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政府服務中心 101 年 8 月受理民眾反映案件辦理情形表
編號

案號

1

10108030020

2

10108030023

3

10108030037

4

10108030059

5

10108030060

6

投書內容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崧嶺路 57 巷 29 號住宅旁，
樹木倒塌壓到民宅住戶，請
儘速處理。
中華路五段 912 巷至香山路
橋，因颱風天淹水造成路面
淤泥，請儘速派員清理。
五福路二段 120 巷巷口，路
樹倒塌及土石流，影響行路
人及行車安全，請儘速派員
處理。
身心障礙者因搭乘復康巴
士到醫院門診，投書人希望
醫院能優先禮讓身心障礙
者看診時間，以免因回程約
定時間與看診時間有誤差
而擔誤搭乘復康巴士回程
時間。
四維路 83 巷 4 號(弘記家
園)
，汙水管排放汙水不當，造
成四維路 89 巷 7 號住宅後
面牆壁髒亂不堪，產生惡臭
並滋生蚊蟲，影響住戶生活
品質，請儘速派員處理。

觀光處

崧嶺路 57 巷 29 號住宅樹木倒塌壓民宅情
事；本府於 8/3 日派員處理完畢。

工務處

有關該路段路面淤泥，已請承包廠商進場
清理。

市政府

1.五福路二段 120 巷樹木倒塌情事，本府
於 8/5 日派員前往處理完畢。
2.有關上述路段土石流乙節，已請承包廠
商進場清理。
有關您的建議，本局將請本市各醫院配合
辦理，感謝您的來信。

環保局

1.本案於 8 月 7 日稽查(會同陳情人)，該
處防火巷發現洩水現象，已請住戶自行改
善。
2.擇日再稽查追蹤改善情形。

10108030062

大湖路 167 巷至 169 號排水
溝，因颱風造成對面檔土牆
滑落，導致排水溝污泥堵塞
，請儘速派員清理。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大湖路 167 巷至 169 號排水
溝污泥堵塞乙案，本府會同相關單位及里
長現場會勘，將儘速派工清理。

7

10108060013

長春路 154 巷(下川里美)工
地前，道路四處坑洞，請儘
速派員修補。

工務處

本府派員現場勘查後將儘速派員逕行修
復。

8

10108080010

9

10108080009

10

10108090010

公道五路、東進路交叉口的 觀光處
快車道紅綠燈被路樹遮蔽
，請派員修剪。
延平路一段(編號：14847) 工務處
路燈不亮，請儘速派員維
修。
明湖路 456 巷 25 弄 8 號的屋 交通處
主長期佔用其房屋轉角處的

衛生局

公道五路與東進路口，紅綠燈號誌被路樹
遮蔽情事，本府觀光處已於 8/9 日派員前
往處理完畢。
本府已派員修復完成，並於 101.8.13 下
午 14：30 電話回覆。吳先生 5261958
感謝來函反映路霸強佔車位事宜，經派人
實地勘查該地點，為巷內最後端之住家轉

11

10108090037

12

10108090040

13

10108100009

14

10108100011

空地停車，並限制他人停車
於此，且用 A 字鋁梯佔用空
地，煩請查察該空地確屬屋
主使用，還是一般民眾皆可
停放？
1.東區關新路竹科車站前分 觀光處
隔島上，行道樹因颱風來
襲倒塌了多棵，請儘速清 工務處
理。
2.東區關新路、關新西街車
站前（新竹一號）豐邑建
設附近路燈整排不亮，請
檢修。

角處，該處為道路用地(水溝蓋以內)，有
關反映擺放障礙物，本府已聯繫青草湖派
出所依法處理。

武陵路空軍醫院對面「德安
家康」社區前一樓（綠色奇
蹟）餐廳前人行步道上擺置
6-7 個水泥大花盆，站用行
路人路權，請移走。
建華國中操場旁往園區寶
山路 95-113 號之間，應予防
堵藉以避免下雨時，水流至
93 巷 3 弄 13 號投書人家
中，請儘速解決投書人家中
淹水之苦。
武陵路（荷蘭村社區）欲右
轉或左轉大潤發方向十字
路口斑馬線，目前已塗銷一
邊行人穿越斑馬線，但留下
的另一邊斑馬線，因車流量
大，人車干擾情況嚴重，行
人欲穿越斑馬線時，易被轉
彎來車擦撞（車不讓人）
，
險象環生，建議此處紅綠燈
設計應予淨空 10 秒，禮讓
行人先行通過，藉以避免人
車爭道，造成行路人權益不
被重視的感覺。

