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文化局107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本局依循文化部、客家委員會及縣長文化施政方針，在本縣現有堅實的文
化架構中不斷累積文化內涵之厚度，整合本縣資源並開創與鄰近縣市互助合作
之模式，用以建構、活化、完整本縣文化產業鏈，提升民眾文化參與度，開創
本縣文化發展新願景。本年度施政目標如下：
一、確保本局各廳館設備、機具之正常運作。
二、行政管理業務之推展。
三、加強圖書資訊服務功能，便捷民眾之利用，推動終身學習之書香社會。
四、辦理各項展覽藝術活動，積極鼓勵民眾參與，提升文化水平。
五、策辦各項演藝活動，推展音樂、舞蹈、戲劇等表演藝術。
六、辦理藝文研習。
七、各類文化藝術節慶活動，呈現並行銷本縣文化特色。
八、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及地方文化館工作，落實公民參與、建立在地文化價值。
九、保存維護活化及教育推廣本縣文化資產。
十、辦理文史資料之展覽、蒐集、整理、利用與史料研究調查計畫。

貳、關鍵策略目標與重點
一、台三線文藝復興運動
整合台三線沿線人文歷史、藝術文化、自然環境、景觀風貌、地方產業等
資源，營造永續共生環境，創造新竹西南丘陵區之遊憩亮點。
二、古蹟歷史建築區域環境整合及活化
針對損壞有修復需要之古蹟歷史建築，依其情形進行緊急搶修或修復工程，
以回復文資歷史風貌。以區域環境概念，整合一定範圍內之有形及無形文
化資產，進行訪視輔導或成立駐地工作站舉辦培力課程，鼓勵古蹟歷史建

築開放參觀，輔導所有權人經營管理，並舉辦講座、導覽解說、古蹟日等
教育推廣活動，發揚文化資產價值。
三、蕭如松藝術園區之活化經營與管理
(一)執行蕭如松藝術園區營運管理計畫，推動永續經營。
(二)活化園區之營運項目，發揮藝文展演、觀光休憩、文化交流及傳習之功
能。
四、策辦美術館各類美術展覽、積極鼓勵藝術創作，提昇縣民藝文欣賞及生活
美學素養。
五、推動劇場活化及營造優質藝文欣賞環境，提昇表演藝術之傳承與發展
(一)策劃表演藝術活動
邀請知名表演團隊至演藝廳演出，辦理劇場活化計畫、場館營運等業
務，結合各鄉鎮在地民俗活動舉辦藝術歸鄉活動，讓表演藝術活動深
入當地文化。
(二)辦理音樂季、戲劇節及花鼓藝術節活動
每年 1 至 2 月策劃新春音樂季、6-7 月辦理戲劇節、7 月辦理鄧雨賢紀
念音樂會，10 月則於六家地區辦理花鼓藝術節活動，邀請國內外知名
表演團隊、新瓦屋花鼓隊辦理相關展覽、晚會等系列活動。
(三)推廣表演藝術，加強國際文化交流
扶植及獎勵傑出表演團隊，選拔本縣在地傑出表演團隊，強化團隊之
藝術性，並鼓勵在地團隊出國進行文化交流，並邀請國外表演藝術團
隊至本縣演出。
六、全民 E 化時代來臨，本局將建置本縣電子書網並結合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電子書平台供讀者利用，另於全縣公共圖書館共同推動使用數位資源，並
持續提升圖書館資訊系統，推動館際合作，提供讀者更便利的通閱服務。
七、編纂縣志續修（81-104 年）

完成縣志續修(81-104 年)卷二至卷九第一階段地方文史資料調查，收集相關
研究書目並撰寫研究文獻回顧、整理文獻資料彙編、確立篇章架構。續辦理
第二階段內文撰寫案及召開審查會議。以利後續公開閱覽收集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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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量標準
目標值
方式
3個
1.台三線文藝復 台三線沿線環境美 統計 台三線沿線環境美化點個
興運動
化點
數據 數
2.古蹟歷史區域 六家水圳、新埔鎮宗 統計 每年辦理件數
12 件
環境整合及活 祠博物館、相關修復 數據
化
再利用、教育推廣及
活化經營數
3.推動蕭如松藝 園區營運及展演參 統計 活動參與人次
4 萬 2 千人
術園區之活化 觀人次
數據
經營與管理
4.策辦美術館各 策劃展覽藝術活動 統計 活動參與人次
30 萬人次
類美術展覽、
數據
積極鼓勵藝術
創作，提昇縣
民藝文欣賞及
生活美學素養
5.營造優質藝文 (1)策劃表演藝術活 統計 演藝廳演出場次
85場
欣賞環境，推
動
數據
動表演藝術之 (2)辦理音樂季活動 統計 參與人數
5 萬人
傳承與發展
及花鼓藝術節參 數據
與人數
(3)推廣表演藝術， 統計 邀請國外表演團體演出場
10 場
加強國際文化交 數據 次(含大陸)
流
6.提供便民、利 (1)每年充實電子書 統計 建置電子書網
100本
民之圖書資訊
數據
服務
(2)辦理閱讀推廣活 統計 參與人數
1 千人
動
數據
7.編纂縣志續修 編纂進度
進度 1.成立編纂委員會、確認編
100％
（81-104 年）
控管
纂方向(10%)
2.發包專業執行團隊、確認
各志編纂人(30%)
3.蒐集編纂(70%)
4.印製出版(100%)
0%
8.控管約聘僱員 機關約聘僱員額成 統計 （本年度以公務預算及基
額
長率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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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9.推動公務人員
終身學習
10. 提 升 資 源 使
用效益，妥適
配置政府資源

