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 111 年 3 月份第 1 次行動主管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貳、 地點：寶山鄉新城風糖休閒園區
參、 主席：楊縣長文科

紀錄：宋巧雰

肆、 出席人員：
一、本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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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君、范萬釗、李國祿、劉家滿、
魏嘉憲、雲天寶、章宗耀、吳迪文、黃文琦、朱淑敏、莊淇銘、
楊哲昌、孫福佑、殷東成、朱振群、李安妤、彭惠珠、楊郡慈、
梁淑惠、詹秀連、王金倉、李銷桂、周秋堯、郭遠勳、羅鈞盛、
魏銘德、郭慧龍、徐元棟、江寧增、邱世昌、彭正宇、謝一如、
許雅筑、高佩菁、林曉含、賴淑青、王金鳳、羅之吟、鄭依珊
二、寶山鄉公所、代表會等人員：
邱坤桶、鄧榮斌、莊星漢、許玉玲、林政勳、林威呈、陳建仲、
陳麗冉、段麗娜、張介人、徐子玄、賈淑琪、葉淑珍、何孟成、
黃瑩茹、古仁樺、陳賢裕、葉秀桃、林順生、陳秀霞、陳東平、
李榮峯、黃秀珠、蘇敬豈、莊麗玉、王敬智、林永城、朱自清、
吳昌瑀、吳秉叡、溫芳蘭、彭鴻源、鄭德怡、江為鎮、陳秀玉、
曾金來、潘月雯、葉寶珍、許秋天、邱俊平、楊火炎、鍾煥清、
張錦城、鄧同君、黃文英、何立城、李紘逸、陳雲基、王其德、
黃光揚、林立忻、陳信良、鍾順發
三、新竹縣議會議員：
邱振瑋
伍、 主席致詞：
今日是本府「縣政新幹線」的第一場會議，很高興寶山鄉鄉長、
議員、代表會主席、各村長、鄉民代表、社區理事長等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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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副縣長、秘書長及各局處主管等皆出席參加。
「縣政新幹線」
顧名思義就是對地方之建設要像搭高鐵一樣，快速、安全、穩定
且有效率，雙方獲得最大福祉，此是本府辦理「縣政新幹線」會
議之意義。
首場選在寶山是因為大隘 3 鄉的關係，本人是大隘子弟，對寶山
鄉有特殊的感情，寶山鄉未來會是新竹縣最有價值之鄉鎮，從去
年統計資料顯示，全台 368 個鄉鎮（市）之平均所得，竹北市每
戶 144 萬元為全台第 1 名，寶山鄉每戶所得 111 萬元則為全國第
6 名，很不簡單。
寶山鄉的發展不應只看眼前的 3、5 年，而是要看未來的 30 年、
50 年，目前寶山有兩個重要計畫，一是寶山鄉第 4 次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二是寶山鄉與竹科園區的交通計畫發展，本府和公所共
同訂出了短、中、長程計畫，短期計畫有 8 個，中程計畫有 5 個，
長程計畫有 2 個，計畫規劃得好，寶山的發展就會非常迅速，未
來甚至有可能會超越竹北市，大家要有共同的目標，同心協力一
起努力，必能達成理想。
本府 3 年來對寶山之投注與補助經費高達 28 億元，其中有 18 億
元投注在交通建設上，在老人年金部分，寶山有 324 名長輩符合
領取資格，業已發放 2000 多萬元。寶山鄉未來的發展不可限量，
今日我們站在時代浪潮的尖端，希望大家可以與縣府共同打拚，
相信寶山鄉將會是真正的「寶山」。
陸、 各單位發言：
一、 社會處及衛生局：
（一） 報告事項：
新竹縣長期照顧業務報告：
1. 本縣現況分析：本縣人口數截至目前已達 57 萬 5,754
人，65 歲以上的人數為 7 萬 6,931 人，老人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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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3.36%，本縣 13 鄉鎮市中已有 5 個超過 20%，7 個
高於全國 16.91％。本縣長照需求數在 111 年達到 1 萬
7,373 人，客家族群占 84%，長照活動個案數有 5,593
案，使用外籍看護工有 5,358 人，老人安養機構有 18
家、有 1,218 床、入住率 82.3%，身障機構有 6 家、有
778 床，護理之家有 16 家、有 1833 床。
