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政府服務中心 102
編號

案號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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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208010016

中華路鐵路旁，新竹國小附
近興學公園內的公共水源，
被附近(家禾冷氣行)轉接私
用於自家營業回收之冷氣機
清洗，請相關單位加裝鎖頭
控管，並取締違法竊水。

城市
行銷處

興學公園內澆灌植栽用水，被民眾轉
接私用乙案，本府業於 102 年 8 月 6
日派員於水龍頭加裝鎖頭控管完竣，
並勸導附近民眾勿再私接水源己用。
若還有任何指教，歡迎來電
5216121-383 城市行銷處:楊先生。

2

10208060018

8/6 下午投書人在北大路 12
號大樓前停車，人還站在車
旁，拖吊人員飛快貼上封條
，迅速輪胎上架，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既未鳴笛，也不
理會現場車主，經投書人以
身擋車，才被放行，此案件
已造成下列事項民眾觀感不
良：
1. 未先鳴笛即上架拖走。
2. 黃色貼紙當著投書人面
前快速貼於 4 門上(警員
:彭浩洲)。
3. 投書人即使站在車旁，也
強行拖吊。
4. 態度惡劣如同土匪。
5. 該事件是否造成普遍民
怨。

警察局

查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
案件要點第 14 點第 1 項規定：「無具
體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聯絡方式
者。」受理機關得依分層負責權限規
定，不予處理，但仍應予以登記，以
利查考。
本案聯絡人員：黃竹青
聯絡電話：03-5250382

3

10208080017

民族路 30 巷(四海遊龍旁)巷
口，道路標示牌歪斜，請派
員扶正或重置。

交通處

4

10208080018

免費公車 55 路(園區段)班次
與時刻表不相符合，並且時
常脫班，請改善。

交通處

有關反應本市民族路 30 巷口道路標
示牌歪斜乙案，本府於 102 年 8 月 9
日已派員移除，並錄案辦理，將依本
（102）年度預算額度及申請順序逐一
設置，市府感謝您的來信指教，敬祝
愉快。
有關您反映 55 路免費公車時刻表不
準乙案，查本市 55、57 路公車係以 6
輛電動公車接替行駛，57 路闢駛以
來，其行經市中心區路段常因市區交
通壅塞，造成未能及時返回新安站發
車，造成 55 路免費公車竹科往南寮方
向時刻誤點，本府近期綜整營運資料
檢討後調整。造成您的不便，還請見
諒。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
迎您與本府交通處大眾運輸科)溫小
姐 聯 繫 （ 電 話 ： 03-5216121 分 機
476）
。

5

10208130011

新莊街 148 巷 15 號，新裝置
LED 路燈太亮、過於刺眼，請
改善。

工務處

6

10208140005

明湖路 321 巷對面，路面凹
洞，請派員處理。

交通處

7

10208150010

經國路一段 398 巷 7~9 號轉
彎處，民眾私自於水溝蓋上
加蓋半圓型水泥牆，造成用
路人不便，請業務單位：
1.拆除此牆面。
2.並於該路口加裝反射鏡。

工務處

8

10208150047

體育街 20 號(舊消防局)，環
境髒亂、鼠輩出沒，請儘快
清潔處理。

9

10208150048

10

10208190010

OO 路 O 號 1-2 樓為同一住
戶，該住戶利用 1 樓空間長
期堆置回收物於屋內，造成
惡臭，鄰居無法忍受，經反
映里長及環保局，均以依公
寓管理條例於屋內堆置，因
無法源依據取締為由，不了
了之，建請相關單位徹底解
決問題，投書人表示:台中市
經查於屋內堆砌回收物、造
成環境污染者，罰鍰四萬元
整，可資參考。
明湖路 294 號左方，路面凹
洞，請派員處理。