績效指標

評估

衡量標準
方式
單位平均終身學習 統計 (單位內人員總必修學習時
時數
數據 數+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
單位內人員數×100%
預算執行率
統計 【(本年度預算之實現數+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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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小時

85%

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業務計畫及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作計畫與編號
53137900101
一、員工薪津及辦公
一般行政-行政 費
管理
二、辦公用具等之採
購
53137900102
一般行政—
庶務管理

實施內容
辦理員工薪津及獎金發放作業，安定員
工生活，提高行政效率。
各項辦公用具、紙張集中採購，由同仁
填具領物單領用，按月填製物品進出貨
明細月報表並每年盤點乙次。

一、各項設施之定期 1.委託廠商就空調、機電、電梯設備、
飲水系統等設施做定期保養。
保養維護
2.展演場設備之舞台、燈光、布幕、吊
具及視聽設備等定期保養維護。
3.其他各項設備之保養維護。
二、辦理館舍之保全 1.委託保全公司裝設保全系統，以維護
本局之安全。
業務
2.辦理館舍之火災保險。
三、環境之綠美化

53137900104
一、本局各項財產之
一般行政-業務 登錄及管理
管理
二、辦理各項營繕採
購案

預算金額
(仟元)
33,381

18,668

1.庭園景觀及環境之養護、清潔及植栽
等規劃維護。
2.蓄水池、化糞池等之定期保養清洗。
財產登記管理、定期盤點檢查及財產增
加單等，依實填寫並按時製作各項財產
報表。
各項營繕採購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17,216

三、加強各項表報公 公文收發及檔案管理等文書作業制度
化，並按月填製各類公文時效統計表。
文之控管
1.各項藝文資訊之寄發、張貼。
四、其他
2.聘僱用約聘僱及臨時人員協助各項業
務之推展。
3.辦理出納、文書、檔案管理研考等業
務。
4.辦理人事、會計、政風等業務。
5.辦理文化服務替代役業務。
53137900106
一、建置多元化館 1.充實圖書館館藏，提供多元化閱讀資
文教活動-圖書 藏，改善服務作業流
源。
管理
2.強化館藏管理及自動化服務功能。
程，強化圖書館自動 3.圖書館閱讀空間改善。
化功能，提升圖書資
訊服務品質。
二、辦理圖書館利用 1.培訓說故事志工及辦理說故事活動，
鼓勵嬰幼兒及兒童閱讀。
教育活動，培養讀書
2.辦理各項閱讀推廣活動，提升縣民閱
風氣，推動書香社會
讀風氣。
之建立。

3,636

業務計畫及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作計畫與編號
三、輔導鄉鎮市圖書 1.輔導鄉鎮圖書館營運。
館營運，共謀本縣公 2.辦理圖書通閱服務。
3.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與館
共圖書館之永續經
藏充實。
營與發展。

預算金額
(仟元)

53137906001
一、辦理各類展覽活 1.辦理展出申請審查會，審定展覽資
文 教 活 動 — 展 動，推展藝術生活。
格，提高展出水平。
覽工作
2.辦理各項藝術作品展覽，豐富展出內
容，提升縣民美學素養與藝術欣賞能
力。
3.辦理優秀藝術家作品展等，推廣縣內
藝術文化，提升社會藝文風氣。
4.策辦戶外展覽，推廣藝術欣賞與創作
風氣。

6,754

二、辦理「新竹美展」 1.整合縣市地方藝文資源，合辦「新竹
美展」年度競賽，發掘藝術人才。
競賽暨展覽活動，鼓
勵藝術創作，倡導藝 2.印製競賽得獎作品專輯，以推廣藝術
教育。
術交流。
3.辦理得獎作品展覽活動，倡導藝術交
流，推展藝術生活。
三、辦理藝術推廣活 1.提供學校及團體辦理畢業成果展，展
現學習成果，推廣美術教育。
動與藝術家駐鄉計
畫，促成全民參與與 2.辦理導覽講座、繪畫比賽等相關美術
活動，倡導藝術與生活之結合。
藝術札根社區之目
3.媒合社區與藝術家，辦理「藝術家駐
標。
鄉計畫」，以社造之精神，將藝術帶
入社區。
四、辦理藝術作品之 1.召開典藏評議委員會，典藏縣內傑出
藝術家作品，豐富藝術資產。
典藏與出版，保存本
2.印製本縣優秀藝術家美術專輯，傳承
縣藝術資產。
優秀藝術家作品，推廣美術教育。
五、輔導本縣公共藝 1.召開本縣「公共藝術審議會」審議各
單位所送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
術之設置。
2.輔導各機關學校依規設置公共藝術，
美化公共空間與生活環境。
六、推動蕭如松藝術 1.執行蕭如松藝術園區營運管理計畫，
推動永續經營。
園區之活化經營與
2.活化園區之營運項目，發揮藝文展
管理。
演、觀光休憩、文化交流及傳習之功
能。

