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農業處107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本縣共有 13 個鄉鎮市，獨天特厚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造就了每個鄉
鎮都有在地代表性的農業特色，在農特產品部份，本縣柑桔是最大宗的果
樹，也是全國重要的產地，種類有海梨柑、桶柑、椪柑及其他柑桔類，其
他大宗果品還有水梨、柿子、水蜜桃…等，峨眉鄉、北埔鄉生產出全國著
名的茗茶--東方美人茶。
本年度計畫將持續輔導農友提升栽培管理及加工技術，配合本府推動
成立「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社區小舖）」，提供農友可以直接供
貨銷售的平台，以「地產地銷、自產自銷」的經營模式拓展多元行銷通路
及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價值。
本縣經農委會核定的五大休閒農業區，分別在新埔鎮九芎湖、峨眉鄉
十二寮、橫山鄉大山背、尖石鄉那羅灣、五峰鄉和平部落，都擁有豐富的
自然生態、多樣的農產資源。本年度將積極推動「農村再生」計畫，協助
本縣轄內具有發展潛力的農村社區，導入農村居民由下而上的共同參與社
區規劃與發展，結合農村產業、自然生態與生活環境之共同建設，注重農
村文化之保存與維護及農村景觀美化，賦與農村新生命，讓整個農村動起
來。
年度施政目標如下：
一、發展具特色的優質農糧產品，強化農產品行銷通路，加強農作物產銷
輔導，提升產業競爭力，保護消費者權益，提高農民收益。
二、建構農產品生產安全管理體系，加強農業資材管理、植物防疫及農情
調查預測，以維護農業永續生產。
三、持續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並落實劃設優良農田，加強農地管理及推
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立農業中衛體系暨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
四、加強農會組織功能運作、積極輔導農會推展各項業務。
五、推行農業計畫管理，加強農業各項推廣教育。
六、辦理綠美化及野生動植物保育，以美化環境、保護野生動植物棲地，
達生態保育目標，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
七、辦理公私有林造林及林業管理，加強保林、護林，以厚植森林資源、
促進國土保安及減輕天然災害，以維護森林永續經營及利用。
八、保育漁業資源，推廣漁業教育及辦理各項漁政管理。

九、畜產管理，辦理飼料管理、畜牧查估及家畜保險業務。
十、畜禽生產輔導，推行養豬現代化，並促進豬隻品種改良。
十一、加強山坡地保育利用宣導及土石流防災演練。
十二、辦理農村建設，提升農村生活品質。
十三、辦理治山防災、中小集水區水土資源保育計畫。
十四、落實照顧農民政策、增進農民福利。
十五、農業業務設備購置及補助資材、設施（備）
。
十六、改善漁船筏停靠、疏濬航道方便漁船筏停靠及漁民出海作業，修建
坡頭漁港工程及陸上公共設施計畫工程。
十七、農路改善及維護，健全農村交通網絡，改善農路品質。
十八、農業發展基金，以增進農民福利及農業發展，平衡農業以外產業對
土地需求，促進土地合理分配與利用，達成地利共享為目的。

貳、關鍵策略目標與重點
一、推廣公私有林地獎勵造林，由縣府及公所辦理造林地核定及檢測，並
輔導林農撫育造林地。
二、輔導有機暨有善安全農業。
推動本縣有機安全農業的快速發展，以維護農業生態環境，並因應消
費者對安全農產品的訴求，期望透過獎勵的方式，以提昇農民收益，
並有益於農業的永續經營與發展。
(一) 有機農業推廣補助暨獎勵農民團體辦理有機農產品多元行銷。
(二) 安全友善農業補助
有鑒於非農藥防治資材對於環境的衝擊較低，對人畜、農作物、有益
昆蟲等也較安全無害，不危及非目標生物，且降低了污染的疑慮，有
利生態環境之維護，凡通過認證機構驗證之有機農戶、友善環境耕作
推廣團體登錄之農民(以下簡稱友善農戶)、吉園圃產銷班或花卉產銷
班，使用非農藥防治資材。
(三)加強有機驗證農戶、友善農戶、吉園圃蔬果產銷班農友及各農會設置之
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小舖等）蔬果農藥殘留檢驗。
(四)獎勵各農會設置之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小舖等）暨農夫市集
行銷在地生產之可追溯性四章一Q農產品。
(五)輔導各農會設置之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小舖等）
、農夫市集
設置生化檢驗站，強化農產品安全管理機制。
三、增進民眾防災意識，宣導民眾對土石流災害之憂患意識
(一)辦理土石流演練及宣導執行計畫
藉由每年度辦理土石流防災宣導及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演練活動，增
強民眾防災應變能力。
(二)辦理充實土石流防災避難處所設施設備執行計畫
充實疏散避難處所基本設施及設備後，當災害發生時，提供民眾避災
疏散就近據點，充分發揮避難處所之功能。
四、推動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小舖)
新竹縣推動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社區小舖）為講求新鮮、
安全、安心的農業經營型態，由農友提供當地的農產品，自行生產、
批價、包裝到產品上架的品質管理過程，將農產品直接銷售給當地（外

