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 111 年 3 月份第 1 次主管業務會報暨縣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03 月 08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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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淇銘、邱俊良、
楊哲昌、孫福佑、殷東成、朱振群、李安妤、彭惠珠、楊郡慈、
林咸億、李銷桂、梁淑惠、詹秀連、王金倉、周秋堯、郭慧龍、
郭遠勳、羅鈞盛、徐元棟、江寧增、邱世昌、彭正宇、賴淑青、
高佩菁、許雅筑、謝一如、林曉含、王金鳳、羅之吟、鄭依珊、
伍、 頒/獻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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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縣連續兩年榮獲評比成績特優，非六都
第一名，將此項殊榮獻給縣長。並頒發優良廠商-酉維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及珈昱土木包工業，因協助推動騎樓整平計
畫成效卓越，特致狀表揚。(工務處)
二、 本府榮獲勞動部「輔導勞資雙方簽訂團體協約優等獎」
，成
績超越新北市及桃園市兩直轄市政府，更是唯一獲獎之地
方縣市政府，將此殊榮獻給縣長。（勞工處）
三、 本府榮獲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2021 第九屆台灣景觀大獎計 3
項獎項，由工務處及文化局共同辦理東興圳整體景觀再造
計畫，榮獲「公共開放空間類佳作」
；由交旅處輔導新埔鎮
內立社區知足園，榮獲「社區營造地方創生類佳作」
；文化
局辦理新竹縣立總圖書館新建工程，榮獲「環境規劃設計
類佳作」
，將此榮耀獻給縣長。
（文化局、交旅處、工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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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府榮獲教育部「110 年度縣市閱讀力表現績優城市」及
「民眾持證比例表現績優城市」
。鄉鎮市組由本縣「寶山鄉
立圖書館」獲選閱讀力表現績優鄉鎮市、
「北埔鄉立圖書館」
首度獲選鄉鎮市組(民眾每人借閱冊數)績優，恭請縣長頒
發感謝狀，以表嘉許。(文化局)
陸、 審查提案：
(一)產業發展處：
案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 111 年 1 月 28 日核定本府辦理
111 年度商圈街區營造競賽補助計畫-「新竹縣北埔
商圈-數位品牌營造計畫」，核定計畫經費為新臺幣
500 萬元，擬請同意於 111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2
年度預算「經貿事務-產業發展-產業發展管理」科
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二）環境保護局：
案由：辦理 111 年度「改善公廁暨提升優質公廁推動計畫
(新竹縣)」(新豐野戰公園) ，預算不足 468 萬元，
擬請同意 111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2 年度預算科
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三）文化局：
案由：文化部核定本縣辦理 111 年度「地方扶植傑出演藝
團隊計畫」，補助金額新臺幣 115 萬元、縣配合款
115 萬元，擬請同意 111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2
年度「文教活動-藝術活動」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四）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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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文化部核定本縣辦理「2022 從零開始─新竹縣藝文
場館營運升級計畫」
，補助金額新臺幣 330 萬元、縣
配合款應編列 141 萬 5,000 元。111 年度預算不足
新臺幣 253 萬 9,000 元(中央款 177 萬 7,000 元、縣
配合款 76 萬 2,000 元)，擬請同意 111 年度辦理墊
付，並於 112 年度「文教活動-藝術活動」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五）工務處：
案由：修正「新竹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六）主計處：
案由：行政院為協助本府 111 年度正式、約聘僱及臨時人
員因應軍公教待遇調整所需經費，於 111 年 1 月 28
日核定增撥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 3 億 8,974 萬
元，擬請同意於 111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2 年度
相關預算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七）稅務局：
案由：
「新竹縣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八）地政處：