本縣長期照顧推動組織架構，衛生局負責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有專業服務、喘息服務、出院準備及失智共照中
心等，社會處負責居家式及社區式長照機構、交通接送
等業務，勞工處負責照顧服務員之培訓，與其他各相關
局處、鄉鎮市公所及衛生所共同配合。
長照人力配置，長照中心照管督導有 6 名、照管專員有
31 名及行政人員 6 名；社會處行政督導有 1 名，行政
專員有 12 名。跨部門運作機制有長照推動小組會議、
社衛政聯繫會議、長照中心會議、長照服務聯繫會議及
個案研討等。
2. 長期照顧介紹及執行現況：長照 2.0 服務對象有 5 大
項：（1）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2）日常生活需他人
協助的獨居老人或衰弱老人、
（3）65 歲以上失能老人、
（4）失能身心障礙者及（5）55 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申請長照之流程有 3 項：
（1）親自洽當地照管中心、
（2）
撥打 1966 長照服務專線、（3）醫院出院準備服務。
長期照顧服務項目有：
（1）照顧及專業服務、
（2）交通
接送服務、
（3）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4）
喘息服務，符合條件者皆可申請補助。
本縣近三年長照服務，使用人數至 111 年 2 月止共 5,593
人，執行經費約 7 億。本縣長期照顧整體服務體系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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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居家服務 22 家、小規模多機能 3 家、喘息服務 57 家、
家庭照顧支持 4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98 點、交通接
送車 61 輛、社區整合服務中心 18 個單位等。
有關寶山鄉長照資源布建情形，本府每年發放老人年金
約 600 萬元，編列社會福利經費總計約 3,000 萬元，包
括送餐服務、長照巷弄站、交通接送服務等。
長照未來發展難處與因應措施：
（1）機構林立，品質良
莠不齊、
（2）照顧人力不足，薪資有待提升、
（3）因應
多元需求，發展智慧照顧。
3. 未來展望：執行策略有（1）因地制宜、資源整合：發
展具客家及原住民特色之在地化長照服務體系，持續整
合社衛政資源，建置完整社區長照服務體系。
（2）布建
社區資源網路：持續布建社區據點資源網絡，提供社區
長者使用。建置一學區一日照機構，提供社區失能者使
用。未來展望-發展全人照顧整合，希望能在地老化、
健康老化。
二、 農業處：
（一） 報告事項：
1. 新竹縣金牌農村專案報告：全國「第二屆金牌農村競
賽」，本縣寶山鄉新城社區及新埔鎮旱坑社區分別榮獲
「銀牌農村」及「銅牌農村」殊榮，110 年 10 月 26 日
本府分別頒發 6 萬元及 3 萬元獎勵金與獎座予以表揚。
寶山鄉新城社區與其他社區最大的不同處，是一個老中
青、多元族群融合的社區，不管是越南籍、東南亞籍都
能在這裡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
2. 重點報告：
（1） 解除山坡地範圍，促進地方建設發展：寶山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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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段(13.5890ha)及雙園段(13.52639ha)山坡地
劃出相關作業經費，111 年寶山鄉公所預計辦理劃
出規劃報告所需經費約 320 萬元，本府補助 50%，
俟完成後由本府審查修正後函報中央，以期達成
未來建設之遠景及發展。
（2） 改善與維護農路，維持農產及資材運輸通暢：111
年度已核定計畫，目前設計規劃中，寶山鄉五油
路道路改善工程 400 萬元，寶山鄉環湖一路道路
改善工程 200 萬元，共計 600 萬元，預定 5 月會
發包施工。
（3） 推動農村再生計畫，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寶山鄉
的寶山社區、新城社區、深井社區及油田社區四
大社居，各自有發展的特色，縣府皆有補助環境
