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政榮耀
評

比

項

目

評 比 結 果

更新日期：105年8月1日

資 料 來 源 / 公 布 時 間

NEW!!

105年度獎勵地方政府招商評鑑
NEW!!

105地方政府單一服務窗口與排除投資障礙

NEW!!

104年度促參招商卓越獎

NEW!!2016年19縣市總體競爭力大調查-

經濟與就業
NEW!!2016年19縣市總體競爭力大調查-

生活品質與現代化

乙組第3

經濟部

(105年7月)

成效績優

經濟部

(105年7月)

全國第1(縣市政府類) 財政部

(105年6月)

全國第1(非6都)

遠見雜誌

(105年6月)

全國第2(非6都)

遠見雜誌

(105年6月)

全國第3

遠見雜誌

(105年6月)

NEW!!2016年19縣市總體競爭力大調查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平均每戶消費支出
2016 ICF國際智慧城巿評比
104年失業率(3.7%)
全台十大「人丁興旺」市

全國首屆低碳永續家園認證
104年粗出生率(10.34‰)
98-104年住宿及餐飲業營利事業銷售額
平均成長率

98-103年批發及零售業銷售額平均成長率
2013台灣燈會低碳綠能燈區
「台達永續之環」

榮獲國際
智慧城市(Top 7)
全國第2低
竹北市獲第2
最高榮譽銀級認證
(全國唯2縣市)
非6都本島第2
7年成長112.75%
居全國第1

國際智慧城巿論壇論壇
(105年2月)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年1月)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104年7月)
行政院環保署
內政部
財政部統計處

(104年7月)
(104年)
(98-104年)

6年成長59.63%
財政部統計處
(98-103年)
居全國第1
榮獲「專業評審獎」
2015《A+Awards》國際建築獎
及「網路票選獎」
(104年4月)
冠軍

2014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幸福指數

本島第1

2014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健康狀況滿意度

全國第1

2014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生活現況滿意度

本島第2

2014縣市環境力-污水處理年增率(8.19%)

縣市第2(非6都組)

縣府團隊秉持為民服務的精神以及兢兢業業的態度

經濟日報

(103年9月)

天下雜誌

(103年9月)

打造一個屬於全體縣民的光榮城市
製表日期：99年1１月１日

縣政實績
業

務

NEW !!

評

鑑

項

目評 鑑 結 果受 評 / 評 鑑 單 位

105年金路獎-縣市政府路況養護

非6都第2

工務處

交通部

特優

消防局

內政部

優等

民政處

內政部

非6都第1

工務處

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甲等(非6都第1)

工務處

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優等

衛生局

衛福部

全國特優

環保局

行政院環保署

金質獎

環保局

行政院環保署

特優
(連續8年)

環保局

行政院環保署

NEW!!

104年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計畫

NEW!!

104年戶政業務績效評鑑(乙組)

NEW!!

104年度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

NEW!!

104年全民監督公共工程業務

NEW!!

104年度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措施
104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環保機關推動低碳生活
實踐與調適執行績效評比
104年度推動執行機關
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
104年度空氣品質維護及改善績效考核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評鑑

優等

104年第七屆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獎項評選「智慧城市
設計思考。共創美好。母嬰美好友善新竹哺乳室APP」
-智慧城市類別

綜合發展處

104年第七屆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獎項評選
「竹縣窄巷安心對策」-健康安全類別
104年第七屆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獎項評選
「文化進擊、創意進駐」-打造關西文創街區計畫健康產業類別

消防局

創新成果獎

台灣健康城市
聯盟

環境保護局

104年第七屆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獎項評選
「綠視界-空中花園」-健康環境類別

綜 合 民 調 大 豐 收

文化局

衛生局

104年第七屆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獎項評選
「萬人『健康便當』推！推！推！」-健康生活類別

104年全國語文競賽團體精神總錦標

縣府暨所屬
客家委員會
單位

全國第１

新 竹 縣 有 感 施 政

教育處

教育部

縣 民 好 幸 福

福利及補助
福

利

及

補

助

項

施

說

明

內政部營建署
105年度住宅補貼

申請時間：105年7月21日至8月31日。
1.租金補貼：每戶每月最高補貼金額4,000元，補貼期限最長12期。
2.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貸款額度最高210萬元，償還年限最長20年。
3.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貸款額度最高80萬元，償還年限最長15年。
http://pip.moi.gov.tw/V2/B/SCRB0108.aspx

申請自來水用戶
外線裝置費用補助

1.補助期程：104年7月29日至105年10月31日。
2.補助原則：補助費用2/3（路修費除外）。
詳洽新竹縣政府03-5518101國際產業發展處

NEW!!