地）居民，於該地區消費的「地產地銷」模式，提供農友自產自銷的
銷售管道，降低中間販運商層層的運銷成本，增加農民直接收益，而
農會從中扮演著提供農民銷售場地（市場）及行銷推廣的角色。至今
已成立11家新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農村社區小舖），未來將持續
輔導其他鄉鎮農會成立，形成點、線、面的農產銷售網絡。
五、推動休閒農業，輔導縣內休閒農場設立
輔導縣內休閒農場合法設立，以其為據點，導入在地特色農產品生產
銷售及農村生態教育等特色，結合食農及環境教育精神，開發食農及
環境教育教材，規劃DIY體驗活動及遊程，發展綠色農業旅遊。
六、推動農村再生
(一)辦理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相關工作
1.成立農村再生計畫審查小組，審查社區所提送之農村再生計畫。
2.辦理農村再生計畫之受理、書圖審查、公開閱覽、彙集相關意見或異
議，視需要辦理現場勘查、審核農村再生計畫送中央備查及公告等。
(二)擬定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及相關工作
彙整現勘及初審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所提送之年度農村再生執
行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七、加強農會輔導，提升農民組織功效
輔導縣轄各級農會辦理農業產業文化活動及農業推廣系列活動，以在
地特色農特產品為主軸，推廣本縣各項優質農特產品，帶動地方產業。
八、家畜防疫－畜、禽、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計畫
輔導及協助畜牧場落實場內及牧場周圍公共區域消毒,降低疾病傳播風
險，減少農民損失。
九、畜牧場源頭輔導查核斃死畜禽、廢水處理及畜禽產品標章抽驗。讓畜
牧生產與環境達到平衡，俾利於畜牧產業推廣。
(一)確實掌握斃死畜禽流向、防範斃死畜禽非法流供食用，保障國人食肉
衛生安全。
(二)落實「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以確保家畜產銷履歷產品之公信
力及消費者權益。
十、首創農業天然災害保險
為鼓勵農民建立風險分散觀念，並考量目前政府財政預算及人力之運

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04年起，先以商業保險模式試辦農作物天然
災害保險(高接梨)。本府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頒定「農作物天然災害
保險試辦補助要點」第9點訂定「新竹縣農作物天然災害試辦補助要
點」，補助農民部分保險費用，減輕農民生產負擔。
十一、發展新豐鄉坡頭漁港，振興觀光商機加速提升產業競爭力
本縣坡頭漁港前於95年10月3日由本府公告漁港計畫暨港區範圍，並於
103年05月26日經行政院准予撥用，目前正由本府辦理「新豐鄉坡頭漁
港區域範圍與漁港計畫修正暨整體規劃開發委託技術服務案」，以取
得本港港區使用分區及用地編定，並利後續漁港相關建設，期望坡頭
漁港未來轉型為觀光休閒漁港，增加漁民收益。
十二、發展新竹縣休閒農漁業，推動農漁村輕旅行，實現樂活農村
以發展新竹縣休閒農漁業與縣內休閒遊憩資源體驗產業為推廣目標，
順應地產地消之時代趨勢，提升地域性農林漁產業競爭力，使得農家
所得提高，青年留鄉意願提高。另外，透過食農教育，以農業體驗為
基礎，讓國人形成正確的飲食意識，了解食物、生命與環境間的關係。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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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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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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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1.推廣公私有林地獎
勵造林