警察局

有關「武陵路 30 號前(綠色奇蹟）餐廳前
人行走道上擺置水泥大花盆」等情事，本
分局已通報所屬派員勸導業者改善，俾維
用路人權益。

東區
區公所

有關台端反映事項，已經市府及本所有關
單位共同勘查，現有公共排水順暢，由於
台端住宅較道路低，且自設排水管埋設較
低不易排水，宜自行改善。另建議截斷該
處排水恐造成上游淹水，歉難同意辦理，
敬請見諒。
經查該路口行人穿越量尚未達到設置行
人獨立時相之標準。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103 條規定「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
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汽車行
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
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
停讓行人先行通過。汽車行經未劃設行人
穿越道之交岔路口，遇有行人穿越道路
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
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目前本
市行人通行與行車方向皆採同時開放方
式行進，轉彎車輛應優先禮讓行人通過，
未禮讓行人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 48 條第 2 項規定，汽車駕駛人轉
彎時，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暫停讓
行人優先通行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
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本府將請警察
機關協助查核取締，以維護交通安全。

交通處

1.有關反映關新路前分隔島行道樹倒塌
乙節，本府已於 8/11(六)派工扶正完成。
2.有關路燈不亮乙節，本府已於 8/13 派
員前往修復正常，並於 8 月 13 日下午 2:00
電話連繫。

15

10108100012

十七公里海岸花鐘及浪形
觀光處
遮陽蓬建議加裝 LED 燈，美
化夜空及照明。

感謝您寶貴的意見，十七公里海岸建設已
大致完成，目前暫無相關設置規劃，日後
若有相關計畫再行納入規劃。

16

10108130010

香檳一街 58 號附近，道路
泥濘及蚊蠅超多，請予清
理。

17

10108130012

18

10108130044

信義街 72 號斜對面空地
（市府空地）
，有一棵挖一
半的龍眼樹，下雨造成現場
淹水的大坑洞，投書人依現
場牌示所示電話，電請相關
單位處理，經告知
：須等水乾後才能作填補動
作，此舉因未即時處理
，延宕至今已造成投書人地
下室淹水問題，懇請儘速填
補坑洞解決問題。
投書人於 3/26 接到市府停
管科經國路路邊停車繳費
單，但投書人當日並未在此
停車，停管科人員告知：經
查證後會取銷該單
，但 5/3 又再收到
:yyyyy7A10009771 催繳
罰單，投書人再電本府停管
科人員查證後，再告知:過
2 天即可上網查詢已註銷
該單之資訊，投書人再經上
網查詢，的確未再看到該罰
鍰單，但最近 8/13 卻又收
到台北裁決所罰鍰 300 元
之罰單，投書人不解：已由
市府銷單之停車費，為何會
經台北裁決所再度開單，頗
感詫異，又再電話予市府及
裁決所兩單位諮詢，該兩單
位都表示須等查明結果後
才能予投書人交待。此案投
書人表示:
1.投書人車號為:OOOO 白
色小貨車乙輛。
2.一件 20 元停車費因市府
錯誤，讓投書人疲於奔命
應付查證，實感痛心及無
奈，希望市府戮力公務、

本府已通知承包廠商前往清理。另於
101.8.15 下午電話與您連繫得知您所通
報地點應為 48 號旁路口進入後山壁旁土
石待清，本府已通知工務處養護科承辦
人員於承包廠商前往辦理清理時，電話向
您連繫確切位置。
本府業於 101 年 8 月 14 日與您至現場勘
查，並確認本市信義街 72 號斜對面空地
84 號建築物內之坑洞，已由地主自行修
復完善。

工務處

工務處

交通處

經查該筆停車單紀錄係因本府停管員疏
忽，造成台端不便深感歉意，本府承辦人
於 101 年 5 月 3 日註銷停車費，惟未行文
至監理單位註銷罰單，本府已發函(101
年 8 月 14 號府交停字第 101009350 號函)
至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註銷罰單，副本
已抄送至碩亞股份有限公司，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為民服務，此等烏龍事件
勿再發生，並還其公道。
19

10108140025

1.中華路五段 912 巷內尚
有淤泥未清理乾淨。
2.中華路五段 912 巷旁，人
行道路面完全未清理淤
泥，請儘速派員清理。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尚有淤泥未清乾淨乙節，本
府已通知承包商前往將尚未清理乾淨部
分預定於 8 月 17 日進場清理完畢。