環保局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新莊街 148 巷 15
號路燈太亮乙節，經本府派員勘查結
果，通報地點本府已派員調整完成。
感謝您的來信。(本案於 102.8.14 上
午 10 時電話連繫)，本府工務處楊先
生（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4 或
5736251)路燈維修專線反映。
有關台端所反映本市明湖路 321 巷對
面車道路面凹洞問題，本府已派工於
8 月 14 日修復完成。感謝您的來信。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
與本府工務處養護科張先生聯繫（電
話：03-521612 分機 294）
。
1.已通知東區區公所派員查處。本案
經現場勘查本市經國路一段 398 巷 7
號前有佔用排水溝施作水泥溝構造物
情形，已函文本市稅務局查明所有權
人，俟查明後函請所有權人限期改
善，逾期未自行改善者處以罰鍰。
2.有關建議於本市經國路一段 398 巷
7~9 號裝設反射鏡乙案，經查旨揭段
路暫無適當設置地點。如您尚有疑問
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交通處
交通工程與管理科陳先生聯繫（電
話：03-5216121 分機 464）(已於 102
年 8 月 19 日聯繫當事人)
1.於現場勘查確有污染情事。
2.將查明土地所有人後發文通知改
善。
3.納入本市空地、空屋髒亂點列管。
環保局環境衛生管理科承
辦人:王榮光 5368920-4011
1.本局於 8 月 16 日會同社區劉總幹事
前往稽查。
2.現場回收住戶大門深鎖，外圍聞不
到臭味，未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
定。
3.另，貴社區劉總幹事表示:已依公寓
大廈條例請新竹市政府工務處函
文行人限期改善。
環保局環境衛生管理科
承辦人:楊桂淑 5368920 轉
4007 已回覆陳情人。
有關反映明湖路 294 號左方，路面凹
洞乙節，本府已於 8 月 21 日派工修復
完成。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
歡迎您與本府工務處養護科張先生聯
繫（電話：5216121 分機 294）。

11

10208210010

中華路 4 段 411 巷(牛埔里山
坡長巷)為既成道路，該路段
因路樹枝繁葉茂，造成擋路
燈、攀電線及樹倒塌之狀況
，請儘速派員修剪處理。

城市
行銷處

12

10208210011

中華路一段，時常挖補及工
程施工，路面像似補破丁的
乞丐裝，車輛行走其間巔頗
不平，請予刨除、重新整鋪。

工務處

13

10208230020

行政處

14

10208230027

投書人因在外，以行動電話
撥市府 0800084088 免付費電
話，但沒轉接功能，投書人
必須再重新撥號，非常不方
便，投書人認為：既然是為
民服務，為何不能做到服務
百分百(新竹縣即有此功能)
，建請市府尊重民意予以設
定轉接功能。
投書人前往北區衛生所替孩
子索取保險套，承辦員告知
已半個月缺貨了，經詢問東
區衛生所一樣告知缺貨，請
釋疑？

15

10208260007

十八尖山飲水機時常無水供
應，是機器故障或人為疏失
，請儘速派員處理。

城市
行銷處

衛生局

有關反映中華路 4 段 411 巷樹木擋路
燈、攀電線及倒塌等情事，本府城市
行銷處已錄案辦理，本處已於 8/21
日派員前往將倒塌樹木移除，另，擋
路燈及攀電線部分，並排入本處喬木
修樹工作表，俟日後再行派工前往處
理，屆時歡迎台端蒞臨指導，本案並
於 8/23 日 10 時 50 分電話回覆民眾，
如尚有其他疑問或意見，歡迎電話聯
繫 5216121 轉 261 鍾先生。
台端反映本市中華路一段道路不平乙
案，經查本府 102 年度預計辦理中華
路一段(太原路口至公道五路)刨除加
封改善，惟因需管線單位配合辦理人
手孔下地作業，加封時程將會依實際
下地作業辦理情形而有所不同。感謝
您的來信。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
見，亦歡迎您與本府工務處養護科楊
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5）
。
已於 102.8.22 上午 11:57 分電話告知
陳情人。
來信敬悉，非常感謝您的建議，關於
免付費電話無法轉接部分，本府將進
行改善。
免付費電話是基於能立即為民眾服務
而設立，未能直接解決您的問題本府
深感歉意，將加強員工教育訓練，期
能做到單一窗口為民眾服務之目標，
歡迎您持續給予本府批評與指教。
有關本局及三區衛生所代售台灣婦幼
衛生協會避孕器材衛生套缺貨事件，
造成您的困擾深感抱歉。
本局業於 10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5 時
10 分與您聯繫，並述明本市辦理情
形，實因台灣婦幼衛生協會（進貨單
位）嚴重缺貨，造成全省衛生套供應
不及，本局將持續與台灣婦幼衛生協
會聯繫，到貨情形並適時辦理進貨。
另，在政府大力推廣安全性行為保護
觀念下，衛生套之販售已遍及全省 24
小時便利商店、藥局、藥妝店…等均
有販售。
有關台端反映十八尖山飲水機無水乙
節，乃由於水管破裂所造成，已於
8/26 早上 11 點修復，如有問題請電
洽 03-5216121*262 楊小姐，8/26 民
眾電話無接聽。