案由：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補助竹東地政事務所辦
理「111 年度汰換老舊測量儀器設備申請計畫」新
台幣 50 萬元（中央款），擬請准予於 111 年度辦理
墊付，並於 112 年度預算「一般建築及設備-地政事
務設備」科目項下辦理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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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九）工務處：
案由：為辦理行政院撥補本府辦理 110 年璨樹風災公共設
施災後復建經費 4,485 萬元(中央款)，擬於 111 年
度辦理墊付，並於 112 年度預算「觀光業務-觀光工
作」、「道路養護業務—道路養護工作」、「漁港及農
路工程-漁港及農路建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地
方教育發展基金」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十）工務處：
案由：為辦理行政院撥補本府辦理 110 年圓規風災公共設
施災後復建經費 305 萬元，擬於 111 年度辦理墊付，
並於 112 年度預算「道路養護業務—道路養護工
作」
、
「漁港及農路工程-漁港及農路建設」及「非營
業特種基金-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工務處：
案由：為辦理行政院撥補本府辦理 110 年 1024 震災公共設
施災後復建經費 1,845 萬 2,000 元(中央款)，擬於
111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12 年度預算「道路養護
業務—道路養護工作」及「非營業特種基金-地方教
育發展基金」科目項下轉正。
決議：照案通過。
柒、 各單位發言：
一、 產業發展處：
（一） 報告事項：
1. 未登記工廠納管期限即將於 111 年 3 月 21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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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業者把握時效儘速申請，以免喪失就地合法之
機會：本縣目前列管未登記工廠計 766 家，尚有 220
家（28%）未申請納管，本府除已於 111 年 1 月 24
日再次逐一發文通知列管業者儘速辦理納管外，另
函請本縣議會(議員)、各公所、工(商)業會、地政
士及稅務代理人協助宣傳，並請新聞處於第 4 台跑
馬燈、LED 看板、縣府 FB、LINE、網站宣傳，並請
各公所清潔隊協助於垃圾車懸掛紅布條宣加強廣
宣，期能讓相關業者儘速在期限內辦理納管，有機
會就地輔導朝向合法工廠。
2. 變更湖口都市計畫(王爺壟地區)(車站專用區為機
關用地)案：本案變更車站用地 0.39 公頃為機關用
地，已於 111 年 2 月 22 日內政部都委會第 1006 次
大會審議通過。
（二） 主席裁示：
請產業發展處務必通知尚未申請納管之 220 家工廠於期
限前申請登記，逾期未申請者將依法停止供電供水，請
與廠商加強聯繫溝通。(產業發展處)
二、 交通旅遊處：
（一） 報告事項：
111 年 3 月 11 日上午 11 時於本府 1 樓大廳舉辦「新竹
縣 Youbike2.0 公共自行車簽約記者會」
，詳細資料如書
面，邀請各位長官共同蒞臨參加。
三、 農業處：
（一） 報告事項：
1. 本縣河川溪流「護漁保育」措施：日前有民眾至山
中溪流釣魚遭取締，而原住民釣魚卻無須被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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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向農業處陳情此狀況，特藉此機會說明何謂「護
漁保育」政策，過去稱為「封溪護魚」
，其實並非將
溪流封住不讓人使用或進入，而是為保護溪流環境
與魚類資源永續利用所行之措施，在公告特定漁
區、漁期之限制或禁止以任何方式（含垂釣）採捕
水產動物，目前本縣在五峰鄉有 4 條溪流、尖石鄉
有 3 條溪、芎林鄉有 1 條皆為護漁保育之溪流。另
原住民在原住民族地區，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
用，從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列各款
非營利行為者，不在此限。請媒體朋友多加宣傳，
並提醒民眾對保育政策之重視。
2. 111 年度新竹縣植樹節植樹活動：因疫情關係，植樹
節活動已停辦 2 年，今年決定辦理「森活的炭循，
植樹月」活動，地點選在鄰近湖口交流道由湖口鄉
公所經管之湖南村環保公園，場地在整理前曾遭傾
倒廢棄物，經環保局調查檢測，於今年（111）初步
完成整治，選擇此地為活動地點實有「復甦」與「再
生」之含意，本活動不只有種樹而已，對於曾遭受
重汙染之土地重新進行植生，還有重生之特別意
義。此次活動內容非常豐富，與往年不同的是將有
千人種樹，當地村里長皆會參加，農委會林務局也
會參與，本府環保局有提供相關補助，是本案幕後
功臣。本（111）年度植樹月-植樹活動由本府及湖
口鄉公所主辦，謹訂於 3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於湖口鄉中湖路旁環保公園舉辦，屆時恭請縣
長、副縣長、秘書長、參議、秘書、局處長及各位
長官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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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尖石鄉那羅灣休閒農業區香草產業行銷暨金盞花之
