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 111 年 1 月份第 3 次主管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01 月 18（星期二）上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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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見賢、陳季媛、彭益宣、池燕雲、田昭容、徐元雄、賴江海、
黃國峯、陳偉志、江良淵、游志祥、范萬釗、李國祿、劉家滿、
魏嘉憲、雲天寶、章宗耀、吳迪文、黃文琦、邱俊良、莊淇銘、
楊哲昌、孫福佑、殷東成、朱振群、李安妤、彭惠珠、楊郡慈、
靳邦忠、王金倉、梁淑惠、詹秀連、李銷桂、周秋堯、郭慧龍、
郭遠勳、羅鈞盛、徐元棟、江寧增、邱世昌、彭正宇、高佩菁、
林曉含、王金鳳、羅之吟、鄭依珊、王曉明、王曉明、王曉明、
伍、頒/獻獎：
一、 新竹縣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捐助「本縣社會救助金專戶」
新臺幣 5 萬元整，自民國 97 年迄今，該工會每年捐助本縣
救助金專戶照顧許多弱勢家庭，恭請縣座頒發感謝狀表彰
其善行義舉。（社會處）
二、 公益宅配愛-111 新竹縣春節公益送暖愛心宅配捐贈活
動，新竹物流公司特別採購國賓飯店 100 份年菜及 100 包
白米，分送本縣 100 戶弱勢家庭，希望讓大家都能暖心過
個好年，恭請縣座頒贈感謝狀 1 紙，以表敬意與謝忱。
（社
會處）
三、 表揚本縣 110 年度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工作輔導訪視績優
學校，共 23 所學校接受訪視，表揚 9 所績優學校，獲特優
學校為六家高中國中部、太平國小及十興國小；獲優等學
校為橫山國中、東興國中、南和國小、兒興國小、新湖國
小及大同國小，恭請縣座頒發獎項。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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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各單位發言：
一、 民政處：
(一) 報告事項：
居家檢疫春節專案持續加強管理：
1. 居家檢疫春節專案從 110 年 12 月 14 日至 111 年 2
月 14 日止，提供檢疫者 14 天或 10+4 或 7+7 檢疫方
案。本縣春節方案檢疫者人數至今共 1,852 人，已
針對檢疫者檢疫地家訪案件超過 460 件，家訪不合
格率約 9.4％，在衛生局與各縣市政府協助下，對
不合格者進行後續安置，如續留防疫旅館或集中檢
疫，或由第一段檢疫地外縣市政府做後續處理。
2. 因應農曆春節，本處、警政、衛政與各公所將安排
人員值勤，持續辦理檢疫者家訪、防疫計程車媒合、
跨縣市防疫巴士轉接、法規解釋等。
二、 產業發展處：
(一) 報告事項：
1. 內政部都市計畫書審議案件：竹東科三期計畫已配
合本案內政部都委會第 3 次專案小組及相關主管單
位意見補正，並於 111 年 1 月 11 日函報內政部營建
署排會審議。
2. 竹北公兒 9、高鐵公七、高鐵兒四特色公園開工動土
典禮：謹訂於 111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於
竹北高鐵兒四公園舉辦開工動土典禮，恭請縣長蒞
臨祈福，並請本府一級主管共襄盛舉，工程預計於
111 年 10 月完工。
三、 工務處：
（一）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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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道路禁挖公告：春節假期即將到來，為確保春
節期間交通順暢，並維持民生管線運作正常，本府自
11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起至 111 年 2 月 15 日(星期
二)止，實施全縣禁止道路挖掘，並暫停管線單位申
挖，各施工工區屆時必須提前完成或順延，並做好路
面修復。
（二） 主席裁示：
為確保春節期間交通順暢、維持民生管線運作正常，
道路禁挖應公告周知，加強宣導，讓大家都知道。
（工
務處）
四、 交通旅遊處：
(一) 報告事項：
1. 111 年 01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30 分辦理「湖
口鄉『觀星夕照：心靈的後花園』環境景觀整備計
畫」工程聯合動土典禮：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6,000