改善計畫與工程，提到農村再生社區就會想到寶
山鄉。
（4） 結合地方文化，創新農業產業價值：只要公所或
農會提出活動申請補助，雖然補助經費不多，縣
府多數會同意，例如柑橘及農產品展售促銷活
動、葡萄蜜柚產業文化展售活動、綠竹筍產業文
化活動、橄欖流星雨產業文化活動等，寶山可說
是科學園區的後花園，要有軟硬體的搭配，才讓
城市更有深度。
（5） 推動景觀花海專區，帶動觀光人潮：透過「對地
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規劃於寶深路、寶新路及國
道一號旁規劃景觀花海專區，輔導農戶申報種植
景觀綠肥作物。花期時值寶山茶花、橄欖、桶柑
等之產季，帶動賞花觀光人潮，促進在地農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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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銷售。
三、 產業發展處：
（一） 報告事項：
1. 變更寶山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本案於 111 年
3 月 2 縣都委會第 3 次專案小組討論，目前依縣都委會
專案小組及初步意見建議修正計畫內容，預計 5 月續提
縣都委會專案小組審議。
2.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新竹縣轄部分(寶山鄉)：已於 110 年 12 月 1 日
發布實施。
3. 科學園區寶山擴建：一期計畫面積為 32.72 公頃，已於
108 年 8 月 27 日發布實施；二期計畫面積為 98.12 公
頃，已於 110 年 12 月 2 日發布實施。
4. 變更寶山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已
於 110 年 11 月 18 日報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5. 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寶山鄉部分)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内政部都委會審議階段
目前預計於 111 年 3 月 22 日在內政部都委會進行審
議。
6. 110 年新竹縣寶山鄉自來水延管辦理情形：110 年水利
署核定案件有 1 件，110 年申請中案件有 4 件，三峰村
嵩翠路此案請水公司報水利署評比中，可補助 200 萬
元，另外三件每戶可補助 60 萬元，惟需增加申請戶數。
四、 工務處：
（一） 報告事項：
1. 寶山鄉竹 43 線拓寬工程(第二期)， 長度共計 2,305 公
尺：總工程經費 5 億 2,865 萬元，目前進度為 25%，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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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12 年 2 月完工。建議第三期的工程經費，請公所儘
快準備申請事宜。
2. 新竹縣茄苳交流道聯絡道路穿越中山高工程(新林路至
寶新路)：本工程延續 A2 標新設車型箱涵穿越國道 1 號
下方，與寶新路銜接，道路長約 240M，路寬為 20M。本
案因中油管線無法如期遷移，致使原承攬廠商解約，經
國營會協調責成中油公司於 111 年 4 月底前完成管遷工
程，7 月底前完成切換氣作業。目前已請顧問公司重新
訪價估算後續再發包工程之預算，預計 111 年 7 月動工。
3. 有關寶新路拓寬工程案，本府會協助向中央提案並爭取
經費。
五、 交通旅遊處：
（一） 報告事項：
新竹縣寶山一、二水庫自行車道周邊旅遊環境營造計畫：
1. 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600 萬元，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324
萬元，本府配合款 216 萬元，自償款 60 萬元。
2. 本計畫基地成為寶山上三村(油田村、寶山村、山湖村)
旅遊特區的自行車旅遊中繼站，提供車友休憩、廁所、
路線資訊等自行車相關服務設施。本案於 110 年 9 月
底工程發包，預計於 111 年 3 月竣工。
六、 地政處：
（一） 報告事項：
