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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新竹縣轄
部分的範圍包含新竹縣轄竹東鎮與寶山鄉共約 870.90 公頃。本案於 94 年
9 月 6 日報經內政部都委會第 632 次會議審議決議略以:「本案…寶山鄉部
份，應俟保護區變更政策評估有具體決議後，再考量納入本通盤檢討案
第二階段辦理。」，相關意見回覆暨處理情形詳附錄四說明。其後分別
於 98 年 8 月 24 日、99 年 4 月 6 日、101 年 12 月 24 日提請內政部都委會
第 6 次、第 7 次、第 8 次專案小組及 103 年 9 月 30 日內政部都委會第 836
次大會、103 年 11 月 17 日新竹縣第 276 次會議、105 年 5 月 13 日內政部
都委會第 9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議，本次續依 107 年 4 月 17 日內政部都委
會第 920 次大會決議(詳附錄一)賡續辦理。
另本計畫依 104 年 1 月 14 公告實施新竹縣、新竹市轄計畫範圍邊界，
據以調整本計畫範圍邊界，並配合修正計畫總面積與涉及相關土地使用
分區之面積。
原計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於 70 年 5 月 20 日發布
實施，劃設為科學園區之前，原始地籍編訂多為田、旱、林及建地，現
況亦多作農耕及相關設施使用。本次檢討亦依據變更北、中、南、東區
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限制發展地區」、「條件發展地區」項目查詢成
果，除計畫區東側有活動斷層敏感區，其餘地區皆非屬限制或條件發展
地區。
考量本計畫區整體發展方向與願景，本次通盤檢討目的如下:
一、因應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產業發展需求，支援產業發展所需各種土地
使用機能。
二、依據都市發展現況與未來發展需要，並參酌機關、團體及人民建
議，檢討原來土地之使用計畫。
三、依據實際需求與使用檢討現行土地使用計畫，以利地區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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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令依據與計畫範圍

一、法令依據
依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辦
理。
二、計畫範圍
本次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新竹
縣轄部分之全區範圍因受新竹市轄土地切割，分為竹東鎮與寶山鄉二部
分，面積合計為 870.90 公頃，如圖一所示。
本案係針對西側計畫區寶山鄉部分進行本次通盤檢討之第二階段作
業，計畫範圍包括寶山鄉大崎村、雙溪村部分地區，經重製作業計畫面
積為 416.9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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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範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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