20

10108140042

我住的公寓是由北區湳雅
街217巷1號的1-4樓和219
巷1號的1~4樓合倂而成。
整棟公寓共計8戶，其中
217巷1號1樓為餐飲業，他
們多年來私自圍起的電動
鐵捲門佔用公用騎樓的面
積約有一半(作為餐廳倉使
用)，導致出入口變得狹
窄，已經嚴重影響到其他
7戶大門出入口進出空間
，以及大門口停放摩托車
的空間！曾向所屬舊社里
里長反映，但無任何改善
。務請市政府拿出執行的
魄力，還給我們其他7戶小
市民該有的公共空間!
由光復路二段底右邊（全
家福鞋店）
，向左轉至公園
路十字路口的紅綠燈號誌
，請增加左右兩種時相號
誌「←或→」
，以免該處交
通紊亂，異常危險。

北區
區公所

關於台端投書本所回覆如
下：
1.本案本所已派員完成查報業務，並以
101 年 8 月 9 日北建違字第 138 號違章
查報單送請新竹市政府認定在案。
2.又本案違章建築之判定拆除，由新竹市
政府工務處使用管理科及綜合工程科
依職權處理。
3.台端對於本案若尚有疑問建請逕洽本
所經建課，電話：5152525 轉 402 謝
先生，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交通處

有關建議本市光復路二段與公園路路口
光復路往西方向增設左轉保護時相或紅
燈右轉時相乙案，因設置該時相需配合規
劃左轉專用道或右轉專用道，經查該方向
為兩車道配置，且車流方向以直行為主，
左右轉車流比例未符合設置專用時相條
件，故未能予以規劃。
本府已派員於 8.20 修復完成。

21

10108160020

22

10108170019

成功路453號(編號：35)路
燈不亮，請儘速派員維修。

工務處

23

10108200009

榮濱路 70 號(溫哥華社區
)，經下水道工程後，無論
颱風或陣雨，幾乎都會造
成附近淹水，排水溝功能
形同虛設，之前反映後續
答覆是：因抽水站連結未
完成，會儘速研擬對策解
決；但時間已過了二個月
，今 8/18 的雨一樣造成淹
水，希望相關單位研擬對
策 ， 儘 速 解 決 民眾淹水
之苦。

工務處

有關南寮地區淹水情事，本府深感歉意。
該區排水尚未完全改善完成，加上降雨集
中及雨水下水道至出海口段淤塞，以致排
水不及。另針對該路段之排水，本府將邀
請相關單位會勘，以研擬改善對策(業已
於 8 月 27 日下午 4 點左右電話回覆)。

24

10108200013

25

10108200012

26

10108200014

本人非新竹市市民，於
8/19 下午 18:40 在府後
街、世界街口被警員熊維
屏開立闖(單行道罰單)。
針對此案例，有幾點事項
向市政府說明與建議：
1.府後、世界街口地面上
有單行道標示，但後續
長達 100 公尺以上，完
全沒有再繪標示，對於
不熟路況的非新竹市民
，誤闖後完全無法即時
修正。建議是否應在路
段中間再予繪線標示，
避免誤闖後可立即修正
。
2.熊維屏警員雖是依法行
政，但對於外縣市不熟
路況民眾，是否該以宣
導而非直接開單方式處
理，在情、理、法下，
勿只針對(法)去著墨，
讓人民對於員警實難予
以諒解；執法程序應傾
聽民眾心聲而非不近人
情。
3.貴市除了府後街標誌問
題外，加強宣導員警『情
理』及執法程序更為重
要，勿讓市民對員警觀
感不佳，並產生人民與
員警對立關係，煩請貴
市多留意此問題，希望
藉由此案可以扭轉人民
對於警員的印象，謝謝
！
建造人因改建(明湖路 648
巷 8 弄 3 號)建物，房屋整
個結構因而破壞，影響隔
鄰連棟式房屋結構有崩塌
之危險性，請查察並予取
締。

警察局

光復路上班族超多，許多
要去清、交大趕搭客運或
往火車站的民眾。及竹東
往市區的公車，似乎永遠
等不到班次！尤其早上人
潮眾多，只見每一站皆站
滿了長長的人龍在苦等。

