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政府服務中心 101
編號

案號

年 11

投書內容

月受理民眾反映案件辦理情形表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投書人 11/1 前往東區區公所
辦理(敬老乘車老人卡)，現
場承辦員告知 20 天後才能領
取，投書人即告知該員:在市
府(美麗新竹市)第 13 期區政
訊息登載是 8 天內即可拿到
，承辦員隨即勉強同意說:再
予提前拿取時間為 11/16 領
取。投書人表示：依月刊上
說法應為 11/8 就該拿到，為
何發卡時間要拖那麼久？問
題出在哪？請釋疑告知。
民富國小家長反映：校內三
年級學生，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 2:00-4:00，都有安排孩
童參加校內課後輔導安親
班及桌球社團參與，如今欲
取消其中安親班輔導(由退修
老師參與)，僅維持桌球社
團，此舉於 11/5 即行實施，
造成家長惋惜及諸多不便，
請有關單位研議恢復安親班
輔導。

東區
區公所

非常感謝您的來信反映，由於目前乘
車電子票卡申請人數眾多，市政府社
會處來不及製卡完成，造成民眾於領
卡日期前來郤領不到電子票卡，因此
順延領卡日期，以免造成民眾往返不
便，然因領卡日期延長造成民眾觀感
不好，本所已與社會處溝通加派人力
製卡，並恢復原製卡時程為 8 個工作
天（不含例假日）
，造成您的不便本所
深感抱歉，本所將儘快製卡完成並電
話通知您領卡日期，服務不周之處，
敬祈見諒。
本府已多次撥電話想與您聯繫說明，
卻無法取得聯繫。因此關於您提及之
民富國小校內課後輔導安親班及乒乓
球社團乙案，說明如下：
本府於 11 月 2 日上午去電學校，該校
學務處羅主任說明:該桌球社團今年
起與家長會合辦，之前有退休教師協
助課輔事實，唯為了增加桌球練習時
間，校方決定取消課輔，回歸社團教
學，並聘用專業教練。
若您有安親課輔的需求，學校亦有開
設課後照顧服務班，歡迎向學校輔導
室查詢
。
101.11.05 下午 2:30 至現場稽查，該
點為一般住戶，現場無營業行為，排
放口朝鄰近住家門口方向排放。
建議住戶將廚房油煙排放口移至他
處，避免影響住戶生活品質。
本局預計 11/14 再行複查。

1

10111010027

2

10111020013

3

10111020014

投書人住家正門口對著他戶
(明湖路 697 巷 16 弄 6-2 號)
的後門，因該住戶所排出之
油煙味嚴重影響投書人居家
生活品質，請予告誡取締。

環保局

4

10111060008

中華路 4-6 段，大部分路樹
已枯萎，反映多次，未見改
善，請有關單位莫忘春天時
再予補植。

城市
行銷處

5

10111060012

東和路、凌雲街，道路狹窄，
路邊卻劃停車格，造成行人
與車輛爭道，欠缺妥善規劃
，請改善。

交通處

6

10111060014

頂埔國小外圍有一空地，雜

環保局

教育處

有關中華路 4-6 段路樹枯死乙節，本
府已於 10 月份例行巡查新竹市路樹
存活情形時已發現該區路樹枯死情
形，本府已委請植栽廠商進行路樹存
活判定，倘確定樹木已枯死，將請廠
商儘速補植，以維護當地景觀。
經查凌雲街之路邊停車位，本府依規
設置，且路幅寬度仍維持 3 公尺以
上，為維當地停車秩序，目前無法予
以變更，尚請諒察。
1.現場勘查將查明土地所有人，發文

草叢生，落葉滿地，浪費空
間資源，建議如下:
1.重新整治，改鋪水泥地。
2.如保留原貌，請妥善規劃
，讓景觀重生。

通知改善。
2.本案納入空地、空屋髒亂點列管持
續追蹤。

7

10111060016

城隍廟前圓環，環境髒亂，
建置空間既不美觀也沒非必
要性，徒增髒亂與亂象而已，
可否重新檢視該建地另作更
有效及美觀的設計及用途。

城市
行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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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80017