NEW!!

目措

NEW!!

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
免費接種

新生兒營養補助提高

自105年9月起，設籍本縣之國一女生全面校園接種人類乳突病毒(HPV)
疫苗。詳洽新竹縣政府衛生局03-5518160
自104年元月起，新生兒營養補貼:
＊第一胎1.5萬
＊第二胎2萬
＊第三胎以上2.5萬
＊雙胞胎5萬
＊三胞胎以上10萬
相關實施規定詳洽新竹縣政府03-5518101社會處婦幼福利科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租賃房屋租金補助

1.104年度起，每戶每月租金補貼提高至2千5百元。
2.申請單位：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申請。
http://hclaw.hsinchu.gov.tw/law/NewsContent.aspx?id=774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房屋修繕補助

1.按戶內人口補助，每坪最高補助新台幣6千元。
2.內部主體結構設施改善補助為每戶最高補助新台幣5萬元。
3.申請單位：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申請。
http://hclaw.hsinchu.gov.tw/law/NewsContent.aspx?id=773

70歲以上長者免費健檢

受理時間/地點:每年8-9月至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辦理登記或逕向各村里
鄰長或村里幹事洽詢辦理。

縣民意外(身故)保險

對象：年滿15歲且設籍新竹縣滿6個月
保險金額: 每人新台幣30萬元
申請時間：意外身故發生時，洽各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縣政府社
會處、委託承保單位辦理

八大福利津貼新制

＊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調整為5,900元。
＊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調整為2,600元。
＊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調整為5,900元。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調整為低收每月4,700元與8,200元;中低收調
整為3,500元與4,700元。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調整為3,600元與7,200元。
＊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少年生活扶助調整為1,900元。
＊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調整為3,500元、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
金調整為4,700元、老年年金調整為3,500元、身心障礙年金調整為
4,700元、遺屬年金調整為3,500元)。
＊原住民給付調整為3,500元。詳洽社會處03-5518101轉3170-3189

堅持 承擔 更前瞻 讓下一代更好 敬請支持敬老津貼轉型 符合公平正義濟弱勢

便民措施
便 民 措 施 項 目措
NEW!!

施

說

明

視訊法律諮詢
寶山鄉、北埔鄉
服務點啟用

縣府持續推廣視訊法律諮詢定點服務，105年6月起陸續於峨眉鄉、寶山鄉及
北埔鄉設置，民眾可電洽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新竹分會提出申請，即可
透過電腦直接與律師免費線上對談，解除法律疑問。

創新便民十合一

本縣戶政為民服務推動創新便民十合一，於民眾辦理姓名、身分證字號變更
及戶籍遷徙登記時，結合戶政、稅捐、地政、監理、瓦斯、台電、自來水公
司、中華電信、國稅局新竹縣分局、國稅局竹東稽徵所等機關，一併變更所
有資料，節省洽公時間。

為民服務八達通

將「1999專線、e999APP、官方LINE、新竹縣ing、縣長信箱、縣民有約、公
設維修網、雲端e櫃台」整合推出加速便民之「為民服務八達通」，讓縣民
可透過更多不同的管道反映民意，並新設民意匯流平台，作為未來施政方針
改善之參考，持續提升便民服務的品質與效率。

1999
為民服務專線上線

為民服務專線1999，105年6月1日起配合「為民服務八達通」啟動，改善縣
民反映問題之效率。服務時間平日為8時到21時，假日為8時到17時，新竹縣
境內民眾請撥1999，外縣市民眾請撥03-5518128