1. 新竹科學園區(寶山二期)擴建計畫用地取得進度報
告：徵收計畫書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已於 3 月 1 日報
送內政部，預訂於 3 月 30 日召開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會
議審議，徵收面積 8.1 公頃，此次以協議取得私有土
地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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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 年度地籍圖重測工作：本計畫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送行政院核定「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第 2 期計
畫」
，計劃期間為 108 年至 111 年。111 年度計畫進度
已完成作業宣導及圖根測量作業，接續工作時程將辦
理地籍調查、界址測量及協助指界，預計於今年 9 月
辦理重測結果公告，11 月將完成計畫。
3. 寶山地政便民工作站：為強化地政便民服務，
「網路代
替走路」減少民眾舟車勞頓往返地政事務所並加速民
眾取得各項謄本的時間，推出地政便民工作站，鄉民
有問題皆可前往便民工作站詢問。
七、 警察局：
（一） 報告事項：
1. 刑案數據（統計期程：110 年 1 月 1 日起 111 年 2 月 28
日止）：寶山鄉刑案件數總計 110 件，其中以查緝到案
48 件為毒品類，27 件為竊盜類，這 2 項為大宗。毒品
案多數為路檢及線上攔查查獲，為防制毒品危害，建議
(1)落實監管訪查治安顧慮人口，降低其再犯可能、(2)
落實清查空屋、工寮等易藏匿製毒處所並造冊建檔加強
巡邏，(3)運用社區反毒通報網絡發掘情資，並結合社
區集會宣導反毒觀念；竊盜案多數為普通竊盜(如車內
物品遭竊)，未來會向民眾加強宣導(如下車時隨身帶走
貴重物品等)，減少宵小下手機會。
2. 交通案件（統計期程：110 年 1 月 1 日起 111 年 2 月 28
日止）
：有關交通事故數據（1）死亡車禍計 3 件，新湖
路三段-酒駕未戴安全帽自摔、寶新路二段與東坑路口超車不當、大雅路二段與寶山交流道南下口-闖紅燈。
(2)傷亡事故計 381 件，在寶新路一/二段、環北路及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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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路為前三事故熱點。
（3）財物損失案件計 402 件。防
制及策進作為（1）加強取締酒駕行為及宣導拒絕酒駕；
（2）針對事故發生熱點加強巡查，提高見警率，並落
實取締重大違規行為。
3. 少年犯罪數據（統計期程：110 年 1 月 1 日起 111 年 2
月 28 日止）
：主要是妨害性自主案類，計有 4 件，其餘
請參閱書面資料。關於犯罪預防宣導，110 年迄今針對
寶山鄉寶山國小(含山湖分校)、新城國小、雙溪國小及
寶山國中(含莒光分校)共計執行 14 場次校園犯罪預防
宣導，宣導內容除反毒、反詐騙外，新增青少年涉及恐
嚇、傷害等觸法行為法律常識及加強人身安全保護內
容。另因應疫情，利用本局臉書粉絲專頁「竹縣警好客」
辦理宣導活動，其中「防疫宅在家、青春不留白」反毒
海報設計競賽，寶山國中林靖同學以「毒品靠近、渾身
是病」作品榮獲國中組佳作第 5 名。
4. 婦幼犯罪數據（統計期程：110 年 1 月 1 日起 111 年 2
月 28 日止）：聲請報護令的有 12 件，其中多為家庭夫
妻暴力或情侶間感情不睦所致，這部分要請民眾之間互
相提醒避免發生。
5. 監視器(統計至 111 年 3 月 1 日止)：建置數量在竹東分
局轄區建置主機 126 組、攝影機 872 支；其中寶山鄉設
有主機 23 組、攝影機 119 支、車牌辨識 97 支。111 年
運用中央一般性補助款、縣款及竹科回饋金等補助經
費，規劃於寶山鄉建置主機 6 組、攝影機 32 支，目前
辦理規劃設計中。
6. 後勤：
（1） 警用裝備：110 年 8 月份配發寶山鄉楓橋所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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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四輪傳動巡邏汽車 1 輛。