綠色造林計畫提高
森林覆蓋率

2.輔導有機既友善安
全農業
3.增進民眾土石流防
災意識

有機既友善驗證

(1)土石流演練及
宣導
(2)新增充實土石
流防災避難處
所設施設備
4.推動新農民市場（農 (1)新加入農戶數
民直銷站、農村社區
小舖）
(2)累計「一鄉鎮一
新農民市場」
設置數
5.推動休閒農業
新設立之休閒農場
通過及核定新設農
村再生社區數
7.加強農會輔導，提升 辦理農業產業文化
農民組織功效
活動及農業推廣系
列活動
8.家畜防疫-畜、禽、 提升家畜禽安全生
水產動物疾病防治
物安全防治
計畫
9.畜牧場源頭輔導查
(1)畜牧場斃死畜
核斃死畜禽、廢水處
禽處理輔導及
理及畜禽產品標章
查核畜牧場
抽驗。讓畜牧生產與 (2)輔導畜牧場廢
環境達到平衡，俾利
水妥適處理
於畜牧產業推廣
(3)畜禽產品標章
查核與抽驗
10.首創農業天然災害 訂定本縣農業天然
保險
災害保險補助要點
6.推動農村再生

11.發展新豐鄉坡頭漁
港，振興觀光商機
加速提升產業競爭
力

新竹縣坡頭漁港港
區整體規劃開發計
畫案

評估
方式
統計
數據
統計
數據
統計
數據
統計
數據

衡量標準

目標值

實際核准造林面積(公
頃)÷林務局核定計畫造林
面積(公頃)×100%
通過面積(公頃)

100%

131公頃

辦理場次

9場

辦理處數

1處

統計
數據
統計
數據

戶數

10戶

累積設置數

8個

統計
數據
統計
數據
統計
數據

新設數

3個

新設社區數

4個

辦理場次

10場次

統計
數據

養畜、禽場消毒場次

350場次

統計
數據

實際查核畜牧場次

200場次

統計
數據
統計
數據
進度
控管

實際查核畜牧場次

25場次

實際查核抽驗件數

100件

1.編列補助經費(25%)
2.促請中央加速立法
(50%)
3.完成訂定補助要點
(100%)
1.開發計畫案發包(25%)
2.完成整體規劃(50%)
3.爭取或編列預算(75%)
4.執行開發案(100%)

100%

進度
控管

100%

關鍵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12.發展新竹縣休閒農
漁業，推動農漁村
輕旅行，實現樂活
農村
13.控管約聘僱員額

(1)規劃農業旅遊
產品路線
(2)年度參與農業
旅遊產品人次
機關約聘僱員額成
長率

評估
方式
統計
數據
統計
數據
統計
數據

14.推動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

單位平均終身學習
時數

統計
數據

15.提升資源使用效
益，妥適配置政府
資源

預算執行率

統計
數據

衡量標準
累計產品路線(條)
參觀人次
（本年度以公務預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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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以公
務預算及基金僱用之約
聘僱員額總數×100%
(單位內人員總必修學習
時數+與業務相關學習時
數)÷單位內人員數×100%
【(本年度預算之實現數+
應付數+保留數+發包賸
餘數等+控留數)÷本年度
預算數】×100%

目標值
8條
24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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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20202201
農業管理及輔導
業務-農業行政
58020202202
農業管理及輔導
業務-農作物產銷
輔導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一般行政管理事項

