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政府服務中心 103

年

月受理民眾反映案件辦理情形表

編號

案號

1

10311030050

1.東門街與中華路 2 段路
口，安全島上選舉旗幟
廣告太過密集，影響行
車視線。
2.東大路橋下方(中華路
2 段)亦是。
請派員拆除。

環保局

2

10311040014

建案名稱:本事，基地座
落於青草湖國小對面，該
公司將廣告看板約 30 公
分＊70 公分(材質金屬)
用螺絲固定於路燈桿，致

環保局

3

10311040029

4

10311040033

投書內容

11

明湖路、柴橋路整條路，
此舉破壞公家公務，請派
員拆除違規 廣 告並 裁 罰
廣告公司及建商。
寶山植物園 入口處 起 至
全國加油站前(往園區方
向)，行人道太陽能路燈
不亮約 60 盞，請派員修
復。

青草湖國小對面街道，道
路兩側水銀 路燈前 後 間
距過近，照明太亮，過於
浪費且設計不良，市民詢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新竹市政府業於 103 年 10 月 14 日
公告「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競選活動期間競選廣告物之設置
時間及地點。競選廣告物設置時間
自公告日起至今（103）年 11 月
28 日止，各候選人得於主辦事處
（競選總部）周圍 50 公尺以內、
競選辦事處 30 公尺以內之道路設
置選舉廣告旗幟，但不得妨礙公共
安全及公共交通。台端所陳情選舉
廣告旗幟路段，環保局將針對違規
競選廣告物予以清除，以維市容環
境。
環保局環境衛生管理科
承辦人林金月 03-5368920-4032
備註：已於 103 年 11 月 4 日 15：
09 至 15:15 兩次電話回覆陳情
人，未接電話。
有關陳述"建案名稱:本事，金屬廣
告看板用螺絲固定於路燈桿等處
乙案，本局於 12 月 1 日上午與陳
情人溝通討論本案，陳情人表示該
廣勿誤已拆除完畢。
備註:於 12 月 1 日 11:25 電話回覆
陳情人。
環境衛生管理科
承辦人林金月 03-5368920-4032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細心關注本市設施，並反映
寶山植物園至全國加油站行人道
燈不亮乙案，本府已於 11 月 5 日
通知外包廠商報修，並於 11 月 05
日上午 0950 時與您聯繫，如尚有
其他疑問或意見，歡迎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262.謝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有專人為您服
務。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

工務處

有關反映地點經查為自辦重劃區
設計，監單位為民間自辦重劃會所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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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該路段是 由何單 位 發
包、設計監 造的， 請 說
明。

務處養護科楊先生聯繫（電話：
03-5216121 分機 294 或 5736250
路燈維修專線反映）。新竹市政府
工務處 敬上(已電話於 103.11.5
上午 9 時說明)

5

10311060046

景觀大道頂 埔高架 橋 路
燈故障不亮(拱形造
型)，已反映數次，請派
員儘速修復。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景觀大道拱型
橋上景觀日光燈不亮乙節，本府將
再儘速派員前往檢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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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聯繫
（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4 或
5736251 路燈維修專線反映）。最
後敬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工
務處 敬上(經電話連繫；惟未獲接
聽)

6

10311060048

中華路四段 頂福人 行 陸
橋跑馬燈字 幕顯示 不 清
(已反映數次)，如不修復
請立即拆除，節約電源。

交通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頂福人行路橋跑
馬燈字看不清楚一事，首先感謝您
對本府的關心與建議，經本府廖先
生於 103 年 11 月 10 日與您電話聯
繫說明，茲以書面回復如下：經查
旨案係屬本府工務處養護工程科
權管，本府已將台端意見轉陳卓
處。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64，廖
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
有專人為您服務。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敬上