業務計畫及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作計畫與編號
53137906002
一、針對本縣多元文 1.邀請國內、外演藝團隊及個人辦理音
文 教 活 動 — 藝 化基礎，以結合各族
樂、戲劇、舞蹈等各類演出，形塑本
術活動
縣多元文化風貌。
群特性，辦理各項演
藝活動。
二、營造優質藝文欣 1.辦理演藝廳、演奏廳、實驗劇場及文
化廣場等之場地設備維護、劇場活
賞環境，提升縣民文
化、管理、租借等業務。
化素養。
2.辦理藝術歸鄉活動，讓文化藝術深入
本縣各鄉鎮市及國中、小學校。
1.扶植獎勵傑出表演團隊，鼓勵其永續
三、推動表演藝術之
經營與發展。
傳承與發展
2.辦理音樂季活動、花鼓藝術節，關注
在地藝術文化之發揚。
3.持續辦理新竹縣客家新曲獎創作比
賽，推廣客家特色及語言人才。
53137906003
一、辦理藝文研習活 1.針對不同年齡層及需求，開辦各類藝
文教活動-研習 動
文研習班及藝文講座等。
工作
2.辦理研習成果及觀摩會。

預算金額
(仟元)
7,840

53137906004
一、辦理各項文化推 1.編印出版新竹藝文月訊。
文教活動-推廣 廣及節慶活動
2.辦理吳濁流文藝獎徵選活動。
工作
3.補助民間辦理文化藝術推廣活動。
4.辦理民俗節慶(如義民祭、桐花祭…等
等)及其它產業文化活動。
二、行銷推廣本縣人 1.新竹縣文化行銷推廣平臺之建置。
文地景特色
2.補助各型式優質影像創作行銷行銷本
縣人文地景產業。

18,842

三、財團法人基金會 1.財團法人基金會申請設立許可審核。
設立許可及監督
2.財團法人基金會監督檢查。

四、落實社區總體營 1.建立行政社造化的新機關，強化局處
橫向連結工作圈機制，重視社區人文
造
價值及區域資源整合的基礎工程。
2.推動鄉鎮公所社區營造計畫，建立鄉
鎮願景藍圖及地方資源的整合運作
機制。
3.輔導及陪伴社區深耕，形成跨區域社
群合作平台。
4.結合地方產業及特色社區，發展地方
文化體驗、旅遊。

7,371

業務計畫及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作計畫與編號
五、推動地方文化館 1.賡續新竹縣地方文化生活圈中長程規
劃，以指標館舍及生活圈建構地方文
業務
化藍圖。
2.輔導館舍學習自我評量，開發文化生
活圈，以社區營造精神推展永續經營
機制。
3.提供地方館創意美學培力研習，拓展
文化館產業發展。
4.建立地方文化館整合行銷，串聯同盟
機制，推動文化觀光產業。
5.推動地方文化館活化。

預算金額
(仟元)

六、推動文化創意產 1.規劃全縣文創產業發展機制，扶植本
縣文創產業潛力點。
業發展計畫
2.發展本縣文創人才培育措施及資源運
用機制。
3.建立本縣文化生活圈文創產業服務平
台，提供文創輔導、資源轉介及跨領
域資源整合服務
七、召募、培訓文化 1.召募志工加入服務行列。
志工
2.定期召開志工會議。
3.辦理志工各項教育訓練。
4.辦理志工刊物及觀摩活動。
53137906005
一、文化資產保存維 辦理縣內文化資產之普查、調查研究、
文教活動—文 護
規劃、指定登錄。
化資產
二、文化資產教育推 辦理全縣教育推廣、活化再利用。
廣
三、竹北六家園區管 辦理竹北六家園區之水電、清潔、保
全、保養檢修、零星修繕。
理維護

13,507

四、補助私有古蹟歷 補助私有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小型
修繕、活化再利用。
史建築
53137906006
文教活動—
史料文獻
53137909010
一般建築及設
備—充實文化
設備

文史叢書及新竹文 召開文史叢書出版審查委員會，確認出
版書稿，委託編輯及印製。
獻出版費

7,446

一、文化資產修復 文化資產之緊急搶修、修復再利用工程
二、客家文化生活環 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之規畫設計、景
觀設施工程
境營造

252,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