預算金額
(仟元)
34,316
編制人員薪俸及公務連繫等
一般管理事項。
實施內容

一、強化良質米產銷供 1.輔導竹東、新埔、新豐、竹
應體系，推動稻米生產
北市、湖口等鄉鎮良質米適
專業區；辦理水稻良種
栽區生產優良品種稻米及
繁殖更新及採種田自主
辦理鄉鎮稻米品質競賽及
管理，補貼農民繳交公
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另於
糧稻穀運費，推行調整
竹東鎮輔導生產有機米。
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2.設置原種田、採種田、更新
稻種：本年度第一期作設置
原種田。二期作於竹東等 10
鄉鎮設置採種田。建立採種
田自主管理監控體系及配
合農委會種子檢查室，辦理
原種田田間與室內檢查及
採種田室內抽檢工作。
3.稻穀收購運費補助：補助農
民繳交本年度一、二期之公
糧稻穀運費，每公噸補助運
費 500 元及補助各公糧倉庫
行政作業費每公噸 30 元。
4.推行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計畫：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辦理稻田休耕種植綠肥
作物、轉作輪（契）作作物、
休耕田種植景觀作物及契
作飼料玉米與牧草等。
二、推行水果、茶產業 1.配合農糧署「水果產業結構
結構調整及有機農業生
調整」計畫，輔導水果專
產，發展一鄉鎮市一特
區、輔導果樹產銷班建立農
色生產、農村小型食品
產品生產追溯制度。
加工業
2.輔導各鄉鎮茶園品種更新、
茶園復耕計畫、改善灌溉設
施，建立茶葉生產安全管理
體系，推行衛生安全製茶廠
查核計畫，輔導農會辦理製
茶體驗推廣活動、(東方美人
茶)優良茶比賽及包裝改進。
3.發展一鄉鎮市一特色農產品
計畫：輔導各鄉鎮市特色農
特產作物，改進生產技術，

23,682

業務計畫及工作
計畫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三、輔導水稻育苗中心
營運改善計畫

四、強化農產品行銷通
路、發展新農民市場，
提升產、銷效率

58020202206
一、輔導農民建立農產
農業管理及輔導 品生產追溯制度，加強

實施內容
辦理特色農特產品評鑑及
促銷活動。
4.發展農村小型食品加工：輔
導轄內園特產品加工技
術，紓解園特產品盛產期低
價出售之損失，以提升產品
附加價值，增加農民收益。
5.有機農業推廣：輔導各鄉鎮
農民加入民間有機農產品
認證，及依「有機農產品生
產規範-作物」
，推行本縣「有
機安全農業推廣補助實施
計 劃 」， 輔 導 有 機 農 業 栽
培。
6.輔導各鄉鎮農會所屬蔬菜產
銷班改進生產保護及採後
保鮮設施。
輔導水稻育苗中心改進生產
資材，降低生產成本，增加收
益。促進育苗業者建立企業化
經營理念。
1.輔導本縣農民團體建立農產
品低溫保鮮物流體系，充實
冷藏運輸設施並協助政府
推動購儲調節措施及 提升
供應品質，增加農民收益。
2.建置農產品銷售通路，並輔
導農會發展農民市場業務。
3.建立蔬果品牌及推動品質認
證制度：輔導績優蔬果共同
運銷農民團體取得品牌蔬
果品質認證制度，與通路業
者建立策略聯盟，提高市場
競爭力。
4.輔導轄內農民團體辦理蔬菜
及水果共同運銷業務，供應
台北、三重等果菜批發市
場。
5.輔導果菜市場改進經營管理
與交易制度，強化運銷交易
及行情服務體系，提升營運
效率。
1.辦理水稻稻種消毒及水象鼻
蟲、福壽螺、稻熱病、褐飛

預算金額
(仟元)