萬元(80%)，本府配合款 1,500 萬元(20%)辦理湖口
鄉『觀星夕照：心靈的後花園』環境景觀整備計畫，
於 1 月 25 日舉行動土典禮，敬邀縣長、副縣長、秘
書長及各局處長參加。
2. 因疫情影響擴大，醫療量能負擔沉重，為展現本縣
挺醫護之決心，本府與縣內多家旅宿業者推出「醫
事人員旅宿優惠專案」，今日(1 月 18 日)上午 10 時
將於縣長室公布，敬請各位主管同仁及媒體朋友共
同參加。
五、 農業處
(一) 報告事項
1. 本府訂於 1 月 22（六）至 23 日（日）於府前廣場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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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2022 新竹縣柑桔的故鄉-柑桔美食生活節」活
動：柑桔為本縣分佈最廣、產量最高、產值最大的
農作物，更是農曆年節的首選伴手禮。為了讓民眾
方便選購優質的柑桔果品，本府訂於 1 月 22 至 23
日於縣府前廣場舉辦「2022 新竹縣柑桔美食生活節」
活動，推廣新竹縣柑桔及在地優質農產品。本活動
於 1 月 18 日(二)上午 10 時 30 分於本府一樓大廳辦
理記者會。此外，與往年不同的是改變銷售方式，
昨晚(1 月 17 日)於竹北市農會辦理 FB 直播特賣會，
共有 8 家農會參加，分享的人數亦不少。
2. 由於疫情升溫影響，本處會尊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的規定，本活動是否停辦或延期，端視疫情變
化及長官指示辦理。
(二) 主席裁示：
「2022 新竹縣柑桔美食生活節」活動地點在縣府廣
場，此為戶外活動，與室內活動之防疫規定不同，是
否需要暫停或延期，可於會後再行討論。（農業處）
六、 政風處
(一) 報告事項：
1. 落實陽光法案，辦理 110 年度本縣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公開抽籤作業：本日主管會報結束後，恭請陳秘
書長季媛擔任財產申報實質審核公開抽籤作業主持
人及抽籤人。
2. 本府預計於 11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於縣
府一樓大廳辦理「竹縣賀新年、
『廉』年樂安居」迎
春揮毫活動：本次揮毫活動，歡迎本府各局處、同
仁蒞臨指教，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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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行政處：
（一） 報告事項：
1. 竹北遠百於 1 月 14 日開箱試營運，近日民意匯流平
台有較多相關的申訴案件，在此期間若相關局處有接
獲申訴案件，請按照民眾所申訴之問題至當地現勘並
儘快答覆，如有涉及竹北市公所業務也請儘速聯繫，
以公文來往速度太慢，請以電話先行聯繫處理，期待
遠百開幕的問題能夠盡快解決。
2. 行政院來電表示，本府於民國 89 年，包括民政局、
財政局、建設局、工務局、教育局、農業局、社會局、
勞工局、兵役局及地政局等 10 個局，與 93 年成立的
觀光旅遊局，在 96 年機關改制為處時，並未將原簡級
（乙）印及職章繳銷，僅兵役局繳回。此次申請本府
教育局換發印信，經行政院查得此案，請上述各處儘
速將當時之機關印信繳回辦理廢舊印信繳銷，以免影
響教育局後續換發印信事宜。
（二） 主席裁示：
1. 有關竹北遠百開幕的民意申訴案件，其中以交通類
申訴案件最多，請交旅處每日要瀏覽民眾之留言，
了解應改善之處，並儘速答覆民眾。
（交旅處）
2. 請行政處提及尚未繳回機關簡級(乙)印及職章之各
處儘速繳回，俾利後續申請換發印信事宜。（民政
處、財政處、產業發展處、工務處、農業處、社會
處、勞工處、地政處、交旅處、教育局）
八、 衛生局：
（一） 報告事項：
1. 目前疫情維持第二級，本縣居家檢疫有 870 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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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隔離有 45 人，由於有外縣市確診者足跡曾至本
縣，目前匡列人數約 700 人，防疫旅舍 276 床已滿，
第 1 劑涵蓋率達 81%，第 2 劑涵蓋率有 72.6%。因應
Omicron 變種病毒越來越嚴重，為提升疫苗接種能
量，在 1 月 14 日起加開 3 個疫苗接種站(新竹縣婦
幼館、竹北市中興集會所、新豐松柏活動中心)，本
縣總共有 69 家醫療院所提供接種服務，防疫無假
期，假日與夜間皆有疫苗施打的服務。