7

10311060049

中華路 4~5 段，兩側人行
道遭中古車長期佔用，影
響行人通行 ，請派 員 處
理。

警察局

有關您來信反映新竹市中華路 4-5
段中古車商占用人行道一事，首先
感謝您對本分局交通方面的關心
與建議，經本分局賀先生於 103 年
11 月 10 日與您電話聯繫，茲以書
面回復如下：
經本分局轄區香山、中華、朝山等
三所派員前往查處，業已依規勸導
多件在案，並責令車商不得再占用
人行道；已請轄區香山、中華、朝
山等三所持續加強該路段交通違
規取締，以維人車安暢。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24168 分機 2509，
賀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
將有專人為您服務。新竹市警察局
第三分局敬上

8

10311070040

1.民權路 213 號至 219 號
前(約 30 公 尺) 標 線 脫
漆，原為黃線但未刨除塗
銷直接繪製紅線，因脫漆
標線呈現黃紅顏色相
間，建請先行刨除再重新
繪製。2.民權路 213 號前
路面中間雙 黃線已 不 清
楚，請補繪。

交通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本市民權路 213
號至 219 號前標線問題一事，經本
府交通處陳先生於 103 年 11 月 10
日與您電話聯繫說明回復如下：本
府將儘速派員前往巡視補繪模糊
標線，以維護交通安暢，如您尚有
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接洽詢：
03-5216121 分機 464，陳先生；或
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有專人為
您服務。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敬上
有關「振興路起至中華路六段、香
山大庄、香山國小前等處，電線桿
綑綁廣告看板（木製）
，影響市容，
請取締並拆除」乙案，環保局已於
11 月 18 日派員稽查，未發現上述
廣告看板（木製）。
環保局環境衛生管理科
承辦人林金月 03-5368920-4032
於 11 月 19 日 11：21 電話回覆陳
情人。

9

10311070046

1.振興路起 至中華 路 6
段。
2.香山大庄。
3.香山國小前，仲介公司
於電線桿綑綁廣告看
板(木製)，影響市容，
請派員取締並拆除。

環保局

10

10311100032

1.中華路與 林森路 交 路
口，第一支路燈不亮，
請修復。
2. 頭 前 溪 橋 ( 往 南 下 方
向)，橋頭算起第二支
路燈不亮，請派員修
復。

工務處

有關反映中華路與林森路交叉路
口，第一支路燈不亮乙節，經查為
地下路燈線路損壞，已通知承包商
儘速前往修復。另頭前溪橋(往南
下方向)，橋頭算起第二支路燈不
亮乙節，本府已派員修復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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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楊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4 或 5736250 路燈維修專線
反映）。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已於 103.11.11 上午 10 時 30 分
電話連繫)

11

10311100033

新竹火車站前 SOGO 旁紅
綠燈號誌故障(往北上方
向)，請派員處理。

交通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本市新竹火車站
前 SOGO 旁紅綠燈號誌一事，首先
感謝您對本府交通處有關的關心
與建議，經本府交通處梁先生於
103 年 11 月 10 日與您電話聯繫說
明，茲以書面回復如下：
由於此處路口為本市 102 年度智
慧化交通基礎建設之施作路口，路
口時制計畫將配合行人偵測計畫
動態調整號誌運作模式。故請用路
人遵照交通號誌標誌及標線依序
行進，務必遵守紅燈停綠燈行之規
則，以維交通順暢及安全。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37，梁
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
有專人為您服務。新竹市政府交通
處敬上
12

10311120018

車站前(SOGO 站前店轉彎
處)的大型倒數計時器因
損壞遭關閉，請儘速恢復
正常運作。

交通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本市大型倒數計
時器一事，首先感謝您對本府交通
處有關的關心與建議，經本府交通
處梁先生於 103 年 11 月 12 日與您
電話聯繫說明，茲以書面回復如
下：
本市中華路 SOGO 以及火車站週
邊，由於目前實施幹道時制重整相
關計畫案，故於特定時段將進行動
態性時制計畫之執行。因此，配合
相關計畫之實施，倒數計時偶有關
閉現象，本府將派員進行了解。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37，梁
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
有專人為您服務。新竹市政府交通
處敬上

