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工務處107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為改善縣民居住生活環境，維護公共安全及增進市容觀瞻，落實執照
預審機制、申辦流程透明化；運用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辦
理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並加強建築物使用管理；為確保道路交通安全，
改善及養護縣鄉道路，達路平、路暢、路美、路潔、路安目標；全面推動
雨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建設，提升用戶普及率，改善民眾生活品質；辦理
水利行政督導，落實水權資訊管理，提升服務品質，加強河川管理工作；
辦理各項重大公共設施建設、先期規劃及可行性研究，並落實工程三級品
管制度及加強工程施工查核，打造希望、亮麗、科技城。

貳、關鍵策略目標與重點
一、加強山坡地住宅社區安全維護
定期檢視並更新列管之山坡地住宅資料，對於列管山坡地住宅社區，
每年於防汛期前，辦理轄區之山坡地住宅社區安全檢查，落實山坡地
住宅社區安全維護。
二、加強水門維護，確保機組正常運作
確保機組正常運作，保障民眾生命安全，107年度預定維護50次。
三、大新竹風光計畫（前置作業）
整合防洪功能與地方發展，規劃分析自然環境與社經人文資料，促進
區域事業、文化教育發展。
四、改善公共設施提升優質生活環境：推動竹北市及竹東鎮污水下水道建
設改善民眾生活品質，避免排水溝惡臭及病媒孳生，減低河川污染。
五、有效達成工程監督及品質管理
落實工程三級品管制度及加強工程施工查核(依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
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規定，每年至少應查核件數55件)。
六、建構七縱七橫路網，形塑便捷道路系統
(一)辦理竹北興隆路跨越頭前溪銜接新竹市公道五路計畫
本計畫目前由新竹市政府辦理可行性評估及規劃設計作業，後續仍需
視新竹市政府都市計畫變更等程序完備後，方可向中央爭取經費補
助。
(二)辦理台一線替代道路計畫。

(三)辦理竹北交流道改善計畫。
(四)辦理高鐵橋下道路第二期(公道五路至中興路段)工程。
(五)辦理高鐵橋下道路第三期(中興路至力行路段)工程。
(六)辦理縣道122線(南清公路)橋梁工程。
七、創造優質道路環境，提升行車用路安全
(一)縣道115線新埔至楊梅路段道路拓寬工程。
(二)竹43線寶山雙溪至峨眉路段道路拓寬工程。
(三)寶山水庫跨湖橋梁興建工程。
(四)東湖口營區外交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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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年度績效指標
評估
方式
1. 加 強 山 坡 地 住 宅 列管山坡 地住 宅社區 統計
社區安全維護
執行檢查比例
數據
2.加強水門維護，確 水門委託維護管理
統計
保機組正常運作。
數據
3. 大 新 竹 風 光 計 畫 取得土地登 記同意前 進度
(前置作業)
置作業
控管
關鍵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現地勘察案件數÷年度列管
案件數×100%
年度實際維護次數÷年度預計維
護次數×100%
1. 堤防興建完成(40%)
2. 完成測量及河川圖籍製作,向
行政院申請浮覆地(60%)
3. 報請經濟部水利署修正河川區
域線(80%)
4. 河川區域線修正完成並取得浮
覆地(100%)
4.改善公共設施提 提升污水下 道用戶接 統計 當年度新增接管戶數× 戶量÷ 全
升優質生活環境 管年增率
數據 縣人口數×100%
5.有效達成工程監 查核件數年度執行率 統計 (當年度查核件數÷55)×100%
督及品質管理
數據