11/8 中午 12:30 左右投書人
至東區區公所一樓(社會福
利科)申請低收入補助款，承
辦員高小姐及隔鄰○小姐口
氣及服務態度不佳，現場耗
時至下午 3:00 都未辦妥，深
感不悅，建請承辦員儘速辦
理及改善服務態度。

東區
區公所

感謝您細心關注本市廣場環境維護管
理，並反映城隍廟前廣場環境髒亂情
事，本府城市行銷處已錄案辦理，
已請現場工作同仁加強該區環境清潔
維護，另該區整體美觀規劃，俟日後
本處將研討台端所建議事項。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四條：本法所稱低
收入戶，指經申請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
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
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
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
一定金額者。依上開規定，新竹市政
府公告 102 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為
10,244 元，另領取輕度身心障礙手冊
者，每月工作收入為基本工資百分之
55，(10,329 元)，合先敘明。
台端於 11 月 8 日中午 11:50 左右多次
打本所社政課專線要找竹蓮里里幹
事，因無法轉接，除告知本所總機號
碼外並詢問是否留電話以利回電，但
台端未置可否。於 12:30 左右至本所
找里幹事辦理『低收入戶家庭生活津
貼』
、
『低收入戶身心殘障者生活津貼』
及『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
金補助』
，里幹事說明只要辦理『低收
入戶』案，如符合通過，且列冊二款
低收入戶，即可領取『低收入戶家庭
生活津貼』及『低收入戶身心殘障者
生活津貼』
，不需重複申請，至於『低
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
助』
，於 102 年才申辦，然台端不聽解
釋，憤而離所至新竹市政府。下午
2:00 左右至本所社政課，高小姐詢問
是否要辦低收入戶，但台端未明確答
復，即前往區長室投書，經區長親自
接待說明後，由社政課受理申辦案
件，然提及是否有 3 個月內醫師診斷
書時，不聽解釋而發怒離開。本所里
幹事、高小姐等人，並無服務態度不
佳等情事，只想表達法令規定事宜。
有關台端低收入戶申請案說明如下：
(一)依社會救助法規定：年滿 20 歲以

上未滿 65 歲者，為有工作能力者，應
核計每月工作收入，最少金額為基本
工資 18,780 元，但罹患嚴重傷、病，
必須三個月以上之治療或療養致不能
工作，得視為無工作能力者，不列計
收入。台端(全戶 1 人)申請 101 年低
收入戶案時，因檢附 3 個月內醫師診
斷證明書，依上開規定審核，列冊二
款低收入；隨後又檢附輕度身心障礙
手冊，故領有『低收入戶家庭生活津
貼』
、
『低收入戶身心障者生活津貼』，
又洽新竹市市府辦理『低收入戶身心
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
(二)台端申請 102 年低收入複查案，
所附身心障礙者手冊為輕度，依規審
核每月工作收入計基本工資百分之
55(10,329 元)，故受理時建請補 3 個
月內醫師診斷證明書，以利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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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130027

10

1011114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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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00004

12

10111200027

市區公車內最後一排座椅，
車頂上端缺一扶手拉環，搭
乘民眾表示：民眾多為老人
搭乘，當走到後面座椅時，
車已啟動，危險性增高，請
參酌改進，並增加最後一排
位置手拉環設計。
八德路 19 巷路面白色粉塵飛
揚，影響空氣品質，請儘速派
員清理。