13

10311130043

公道三(竹光路)橋面寬
度設計太狹小，沒有機車
道，投書人表示有意見，
請相關單位說明。

工務處

有關詢問「新竹市公道三(客雅溪
防汛道路至牛埔東路)新闢工程後
續工程」(即竹香南路跨越客雅溪
橋橋梁工程」未設機車道乙事，查
該工程橋面寬度 20 公尺，中央分
隔島 0.8 公尺，雙向各配置 1 快車
道(3.5 公尺)、1 混合車道(4.1 公
尺)及人行道(2 公尺)，並無多餘
空間劃設機車專用道，且本橋梁主
要作為竹香南、北路之聯絡道路，
非公道三之主線，經評估設置混合
車道足供機車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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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科
林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286）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
上(已電話於 103.11.
14 上午 9 時 4 分電話說明)

14

10311130044

景觀大道為 新竹市 八 大
夜景之一，建請儘速修復
故障之路燈，提供明亮照
明，以保障用路人行車平
安。

工務處

有關景觀大道路燈故障乙節，本府
將派員修復隔音牆夜間照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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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或 5736250 路燈維修專線

反映）。新竹市政府工務處敬上
(已於 103.11.18 上午 10 時 50 分
電話連繫)
15

10311130047

投書人表示新竹市道路
狹小不建議推行
windBike 的系統，因竹市
道路不像北市路寬，且近
日北市發生有民眾騎乘
YouBike 摔死，為維護市
民安全，建議改建為捷運
或地下鐵。

16

10311140033

文化中心對面籃球場(東 城市行銷處
大路)，球場內投球籃框
損壞 易卡球 ， 請派 員 修
復。

感謝您反映文化中心東大路對面
籃球場藍框損壞乙案，經本府派員
巡查籃框無損壞情形，感謝您對於
市政建設的細心觀察與指導，倘相
關疑義請洽 03-5216121#261 觀光
設施科許先生，(本案為文化中心
代轉已電話回覆文化中心)
新竹市政府 敬復

17

10311170031

本人居住新竹市光復路
二段 882 號 2 樓之 2，樓
下 886 號今年 10 月中遷
入「奇緣 歡唱 美食 咖
啡」餐廳，電話:
03-5615170，該店面星期
一到星期五客源不多、生
意普通，但到了星期五及

有關您所提「KTV 於住宅區營業」
乙案，經查「奇緣歡唱美食咖啡」
、
業已辦妥商業登記在案(統編:
40992076，營業項目：餐館業、飲
料店業），依經濟部 100 年 11 月
28 日經商字第 10002158090 號函
釋「...，其餘法規非禁止或限制
之業務，均得以經營，且經營法令

交通處

產業
發展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公共自行車系統
一事，首先感謝您對本市交通議題
的關心與建議，經本府李先生於
103 年 11 月 17 日與您電話聯繫，
惟未能聯繫上，茲以書面回復如
下：公共自行車系統目前已於台北
市、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市及高
雄市等縣市陸續建置，為兼具大眾
運輸最後一哩及吸引外地人士觀
光使用；與本市道路條件類似之彰
化市已於今年年中開始營運，經查
營運期間並未造成交通事故顯著
提升，顯見公共自行車上路後對於
當地之交通並無負面之衝擊；另台
北市日前民眾騎乘 YOUBIKE 肇事
乙案，經查為騎乘於自行車道下坡
未減速慢行因而發生事故；另有關
您建議改建設捷運或地下鐵乙
事，原則上公共自行車系統與其他
大眾運輸系統為互補之系統，公共
自行車建置後亦可提升大眾運輸
之搭乘率。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63，李
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
有專人為您服務。新竹市政府交通
處 敬上