交通處

交通處

工務處

1.經查本府北門派出所員警，於 101 年 8
月 19 日 8-20 時執服巡邏勤務，於 18
時 40 分在府後街、世界街口，發現陳
先生駕駛 ILH-656 號重機車，由府後街
（西往東方向）闖單行道行駛，經警鳴
笛攔停告知違規事實後，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 45 條 1 項 1 款規定舉
發，依法執行無不當之處。然貴屬若仍
有不服，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九條規定，於 15 日內逕向處罰機關(監
理單位)陳述意見，或依同條例第 87 條
規定，得於接到裁決書之翌日起 20 日
內，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以確保
個人權益。
2.有關陳先生反映「在府後街路段中間再
予標示，以避免民眾誤闖」部份，經查
旨揭路段起始點已設有單行道標誌，故
請駕駛人行經該路段請依標誌線行駛。
3.貴屬建議「員警取締違規兼顧情、理」
方面，本府責成警察局利用聯合勤教時
機，加強教育員警確實依法行政及遵守
比例原則，期以兼顧情、理、法之原則
下，提升員警執法品質。

台端陳述之明湖路 648 巷 8 弄 3 號建物問
題，經派員至現場勘查，係建築物整修行
為，未發現敲除主要結構情形，於法尚無
限制之規定。惟於整修施工中有損及鄰房
者建物所有權人，應依事實依法負其責
任。
有關您反映竹東往市區公車早上班次不
夠乙案，查屬公路客運路線，本府業已移
請主管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
所新竹市監理站卓處，以維民眾權益，感
謝您的來信。

27

10108210009

28

10108240010

29

10108240035

我因要去台北上班，常因
此錯過客運而遲到，真的
不解交通處是否有規劃、
注意到公車這部份!!
日前已多次去電市政府各
單位投書，其中一次還打到
1999市民服務專線（案件
編號10108100026），但至
今已兩個多星期，雖有各 單
位的來電確認，但投書事
件卻遲遲未有妥善處理。
投書內容如下：
新竹市香檳一街 50 號旁，
與山壁之間留有上次颱風
留下的土石，該土石已造
成居民嚴重的困擾，而且
該山坡有土石流的疑慮，
迫切需要清除留下之土石
與山坡地之加強保護。
我沒有訂閱貴府任何相關
訊息，卻還是收到貴府舉
辦的「2012 風城小鐵人二
項爭霸賽」訊息，訊息不
請自來就是垃圾郵件。
經查，包含貴府所辦活動
，每季我都會收到來自
@body-marketing.com.tw
的活動訊息。
每每向主辦單位提出投書
、停止寄送請求，耗費無
數時間，卻仍會收到相同
來源的郵件，該郵件位址
確為垃圾郵件廠商無誤。
請貴府不要購買垃圾郵件
廠商的服務來辦活動，立
刻將我從郵寄名單刪除，
否則一定抵制、揭發貴府
的行徑。
明湖路 646 號(全家商店)
旁，有一大斜坡，上次蘇
拉颱風來襲即造成土石崩
塌至馬路上事件，幸未造
成意外傷害，懇請市府至
現場勘察評估該斜坡水土
鬆動之危險性及能否加強
水土保持工作，以免它次
颱風來襲時再次造成意外
？

工務處

有關香檳一街 50 號旁土石訂於 8 月 24 日
派工前往清除。

教育處

感謝您對本市體育活動的關心與指教，有
關所提不願接獲活動相關訊息信件乙
案，經查寄發信件信箱為本府「2012 風
城小鐵人二項爭霸賽」活動之承辦單位所
屬，非本府購買垃圾郵件廠商相關服務，
造成您的不便請見諒，已請承辦單位將您
的郵件信箱從收件人群組中刪除，日後該
單位將不再寄發活動資訊至您的信箱。
祝福您 平安順心。

產業
發展處

本案已於 101 年 8 月 28 日邀集水保服務
團技師辦理現場會勘，現場邊坡有約
3m*5m 之裸露，本處將查明該地地主並函
文要求做好水保處理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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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27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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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27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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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27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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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270029

國華街 55 號每天下午:
2:00-4:00（已月餘）
，警
方三部警用機車及警員站
崗其店家門口：屋主表示
：此舉影響店家生意及民
眾停車方便，煩請警力徹
離商家遠處停駐，以免影
響店家生計。
明湖路 393 巷十字路口對
面房子（悅荷）透天厝於
去年建造完成，未建造之
前繪設之紅線已消失，此
處早上上班車輛眾多，附
近路邊停車嚴重，造成雙
線道變成四線道之危險狀
況，請回復路邊紅線之繪
設標誌。以維交通安全。
請增加內湖路段免費公車
路線，方便民眾搭乘。