33,775

業務計畫及工作
預算金額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計畫與編號
(仟元)
業務-農業資材及 蔬菜、水果和茶葉農藥
蝨、雜草、白葉枯病等病蟲
植物防疫
殘留監測與管制及強化
害共同防治。
植物有害生物防範措施 2.輔導農民建立農產品生產追
溯制度，辦理蔬果、特用作
物病蟲害防治。
3.野鼠防治：辦理公共地及一
般耕地野鼠全面防治。
4.植物防疫：配合農委會針對
重大或特定疫病蟲害，例
如：入侵紅火蟻等，實施共
同防治及緊急防治措施，並
辦理外來有害生物偵測。
二、辦理農藥、肥料及 抽驗市售農藥、肥料、種子，
種苗登記管理
確保農藥、肥料及種苗品質，
以保障農業生產安全。另辦理
農藥販賣執照及種苗業登記
管理。
三、辦理有機質肥料、 1.辦理國產有機質肥料推廣，
冬季裡作綠肥作物推廣
獎勵各鄉鎮市地區農會及
及肥料銷售運費補助
青果社新竹分社所轄農民
使用有機質肥料栽培作
物。輔導農民合理化施肥，
改善果園土壤理化性質，以
利作物生長。
2.輔導各鄉鎮市農民利用農地
冬季休閒期推廣栽培綠肥
作物，以增進農田地力。
3.輔導縣農會與各鄉鎮農會及
青果社新竹分社共同辦理
肥料銷售運費補助業務，運
費補助標準為每公 噸 500
元。
四、辦理農作物生產調 1.作物生產調查與預測：依照
查與預測及農業天然災
「農情調查工作評鑑要點」
害救助
辦理裡作、一期作、二期
作，作物種類、面積、產量
調查及主要作物產量預測
與產銷預警，輔導鄉、鎮、
市公所遴聘田間調查員，調
查各該轄內農作物動態、三
季作物種類、面積並將資料
輸入電腦。
2.農業天然災害調查：遇有颱
風、豪雨等天然災害時，迅

業務計畫及工作
計畫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五、辦理農作物污染損
害計畫
六、建構農業資源行動
調查服務體系計畫
58020202209
農業管理及輔導
業務-農地管理及
產銷班輔導

實施內容
速掌握災情，俾供救災之依
據；並依照「農業天然災害
救助辦法」暨相關作業規
定，會同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及農糧署北區分署鑑定損
害程度後，報農委會供核定
現金救助之依據。
針對重金屬高污染風險區，辦
理農作物重金屬監測，以維護
農作物生產安全。
配合農糧署推動運用行動載
具辦理重要農作物種植面積
調查，並建立資料庫。
1.劃設全縣優良農地，促進農
地合理利用。
2.農業經營不可分離查編，非
都市土地農牧用地作農業
設施容許使用使用，農地變
更編定，農地違規使用稽
查。

一、農業經營不可分離
用地查編，非都市土地
農牧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農業用地變更
審查，農地違規使用稽
查，農地資源空間規
劃，小地主大佃農擴大
實施計畫
二、推動農業經營企業 積極輔導本縣農業產銷班業
化建立農業中衛體系暨 務均衡發展，期以發展各地特
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
色農產品為主軸，以現代化及
多元化經營農業，生產具核心
競爭力及高經濟之農產品，建
構農業永續經營。
三、推動成立新農民市 1.持續輔導已成立新農民市場
場（農民直銷站、農村
（農民直銷站、農村社區小
社區小舖）
舖）之農會，發揮「地產地
銷、自產自銷」的經營模
式，建全供貨平台設施(備)
與管理機制。
2.鼓勵並輔導其他鄉鎮農會或
團體成立農民市場，協助農
民拓展行銷通路。
四、加強辦理農民專業 辦理農作栽培技術、經營管
訓練
理、行銷宣傳等相關訓練講
習，提升農產行銷競爭力。
五、協助農民團體暨農 協助農會改善舊有設施(備)，
民改善農業經營環境
朝向企業化經營目標，並透過
農會加強辦理農民從事農業
經營所需之機械設備更新。

預算金額
(仟元)

6,522

業務計畫及工作
計畫與編號

58020202210
農業管理及輔導
業務-農會管理業
務輔導

58020202211
農業管理及輔導
業務-農業計畫及
推廣教育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六、加強辦理農地管理 1. 辦 理農 地管 理 相關教 育 訓
教育訓練
練，協助公所基層承辦人員
了解中央法令之規定。
2.透過講習課程，增進實務經
驗交流，提升案件處理品質
與為民服務效率。
一、人員組織訓練
1.輔導農會會務、供銷、推廣、
信用各項工作人員參加農
訓協會專業訓練。
2.依成績合格核發結業證書或
訓練證明。
3.促使人員經驗交流，知識研
討。
二、整理編印法令規章 1.整理印製法令規章、使用手
冊。
2.分發各工作人員參考使用。
三、農會考核評鑑
1. 依 照農 會考 核 辦法規 定 辦
理。
2.配合考核人員實地填報相關
資料。
3.呈報規定表報實施評鑑。
四、輔導農會召開法定 1.理事會每二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
2.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3.會員代表大會、農事小組會
議每年各召開一次。
五、農會財務輔導
定期追蹤輔導農會財務業務。
六、農會改選選務工作 1.農會改選新任理監事及總幹
事匾額及當選證書費。
2.補助各級農會選務經費。
3.補助縣農會辦理新當選，選
聘任人員講習訓練研習會。
一、推動休閒農業政策 1.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
執行。
2.輔導農民申請休閒農業場。
二、審核或核定休閒農 1.依前揭管理辦法審查休閒農
場及休閒農業區
場及休閒農業區設立條件。
2.勘查實地自然景觀及相關規
定限制。
3. 輔 導農 民申 請 辦理各 項 手
續。
4.審查核定督導執行管理。
三、規劃申請補助執行 1.配合中央推動休閒農業輔導
休閒農業輔導計畫
計畫。