假日時，生意興隆出入份
子複雜，該店客人歡唱
時，音量及噪音嚴重影響
樓上住戶安寧，期間曾向
東勢派出所及環保局反
映，但無法得到滿意的結
果。身為小市民，覺得蠻
無奈及無助，今天樓下有
兩家特種行業在營業(越
氏護膚按摩店及卡拉 OK)
，而這兩家都沒有後門可
疏通，哪天遇到投擲汽油
彈事件發生時，試問，應
由哪個單位負責。今天這
兩個場所都沒有後門可
逃離避難，難道有關單位
能夠發給證照讓其營業，
，相信不斷陳情能獲得有
關單位重視，不要到了哪
天，真的發生災難時，大
家再來追究及推卸責
任。懇請各單位長官能體
恤小老百姓的痛苦。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者，並不以登
記為必要。」爰其營業項目尚無違
反商業登記法之規定，先予敘明。
惟為維護消費者權益，本府將列入
商業活動聯合稽查辦理，倘經查有
違規事實者，本府將依法裁處。
另有關噪音影響住戶、沒有逃生門
及消防設備部分，本府將專函移請
環保局及消防局卓處，以維公共安
全。謝謝您的關心。
（業於 103 年 11 月 18 日 13 時許
與錢先生電話連絡過）
新竹市政府 產業發展處 上（承辦
人：張祐嘉，03-5216121-255）
有關您所提「重視住戶居住安全，
取締違規店家」乙案，經查「奇緣
歡唱美食咖啡」、「夜世界企業社」
業已辦妥商業登記在案(統編:
40992076 及 39983578），先予敘
明。
另針對卡拉 OK 歡唱部分，本府亦
將進行商業活動聯合稽查，若有違
規事項，則依法裁處，以導正商業
秩序。
有關噪音影響住戶安寧及沒有後
門逃難避難部分，本府將專函移請
環保局及消防局卓處，以維公共安
全。謝謝您的關心。
新竹市政府 產業發展處 上（承辦
人：張祐嘉，03-521612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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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170033

1.食品路與東南街路口，
遭黏貼 A4 小廣告及塑
膠廣告看板(11/14 星
期五至今未清除)，請
派員立即清除違規廣
告。
2.食品路整 條路段 及 周
邊道路，遭仲介黏貼 A4
小廣告，請派員處理。

環保局

有關陳述「食品路東南街一帶 A4
小廣告及塑膠廣告看板。」乙案，
本局已於 11 月 18 日上午派員稽查
採證並清除完畢，將依規予以處
分。
環保局環境衛生管理科
承辦人:林金月 03-5368920-4032
於 11 月 9 日 11：21 電話回覆陳情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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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190005

寶山路與建華街路口、寶
山路 145 巷路口、寶山路
200 巷路口，三個紅綠燈
號誌沒有連貫，請派員查
察並調整。

交通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本市號誌連鎖一
事，首先感謝您對本府交通處有關
的關心與建議，經本府交通處梁先
生於 103 年 11 月 18 日與您電話聯
繫說明，惟為皆通，茲以書面回復
如下：
本府將派員實際查察現場狀況，並
且將號誌調整至連鎖狀態，以減少

紅綠燈開放使用對車流序進之負
面衝擊影響。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37，梁
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
有專人為您服務。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敬上
20

10311190033

中南街 20 號星光餐飲， 產業發展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本市中南街 20 號
疑似違規經營特種行
星光餐飲疑似違規經營特種行
業，音量及噪音過大，尤
業、音量及噪音過大、影響住戶安
其 午 夜 2:00 〜 5:00 時
寧一案，經查該址登記為「星光餐
段，已嚴重影響樓上住戶
飲有限公司」（統一編號：
安寧，該住戶曾向南門派
4234379，本府將排定聯合稽查行
出所、環保局及當地里長
程前往查察，有關該址音量及噪音
反映該情形(已反映數
過大、影響住戶安寧部分，將另函
次)，但無法得到滿意的
請環保局及警察局卓處，感謝您的
結果，懇請:1.相關單位
關心。
研議辦法管理。2.要求該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店家改善天 花板隔 音 設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254，莊
備。
小姐；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
有專人為您服務。
（本案 11 月 19 日下午 17:10 回覆
陳情人）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敬上

21

10311200022

建議政府單 位能推 行 倫
理道德生活須知活動，培
養市民道德、改進社會風
氣、聯繫民眾情感，可利
用電視廣告、文宣品、宣
導 手 冊 ... 等 ， 宣 導 政
令，提升新竹市城市幸福
感。