交通處

有關建議市區公車車內增加拉環乙
節，業函請客運業者研處，謝謝您的
建言。

環保局

本局已於 11 月 16 日派員處理完畢。

十八尖山早起會涼亭旁，有
隻大花狗出沒，會攻擊民眾
，請儘速派員捕捉。
湳雅街、東大路口有禁止 2
段左轉標誌，該標誌懸掛在
育光補習班電線桿上(很不顯
眼）
，投書人因直視對方紅綠
燈，卻未注意電線桿上的標
誌，遭員警取締，該員警態
度及口氣惡質，投書人建議:
1.警員應在職教育，以同理
心體會民眾感受，如果為
顧及民眾安全為基礎點，
勸導後再開單，才不致予
民眾政府搶錢及官僚的惡
質印象。
2.請將該路口【2 段式左轉
】標誌牌，設置於民眾易
看見顯眼處紅綠燈下方，

環保局

補犬人員已於 11/20 前往捕捉流浪
犬，並捕獲一隻黑狗，補犬人員將不
定時前往捕捉該大花犬。
(一)、 經查本案係陳情人所述湳雅街
並與東大路銜接，張小姐所陳地點
應為東大路、水田街口，經清查分
局 11 月份交通舉發案件，未發現
有張姓女性民眾未依二段式左轉
行駛之舉發案件，本案經電話聯絡
張小姐表示：其係因友人被員警取
締，才想起約半年前，在上述路口
騎機車，因疏於注意未依規 2 段式
左轉被警員取締，執勤員警態度不
佳，因此電話向市府民服中心反
映：請加強員警在職教育，以同理
心體會民眾感受，勸導後再開單。
另該路口 2 段式左轉標誌牌建議移
置於紅綠燈下方，以利民眾清楚辨
識。

警察局

方便民眾清楚辨識。

交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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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014

民生路 222 巷 43 弄因臨近果
菜市場，路邊停放許多機車
，居民出入不便，投書人表
示:萬一重大災害，救援車輛
將無法進出，曾反映警方及
里長，均無解決之道，建請
有關單位重視。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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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20032

社會處

15

10111220034

投書人吳麗雲女士有一殘障
兒子（倪一意）
，身份證:
O100580767，自 97-101 年即
由本府社會處身障科個管員
輔導、記錄孩子狀況，投書
人質疑社會處個管員記錄有
異，申請調閱個管員所有兒
子之記錄狀況，正本請面議
投書人，並請再附影本一份
供參。
投書人因癌症化療，於 11/20
下午 4:15-4:30 左右於東門
及東勢派出所報案(手機遺
失)，因化療後遺症，頭暈及
口齒說話有些頓慢，派出所
員警口氣極不耐煩，也未開
報案三聯單，投書人請其調
閱監視器，也未予採納：投
書人求助本府儘速幫助查察
及改善為民服務態度:
1. 投書人姓名:黃竣璋。
2. 遺失手機號碼:
09＊＊＊＊＊4。
3. 現正修理中手機號碼:

警察局

(二)、本案由於陳情人張小姐拒絕提
供詳細違規舉發時間、地點及舉發
單位、員警姓名，故無法查究，分
局已責由各單位主管利用各種集
會、勤教時機，加強教育所屬，俾
提升本分局員警執法品質。
(三)、有關本市機慢車二段式左轉標
誌掛設位置以號誌桿為優先，經查
本市水田街與東大路交岔口之交
通號誌桿長度掛設空間不足，故改
掛設道路右側，以上之方式均符合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則。感謝您的來信指教，本府深感
謝忱。
已於 101 年 11 月 26 日聯繫當事人(電
話無法接通)。
有關您反映「民生路 222 巷 43 弄停放
許多機車，居民出入不便一節，本分
局文華派出所業已將轄區「民生路」
沿線道路列為交通稽查重點處所，派
員持續勸導告發取締；除賡續編排巡
邏、交通秩序整理勤務，並增加逕行
舉發機車違規停車密度，以維交通安
全順暢；感謝您來信探討指教交通議
題。
有關您投書希本府提供台端之子個案
服務紀錄 1 案，因社會工作服務之個
案紀錄涉及專業服務的評估與相關議
題之隱私保密等議題，爰歉難提供，
尚祈見諒。另 11 月 23 日及 26 日本府
社工員已針對本案與您說明，瞭解您
對本案相關處理之想法與意見。日後
如您有其他相關問題，歡迎來電詢問
社會處身心障礙福利科，聯絡電話：
03-5216121 分機 306 或 395
有關您於 101 年 11 月 22 日寄交新竹
市政府民意信箱之電子郵件，經轉交
本分局處理，茲答復如下：因本分局
員警受理報案態度而造成您的不悅，
本分局深感抱歉，本分局除加強教育
員警服務態度外，並轉請督察人員進
行查處，經查證屬實時，將依警察人
員獎懲相關規定辦理。感謝您的來
信，敬祝祈安。 本案聯絡人：蔡明益
聯絡電話：03-5728756 新竹市警察局
第二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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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3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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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8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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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80011