預算金額
(仟元)

417

1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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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各鄉鎮市公所或農會提
出規畫申請。
3.輔導該項計畫之擬定申請手
續。
4.審核各項內容並轉報農委會
核定。
5.督導確實執行情形並管理。
四、舉辦農業產業文化 1. 依 不同 產業 生 產品種 、 季
活動
節、地方，結合當地文化活
動舉辦各種產業文化活
動，辦理農特產品展售活動
及帶動休閒農業旅遊發展。
58020202212
一、綠美化業務
1.培育各鄉鎮市特色植栽，如
農業管理及輔導
茶花、竹柏等綠美化樹種，
業務-綠美化及自
提供空氣品質淨化區、道
然生態保育
路、社區及學校綠美化使
用。
2. 建 立鄉 鎮市 綠 美化評 比 制
度，檢核苗木存活率，以營
造靚靚竹縣-美美社區。
3.與各鄉鎮市公所合作於景觀
景點、自行車步道區、遊客
聚集之重要動線等地點，施
作景觀綠美化及入口意
象，加深新竹縣希望印象，
營造嶄新亮麗科技城。
二、加強自然生態及野 1.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管理。
生動物保育
2.野生動物棲息地之保護與教
育宣導。
3.受保護樹木暨珍貴老樹調查
保護，資料庫建置。
4.建立野生動物救傷管理機制
與流程，建置資料庫。
58020202216
一、獎勵輔導造林
1. 推 廣及 獎勵 公 私有林 地 造
農業管理及輔導
林。
業務-公私有林及
2.輔導山坡地超限利用土地造
林業管理
林。
二、加強森林保護及林 1.保林宣導及森林災害調查。
地管理
2.辦理森林登記、林產物伐採
查驗及取締違反森林法案
件。
3.辦理山坡地開發案件，回饋
金收繳業務。

預算金額
(仟元)

16,404

4,273

業務計畫及工作
計畫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4.核發農業用地容許作林業設
施使用證明。
58020202301
一、沿岸漁業資源保育 魚苗放流及取締非法捕魚作
水產種苗場業務- 及開發利用
業，以增進漁業資源。
漁業推廣及管理 二、漁業推廣教育
1.輔導漁會辦理漁業推廣及技
術指導、家政班推廣教育、
漁會輔導。
2.輔導強化漁業產銷班組織，
提升競爭力。
3.推動休閒漁業並辦理漁業產
業文化活動，促銷漁產品建
立品牌。
三、漁政管理
1.漁船筏檢查、丈量、發照監
理。
2.漁船員證照核發。
3.漁船用油手冊核發及查緝。
4.漁業執照核發。
5.漁業生產調查統計、月報、
年報之編造及全省電腦連
線。
6.輔導自願休漁及收購漁船筏
計畫。
四、水產類查估
1.辦理水產類地上物查估。
2.加強水產品藥物殘留檢驗，
維護國民健康。
五、養殖登記
辦理養殖場登記管理及非都
市土地養殖場設施容許使用
申請案件。
六、漁港管理
辦理港口清潔維護及管理。
58020202405
一、畜牧類農情報告調 1.辦理畜牧類畜禽動態按季調
畜牧管理及輔導 查
查及年報。
業務-畜禽生產輔
2.辦理畜牧類業務統計。
導及管理
二、台灣地區養豬頭數 辦理台灣地區養豬頭數調查
調查
（普查二次）。
三、飼料管理
1.辦理商品飼料品質抽樣，提
升飼料品質抽查。
2.辦理飼料販賣業登記及飼料
添加物登記証。
四、畜牧類地上物查估 辦理畜牧類地上物查估。
五、牧場登記
1.辦理畜牧場登記管理及非都
市土地畜牧設施容許使用
申請案件。
2.牧場登記管理稽查業務。

