輝，頒獎給國際木雕
競賽創新獎得主

昇恆昌特賣會 成功刺激買氣振興經濟

溫泉，是著名溫泉風景區，遊客

親與遊客安全更有保障。

3

苗 栗 縣 有 115 位 百 歲 人 瑞， 較 去

泰安風景優美，且擁有碳酸

力補充，大幅提升消防戰力，鄉

i

慰訪人瑞表揚長青楷模彰顯敬老美德

防廳舍整建、裝備汰舊換新及人
●縣府爭取 7000 萬補助款辦理學校廚房整修及設備改
善，食安再升級

M

ol

2020國際木雕賽臺灣為最大贏家

潛海戰將成軍授旗 ~~~
~~~
海底垃圾無所遁形

爭取 7000萬補助改善廚房提升食安 新建泰安消防分隊啟用守護鄉親遊客
苗栗縣政府每年挹注經費補助學校辦理廚房整修及設備改善，以提升校園食品安全，

竹南鎮竹興非營利幼兒園

表演，隨後一起蓋手印，象徵
小手牽大手許下幸福的約定。

用區」土地，北側基地有 7.78 公頃、南側基地 6.53 公頃，以 3000 億的總投資額建置

常勝軍，顯見耕耘有成。

11所非營利幼兒園兼顧平價與近便性

這是縣長徐耀昌上任以來金額最大的

外，也承諾在施工期間加強管控，將

深耕城鎮

揭牌，縣長徐耀昌、教育處長
邱廷岳與 60 多名幼兒唱跳律動

教育部「閱讀磐石獎」是國內推動閱讀工作的最高榮譽獎項，能獲此殊榮更是一大肯

定。縣長徐耀昌重視推動閱讀深耕計畫，以「閱讀動起來、苗栗亮起來」勉勵團隊，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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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童康旅會館開幕，期許打造成融合健康、文化、美
學和品味的人文新地標

勞青處指出，天童康旅所在地原為教師會館及勞工育樂中心，94
年間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ROT 委由明湖水漾會館接手，今年 5 月
期滿，由天童康旅接續經營 2 年。董事長楊世宇看好湖光山色的資源
和禪風人文的建築，藉專業健康調養的「康元素」，搭配在地文化旅
遊的「旅特色」，營造養生休閒好去處。
開幕式冠蓋雲集，前行政院長毛治國與縣長徐耀昌各植 1 株松、
柏盆景，以松柏長青詮釋「天童」理念，鄉親身心靈可由專業調理和
客家文化薰陶，能如「天之驕子」般「返老還童」。徐耀昌說，苗栗
山水秀麗，適合健康、旅遊產業發展，盼產、官、學攜手為產業與觀
光發展，創造多贏局勢。

◎酒醉上道，危險就到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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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夢山城

職安永續、快樂零事故！

苗栗好幸福！
苗栗縣政府持續為轄內勞工朋友建構安全的職場環境不遺餘力，經多年向下扎

根持續耕耘，成效已日漸彰顯。鑒於產業及社會型態隨時代進步而在漂移或變遷，

如高齡化及少子化趨勢顯著成長、銀髮族工作者日益增加、新型經濟平台 ( 或稱宅

經濟 ) 經營模式之興起等，勞動權益保障已成為社會大眾及勞工界關注焦點，如何

維護各行業工作環境的安全與健康，確保職場充沛穩健的勞動力，更是苗栗縣政府
近年來積極在職業安全衛生業務推展的重要課題。

●縣長徐耀昌帶領民代啟動勞工職能培訓課程，強化競爭力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亦努力與國際接軌，於 108 年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宣示在台灣的基層勞工人人皆應有安全健康、尊嚴勞動之工作環境。本府也積極配合勞動部推動
「安穩工作」、「安心職場」、「安全勞動」之三安政策，特別擬定「強化府內安全衛生水準」、

「提升縣民風險評估概念」、「降低公共工程職災風險」、「推
動友善職場工作環境」等職業安全衛生四大政策，以提
升本縣職業安全衛生水準。另外在相關職業團體及各