2. 曾去桃園西堤餐廳用餐的明新科技大學師生 2 人確
診，本局接獲通知也有派員疫情調查、安排 PCR 檢
查(目前有 456 人為陰性)，目前學校已停課及暫停
活動 7 日。近期如有至該場所附近者，請提醒業者
要確實清潔消毒及遵守實名制，並感謝環保局協助
環境清消作業。
3. 補充說明 2 事件：
（1） 昨日在竹北吉的堡幼兒園的實習老師確診，
本局立即進行疫調，防疫作為也啟動，立即
停課消毒，共有 429 位採檢及居家隔離，採
檢結果預估中午會出爐，感謝東元、中醫大
及台大生醫調派人力協助檢查。
（2） 本縣義民中學有學生確診，現已聯繫教育局
並於會議結束後將會同教育局長至學校進行
疫調追蹤，及匡列、採檢等防疫作業，並請
醫院進駐，盡全力防堵疫情。
4. 護理之家防疫工作整備情形：
（1） 自 1 月 9 日起，本縣有 42 家長照單位公告禁
止探病、員工不可到其他單位工作，目前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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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家的住民疫苗第 2 劑接種率有 83.5%，工
作人員接種率也有 97.7%。
（2） 邀請東元醫院感染科醫師，實地檢查防疫應
變整備情形，另加強本縣護理單位之防疫教
育訓練，學習正確穿脫隔離衣，加強防護。
5. 本縣醫療量能整備情形：
（1） 醫院有準備 COVID-19 專責病房，總共有 83
床，因應疫情收治可能確診之病人，包括：
東元、中醫大、仁慈、台大生醫(竹北、竹東
院區)、北榮新竹分院及大安等醫院。
（2） 3 個大型社區檢查站也準備完成，隨時可為社
區民眾大量公費檢查服務，包括：中醫大、台
大生醫、北榮新竹分院。
（3） 本縣有 6 家醫院提供平時自費檢查服務，包
括：東元、中醫大、仁慈、北榮新竹分院、新
仁摎大安等醫院。
（二） 主席裁示：
1. Omicron 病毒傳染迅速，潛伏期短、致死率低，大家
要注意，但不必驚慌，依照衛生局、環保局的指示
做好防疫措施即可，另有關護理之家及長照中心之
管理要特別注意，避免再次出現防疫破口。（衛生
局、環保局）
2. 目前防疫仍維持第二級，惟本府大型活動原則上皆
延期辦理，請民政處加強管理居家檢疫春節專案，
衛生局、環保局依防疫相關 SOP 規定作業，以保護
縣民生命安全為優先。（各局處）
九、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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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事項：
2022 新瓦屋福客慶豐年-虎虎點點燈：新瓦屋冬季活動
福客慶豐年，今年以「虎虎點點燈」為主題，自 1 月
23 日起將於新瓦屋生態池及沿岸步道，打造賞燈秘
境。因應年節到來，本局首度召集新瓦屋店家，聯合辦
理充滿年味氣氛的「春味市集」
，共有近 70 個攤位，歡
迎大家一同來採購本縣優質伴手禮。當日參與民眾，只
要將燈籠秘境或春味市集之照片，上傳至「新竹縣政府
文化局」臉書粉絲專頁，即可兌換限量老虎頭飾，化身
小老虎逛市集、賞燈飾。
（二） 主席裁示：
此次主題「虎虎點點燈」非常有趣，打造賞燈秘境更是
首次辦理，請大家共同參與並協助宣傳，讓活動更加熱
鬧。
（各局處）
柒、 副縣長報告：
一、 今年春節年假共 9 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表示除夕至初三
休息，初四開始可施打疫苗，本縣目前規劃春節期間施打
疫苗日期為何？是否比照中央？請衛生局提供相關資料並
由新聞處發佈新聞稿。
二、 竹北吉的堡幼兒園老師染疫事件，為避免引起附近居民恐
慌，吉的堡幼兒園位於喜來登飯店商圈，建議可於商圈附
近設置公費快篩站，讓有需要的民眾可以快速篩檢處理。
捌、 縣長裁示：
一、 歡迎本府新任警察局局長楊哲昌，楊局長各項職務資歷完
整豐富，原為警政署公共關係室主任，曾擔任台北市中山
分局等多個分局的分局長，亦曾於桃園、宜蘭等縣市警察
局任職，富溝通協調及危機處理能力，相信楊局長就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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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發揮所長，領導警察局全體同仁。
二、 目前本縣發佈之疫苗施打資訊太過複雜，民眾不易理解，
最好能做到簡易便民、隨到隨打，對外宣傳時要簡潔有力，
讓民眾能一目了然，並增加對縣府的信賴感。(衛生局)
玖、 散會：上午 9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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