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 110 年 12 月份第 2 次主管業務會報暨臨時縣務
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4（星期二）下午 3 時 00 分
貳、 地點：本府 2 樓簡報室
參、 主席：楊縣長文科

紀錄：宋巧雰

肆、 出席人員：
陳季媛、彭益宣、池燕雲、田昭容、徐元雄、賴江海、黃國峯、
陳偉志、林鶴斯、游志祥、楊郡慈、李國祿、劉家滿、范萬釗、
魏嘉憲、雲天寶、章宗耀、吳迪文、黃文琦、邱俊良、吳敬田、
孫福佑、殷東成、朱振群、李安妤、彭惠珠、靳邦忠、王金倉、
梁淑惠、詹秀連、周秋堯、郭慧龍、郭遠勳、羅鈞盛、徐元棟、
江寧增、趙鼎章、彭正宇、高佩菁、林曉含、王金鳳、鄭依珊、
羅之吟、王曉明、王曉明、王曉明、
伍、 頒/獻獎：
一、 交通旅遊處辦理「新竹縣智慧交通安全警示系統建置計畫」
獲交通部 109 年度智慧運輸系統建設發展計畫評鑑為「優」
等獎，將此殊榮獻給縣長。
（交旅處）
二、 本縣獲交通部 7 項金安獎榮譽，團體獎項計 3 項-分別榮獲
109 年度交通部年終視導院頒道安方案，交通安全教育類
第二組全國第 2 名(教育處)、綜合管考第二組全國第 2 名
（交旅處）
、交通安全宣導第二組全國第 3 名（行政處），
特將此榮耀獻給縣長。個人獎項計 4 項-榮獲績優交通義勇
警察-竹東中隊宋福萊中隊長、績優交通警察-竹北分局吳
威毅警員、東興國中導護老師呂遜雪主任及枋寮國小導護
志工隊呂淇星隊長，感謝以上促進道路交通秩序及維護交
通安全有功之金安英雄們，恭請縣長頒發獎項。（交旅處）
三、 表揚本縣中興國小榮獲經濟部「110 年推動能源教育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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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銀獎，中興國小以「愛能閃亮-緣源園」將能源教育融
入校園環境中，在學校能源教育的推動上持續紮根，實踐
永續環境的理念，將此榮耀獻給縣長。（教育處）
四、 表揚本縣六家國小呂函叡同學參加「110 年度少年桌球國
手選拔暨排名賽女生 11 歲組」
，榮獲第 1 名，當選 U11 少
年國手，實屬不易，將此榮耀獻給縣長。（教育處）
五、 為鼓勵民眾以認養代替購買，提高本縣動物收容所認養
率，本府結合縣內寵物業及動物醫院，提供認養本縣動物
收容所犬貓優惠方案，參與活動之寵物業者 20 家、動物醫
院 5 家，感謝熱心參與此方案之動物醫院及寵物業者，恭
請縣長頒發感謝狀。
（家畜所）
陸、 審查提案：
一、 財政處：
案由：本府社會處經管湖口鄉中山路 2 段 114 號建物，擬
辦理報廢拆除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柒、 各單位發言：
一、 民政處：
(一) 報告事項：
1. 縣長為配合執行客家委員會各項重點施政計畫，並
打造新竹縣成為客家文化發展重鎮之宏願，委請明
新科技大學整合運用豐沛師資設備等資源，致力協
助深化客家文化尋根探源、推廣客家文字語言之通
行，營造客家文化國際化之智慧網絡與基地，並強
化客庄文化創生基礎，以復振客語與推廣客家文
化，明新科技大學特成立「新竹客家學苑」。揭牌
儀式訂於民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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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起在明新科技大學客家學苑廣場盛大舉行，屆時
敬請縣長親自率領局處長參加揭牌儀式，計畫邀請
參加之對象，請參閱書面資料。
2. 為弘揚客家文化，補助經費推廣客家語言、學術、
藝文及民俗活動，本處客家事務科特別研擬訂定
「新竹縣政府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
點」
，縣長於 110 年 12 月 8 日已正式核定。
(二) 主席裁示：
110 年 12 月 20 日在明新科技大學舉行
「新竹客家學苑」
揭牌儀式，請各局處首長踴躍參加。(各局處)
二、 工務處：
(一) 報告事項：
「110 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考核」
獲得特優：內政部營建署辦理「110 年度公共建築物無
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考核」中，本縣連續兩年榮獲
評比成績特優，非六都第一名。本督導考核成績為行
政院主計總處作為增減對地方一般性補助之依據，考
核包括業務評分及現勘評分，其中現勘評分-新建、既
有建築物及騎樓整平無障礙設施，獲得滿分成績。
本府向內政部營建署爭取「107 至 109 年提升道路品質
-推動騎樓整平計畫」，於騎樓整平路段設置便利進
出、視覺引導、必要警示措施等措施立意甚佳，以提
升騎樓之環境品質，便於行動不便者行走，未來仍會
持續性施作打造幸福友善城市。
三、 交通旅遊處：
(一) 報告事項：
「幸福竹縣 感恩有你 2022 新竹縣公益慈善跨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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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活動記者會在本府大廳舉行：跨年晚會活動將於
12 月 31 日下午 5 時 30 分在縣府前廣場舉辦，不僅有
精彩的表演，還有長達 180 秒的絢爛煙火秀，摸彩最
大獎是 2 台汽車。活動記者會規劃於 110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11 點在縣府 1 樓大廳辦理，本次記者會將於縣
長及中視 FB 粉絲專頁進行直播，歡迎各局處長官蒞臨
參加。
四、 教育處
(一) 報告事項
1. 辦理學校轉型發展論壇，促進學校多元發展：為協
助縣內學生人數未達 50 人的 16 所國中小進行轉型
發展，教育處於昨（13）日辦理「110 年度學校轉型
發展論壇」
，特別邀請國立清華大學及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教授共同參與，以促進校際間的合作連結、優
化各校經營效能並提升學校間自發、互動、共好的
價值，為小型學校開展一條新的教育旅程。
2. 關西國中棒球隊榮獲佳績：本縣關西國中棒球隊參
加「2021 年第八屆立德盃全國青少棒錦標賽」及
「2021 年第八屆中信盃全國棒球錦標賽」榮獲雙料
冠軍及「2021 桃園市第六屆桃園盃全國四級棒球錦
標賽-青少棒組」榮獲亞軍，將由縣長明日(12 月 15
日)下午 3 時至關西國中親自表揚棒球隊選手，給予
鼓勵。
3. 新竹縣政府攜手企業扶植新創共識交流會：本府於
110 年 12 月 15 日在 LePhare 共同工作空間舉行「新
竹縣政府攜手企業扶植新創共識交流會」
，特別邀請
6 家企業擔任本縣創新創業之企業導師進行攜手焦
4