（2） 警用廳舍：竹東分局寶山分駐所遷建一案，寶山
分駐所遷建案於 110 年 8 月 11 日經縣府核准停
止辦理，本案剩餘預算已註銷，有關明湖農村劃
區土地已於 110 年 9 月 11 日點交財政處接管。
本案經評估暫時維持現狀，不予遷建，俟寶山消
防分隊搬離後，其辦公廳舍將由該駐所進駐。
7. 警力：竹東分局現有員額數 212 人，其中寶山鄉警力數
共 24 人(寶山所 14 人、新城所 5 人、楓橋所 5 人)，轄
內警力由分局長依轄區治安特性及勤業務需要彈性調
整並相互支援。
8. 110 年 1 月 8 日接獲寶山鄉遭不明人士傾倒大量事業廢
棄物案，本局也組成專案小組，目前已經鎖定嫌犯 6
車 6 人，可能是桃園縣觀音鄉某公司所為，後續會請環
保署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八、 環保局：
（一） 報告事項：
1. 空氣品質微型感測器布建：空氣品質微型感測器於寶山
鄉裝設 51 處點位，並於寶山鄉科環路及竹科管理局清
潔隊 2 處設置 24 小時空氣品質監測站，空氣品質監測
數據，可於新竹縣空氣品質感測物聯網公開查詢平台查
詢。
2. 營建工程輔導改善：例如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 CUP 棟廠房、辦公室，自 109 年 6 月申報開工迄今，
已完成 11 次稽巡查作業，其中 2 次未符合營建工程空
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定，要求限期改善完成，並
告發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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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衛生補助考核成效：110 年度新竹縣環境清潔維護
考核，寶山鄉環境清潔考核獲第二組第一名，授予獎勵
金 20 萬元；榮獲模範清潔隊員 2 名，授予獎券 1 千元。
另補助購置清潔車輛，補助 10 立方公尺密封壓縮式垃
圾車(電動壓縮式) 2 台。
4. 提升就業人口、帶動產業發展，環境影響評估園區案件
效益：
（1） 新竹縣寶山鄉雙峰段 301 地號等 83 筆及雙龍段
828、829 地號等 2 筆土地產業園區。
（2） 頌林新經濟產業園區。
九、 文化局：
（一） 報告事項：
1. 寶山鄉榮獲 110 年教育部閱讀力表現績優鄉鎮市三獎
項：
（1）
「111 年整體閱讀力表現績優鄉鎮市」第 4 名、
（2）
「鄉鎮市每人借閱冊數績優」
，達 4.67 冊、
（3）
鄉鎮市民眾持證比例表現績優」
，高達 72%。
2. 111 年度本府補助寶山鄉立圖書館購書經費新台幣 16
萬元。111 年度協助寶山鄉公所向教育部申請公共圖書
館閱讀設備升級，獲教育部核定補助 12.6 萬。
3. 111 年文資局補助辦理宗教文物普查計畫，其中寶山鄉
共普查八間寺廟（種福堂、元聖宮、雙豐宮、新豐宮、
保生宮、溪源洞、福龍宮、寶蓮寺）
。建議提列冊追蹤
以上文物 38 件。
4. 2022 年新竹縣客家桐花祭主場活動將與寶山鄉公所共
同辦理：
（1） 4 月 7 日於寶山水庫辦理新竹縣桐花祭聯合宣傳
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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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月 16 日於寶山環湖步道辦理開幕式。
（3） 「寶山遶山花-桐花小旅行」於 4 月 16 日(六)、
4 月 23 日(六)、4 月 30 日(六)、5 月 7 日(六)
舉行，活動共安排 7 個梯次、每梯次 8-20 人。
（4） 與知名 IP 合作，設置裝置藝術，供民眾拍照打
卡，並與桐花打造聯名商品。(IP 待確認)
（5） 透過桐花祭聯合舉辦，帶動及行銷寶山鄉觀光產
業、農業文創產及在地特色文化產業。
（6） 預計 4 月 16 日-5 月 15 日活動期間，吸引 5 萬人
次到訪，屆時歡迎大家來參加桐花祭活動。
十、 教育局：
（一） 報告事項：
1. 優化學習環境，提供安心就學空間：本局辦理有（1）
寶山國小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2）111 年度公立幼