旅系列活動(影片欣賞)：尖石鄉那羅灣休閒農業區
自 100 年起推廣種植金盞花，目前種植面積約 3 公
頃，每年 3 月至 5 月是金盞花盛產期，橫山地區農
會及尖石鄉公所持續輔導那羅灣休閒農業區舉辦香
草產業行銷暨金盞花之旅系列活動，協助部落銷售
及拓展香草產業，讓遊客進入部落消費，增加在地
人收入，提昇生活品質。今年活動期間自 2 月起至 4
月下旬，民眾可先至那羅灣休閒農業區遊客服務中
心購買「金盞花季-山裏花見」入園票，再到金盞花
田採花、山樂林風味小舖品嚐金盞花餐，亦可參加
金盞花護膏、手作串珠、金盞花手工香皂、金盞花
花圈及植物拓印等不同的 DIY 體驗活動，期能藉由
一系列豐富體驗行程讓來訪的民眾盡情暢遊園區並
感受金盞花之美。
4. 從過年前至今皆天氣寒冷，因低溫造成農作物嚴重
傷害，本縣的高接梨及桶柑等都受到寒害影響，損
失慘重，本處目前已會勘完成，將盡力協助農民減
少損害。
5. 今日(3 月 8 日)上午 11 時，恭請縣長至本縣動物保
護教育園區視察改建工程進度，現場還有邀請議會
議員、公所人員、當地里長及動物保育團體等參加，
並請新聞媒體朋友協助宣傳。
（二） 主席裁示：
植樹節活動很有意義，難得的千人種樹活動，請各局處
踴躍參加。(各局處)
四、 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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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事項：
本縣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宣導：每年 4 月 28 日「世
界職業安全衛生日」，當週是我國的「全國職場安全健
康週」，鼓勵各局處應「提升職安教育認知」及「加強
輔導轄內單位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中心與本處已達
成共同合作之共識，為提升本縣整體職業安全衛生之水
準，該中心可協助派員擔任職業安全衛生專業講師，請
各局處及各轄之單位辦理相關研習課程時，納入相關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職場反霸凌認知等宣導課程（例
如:農業處 vs 農、林、漁、牧業者之用藥(職業)安全/
教育處 vs 各級學校之校園或施工安全/行政處 vs 本府
施工維修、職場安全/工務處 vs 工程施工安全等）
，保
障各業別工作者安全與健康。
提醒各局處針對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提早規劃 安
排，相關職安教育訓練講師請逕函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
職業安全中心安排講師，亦可透過本處協助處理。另本
處於今年將辦理全國性職業安全之評鑑，4、5 月進行書
面審核，7、8 月進行實地訪查，請縣內推動小組配合協
助辦理，以爭取佳績。
（二） 主席裁示：
有關職業安全之考核評鑑，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以爭
取佳績。(各局處)
五、 人事處：
（一） 報告事項：
1. 為增強團隊合作意識並同時增進客語學習、認識客家
文化，本府特辦理 111 年「客」製化業務宣導影片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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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請本府各局處務必組隊參賽。各局處運用創意拍
攝業務宣傳影片，影片內容形式不限，惟影片內容客
語對話部分應佔 50%以上，影片長度以 3 分鐘為限，
統一於 6 月 10 日上傳至 YouTube 平臺本府頻道，前
三名將頒獎鼓勵，請各位局處長們帶領準備本項比
賽，以利順利於 5 月 31 日前完成參賽影片，爭取榮
譽。
2. 為維護同仁人事資料正確，請本府各處公務人員及約聘
(僱)人員一同完成資料檢視及鎖定。經歷、兵役、學歷、
考試、教師資格等 5 項資料，鎖定完成，好處多：（1）
資料上傳至雲端，不需反覆提供證明文件、（2）資料上
傳鎖定，不怕遺失、（3）退休申請很方便。人事處會安
排專人協助資料校對及附件上傳事宜，請依「各處人事
資料校對作業時程表」規劃期程完成，另府外局各局之
人事室亦會協助同仁辦理校對資料。
（二） 主席裁示：
有關本府辦理 111 年「客」製化業務宣導影片競賽及人
事資料校對作業 2 件事都非常重要，請各局處配合辦
理。
（各局處）
六、 主計處：
（一） 報告事項：
1. 有關 110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工作重點報告如下：
（1） 規定每 5 年舉辦一次之國勢調查，由行政院主
計總處負責統籌規劃，各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共同辦理，動用本處、產業發展處及鄉鎮
市公所主計、工商、民政等轄內熟悉地方事務
人員約 300 人，協助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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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地訪查期間自 111 年 6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網路填報開放期間自 5 月 18 日至 6 月
30 日止。
（3） 普查範圍：本縣區域範圍內之所有工商業者，
均為普查對象，預計訪查約 3 萬家(估計數)。