民政處

有關您反映政府單位能推行倫理
道德生活須知活動，感謝您對本府
倫理道德活動的關心，本府已將您
的寶貴意見納入市政宣導措施之
參考方向，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
見，歡迎直接洽詢：
03-5216121#353，黃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有專人為您服
務。新竹市政府民政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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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00048

中華路二段 新光三 越 對
面，最外側路面(近機車
道)近日有重新鋪設整理
過，但水溝蓋與柏油路面
有高低落差(不平整)，為
避免交通事故發生，建請
施工單位將該處拉平，以
維行車安全。

工務處

台端反映本市中華路二段(新光三
越)對面外側路面不平乙節，經派
員勘查結果，該處路側設置排水溝
提供道路排水，並留設多處鍍鋅格
柵清掃孔，本府辦理該處道路改善
工程已一併辦理提昇，因排水溝清
掃孔有留設之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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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已電話連繫，惟無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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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00049

明湖路 247 號對面，路燈 城市行銷處
遭路樹遮蔽影響照明，請
派員修剪。

感謝您的來信，有關您反映的事
項，已請本處相關科室承辦人員查
處，將盡速再行回覆。
城市行銷處敬上
感謝您細心關注本市道路環境維
護管理，並反映明湖路 247 號前，
樹木擋路燈照明需修剪乙節，本府
城市行銷處已錄案辦理，將儘速派
員前往處理，本案 11/24 日 11:30
分回覆民眾，如尚有其他疑問或意
見，歡迎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261
鍾先生。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 敬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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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00051

新竹市明湖路 1075 巷 9
號消防教育 訓練基 地 往
環湖單行道方向，約 100
公尺(逆向方向)路段無
路燈之設置，投書人表示
有反映過，但該處路段為
私人土地無法裝設，為維
護市民行車安全，建請增
設路燈提供照明。

感謝您細心關注本市設施，並反映
青草湖燈光問題乙案，經查該處實
屬私人土地無法裝設路燈，已於
11 月 25 日與您聯繫（0930553565)
並說明，建議請相關單位（交通處）
設置反光標誌以增加夜間行車安
全，如尚有其他疑問或意見，歡迎
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262.謝先
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有
專人為您服務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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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40021

1.頭前溪橋(南下方向)
汽車道，橋面中間第 1
支路燈不亮，請修復。
2. 中 華 路 二 段 至 東 大
路，數盞路燈不亮，請
派員修復。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頭前溪橋及中
華路二段路燈不亮乙節，經本府派
員勘查結果，通報地點本府業已通
知保固廠商儘速派員前往修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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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
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4 或 5736251 路燈維修專線反
映）。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上
述情形於 103.11.26 上午 10 時以
電話向來信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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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40022

信義街起至誠品書店、信義
街轉大同路(肯德基)附
近，機車違規停放，不管是
平日或假日，嚴重影響行人
通行，請派員處理。

警察局

台端您好：您於 103 年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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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 103 年 11
月 26 日電話聯繫 台端說明查處情
形，茲以書面回復如下：
1.有關您陳情之事項，本分局已派員
前往加強勸導取締告發信義街、大同
路段各項機車、攤販等交通違規計 18
件，並責令轄區東門派出所將該路段
沿線列為巡邏、交通稽查重點處所，
賡續編排各項交整勤務前往加強取締

城市
行銷處

告發，並通報交通隊派拖吊車前往拖
吊，共維交通安全順暢。
2.為掌控第一時間有效處理，如您發
現有任何交通違規之情事時，建議您
可即時撥打 110、分局勤務指揮中心
03-5728750 電話報案管制或尚有疑
義請來電聯繫本案交通承辦人顏楠
章，聯絡電話：03-5728749，本分局
將立即派員警到場取締告發；感謝您
的來信，本案窗口聯絡人：陳正憲聯
絡電話：03-5728756 新竹市警察局第
二分局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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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40023