級工會組織的努力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成效斐
然，截至 109 年 8 月為止，本縣職災千人率已降
至 1.143，期望未來持續改善，達到「零災害、
零職災」之願景。

另一方面，苗栗縣為中小企業居

多之縣市，據統計中小企業發生職業災

害比例偏高，為協助轄內中小企業改善

其工作環境，本府自 105 年起，參與勞

動部「補助地方政府參與中小企業工作環境 ● 109 年度的職業安全健康促進宣導會，增進相

改善計畫」，並秉持徐縣長耀昌所強調「創

關知識與本能

新、求變、接地氣」之理念，成立勞工及青年發展處，並於勞資關係科內設置職業安

全衛生專責人員，並敦聘苗栗在地產業界專家、學者或已退休之工安達人等，籌組「職

業安全衛生輔導團」，對轄內中小企業實施「到廠服務」之實地輔導計達 2,786 場次，

並辦理 56 場次中大型宣導活動；另為鼓勵中小企業雇主提供安全健康之工作場所，本

府並主動發送危害預防相關之宣導資料或安全警語貼紙，包含有安全衛生預防摺頁、

職業安全衛生標語及海報、工廠安全衛生常見危害貼紙，及製造業、營造業安全衛生

指引等品項，同時也協助中小企業申請設施器具改善補助，實質提升中小企業安全衛

●上圖 : 縣府勞青處辦理職場健康促進，兼顧勞工的環境、身體及心理健康

生意識。

●下圖 : 不定期的親子 DIY 活動，增進勞工朋友親子關係，也有助紓解工作壓力

本府今 (109) 年特於竹南、頭份工業區成立第一個職業安全衛生家族，透過在地績優工安企業以大廠帶小廠經

驗之傳承，推動集合式輔導，並辦理觀摩及相關技術指導等課程，有效提升區域性整體之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相對
於職場安全之外，勞工健康也是非常重要之一環，本府近年來也持續配合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中區健康服務中

心及本府衛生局聯合舉辦健康促進相關課程，確保本縣每位勞工在職場工作上，都能保持身心健康。惟有恆常健康
的勞動力，才有向上提升的動力，顯見安全與健康是息息相關，兩者缺一不可。

本縣除參與中小企業改善之計畫以外，勞動部亦兩年一次定期對全國各縣市政府進行職業安全衛生考核。為精

進本府職業安全衛生業務，特由鄧副縣長桂菊擔任召集人，並由勞工及青年發展處為主責單位，成立了跨局處之「職
業安全衛生推動小組」，透過各局處分工及跨域治理，針對各自所轄之業管事業單位，積極且有效地將職業安全衛

生觀念導入各企業之經營運作中，強化預防職業災害之發生。再者，針對府內各局處同仁，辦理相關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確保於龐大縣府體系之工作環境中，每位員工之安全及健康。本府落實且一步一腳印的執行下，在 109

年勞動部辦理之職業安全衛生考評中，榮獲優等各列分組第 1 名，充分展現出本縣推行職業安全衛生之努力及成果。

●多元化的職能培訓課程與證照取得，可大幅提升勞工朋友在
職場的優勢

然而，政府資源及人力有限，但民力無窮。持續提升苗栗縣轄內工作者之工作環境、促進身心健康；勞動安全文化之向下紮根；以及落實產業永續安全的承諾等，

各項都是不可輕忽的重要關鍵，本府將會持續與國內產、學、官各界共同努力及合作，讓所有在「幸福苗栗」轄內的勞工朋友更有尊嚴、更安全健康的職場環境下，
快樂且自在的工作。

11 月份
活動表

2020 苗栗陶藝術節活動開幕式

巴斯達隘祭典

時間：11/14( 六 )
地點：苗栗陶瓷博物館

時間：11/19( 四 )
地點：南庄鄉東河村向天湖祭場

幸福苗栗 米食季

2020 苗北藝術節系列 NTSO 2020/21 新樂季

時間：11/14( 六 )
地點：苑裡體育場

時間：11/21( 六 )
地點：苗北藝文中心演藝廳

◎交通停看行，行車安全重禮讓

2020 苗北藝術節系列臻藝登峯 人間國寶張憲平藝師竹籐編作品展開展茶會
時間：11/27( 五 )
地點：苗北藝文中心

2020 苗北藝術節系列綠島小夜曲
時間：11/28( 六 )
地點：苗北藝文中心演藝廳

◎文化差異無所不在 - 完美溝通跨越阻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