（4） 普查方式：採全面普查，並提供網路填報、派
員面訪及留置填表等 3 種填報方式。除全面踏
查外，另按抽樣設計，選取代表性企業，填報
專屬業別調查表。
（5） 設立臨時普查組織：普查處由本縣於 111 年 3
月 10 日成立，111 年 9 月 20 日結束。普查所
由各鄉鎮市公所於 111 年 3 月 21 日成立，111
年 8 月 25 日結束。
2. 為順利推動普查工作，本縣將於本（111）年 3 月 10
日成立普查處，當日早上 9 點 30 分於縣府 1 樓大廳
舉行揭牌儀式，恭請縣長、副縣長及秘書長蒞臨，並
敬邀各局處首長、參議及秘書指導觀禮，邀請卡已放
置在桌上，並邀請立委、議會議長、副議長及議員、
各鄉鎮市長及新聞媒體等嘉賓與會。本次普查前置作
業順利推動，感謝產業發展處全力協助給予普查諸多
建議，當日媒體聯絡與新聞宣導尚請新聞處協助新聞
露出，感謝大家的幫忙。
（二） 主席裁示：
有關 110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作業，請各局處配合辦
理。
（各局處）
七、 衛生局：
（一）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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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冠肺炎疫情：
（1） 自 3 月 1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放寬防疫規定，
外出、唱歌時仍要全程佩戴口罩，但在運動、照
相、駕駛自家車輛及乘客為家人時、直播、錄影、
主持、播報新聞、致詞、演講、講課等，農林漁
牧工作者在空曠處，在山中(如森林遊樂區)、海
邊活動等，或在溫泉、冷泉、烤箱、三溫暖、蒸
氣間等口罩會潮濕的場所，可不佩戴口罩，但仍
要隨身攜帶口罩，如本身已有疾病或遇到陌生人
時，須將口罩戴起來。
（2） 目前本縣居家檢疫有 158 人，居家隔離有 20
人，昨日(3 月 7 日)有一境外確診者，本局加強
檢查 232 人，PCR 皆為陰性。新冠疫苗接種資料
統計至 3 月 5 日為止，第一劑接種率為 83.67%、
第二劑接種率為 77.5%、第三劑接種率為 38.4%，
自 3 月 8 日至 3 月 13 日規劃設置專診，疫苗接
種時間、地點、廠牌、第 25 期 1922 疫苗預約平
台有 1 萬 1,000 人登記，可隨到隨打。
2. 有關 111 年度「臺灣健康城市及高齡友善城市獎評
選」
，鼓勵各局處提報計畫參加評選：
（1） 衛生福利部為鼓勵各地方政府運用及與其他
局處合作，利用在地資源推動在地特色的健康
城市及高齡友善城市，特別安排「臺灣健康城
市及高齡友善城市獎」，評選出地方政府推動
學習代表。
（2） 評獎種類及項目:評選種類有卓越獎、健康城
市獎及高齡友善城市獎 3 個獎項；評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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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書面審查、口頭報告及實地訪查三個階
段；評選內容推動成績為 110 年及 111 年度
之資料為主。
（3） 獎項評選資料已放置在本局網站「高齡友善專
區」供大家參考，請各局處在 111 年 3 月 14
日以前至少提報 1 案計畫、聯絡人員等資料送
衛生局整理，本局會辦理專家委員審查及評
選，爭取新竹縣推動健康城市、高齡友善城市
之好成績，請大家提報計畫。
八、 文化局：
（一） 報告事項：
1. 新竹縣文化基金會謝石鴻書藝口罩創意上市：新竹縣
文化基金會特別與本縣藝術家謝石鴻老師合作，推出
書法藝術口罩，以藝術陪您防疫。這次基金會運用謝
老師的書法作品設計製作醫療口罩，除可在文化局服
務台、圖書館、美術館、縣史館等館舍櫃台購買外，
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的駐村店家、蕭如松藝術園區
松言堂禮品店內也有展售；另有 OK Mart 的 Line 線
上通路可下單預購，詳細通路連結皆可於文化局官網
中查詢。基金會未來將持續配合縣內重大節慶活動、
藝文展覽推出各式各樣的文創商品，將新竹縣的民俗
特色與藝文底蘊轉化為文創小物，走進民眾日常生活
的各個領域，行銷竹縣文化特色，也帶動在地文創產
業的發展。
2. 《新竹縣藝文手帖》創刊記者會：本局在今年 3 月發
行屬於新竹縣的第一本藝文季刊《新竹縣藝文手
帖》。此次與文學底蘊深厚的文訊雜誌社合作，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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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春季號封面故事以「新竹縣的村落旋律」為題，專
訪國寶級客家八音藝師賴義發、報導新一代客家音樂
創作人黃子軒與山平快等，內容相當精采豐富。創刊
記者會訂於 3 月 9 日(三)上午 10 時於竹北汾陽堂舉
行，歡迎縣長、副縣長、秘書長、參議秘書以及府內
外一級主管共襄盛舉。
3. 美術館本期 4 檔展覽期間為 111 年 3 月 9 日至 3 月 27
日：相關內容請參考書面資料，歡迎大家來參觀。
九、 教育局：
（一） 報告事項：
「111 年度協助青年成家系列活動-成家，無限美好」記
者會：111 年度本縣協助青年成家系列活動主題，辦理
實體加線上共 8 場活動，希望串起戀愛紅線，協助青年
順利成家。訂於 111 年 3 月 14 日(一)上午 10 時於本府
大廳舉行「111 年度協助青年成家系列活動」記者會，
歡迎大家蒞臨指導。
捌、 散會：上午 9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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