警察局

本分局已通報湳雅派出所勿影響商家營
業，並不定時變更路檢時段、地點，俾維
市民權益。

交通處

經查明湖路 393 巷巷口標線，因道路加封
後標線未復舊完整，本府已於 101 年 8
月 30 日派員補繪完成。

交通處

投書人於 7/9 以限時掛號
函郵寄市府建管科收，內
容為:有關大樓不守規定
管理問題投書，第二天即
接到一位小姐打電話給投
書人:責備其不該郵寄給
建管科，應正確寫(工務
處)才對，投書人表示以下
看法：
1.民眾並不了解正確承辦
單位是哪？承辦員怎可
責怪民眾收件人寫錯，
何況建管科本就隸屬工
務處內部其中一單位。
2.該案件投書人打電話至
本府詢問，才知 8/23 本
府才寄出回覆信件。
3.請市府團隊勿將案件拖
至一個半月才予民眾回
覆。

工務處

有關您建議增加內湖路免費公車乙案，查
本府「100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
竹塹小巴溫馨接駁服務計畫」案內，80
路「香山公所－南港」規劃行經中華路、
內湖路、公義路、南港街（南港社區活動
中心）等地，尚符台端所需；惟本案係採
用電動中型巴士營運，目前電動中巴產品
甫研發完成，需俟其審驗合格方可上路營
運，以符法令規範並保障乘客安全，預計
明（102）年初開始營運，尚請台端諒察，
屆時歡迎踴躍搭乘。
感謝您對市政之建言，您的意見本府會檢
討改進。感謝您的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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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270030

1.景觀大道、牛埔東路三
叉路口路燈不亮。
2.中華路四段 178 巷 25 號
圍籬，影響行車安全。
請予一併處理。

工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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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270031

有關府後街、世界街口被
警員熊維屏開立闖單行道
罰單乙事。送件至今已一
星期以上，仍未收到任何
回覆，以下三件事項，煩
請貴府能了解：
1.無論是否為貴市責任，
應該都要作基本回覆，
不然投訴該管道，形同
虛設！
2.開單效率高，投書卻無
法一樣有效率，令人質
疑貴市作業程序有瑕疵
！
3.罰款+手續費 910 元，本
人已繳，若貴府連基本
回覆都沒有，將直接發
信給市長、行政院以上
有關單位與媒體記者！

交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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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280021

1.環保局附近藍球架已快
倒塌，請儘快扶正修復
。
2.海天一線附近髒亂不堪
，請有關單位勤於清理
，維護風景區形象。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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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280023

經國路果菜批發市場內，
摩托車亂竄，造成買菜購
物民眾膽戰心驚，建議市
府於入口處派員管制車輛
進入。

產業
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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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290008

新竹市承辦 65 歲申請悠
遊卡條件(須滿 65 歲)才
能申請，投書人建議：請
參考台北市作法，前 1 個
月即可申請辦理事項，生
日當天發與當事人，既有
意義又可當日使用。

社會處

有關您所映事項本府回覆如下：
1.景觀大道、牛埔東路三叉路口路燈不
亮，因該燈桿高度本府維修車高度不足，
無法維修，已請承包儘速前往修復。
2.違建部分為三樓以上舊有建築增建及
屋側一樓舊有建築違建，本府將依順序排
序辦理。
感謝您對本市道路交通現況提出建議，經
查旨揭路段起始點已設有單行道標誌，並
無不妥，請駕駛人行經該路段依標誌標線
行駛。

1.經查近日因南寮地區氣候較不穩定(氣
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故暫時將籃球架放
倒暫停使用，以維護設施及人員安全，並
於警報解除後扶正設施重新啟用。
2.另有關海天一線公園環 境清潔問題，
本府已於 101 年 8 月 30 日完成割草及環
境清理工作。
首先，謹代表市府團隊感謝
您對市政的關心與支持。
1.已函文新竹果菜公司管理車輛進入。
2.電話告知蔡先生，請新竹農產運銷公司
改善。
有關您建議本市敬老卡可參照台北市辦
理方式，於年滿 65 歲前 1 個月申請，本
府補助老人搭乘公車電子票卡一事，由於
目前本府所辦理之電子票卡系統尚未設
定每位長者生日當日開卡使用，針對台端
所建議提前 1 個月申請部分，本府將您的
意見納入未來規劃參考，感謝您的寶貴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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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290024