兒園改善教學環境設備經費(寶山附幼)；
（3）雙溪國小
增設公立幼兒園(班)2 歲專班計畫；（4）寶山國中莒光
分部已核撥 112 萬元，針對宿舍改善工程部分，經費也
正在爭取中，國小冷氣安裝的部分也在進行中。
2. 扎根閱讀教育，打造健康樂活環境：（1）108 年度雙溪
國小改善圖書館環境 276 萬元；（2）108 年度寶山國中
莒光分部網球場整建 97 萬元；
（3）109 年度寶山國小
山湖分校籃球場整建 100 萬元。
3. 持續推動免費營養午餐政策，加碼每週供應 2 次在地有
機蔬菜，並自 111 年起推動聰明營養午餐：109 年起寶
山國中廚房新建工程，已於 110 年施工完成，施工費用
750 萬元，廚房設備改善 230 萬元。
4. 實踐雙語及全英語教學，落實雙語國家願景：全面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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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閱讀學習，課堂英語教學實踐，挹注外師協助建置
雙語學習環境，增進學生英語口說學習機會。
5. 拓展社區學習，建構創意樂齡平台：在終身教育的部
分，從 108 到 110 年間，無論是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還
是其他平台的各項課程皆有辦理，未來仍會持續推動。
十一、

行政處：

（一） 報告事項：
1. 科管局補助地方建設經費執行情形：從 108-111 年每年
皆補助寶山鄉約 1,474 萬元，多為道路改善工程。
2. 108-111 年本府使用科管局補助地方建設經費執行情
形：108-110 年除了道路改善工程每年補助約 800 萬元
外，111 年有建置錄影監視系統 890 萬元。
3. 109 年寶山鄉地方建設座談會提案辦理情形：寶山鄉提
案件數共計 36 案，分別 19 案已完成、有 8 案辦理中，
但也有 9 案「無法執行」之案件，無法執行的原因，業
已發文給公所，包含以下五類：
（1） 公所待提案有 4 案：案由為「建請縣府協助爭取
新竹縣寶山鄉東崎路道路養護整建計畫」補助經
費、
「建請縣府協助爭取竹 47-1 線銜接竹 47-2 線
連絡道新闢工程」補助經費、
「寶山鄉都市計畫內
多筆道路尚未徵收，請縣府加速解決」及「新竹
山莊安居社區後方大雅路土地公廟，下大雨積水
夾帶泥沙容易排放到社區低窪地區，請縣府與公
所協助。」
（2） 中央不予變更有 2 案：案由為「保護區可否取
消。」、「寶山鄉雙峰路往新竹市古奇峰的地方，
已被列為科學園區保護區近 42 年之久，為何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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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編，請問何時能解編，請縣府協助處理。」
（3） 未到提案期程有 1 案：案由為「建請縣府持續推
動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北二高寶山交流道聯絡道路
拓寬工程(竹 43 線第三期)。」
（4） 無法取得土地同意書有 1 案：案由為「三峰一路、
新林一路、寶山路二段 462 巷等三案農路改善工
程。」
（5） 窒礙難行有 1 案：案由為「建議國中小教師也能
有各校輪調機制，打破明星學校迷思。」
柒、 來賓致詞：
一、 寶山鄉邱坤桶鄉長：
今天歡迎縣長帶領縣府團隊至寶山鄉召開會議，從縣府各局
處首長的施政簡報，可以知道縣府在寶山鄉的施政成果，縣
府在寶山的各項施政工作，寶山鄉公所都盡力配合，寶山鄉
正在起步，需要人才、錢財及時間，有關科學園區擴建徵收
土地案，土地徵收之後將對寶山鄉各村造成不小的影響，以
及寶山鄉環北道路改善工程，雖已經中央核定補助部分費
用，惟地方自籌款仍不足，請縣府協助共同分擔地方自籌款，
未來還請縣長繼續支持與協助寶山鄉的建設。
二、 寶山鄉邱振瑋議員：
1. 有關寶山鄉新林路涵洞（A3）道路拓寬工程標案，總經費
達 7.5 億元，感謝縣長願意支持增加 2 億元之補助。
2. 有關新林路拓寬工程處日前遭傾倒大量事業廢棄物案，建
請縣府依權責代履行在施工前將廢棄物全部清除。
3. 新竹縣的監視器設置數量太少，有些道路路口時常發生車
禍事故，卻沒有安裝監視器，無法調閱相關畫面資料，相