中華路二段 與信義 街 轉
彎路口(國光客運經常停
放於該處)，但該路段為
畫紅線轉彎 處及單 行 道
(已反映數次)，常態性違
規停車，每每都是現場口
頭勸導，並無實質改善效
果，建請派員取締開單以
遏止違規。

警察局

台端您好：您於 103 年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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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
103 年 11 月 26 日電話聯繫 台端
說明查處情形，茲以書面回復如
下：
1.有關您陳情之事項，本分局已派
員前往勸導取締告發國光客運違
規停車 2 件，並責令轄區東門派出
所將該處道路列為巡邏、交通稽查
重點處所，發現該客運車輛違規停
等各項違規，即予以取締告發，以
維交通安全順暢。
2.為掌控第一時間有效處理，如您
發現有任何交通違規之情事時，建
議您可即時撥打 110、分局勤務指
揮中心 03-5728750 電話報案管制
或尚有疑義請來電聯繫本案交通
承辦人顏楠章，聯絡電話：
03-5728749，本分局將立即派員警
到場取締告發；感謝您的來信，本
案窗口聯絡人：陳正憲聯絡電話：
03-5728756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
局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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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40032

OO 世界(地址:OO 街 OO
號) 住戶陳情:
1.社區主委童 OO 濫用職
權，未經全體住戶同意
「公器私用」，大廳四
片落地大玻璃，貼告其
「競選里長」看板，在
汽機車道出入口兩
側，設立兩座大型柱體
廣告燈箱，與西區呂於
台議員合看板擺一
起，令人相當刺眼、不

工務處

有關您反應社區大廳設置為競選總部
乙節，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七
條：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
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者，並
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
1.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
2.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
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
各巷道、防火巷弄。....」如為約定
專用之行為，門廰應留設可通行之通
道。約定專用行為需經區分所有權人
同意，如社區另有規約則從其規約。

舒服。
2.童某擅自 私用保 全 櫃
檯電話，做其競選名片
連絡之用，門號也侵用
131 號店面，搞得整棟
大樓像是童某的「競選
總部」，強迫大家為其
背書？更甚者，竟令清
潔人員穿上「競選上
衣」全時段行動宣傳
員，情何以堪？蘇姓總
幹事上班時間，也穿競
選衣陪童某到別社區
進行拜票 此不齒行逕
令人唾棄，是否涉及
「侵占」？
3.社區 103 年 9 月 21 日
會議記錄公告，載明：
全體委員同意其在競
選期間，使用所有公
設。此非事實，是否涉
及「偽造文書」？正查
證中（況且選舉乃個人
行為，少數委員能代表
多數住戶嗎？）四、據
悉，大樓大廳設立成個
人競選總部，並非管委
會同意即可，而是需經
過區分所有權人同
意，此程序錯誤，會議
無效。請工務處即刻強
制拆除及開罰【依照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辦理
處罰部份，並對上述二
位候選人童文鑅及呂
於台，立刻進行開罰，
還社區住戶乾淨的大
廳空間及交通要道。
五、客雅里分新里的紅
色問卷表，本社區大多
數住戶大根本不知
情，突然被通知要改換
戶籍，很令人錯扼！？
據聞，童某擅自作業，
根本沒將表單放入各
住戶信箱，一手遮天、
黑箱作業，手法卑劣！
（童某尋求第四屆 第
五屆主委的選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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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
理科楊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403）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已電話連繫說明)

大有問題？？？）六、
至少二位女性住戶受
害者，童某濫發性暗示
圖文影片及傷害、搶
奪、襲胸等涉及性騷
案，被告中。此種人怎
可大言不慚？選里
長？
頭前溪橋北 上及南 下 方
向(汽車道)，LED 路燈約
16 盞其中有 3 盞故障不
亮，請儘速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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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5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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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50010