16

10208270005

17

10208270007

1. 中正路 168-180 號違建
戶，已投書一年尚未處
理。
2. 中正路 284 巷 268 號，亦
為違建。
綜上，請儘速處理。
1.明湖路 575 巷(大眾廟紅燈
處)，路面坑洞。
2.明湖路 575 巷 5 號，路面
坑洞。

工務處

本案依規排入拆除作業中。如您尚有
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工
務處綜合工程科黃先生聯繫（電話：
5216121 分機 283）
。

工務處

有關反映路段路面坑洞乙節，正確地
點應為南大路 575 巷 5 號，本府將派
員進行修復。已電話與李小姐確認地
點。感謝您的來信。如您尚有疑問或
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工務處養
護科張先生聯繫（電話：5216121 分
機 294）
。
關於反映中正路往 68 號快速道路坑
洞問題，本府已於 8 月 27 日修復完
成。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
迎您與本府工務處養護科張先生聯繫
（電話：5216121 分機 294）。
本局於 8 月 28 日早上電洽台端，該路
段每天均有派員清掃，落葉期間也請
清掃加強維護整潔。承辦人林宗逸
5388406-20
依據內政部 102 年 8 月 1 日新修正之
『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
像檔建置管理辦理』第 9 條第 1 項之
規定：
「戶政事務所受理初領、補領、
換領或全面換領國民身分證，應切實
核對查明本人戶籍資料、歷次相片影
像資料及人貌，並將所繳交相片掃描
建置影像檔，列印於國民身分證。核
對本人容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其他
附有相片之證件或相關人證等方式，
以確定身分。」同條第 2 項亦規定：
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請領
國民身分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申
請，初領或補領國民身分證，應核對
本人人貌。
因身分證乃個人身分識別之重要證
件，為防堵偽冒領事件層出不窮，內
政部甫於本年八月修正通過本相關規
定，並要求戶所受理初辦身分證及發
證時需核對本人人貌。
另，有關本所到校受理國中三年級學
生初領身分證，往例與學校排定時間
為每年 3 月份到校服務，由於內政部
係今年 8 月份修改身分證初補換領之
相關規定，本所定將加強與學校溝
通，告知是項規定。同時非常感謝您
的來信，若尚有任何疑問請洽

請派員處理

18

10208270008

中正路轉往 68 快速道路口，
路面 3~4 處坑洞，請派員處
理。

工務處

19

10208270015

中正路(美乃斯)至圓環處，
沿途路邊堆積許多落葉，影
響市容，請儘速清理環境。

環保局

20

10208270020

投書人 8 月 27 日下午 1：30
東區
分至東區戶政 3 號櫃台，辦 戶政事務所
理有關小孩身分證請領問題
，投書人感覺:
1.承辦員的回覆不夠專業。
2.有關學童身分證核發問題
已由學校統籌辦理，但須
自行申辦者，須學童本人
親自至戶政單位申辦，光
華國中未盡告知學生家長
之義務。造成家長申辦上
之困擾。

21

10208270023

明湖路 648 巷口有一路燈不
亮，編號(高幹青草 45 左 1，
D9482、GA06)，請派員修復。

工務處

22

10208270024

青草湖湖岸邊，九盞路燈不
亮。請修復。

工務處

23

10208280019

西大路 780 巷 13 弄，投書人
認為：
1. 該巷道既為私有土地，為
何繪置黃線(繪置前交通
處承諾會與投書人聯繫)
，但至今從未接到交通處
電話通知？
2.投書人表示該巷道附近施
作汙水下水道工程，其間
有與相關單位聯繫，稱該
工程尚有討論空間，但至
今未接有關單位電話聯繫
。
3.此巷道旁有一建築工地，
其圍欄有 1 米半的使用空
間(超過黃線)，是否合理
？
4.綜上，投書人認為工地既
有 1 米半使用空間，為何
巷道住家卻無 1 米半使用
空間?