目標值
100%
100%
100%

1.5%
105%

評估
衡量標準
方式
6.建構七縱七橫路 (1)竹北興隆路跨越頭 進度 1. 可行性評估報告完成(25%)
網，形塑便捷道路 前溪銜接新竹市公 控管 2. 縣市共同爭取後續交通部經
系統
道五路計畫
費補助(50%)
3. 規劃報告定稿(65%)
4. 施工發包(80%)
5. 113 年完工(100%)
(2)台一線替代道路計 進度 1. 完成期中報告及說明會(25%)
畫
控管 2. 中央爭取補助(50%)
3. 規劃完成(65%)
4. 基設完成(80%)
5. 114 年完工(100%)
(3)竹北交流道改善計 進度 1.計畫核定(10%)
畫
控管 2.中央規劃發包作業、環差及建
設計畫(40%)
3.中央設計及發包(70%)
4.中央設計發包、施工(80%)
5.111 年完工(100%)
(4)高鐵橋下道路第二 進度 1. 用地取得(25%)
期(公道五路至中興 控管 2. 工程發包及開工(40%)
路段)工程
3. 工程進度達 50%(75%)
4. 完工(100%)
(5)高鐵橋下道路第三 進度 1.完成期中報告及說明會(25%)
期(中興路至力行路 控管 2 爭取經費(50%)
段)工程
3.地上物查估作業發包 (65%)
4.地上物查估作業完成 (80%)
5.109 年完工(100%)
(6)縣 道 122 線 ( 南清公 進度 1.完成可行性評估(10%)
路)橋梁工程
控管 2.完成環評(20%)
3.完成工程設計及工程發包
(50%)
4.開工及工程進度達30%(70%)
5.109 年完工(100%)
7. 創 造 優 質 道 路 環 (1)縣道115線新埔至楊 進度 1. 用地取得(25%)
境，提升行車用路 梅路段道路拓寬工 控管 2. 工程發包及開工(40%)
安全
程
3. 工程進度達 50%(75%)
4. 完工(100%)
關鍵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2)竹43線寶山雙溪至 進度 1. 用地取得(25%)
峨眉路段道路拓寬 控管 2. 工程發包及開工(40%)
工程
3. 工程進度達 50%(80%)
4. 完工(100%)
(3)寶山水庫跨湖橋梁 進度 1. 完成工程設計(40%)
興建工程
控管 2. 工程發包及開工(60%)
3. 工程進度達 50%(80%)
4. 完工(100%)

目標值
65%

80%

40%

100%

80%

20%

100%

100%

100%

評估
衡量標準
目標值
方式
100%
(4)東湖口營區外交通 進度 1. 先期用地協調(0%)
改善工程
控管 2. 用地假分割、工程界面協商及
工程規劃、設計、發包、管線
協調會勘(40%)
3. 用地審議完成、分割、撥用、
變更管理、工程開工、施工
(80%)
4. 工程施工、完工、驗收、結算
(100%)
0%
8.控管約聘僱員額 機 關 約 聘僱 員額 成 長 統計 (本年度以公務預算及基金僱用
率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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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時 統計 (單位內人員總必修學習時數+與 20 小時
身學習
數
數據 業務相關學習時數)÷單位內人員
數×100%
85%
10.提升資源使用效 預算執行率
統計 【(本年度預算之實現數+應付數
益，妥適配置政府
數據 +保留數+發包賸餘數等+控留
資源
數)÷本年度預算數】×100%
關鍵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業務計畫及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作計畫與編號
59020203001
一、建築物管理經常性業務 建築物管理、建築爭議處理、廣
建築管理業務告物管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使用管理
簽證及申報山坡地住宅社區定
期安全檢查昇降設備抽檢建築
物耐震能力評估等。
二、違章建築拆除以便提高 依相關單位查報認定並通知拆
居住環境
除後，依規持續辦理拆除。
59020203301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 執行本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
新 竹 縣 建 築 物 施改善
備與設施改善，創造無障礙生活
無障礙設備與
空間，提昇國民生活環境。
設施改善基金新竹縣建築物
無障礙設備與
設施改善基金
58020202701
一、水權登記、土石採取及 加強輔導農田水利會業務，改善
水利行政-水利 農田水利業務。
農田灌溉排水，辦理河川安全維
管理
二、水利糾紛調查事項。 護，推動防災防汛業務。
三、河川安全防汛維護。
四、辦理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輔導及水門維護管理。
58020202901
辦理石門水庫水質水量保護 1. 石門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與
水 源 保 育 回 饋 區業務工作執行暨行政作業 回饋業務查核等工作。
金管理
費
2. 石門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專
戶運用小組各行政工作執行。
58020202803
一、改善民眾生活品質排水 3. 改善民眾生活排水工程。
水利工程-灌溉 路疏濬整修、維護工程
4. 辦理豆子埔溪維護管理工作。
排水工程
5. 辦理河川管理維護工作。
6. 竹東排水規劃。
7.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工程後
續作業。
8. 補助鄉鎮公所辦理河川管理
工作。
9.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二、水利防災工程
1. 水利災害搶修工作。
2. 水利構造物檢測工作。
73020201801
辦理本縣雨水及污水下水道 辦理下水道工程行政作業費及
環保工務-下水 建設
下水道管理業務。
道管理
73020201802
辦理本縣雨水及污水下水道 改善水域水質，提生生活品質。
環保業務-下水 建設
道工程