新竹火車站前，中華路二
段與林森路交叉路口，紅
綠燈號誌( 近端與遠端)
綠燈燈號顯 示亮度 暗 且
一閃一閃不穩定，請派員
修復。

31

10311250035

新竹市埔頂路 285 巷(慈
雲路至埔頂路 317 巷段)
由雙向通行改為單行
道，市民反映相關單位沒
有宣導，而今日路過該路
段遭員警開 單，民 眾 不
解，請說明。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頭前溪橋南
下、北上路燈不亮乙節，經本府派
員勘查結果，通報地點本府業已通
知保固廠商前往修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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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聯繫
（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4 或
5736251 路燈維修專線反映）。新
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上述情形
於 103.11.26 上午 10 時以電話向
來信者說明)

交通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本市紅綠燈顯示
問題一事，首先感謝您對本府交通
處有關的關心與建議，經本府交通
處梁先生於 103 年 11 月 25 日與您
電話聯繫說明，茲以書面回復如
下：
本府將盡速派員前去旨揭地點觀
察號誌運作狀況，並依照燈衰狀況
適度更換號誌燈頭，以維交通安
全。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37，梁
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
有專人為您服務。新竹市政府交通
處敬上

交通處

感謝您的來信。有關您反映事項，
已請本處交通工程管理科承辦人
員陳先生（電話：03-5216121 分
機 464）查處，將儘速再行回覆。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敬上
有關您來信反映本市問題埔頂路
285 巷(慈雲路至埔頂路 317 巷段)
變更管制疑義一事，首先感謝您對
本府交通處的關心與建議，經本府
交通處陳先生於 103 年 12 月 2 日
與您電話聯繫回復如下：
經查新竹市埔頂路 285 巷(慈雲路
至埔頂路 317 巷段)將自 103 年 11

月 12 日零時起由雙向通行改為單
行道，請行經本路段市民依交通標
誌標線指示行駛，並請注意交通安
全，小心駕駛。由於本市埔頂路
285 巷(慈雲路至埔頂路 317 巷段)
道路幅寬度僅約 4 米，且因路幅寬
度不足往返該段道路之車輛如遇
對向來車經常發生交通阻礙進而
造成回堵嚴重，為解決旨揭路段每
逢尖峰時段交通嚴重滯礙問題，本
市交通處已規劃自埔頂路 285 巷
(慈雲路至埔頂路 317 巷段)現行
雙向通行於 103 年 11 月 12 日零時
起變更為單向通行，屆時民眾行經
該路段只能自慈雲路進入埔頂路
285 巷，由埔頂路 285 巷往慈雲路
之車輛，則須行駛埔頂路 317 巷往
公道五路方向行駛，
現場並已設置相關標誌標線明確
指示尚請於行經該路段請遵守交
通規則，並注意行車安全，以維持
道路順暢。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
直接洽 03-5216121 分機 464，陳
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
有專人為您服務。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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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60005

新竹市光華街 23 號至 183
號，路面不平，多次反覆
未果，請比照國華街區公
所路面辦理。

工務處

有關本市光華街 23 號至 183 號路
面不平，建議重新鋪設柏油乙案，
因本(103)年度預算經費已用罄，
本府將先行錄案，並視明(104)年
度預算執行情形，再研議辦理改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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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養護科曾先生聯繫（電話：
03-5216121 分機 294）
。 新竹市政
府工務處 敬上
(已電話於 103.11.26 下午 2 時電
話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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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60009

1. 湳 中 街 環 保 局 垃 圾
車，收取在湳中街 42 號
時，漏落汙水，造成路面
惡臭，整條新鋪路面有汙
點汙漬。
2.湳中街狗 大便特 多 請

環保局

有關您來信反映「街道路面髒亂問
題」一事，首先感謝您對本市環保
業務的關心與建議，經本市環保局
清潔科楊小姐於 103 年 11 月 26 日
與您電話聯繫說明,茲以書面回復
如下:
1.有關湳中街 42 號及 40 巷口垃
圾車污水污染 路面問題,本局已

要求 各路線駕駛檢測車輛 狀
況並放慢車速,以避 免造成路面
污點污漬 及造成路面惡臭情事。
2.有關湳中街 40.42 及 65 巷狗
便特多希望加 強取締一事，本局
將加 強稽查取締工作。若發 現
有違規情事,即依規 處理。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388406 分機 19，楊
小姐；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
有專人為您服務。新竹市環境保護
局 敬上