市政府

24

10208290011

投書人母親入籍新竹市 6 年，
至今未接獲通知辦理安老津
貼，投書人不滿業務單位未
盡告知義務，以及無法追溯
之前未請領之津貼，請釋疑?

社會處

5226020 分機 11 鄭小姐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明湖路 648 巷口路
燈不亮乙節，經本府派員勘查結果，
通報地點本府已派員修復完成。(本案
於 102.8.30 下午 1:00 電話連繫)。
有關青草湖岸邊 9 盞路燈不亮乙節，
本府將派員於夜間巡查後再儘速前往
修復。
感謝您的來信。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
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工務處養護科
呂振元先生聯繫（電話：
0932-949691）
。
1.西大路 780 巷 8 號前與 13 弄口，標
線係配合本市消防局列管編號 18 號
之消防巷道劃設，如有疑義請與本市
消防局聯繫辦理。如您尚有疑問或其
他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交通處交通
工程與管理科林先生聯繫（電話：
03-5216121 分機 464）
。(已於 102 年
9 月 3 日聯繫當事人) 。
2.該巷道既是私有土地，西大路 780
巷 13 弄下水道工程施工協調乙案，本
府已責成監造單位於 8/30 與您說
明，因污水下水道工程規劃，係以最
低成本的方式設計，容納最大接管範
圍，故管線埋設路徑規劃異動難度
大，且下水道工程以短管推進方式施
築，大約每 40 公尺處即需設置工作
井，實際施築位置可依現場狀況略微
調整。
3.另建築工地超過黃線，經現場勘查
未發現所述情事。如尚有疑問或其他
意見，仍請來電 5216121 分機 393，
與本府工務處下水道科林友勝先生聯
繫。
本府於 10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10:30
分與台端聯繫並針對令堂狀況加以說
明。
依本府安老津貼實施要點第 4 點：
「本
津貼採申請制，具第二點規定資格
者，得備妥身分證、三個月內戶籍謄
本、私章、郵局存簿封面影本、個人
所得證明、財產清單及其他證明文
件，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及第
五點：
「凡於當月十五日以前申請，經
區公所審核通過者，自當月起發給本
津貼；凡於當月十六日以後申請，
經區公所審核通過者，自次月起發給
本津貼」
。依前揭條文之規定，安老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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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290013

關東路 180 號附近因道路施
工，路面鋪一鐵板，車輛經
過發出極大噪音，請移除鐵
板，改以三角錐替代。

工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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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8300011

中華路一段 239 號(BMW 中鎂
汽車)附近，空氣中時有瀰漫
鹽酸味，令人嗆鼻咳嗽，環
保局已勘查 3 次並未解決，
請予徹底解決問題。

環保局

貼採申請制，申請且經審核通過者，
亦不能追溯領取申請前之津貼，故令
堂無法追溯領取申請前之安老津貼。
另，有關台端提出業務單位未盡告知
義務 1 事，本府將加強宣導，讓民眾
了解安老津貼申請之相關規定，以保
障長輩福利權益。
本案仍有疑問，歡迎來電洽詢本府社
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羅小姐，
聯絡電話：03-5216121 轉分機 405。
有關所反映關東路 180 號因施工覆蓋
鐵板產生噪音乙節，經查係為中華電
信公司管線施工，目前已施工完成。
本府已轉知爾後施工時覆蓋鐵板應作
好噪音減量避免擾民。感謝您的來
信。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
迎您與本府工務處養護科余先生聯繫
（電話：5216121 分機 294）。
1.本局 8 月 30 日現場稽查至陳情區，
確實聞到輕微刺鼻異味，並隨後慢慢
恢復正常，本局沿著台肥廠區後方小
路(陳情區與台肥廠中間)巡查是否有
異味，並無發現其異常氣味，以後本
局將針對陳情區域週圍之非列管工廠
及台肥作不定時巡查。
2.台肥公司於早上 10:45 因硫酸工廠
節熱器進口端破漏，已立即停止運
作，並於 1 小時內向本局報備，依據
業者表示：已請承包商立即修復，並
於下午 2 點左右搶修完成，
事後將提送改善報告書向本局說明。
環保局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科承辦人
楊玉玲 5368920-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