不知道園區內各主要十字
路口，是否均有裝監視器
？自從我回新竹三年，已
經耳聞或眼見園區各十字
路口，常有車禍發生，個
人平均間隔數月即看到一
件。但聽到的都是未裝監
視器!
甚至園區大門與光復路十
字路口亦無？
為何在車禍頻繁又上下班
人數如此多的重要地點，
數年來均無監視器之安裝
？實在令人百思不解。
盼市政府能儘早安裝，或
監督相關單位儘快安裝，
讓園區為數眾多之工作人
口獲得更安心之上、下班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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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290026

41

10108300012

建議是否可以將北區衛生
所的體檢業務時間調整為
早上作業，一般體檢應該
皆要空腹才能作抽血檢查
，目前是下午 2:00~4:00，
此舉造成民眾飲食的不方
便，請參考改善。
長和街 20 巷 4 號路燈不
亮，請儘速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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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310006

投書人表示:光復路 2 處
紅綠燈標誌秒數設定有爭
議：
1.光復路、新莊街十字路
口紅綠燈，該路段其一
旁有一小巷，另一邊為
雙線道，但卻在新莊街
穿越道上設定秒數為 90
秒，該設計有本末倒置
之爭議，(光復路實為主
幹道)，應與新莊街設定
秒數作相反之調整才能
疏解光復路車流量擁塞
之交通狀況。
2.光復路 1 段 354 巷，該
小巷亦為紅燈設定秒數
90 秒，亦為一錯誤之設

警察局

北區
衛生所

工務處

交通處

有關民眾（O 小姐）101 年 8 月 29 日反映
事項，針對「園區內各主要路口，是否
均有裝監視器」部分，本局答復如下：
1.經查陳情人所指地點（園區內），係屬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管轄，並非新竹市
政府，惠請陳情人逕向該局反映。
2.依據「新竹市監視錄影系統設置管理維
護要點」規定，監視錄影系統之設置係
以治安要點、交通要衝、重要路口、偏
僻巷弄及其他公共安全上有需要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為主。並非提供
民眾特定人士申請需要而設置。陳情人
所指光復路（園區大門附近），經查已
有裝設，未來本局將逐步增加建置密
度，以達治安、交通維護之需求。

本所體檢抽血主要是針對性傳染病，故不
需空腹，所以體檢時間仍維持在每週四下
午 14:00-16:00，謝謝您的來信

經現場勘查因該地點房屋拆除致路燈線
路電源消失，本府已請里長協調該處民
宅牆壁同意裝設線架及線路後再派員施
工，本府於 09.04 下午 2 時 10 分電話
聯繫。
有關反映本市光復路一段與新莊街 459
巷時制計畫問題，經查該路口執行遲閉
二時相運作，尖峰時段週期 200 秒第一時
相，光復路通行時間至少 136 秒以上，第
二時相為新莊街 459 巷通行 64 秒以上；
離峰時段週期 120 秒第一時相為 80 秒，
第二時相為 40 秒。另光復路一段與關新
路 335 巷 354 巷為一路型複雜之五叉路
口，且光復路車流量大，尖峰時段執行五
時相運作，週期 200 秒，光復路 354 巷通
行時間為 28~31 秒間；離峰時段執行四時
相運作，週期為 120~160 秒間，光復路
354 巷通行時間為 20~22 秒間。上述二路
口時制計畫皆以光復路群組續進規劃設
計，各週期之時比亦以車流量多寡分配，
尚請詳查。

定。無解於光復路交通
之舒緩。與上狀況亦同
。請一併評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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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8310017

新竹市民族路 241 巷（死
巷）90 度轉角處，長期停
駐一部車輛，有礙該巷口
其它車輛會車通行，請予
取締開單，才能杜絕該車
違法行徑，確保巷內通行。

警察局

1.有關您來函反映，民族路 241 巷轉角處
長期停駐一部車輛，有礙通行。本分局
非常重視，已立即派員查處。
2.為掌控第一時間有效處理及強化執法
效能，本分局建議您，如遇有相同情形
時，請立即撥打 110 或 03-5728750、
東門派出所 03-5222607 電話報案，本
分局將立即派員到場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