19

10111290032

09＊＊＊＊6(11/26 方能
恢復通話)。
投書人鄧先生於 11/16 左右
至北大路曙光小學旁「台灣
銀行」ATM 轉帳提款，臨走忘
將夾帶鍊中現金 20000 元放
在提款機旁，經報案文華派
出所江警員，多日來查證並
經調閱監視器查看，銀行方
面已和警方說:的確是台銀
客戶拿走，但無法提供客戶
姓名、電話、帳號等個資，
警方表示：此案辦到此，技
術上有困難無法再辦下去，
至今案子再也沒有進展，延
宕在警方，投書人表示：警
方及銀行既已由監視器得知
侵佔財務之人是誰？為何不
能續辦，將該案侵佔人繩之
以法？請釋疑？
香山天后宮有 250 年歷史，
建議規劃為老街般景點，增
加觀光產值及帶動地方繁榮
，請參酌辦理。
1. 近調查局中華路 4 段天
橋下跨越鐵路旁路燈不
亮，請修復。
2. 景觀大道接牛埔東路，人
行道電子跑馬燈，字體顯
示只有一半，無法看清，
請修復。

關埔重劃區中，關新路中段
有一座『日光公園』
，是區內
唯一也是僅有的一塊公設綠
地，就重劃區規劃而言已屬
比例偏低；但日前卻被告知
將有停車場及複合式商場的
BOT 案，將取代這唯一的公
園，犧牲所有附近居民健康
、呼吸的綠地，這怎麼會是
號稱健康、樂活的新竹市政
府該有的作為呢？強烈呼籲
暫停這天真又愚不可及的開
發案，附近的道路面積狹小
，現在都已出現空間不足的
問題，試問:單純的住宅區為

警察局

本案本分局已於 12 月 6 日函文台灣銀
行北大分行(竹市警刑字第
1010044045 號)
，調閱相關帳號及開戶人資料，因礙
於偵查不公開之原則，後續偵辦情形
不便在此線上系統向您回覆，如您有
任何相關疑問，請逕洽本分局偵辦人
員。感謝您的來信，敬祝祈安。

城市
行銷處

關於香山天后宮規劃為老街問題，老
街規劃為產業發展處業務，建請產業
發展處來規劃出老街景點，本處也全
力行銷香山老街該地區景點，謝謝您。
1.有關中華路 4 段天橋下路燈不亮乙
節，本府工務處已派員修復完成。
本案承辦人：古慶銀 電話聯繫時
間 12/11 上午 11:00 。
2.有關反映景觀大道與牛埔路之電子
跑馬燈係屬各鄰里設置之設施，該
設施已老舊不堪，本府近日將派員
予以拆除。交通處交通工程與管理
科曾先生(03)5216121 分機 464
【101 年 12 月 7 日電話未接通】
有關您反映關新公園(日光公園)規劃
停車場案，因當地民眾贊成與反對意
見兩極，經本府辦理問卷調查及當地
停車供需情形，研議結果已暫緩執行。