較於其他縣市，例如新竹市每年監視器之預算約 6-8 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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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基隆市約 8 千萬元到 1 億元，新竹縣的監視器數量不
足，所以才會發生年初偷倒廢棄物等案件，希望縣府能夠
在監視器部分增加更多預算。
4. 有關教育的部分，寶山國中及雙溪國小是否能以「公辦民
營」的模式，設置為實驗國中、國小。目前寶山鄉許多國
中、小學生都往鄰近新竹市學校就讀，若以公辦民營的方
式辦理，吸引學生回流，返鄉就讀。
5. 道路交通改善的問題，是否能增設寶山第 2 交流道，解決
交流道附近道路雍塞之情形，直接從寶山路進園區二路，
希望大家要有共識，縣府能積極處理。
6. 變更寶山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非常重要，請縣府
產發處能積極辦理。
7. 未來台積電進駐寶山鄉，工廠用水量非常大，建議寶山鄉
能增設第 3 水庫，解決整個大新竹用水問題。
8. 科學園區的擴建雖然帶來經濟發展，但是也要注重均衡發
展，例如觀光、公園、道路交通等建設，科學園區設置在
寶山鄉，就應該回饋地方鄉里，絕不能犧牲寶山鄉民之權
益，這樣寶山鄉也會全力支持縣府施政。
三、 寶山鄉代表會古仁樺主席：
歡迎縣長帶領縣府團隊來到寶山鄉，請寶山鄉各位代表及村
長等如有意見可以趁此機會提出，有關寶山鄉的進步，要請
縣長及縣府團隊繼續支持，只要大家團結一致，寶山必定能
持續發展。
捌、 主席裁示：
一、 有關寶山國中以「公辦民營」的模式設立實驗學校，請教育
局研議可行性。（教育局）
二、 寶山鄉增設第 2 交流道，從寶山路到北二高間另闢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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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請工務處及交旅處研議並協助公所提出申請。
（工務處、
交旅處）
三、 有關竹 43 三峰路道路拓寬改善第三期工程，請工務處提早
申請及協助爭取工程經費補助。（工務處）
四、變更寶山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請產發處研究並持
續處理。（產發處）
五、有關寶山第 3 水庫，工務處業已行文水利署提案，未來寶山
鄉的觀光休閒產業發展，縣府將全力支持配合。（各局處）
六、有關竹科細部計畫，雖由竹科管理局主導，仍請產發處與公
所溝通協調、積極辦理。(產發處)
七、交通是百年大計，有關寶山鄉新林路涵洞（A3）標工程案影
響寶山之發展甚鉅，本府全力支持並增加 2.4 億元補助款協
助工程完工。（工務處）
八、關於新林路涵洞拓寬竣工後可能衍生道路壅塞之問題，請工
務處及公所共同規劃設計寶新路拓寬工程，以解決未來塞車
問題。（工務處）
九、寶山鄉衛生所大樓重建案，本府衛生局已經進行建物結構安
全鑑定，俟完成鑑定報告後，請衛生局研議另覓衛生所適當
之搬遷使用地點。（衛生局）
十、有關改善竹 47 新珊路及竹 47-1 雙林路道路路面案，如道路
已經毀損嚴重、不堪使用，請工務處現勘後重新鋪設新路
面。
（工務處）
十一、公所建請本府補助興建幼兒園園舍及教學環境設備經費
案，請教育局依據法規，全力向教育部爭取經費補助。（教
育局）
十二、有關新建「寶山鄉雙新村集會所」案，請民政處依相關計
畫規定，協助審查並補助興建費用。
（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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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關於改善寶山鄉竹 43 三峰路（環南路-嵩翠路）道路路面
損壞嚴重案，仍請工務處實際勘查後協助施行改善作業。
（工
務處）
十四、有關寶山鄉環北路道路改善工程經費部分，公所已經向內
政部爭取 5 億元之經費，惟自籌款尚需 1 億 1 千萬元，為協
助工程，在符合公所 7 成、縣府 3 成之原則下，本府全力配
合分擔地方自籌款。
（工務處）
玖、 散會：上午 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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