縣府推動愛心醫療專車，目前有峨眉-北埔、五峰、新豐、關西-新埔、芎林、
「愛心醫療專車」服務 關西-橫山等路線的專車服務。詳細發車資訊請上新竹縣智慧公車便民查詢
網http://ibus.hsinchu.gov.tw/Public/查詢。
1.「快捷1號」行駛新竹縣政府-科學園區
2.「快捷5號」行駛湖口工業區-高鐵新竹站
3.「快捷6號」行駛竹東火車站-內灣大橋
4.「快捷7號」行駛竹北市公所-高鐵新竹站
5.「快捷8號」（經中正大橋）行駛台大竹東分院-竹北火車站
(105年1月15日通車)

HTS快捷公車接駁服務

6.「快捷8號」（經興隆大橋）行駛台大竹東分院-竹北火車站
(105年2月15日通車)
7.「觀光1號」行駛高鐵新竹站-九芎湖休閒農業區（105年2月8日通車)
8.「觀光2號」行駛高鐵新竹站-六福村主題遊樂園（105年2月8日通車)
歡迎縣民多加利用，欲查詢站牌位置與時刻表，請上新竹縣智慧公車便民查
詢網http://ibus.hsinchu.gov.tw/Public/或至新竹縣「iBus」APP查詢。
新竹縣公車動態資訊
APP「iBus」上線

iBus_新竹縣（竹縣即時公車動態手機APP）手機應用軟體正式推出，在縣轄
內各車站搭乘公車，可先查詢班車動態，依預估到站時間前往搭乘，節省等
候時間。

新竹縣政府綜合發展處

電話：03-5518101轉3736 網址 : http://www.hsinchu.gov.tw

新竹縣政府 - 廣告

Last Updated：August 1, 2016

Evaluated Category
2016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ward

Results

Source / Date Announced

Group B Third place

Ministry of Finance
(July, 2016)
Ministry of Finance
(July, 2016)

2016 Local government with single contact
service to exclude investment barriers

Excellent Performance

2015 Promote investment Merchants Excellent
Award

1st Nationwide (County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City Government)
(June, 2016)

2016 19 cities and counties competitiveness
survey – economy and employment

1st Nationwide (besides Global Views Monthly
main six cities)
(June, 2016)

2016 19 cities and counties competitiveness
survey – quality of life and modernization

2nd Nationwide (besides Global Views Monthly
main six cities)
(June, 2016)

2016 19 cities and counties competitiveness
survey
-Household income – average disposable
income
- average expenditure

3rd Nationwide

Global Views Monthly
(June, 2016)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February, 2016)
Directorate General of
Second Lowest
Budget, Accounting and
2015 Unemployment Rate (3.7%)
Nationwide
Statistic, Executive Yuan,
R.O.C.
(January, 2016)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15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Competition Group B Second place
(July, 2015)
Taiwan’s top ten “Flourishing Population”
Zhubei city earned The News Lens (key comments)
City
second place
(July, 2015)
The highest honor
The First National Certification of lowSilver Certific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rbon sustainable homes
(Only 2 Countries
Department
(July, 2015)
Nationwide)
Besides the main six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15 Crude Birth Rate (10.34%)
cities, Nationwide 2nd
(2015)
7 years growth rat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2009-2015 Accommodation & Food Service
112.75%
Statistics Department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 sales growth
Ranked 1st Nationwide
(2009-2015)
6 years growth rat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2009-2014 Whole sales and retail sales
59.63% Ranked 1st
Statistics Department
growth rate
Nationwide
(2009-2014)
Awarded “Professional 2015《A+Awards》
2013 Taiwan Lantern Festival Low-carbon
Jury Award” and “Web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Green Zone “Ring of Celestial Bliss”
Choice Award” Winner Award
(April 2015)
2016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Named Top 7

2014 cities and counties happiness survey Happiness

1st in Taiwan

2014 cities and counties happiness survey –
Health Status Satisfaction

1st Nationwide

2014 cities and counties happiness survey –
Status of life Satisfaction

2nd in Taiwan

Economic Daily News
(September 2014)

製表日期：99年1１月１

日
County upholds the spirit of serving the people with conscientious attitude Create a glory belongs to all citiz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