工務處

交通處

都市
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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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會混入商場？未來的交通
、治安、環境的問題又有哪
個單位能夠負責？這豈不可
惜了當初規劃的美意？企盼
政府以前瞻性恢宏的眼光為
市民優先思考規劃打造，才
是幸福城市該有的方向。
關新西街與埔頂路應屬於單
純的住(二)宅區，可是一年
前卻開設了一家 coffee
shop 餐廳，此餐廳每天晚上
皆營業到凌晨 12 點多，尤其
周五~周日更是人聲吵雜，嚴
重影響附近住戶居住品質及
睡眠，而其所排放的油煙更
是未經任何處理即隨意排放
，氣味實在難聞，也影響旁
邊的住戶及所晒衣物，請問
是否有法規可約束餐廳的行
為呢？這餐廳設立是否合法
？是否可依據「六米以下巷
道不得設置餐飲業」之規定
，不得開設餐飲，請回覆。

交通處

警察局

環保局

1.有關您所提問之位置係屬「擬定高
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新竹市部分）（光埔及關
長重劃區部分）細部計畫」案內之
第二種住宅區，其依「都市計畫法
臺灣省施行細則」第十五條作為飲
食店原則尚符合相關規定，且並無
六米以下巷道不得設置餐飲業之
規定。另查建築技術規則使用面積
逾 2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方屬特定建
築物應依該宗基地檢討面臨 8 米以
上道路，規定不足時得自行退縮，
本工務處主管法令部分，亦無 6 米
以下巷道不得設置餐飲業之強制
規定。
2.有關您陳情反映「營業處所之噪音」
一節，依噪音管制法之規定，本市
警察分局將派員前往勸導並通報
本市環保局派員處理。
3.本市環保局於 12 月 3 日至現場稽
查，該店廚房有 2 組油炸鍋，上方
有抽油煙罩，排風口朝後方空地排
放，無後端的油煙防制設備。已於
現場告知業者裝設後端的油煙及
異味處理設備，環保局預計在 12
月再行複查。務必要求改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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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書 人 於 11/28 下 午
18:35 分 左 右 ， 欲 搭 乘 51
路公車，因時間延誤，往
前追車於武凌路與農改路
十字路口公車等紅燈時，
即上前敲門要求司機方便
讓其搭乘，但司機卻不予
理會，當事人隨即又跑往
下 一 站 (大 潤 發 前 )， 因 下
大雨、行走不便，投書人
乘塞車空檔之便又再度上
前敲門懇求司機讓他上車
，終於上車後，司機口氣
極 為 不 佳 說 :不 遵 守 規 定、
還 要 全 車 等 你 一 人 嗎 ?申
訴人表示：司機先生太不
尊重年長者，請予改善服
務態度。

交通處

有關反映情事，業轉請新竹客運公司
查處（將加強教育訓練）
，俟其回覆
後，再行復知台端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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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

有關您來電表示，位於武陵路 73 巷傅
老太太需協助 1 案，本府已於 11/30
與台端及老太太的兒子聯繫，並提供
相關福利措施訊息予傅老太太的兒子
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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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行銷處

有關建議湳雅公園淹水乙案，據已錄
案辦理，並將視明年度財源情形統籌
分配， 若還有任何指教，歡迎來電
（03）5216121-383 新竹市政府城市
行銷處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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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凌 路 73 巷 52 號 2F 有 一
位 101 歲 老 太 太（ 傅 金 蘭 ）
，她 有 位 70 多 歲 沒 工 作 的
兒子，生活拮据，老太太 目
前人住在台大新竹分院中
，希望市府伸出援手予以
幫助。
湳雅公園內目前正增設運動
器材工程中，每逢下雨，公
園內即造成淹水，建議利用
工程施工之便，另建構排水
溝系統於人步道旁，解決下
雨淹水帶來之行路不便。
公園麗池九曲橋樓梯步棧道
平台處，水已溢出淹至橋面
，無法行走、異常危險，請
儘速處理。

城市
行銷處

有關新竹公園麗池九曲橋水溢淹至步
棧道面乙節，本府已排除淹水。若再
有任何疑問，請洽 035216121#259 蔡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