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107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處旨在推動產業永續發展，提升新竹縣產業發展效能，塑造大新竹
產業發展優勢及拓展整體產業發展通路，推廣新竹在地產業國際化，與全
球發展接軌，以活絡地方經濟發展。營造友善投資環境、推動招商引資、
提昇產業競爭力，提供縣民優質居住環境並帶動都市土地發展及有效利用
為本處施政方向，主要業務包含「工商產業發展」與「市民生活」二大層
面，其中「工商產業發展面」包括加強辦理工商登記管理業務、消費者保
護及商品標示業務，輔導擴廠企業辦理毗連土地興辦事業計畫用地變更、
開發工業區及招商引資等業務，本處並設有「新竹縣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
金」以因應產業園區發展之需要，健全產業園區之管理；「市民生活面」
包含公用事業相關業務、市場營運、都市計畫、都市更新與住宅計畫等業
務，嚴格管制都市計畫之審議，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配合都市計畫加
強分區管理，執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辦法」，並提供獎勵誘
因，建立新竹縣成為希望、亮麗、科技城為本處推動各項施政計畫之主要
思維。

貳、關鍵策略目標與重點
一、 改善民眾飲用水品質
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自來水延管工程」，提升自來水普
及率；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簡易自來水工程」，穩定簡
易自來水飲用水品質。提升自來水普及率由85%提升至86%。
二、 打造牛欄河水域成為綠水樂活好山城
關西鎮為觀光休閒文化產業發展大鎮，透過牛欄河二側行水區土地之
都市計畫變更，以提升整體生活環境品質及帶動地方休閒觀光遊憩發
展，同時補充都市計畫區內開放空間之需求，並進一步與關西鎮自行
車道及人行動線結合，塑造藍帶空間與綠廊交織之休閒遊憩新環境，
打造「親山近水漫步體驗、打造魅力綠色川廊」，預計完成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審定。
三、 鳳山工業區之開發以供應產業用地之需求
以本案之設廠區位條件、技術與勞力密集度與產業群聚效應…等面向
提供9.15公頃產業用地供廠商設廠使用，並建立合理的投資環境。未來
將提供超過1,000個就業機會，帶動產業群眾強化既有工業區並提昇整
體產業競爭力。預計107年區內土地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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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促參模式活化土地並提升公共服務品質
停八停車場BOT案預估營運期約可提供1700工作機會，優先提供30%
工作機會予設籍新竹縣之民眾。除可減少政府財政壓力，活化公共設
施資產外，還可帶動周邊地區商業活絡，增加稅收，106年7月開工，
預計109年7月正式營運。
五、 建立效能政府，推動簡政便民措施
辦理工商業登記及管理，消費者保護、公平交易、商品標示業務，配
合推動工商業審查程序電子化，提高行政效率，輔導廠商正常營運、
確立產銷秩序。並輔導企業經營者改正商品標示。
六、 定期辦理本縣各地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對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
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以都市專業所學
所思及公正超然之態度，提出適當建議，由本府或補助各鄉鎮市公所
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重製暨樁位測定等方式，使都市計畫合理健
全發展。
七、 招商單一窗口
招商單一窗口服務中心續以親和力、同理心積極辦理招商引資，協助
廠商投資障礙排除。每年協助輔導本縣投資廠商5家。
八、 控管約聘僱員額
控管約聘僱員額，使約聘僱人員人數零成長。
九、 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督促公務人員應完成必須學習課程10小時，並積極學習與業務相關課
程10小時。
十、 提升資源使用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提升預算執行績效，確保各項施政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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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績效指標
評估
衡量標準
方式
1.改善民眾飲用水 自來水普及率
統計 本縣自來水普及率
品質
數據
2.打造牛欄河水域 都市計畫審定進 進度 1.牛欄河水道治理計畫用地
成為綠水樂活好 度
控管
範圍線確認並修正都市計
山城
畫(25%)
2.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50%)
3. 環 評 及 水 土 保 持 審 查
(75%)
4.變更都市計畫審定(100%)
3.開發鳳山工業區 完成園區開發進 進度 1.評選開發商與簽約(20%)
之供應產業所需 度
控管 2.動土(40%)
用地
3.園區開發(60%)
4.土地預售(70%)
5.109 年完工並營運(100%）
4.以促參模式活化 停八停車場之開 進度 1.簽約及用地點交(10%)
土地並提升公共 發
控管 2.設計(30%)
服務品質
3.動工(50%)
4.興建期(70%)
5.興建期(90%)
6.興建完成開始營運(100%)
5.建立效能政府，推 輔導企業經營者 統計 抽查改正比率(不合格改正
動簡政便民措施 改正商品標示
數據 件 數 ÷ 抽 查 不 合 格 件 數
×100%)
6.定期辦理由本府 完成應定期辦理 統計 辦理通盤檢討案數÷應辦理
擬訂之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案數之 數據 通盤檢討案數×100%
通盤檢討
比率
7.招商單一窗口
協助輔導本縣投 統計 累計輔導廠商家數
資廠商
數據
8.控管約聘僱員額
機關約聘僱員額 統計 （本年度以公務預算及基金
成長率
數據 僱用之約聘僱員額總數－上
年度以公務預算及基金僱用
之約聘僱員額總數）÷上年度
以公務預算及基金僱用之約
聘僱員額總數×100%
9.推動公務人員終 單位平均終身學 統計 (單位內人員總必修學習時
身學習
習時數
數據 數+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
單位內人員數×100%
10.提升資源使用效 預算執行率
統計 【(本年度預算之實現數+應
益，妥適配置政
數據 付數+保留數+發包賸餘數
府資源
等+控留數)/本年度預算數】
×100%
關鍵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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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值
86%
100%