預算金額
(仟元)

1,615

2,591

業務計畫及工作
計畫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六、輔導乳牛保險及豬 1.輔導各項家畜保險管理。
隻運輸傷亡保險
2.輔導縣轄各級農會辦理家畜
保險業務。
七、豬隻品種改良
補助各鄉鎮公所精液及種公
豬，辦理豬隻品種改良、種豬
水準提升計畫。
八、輔導養乳牛戶降低 輔導養牛戶改善生產設備，降
生產牛乳成本
低成本。
九、輔導肉役用牛飼養 輔導養牛戶飼養管理。
管理
十、辦理牧草種植
輔導飼養乳牛戶種植牧草，提
升自給自足牧草。
十一、辦理牧草收穫機 輔導辦理牧草機械化生產草
械設備
料及興建乾草房以降低生產
成本。
十二、輔導家禽類生產 1.輔導轄內肉雞班，加強組織
供應新鮮肉類及蛋
辦理產銷一元化。
2.更新禽舍機械化生產設備。
3.辦理家禽污染防治工作。
4.有機畜產品、優良農產品、
產銷履歷畜產品標示檢查
及抽查。
十三、斃死畜禽流向管 辦理斃死畜禽流向處理及輔
理
導管理。
58020202501
加強山坡地之保育及管 1.辦理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
水土保持-山坡地 理
宜農牧、宜林之查定公告。
保育管理
2. 山 坡地 違規 使 用案件 之 查
報、取締。
3.山坡地土石流及崩塌地等特
定水土保持區提報及劃定
公告。
4.山坡地水土保持計畫審查及
監督。
5. 辦 理超 限利 用 通知限 期 改
正。
6.辦理山坡地開發申請宣導。
58020202502
推動農村再生
1.辦理農村再生計畫，規劃新
水土保持-農村建
竹縣農村再生總體規劃，加
設
強農村建設，改善提升農村
生活品質。
2.農村再生計畫審查、核定及
相關工作。
3 擬定農村再生執行計畫及相

預算金額
(仟元)

11,104

8,466

業務計畫及工作
計畫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關工作。
4. 推 動農 村再 生 計畫相 關 工
作。
58020202503
土石流防災
1.加強監控本縣 76 處土石流
水土保持-土石流
潛勢溪流危險地區警報發
防災
怖情形，並宣導土石流地區
保全對象之防災避難觀
念，以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
失。
2.配合輔導各鄉鎮公所辦理民
眾疏散演練。
3.充實強化土石流避難處所。
58020202504
中小集水區水土資源保 補助公所辦理新竹縣休閒農
水土保持-水土保 育
業區輔導計畫。
持工程
66020208602
一、公所辦理申請參加 補助公所辦理申請參加農民
全民健康醫療保 農民健康保險者現勘補 健康保險者現地勘查計畫。
險-農漁民健康保 助
險
二、農民健康保險政府 農民健康保險政府負擔補助
負擔補助款(農保)
款(農保)。
三、農民參加農民保險 65 歲以上老年農民(原住民 55
自付額補助
歲以上)參加農保自付額補助。
58020209018
農、林、漁、牧等業務 補助各鄉鎮市地區農會、合作
一般建築及設備- 設備
社（場）、協會、農業產銷班
農業業務設備
等團體生產機具、集貨加工設
施（備），改善生產環境。
60020203301
漁港工程
漁港及農路工程修建漁港
60020203302
改善及維護農路系統
漁港及農路工程農路改善及維護

預算金額
(仟元)

2,263

1,966

23,620

52,660

修建坡頭漁港工程及漁業陸
上公共設施計畫工程等。

2,473

辦理農路改善及維護工程、坡
地邊坡穩定、坡地排水、農路
水土保持等設施。

40,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