點儀式，期望透過企業資源挹注，協助本縣創新事
業落地扎根，共創商機嶄新動能。
五、 農業處
(一) 報告事項：
1. 本府與新北市政府耶誕城市交流「好客竹縣、月來
樂耶誕」活動報告：有關 110 年 12 月 18 日新北市
政府邀請本府參加耶誕城市交流活動，新北市政府
昨日通知原行程預計安排的時間將提早半小時，主
持人開場介紹提前至 12 點 30 分開始，由於當日活
動人流密集，請參加的主管儘量以搭乘大眾交通工
具前往，為便於統計人數，若不克參加者請於今日
（12 月 14 日）下班前告知本處，並請各局處主管
踴躍參加此次難得的盛會。
2. 宜蘭縣政府邀請本縣參加明（111）年度舉辦的「宜
蘭綠色博覽會」及「宜蘭童玩節」
，屆時宜蘭縣政府
主辦觀光旅遊的相關單位會主動與本府聯繫。
(二) 主席裁示：
110 年 12 月 18 日新北市政府耶誕城市交流「好客竹
縣、月來樂耶誕」活動，請大家儘量出席參加，亦可
藉此機會觀摩其他縣市如何辦理活動。(各局處)
六、 政風處：
（一）報告事項：
110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定期申報自 1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截止，請各機關(單位)申報義務人務必於法
定期間內完成申報：年底將至，特別提醒同仁務必於
12 月 31 日前完成 110 年度定期財產申報，以免受罰。
目前使用網路申報資料，資料下載後可以迅速完成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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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作業，各申報人如有欲瞭解事項，本處將安排專人
說明及協助。
（二） 主席裁示：
請同仁務必於 12 月底前完成財產申報，以免因漏報而
受罰。（各局處）
七、 主計處：
（一） 報告事項：
110 年會計年度即將結束，為順利完成本府暨各機關決
算作業，爰訂定「新竹縣政府暨各機關 110 年度會計年
度結束期間應行注意事項」，有關各項支出核銷案件送
至本處辦理期限，請參閱相關作業期程的甘特圖：一般
核銷案件為 110 年 12 月 24 日前、零用金核銷案件為
110 年 12 月 30 日前、預借核銷轉正案件於 111 年 1 月
10 日前、本府各處保留案件於 111 年 1 月 14 日前、所
屬各機關保留案件則於 111 年 1 月 19 日前，公共造產
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產發及農發等 5 基金保留已簽核案件，應於 111 年 1
月 15 日前送交本處辦理，其餘各基金保留已簽核案件
應於 111 年 1 月 21 日前送件。
八、 行政處：
（一） 報告事項：
1. 「好客竹縣 月來樂耶誕」新北新竹縣市交流 友好
共寮活動補充報告：此次縣市交流合作重點，主要
是以「客家文化」、「農特產品」、「觀光旅遊」為行
銷主軸。客家文化交流部分，互相邀請參加天穿日
活動、桐花祭及義民祭等活動；農特產品行銷部分，
協助媒合新竹縣農特產品與新北市農會產銷平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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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銷售；觀光旅遊部分，推薦兩縣市熱門客旅景點，
老街：新北市推薦三峽老街及鶯歌老街、本縣推薦
北埔老街、內灣老街及湖口老街；客庄：新北市推
薦客家文化園區及哈客樂園、本縣推薦新瓦屋客家
文化保存區，古道：新北市推薦淡蘭古道、本縣推
薦霞喀羅古道。
2. 播放縣長就職三週年紀念影片，此次影片主要以透
過民眾的角度表達對縣政的看法，敬請各位欣賞並
提供相關意見俾利後續修改，並於 12 月 24 日於本
府 3 樓簡報室舉辦縣長就職 3 週年活動。
（二） 主席裁示：
對於影片內容有任何意見，皆可提供行政處參考。（各
局處）
捌、 主席裁示：
有關明(111)年 1 月 1 日起，本府新增「新聞處」及教育處改制
「教育局」
，相關人事作業請人事處儘快處理完成，並於元旦升
旗典禮時邀請相關人員參加，另有關辦公室空間規劃請行政處
負責並如期完成。(人事處、行政處）
玖、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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