70%

70%

55%

100%

20
0%

20 小時

85%

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業務計畫及工
作計畫與編號
59020202901
工商管理—
工商業務推展

61020203703
公用事業—
公用事業管理

61020204307
其他公共工
程—公用事業
工程
61020203602
經貿事務-產業
發展管理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商業登記暨管理 1.商業登記、變更、停復歇業及工商
業務
普查等業務。
2.視聽歌唱等七大行業、電子遊戲場
業、資訊休閒業稽查及管理。
3.電子遊戲場業管理、級別證核發及
變更等業務。
4.手工藝訓練補助申請審查。
5.其他商業管理事項。
二、工廠登記暨管理 1.工廠登記、變更、歇業及校正等業
業務
務。
2.工業區管理業務。
3.未登記工廠稽查與管理。
4.興辦工業人申請利用毗連用地擴
展計畫審查。
5.物力、人力動員相關業務。
三、消費者保護、公 1.公平交易管理及法規宣導。
平交易及商品標示 2.消費者保護申訴及管理業務。
業務
3.商品標示稽查及管理業務。
一、辦理夏月節電、 1.辦理節能推廣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天然氣、桶裝瓦斯、 2.辦理未裝置天然瓦斯地區勘查並
加油（氣）站管理並
協請中油公司、瓦斯公司埋設管
配合取締違法經營
線。
石油業務
3.加油（氣）站申請、稽查及管理。
4.違反石油管理法之取締裁罰。
二、受理電器、自來 受理電器承裝業、自來水管承裝業、
水管承裝業登記
用電場所檢驗維護業、用電場所專任
電氣技術人員、自用發電設備登記管
理及審查發證業務。
三、辦理電力、電信 1.電信、電力業務協調督導。
及自來水相關業務 2.各類電廠及電業設置管理事項。
3.協助偏遠地區辦理無自來水地區
供水改善計畫。
四、辦理市場及攤販 各鄉鎮市公所市場及攤販業務監督
管理
及執行事項之協調。

預算金額
(仟元)
13,839

20,241

辦理自來水外線補 辦理自來水外線補助相關業務。
助相關業務

24,986

一、招商單一窗口服 1.招商政策之研擬、規劃與推動。
務
2.產業策略與計畫之擬訂。
二、國際經貿事務 1.國際經貿事務往來。

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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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及工
作計畫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2.跨區域合作會議。
3.產業論壇籌辦等國際事務。
三、BOT 案件相關 辦理促參窗口及有關車站用地、停車
業務
場等 BOT 案件相關業務。
四、地方產業發展基 依據經濟部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
金業務
要點向中央申請補助經費執行單一
型及整合型計畫。
五、工業用地開發 工業用地及工業區開發。
59020203102
一、都市更新政策及
辦理都市更新政策及發展研究等。
都市更新業務- 發展研究
都市更新工作
二、都市設計審議及 辦理都市設計審議及都市計畫容積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移轉之開發案件。
三、住宅政策及住宅 辦理住宅政策及住宅補貼相關計畫
補貼相關計畫
等。
61020204311
一、辦理都市計畫樁
其他公共工程- 位測定工程
城鄉發展工程
二、辦理橫山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含重
製)
61020204501
一、辦理都市計畫案
城鄉發展業務- 件審議
城鄉發展工作

本縣各鄉鎮市都市計畫樁位測定工
程（含鄉鎮配合款）(210 萬)。
辦理橫山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都市
計畫書圖重製展繪作業（含鄉鎮配合
款）(250 萬)。
1.依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
辦理。
2.彙整人民陳情意見，並研析處理情
形供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
考。
二、推動都市計畫業 1.含公開展覽、審議及核定實施階段
務執行、公告實施
所需書圖印製。
2.出席相關說明會、都市計畫委員
會、各項會議及執行相關業務所
需。
三、配合重大建設辦 委託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理都市計畫個案變
更
四、受理民眾申請案 1.都市計畫區建築線指示（定）核
件審核、查詢
發。
2.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審核。
3.有無妨礙都市計畫案件認定。
4.甲、乙種工業區申請一般商業設施
籌設許可。
5.其他。
68020205001
一、低收入戶及中低 補 助 標 準 為 每 戶 每 月 補 助 新 臺 幣
住宅業務-住宅 收入戶租賃房屋租 2,500 元。
工作
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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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仟元)

4,390

6,700

2,203

3,019

業務計畫及工
作計畫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二、低收入戶及中低 1.修繕補助標準為每坪最高補助新
收入戶房屋修繕補
台幣 6,000 元。
助
2.內部主體結構設施改善補助為每
戶最高補助新台幣 50,000 元。
三、內政部營建署住
補助標準為每戶每月最高補助新臺
宅補貼之租金補貼
幣 4,000 元，其補貼期間為 1 年。
方案
61020203601
國際產業發展處編 按月依規發薪，安定員工生計。
經貿事務-產業 制公務人員薪俸及
發展行政
業務連繫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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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仟元)

23,7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