取締，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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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60014

本人購新竹 市武陵 路 段
OOOO 建號，使用執照字號
83 工使字 308 號，現翻修
浴室.通風管未裝(無管
線)。現尋求上述地址大
樓管線圖，以自立救濟和
法律保護。(1)市政府工
務處建管科 可申請 到 整
個大樓內部 配線圖 ?( 湳
中大樓)，因原施工公司
允固建設一再拖...。(2)
請協助住屋 安檢， 如 管
線、結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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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60032

關東路與新莊街路口，人 產業發展處
孔蓋冒水溢出已 2 天，請
派員儘速處理。

工務處

有關請本府提供本府核發 83 工使
字 OOOO 號使用執照建築物之公共
管線圖說乙節，因本府自升格(民
國 71 年 7 月 1 日)，並未要求申請
人提供公共管線圖說供本府存
查，故本府無從提供，請台端逕洽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自來水公
司、電力公司.等)辦理。另有關請
本府協助住屋安全檢查、結構等情
事，本府尚無相關服務，若有實際
需要，請逕洽各相關建築、結構或
土木技師公會等委託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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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管
理科吳敬堂先生聯繫（電話：
03-5216121 分機 292）
。 新竹市政
府工務處 敬上
(已於 103.11.27 上午 11 時電話說
明)
有關 台端反映「本市關東路與新
莊街路口，人孔蓋冒水溢出已 2
天」問題，經詢自來水公司新竹給
水廠蘇先生答覆已修復，並請其將
處理結果回覆 台端。
若仍有任何疑問，可直撥專線 1910
將有專人 24 小時為您解決問題，
或逕洽自來水公司新竹給水廠（電
話：03-5733523）或新竹市政府產
業發展處（電話：03-5259003）當
竭誠為您服務。
本案 103/11/27 07:55Am 回覆陳情
人，陳情人未接電話。）
本案聯絡人：黃建辰 電話：
5216121 轉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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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70030

東大路二段 與鐵道 路 二
段路口旁，樹林頭夜市停
車場內柏油路面下陷、有
坑洞，(舉例:055、071、
178 停車格，363、364 攤
販位置)，請相關單位做
全面性檢查 停車場 內 區
域及周邊道 路並立 即 填
補，避免危險發生。

交通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士林市場公有停
車場路面下陷一事，首先感謝您對
本府停車場的關心與建議，經本府
王先生於 103 年 11 月 27 日與您電
話連繫說明如下:旨揭停車場尚在
保固期間，本府已聯繫廠商前往修
復。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83，
王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
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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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80014

湳中街 42 號與 40 巷入口
設有狗大便(黃金屋)，請
移除。我們本里不設.不
同意，造成更多狗來此大
便。如堅持要移到市政府
去 OK。(第二次通報，已
知會清潔隊)

北區
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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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80022

東大路往民權路，安全島
上路燈不亮，請查察並修
復。

工務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湳中街黃金屋問
題，首先感謝您對前述問題的關心
與建議，經本所陳課長於 103 年
12 月 5 日電話與您聯繫，茲再以
書面回復如下：
一、您的問題我們已向里長反映，
里長表示將請環保志工加強清
潔，里長亦自製溜狗不留便看板，
請里民發揮公德心，自己清理寵物
排泄物。另，里長也很歡迎您，有
任何里內的問題或建議，可隨時向
里長反映，讓大家一起為湳中里環
境清潔而努力。。
二、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
迎來電 03-5152525 分機 200 陳課
長，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有
專人為您服務。新竹市北區區公所
敬上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東大路往民權
路安全島上路燈不亮乙節，本府已
派員修復完成。(本案於 103.12.1
上午 11 時電話連繫，惟無人接聽)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
您與本府工務處楊先生聯繫（電
話 ： 03-5216121 分 機 294 或
5736251 路燈維修專線反映）。新
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