預算金額
(仟元)
17,626

131

8,526

5,046

138,871

10,017

509,253

業務計畫及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作計畫與編號
60020203401
編制人員薪資及公務聯繫經 按月依規發薪。
土木工程勘測- 費
工務行政
60020203402
加強工程施工查核
查核新竹縣政府及其所轄鄉
土木工程勘測（鎮、市）各機關辦理、補助或
土木工程管理
委託之工程。
61020200704
辦理各項基層建設
改善縣民居住品質
一般建築及設
備-其他公共設
施
60020203501
一、縣鄉公路養護考核。 道路及其附屬設施養護，檢討及
道路養護業務- 二、市區道路養護考核。 修正相關法令。
養護工作管理
60020203502
自養縣鄉公路瀝青路面經常 1. 僱用養護臨時工。
道路養護業務- 養護工作。
2. 購置各項工程用瀝青混凝土。
縣鄉公路養護
3. 瀝青路面養護器具維修。
60020203601
一、縣鄉道公路用戶接管管 1. 計畫更新路段事先協調管線
一 般 建 築 及 設 線挖掘修復工程。
單位，先行辦理道路底下老舊
備-道路橋樑工 二、縣鄉道公路瀝青路面經 管路汰換。
程
常性養護工作。
2. 路基改善及孔蓋減量調降。
三、新築加寬改善縣鄉道公 3. 路面全寬刨除加鋪。
路橋梁工程。
4. 防災維生孔蓋提升齊平。
60020203701
管線挖掘路面修復工作
依「新竹縣道路基金收支保管及
新竹縣道路基
運用辦法」執行代辦挖掘路面修
金--新竹縣道路
復總工程費
基金
6102024201
業務推動之可行性研究、專 工務處辦理相關交通建設計畫
重大工程業務- 業服務及技術服務費用等 之研究與規劃。
重大工程管理
61020204313
中山高竹北交流道改善計畫 1.提昇交流道之運轉效率與交通
其他公共設施
服務功能
工程-重大公共
2.改善道路服務水準與功能
工程
3.建置活絡運輸系統
59020203002
一、建築物管理經常性業務 1. 畸零地調解。
建築管理業務2. 建築爭議處理。
建築管理
3. 委託建築師公會抽查建照。
二、加強建築管理
1. 建造執照之核發。
2. 使用執照之核發。
3. 雜項執照之核發。
4. 雜項使用執照之核發。
三、配合公共設施拆除合法 配合公共設施拆除合法建築物
建築物就地整建完工證明之 就地整建完工證明之核發。
核發

預算金額
(仟元)
50,435

1,982

332,208

3,394

21,931

768,588

80,000

6,540

0

6,714

業務計畫及工
作計畫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四、建築物施工管理

59020203005
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建築管理業務山坡地管理

實施內容
1. 開工報告核備。
2. 勘驗核准。
各山坡地申請開發案之審核。

預算金額
(仟元)

1,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