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政府服務中心 103
編號

案號

年

投書內容

6

月受理民眾反映案件辦理情形表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1

10306030035

頭前溪橋往南(竹北往新
竹市區方向)，進行路邊除
草施作，施工單位於機車
道路面上置放三角錐，投
書人表示:前端路段擺放
三角錐較為明顯，但後續
路段之三角椎卻顯稀落，
因此認為該路段除草工作
既已完成，路面尚擺放之
三角錐，易發生碰撞事件
，請派員查察改善。

環保局

台端投書有關頭前溪橋機車道邊
割草施作單位並非新竹市政府或
新竹市環保局，經查詢權責單位為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工程處新
竹工務段(電話:5231177)，您投書
的資料已傳予該單位處理，有相關
疑義可逕洽該單位。

2

10306030039

本人居住東光路與八德路
附近，此路口號誌燈平時
皆呈現閃紅燈狀況，但有
鑑於此路口常因東光路車
輛多且車速快，而八德路
左行或右行車輛常因沒有
紅綠燈交管而在左右轉時
發生車禍，因此建議交通
處可否增設紅綠燈，而不
只是閃紅燈，讓車輛通行
有依據，減少車禍發生，
希望能有所改進，謝謝。

交通處

有關東光路與八德路交通號誌改
善乙節，本府已納入本年度交通號
誌改善工程項下辦理，市府感謝您
的來信建議。
如您尚有疑問，可逕洽承辦人林先
生聯繫(03-5216121#465)

3

10306030041

南外街與中華路路口、西
大路與食品路路口及中華
路 2 段與東大路 1 段路口
，紅綠燈之紅燈顯示不明
，一閃一閃無法清楚辨識
，請派員儘速修復，以維
安全。

交通處

有關建議南外街與中華路路口、西
大路與食品路路口及中華路 2 段
與東大路 1 段路口燈號顯示不明
乙節，本府已派員前往維護，市府
感謝您的來信建議，謝謝!

4

10306030042

南大路及明湖路路段，仲
介公司於燈桿上張貼 A4
小廣告，張貼時段以星期
五、六晚上及假日最為嚴
重，務請相關單位積極清
除違規廣告，以維市容美
觀。

環保局

1.有關陳述南大路及明湖路等路
段燈桿假日貼違規廣告嚴重，本局
將針對該路段假日時段加強派員
稽查及採證，依規查證門號並予停
話處分。
2.另會請清潔科廣告班人員加強
執行清除違規廣告作業。
3.於 103.06.06 上午 9：55 電話回
覆陳情人，陳情人未接電話。
環保局環境衛生管理科
承辦人周配如 03-5368920-4032

5

10306030044

明湖路路段兩側落葉堆積
及垃圾髒亂，請定期派員
清掃，以維市容美觀。

環保局

有關本市明湖路落葉及
垃圾問題，本局均已派員定期清
掃。另有關南大路及明湖路廣告張
貼問題，也將派員清除。環保局清
潔科承辦人:黃昭勳 5388406-20
已回覆

6

10306030045

6/2 端午節划龍舟活動已
過，但位於重要路口還張
貼相關廣告看板，請派員
儘速拆除，以維市容美觀
。

文化局

本市端午活動的看板，我們已請廠
商儘速移除，謝謝您對市容維護的
關心與建議。
若您仍有相關疑問，也歡迎您與本
局藝文推廣科聯繫（電話：
5319756*216）

7

10306040049

竹市各巷道路口，交通號
誌大型倒數計時器，大多
數皆已損壞(反映數次)，
部分路段已改成新式計時
器(於黃燈燈號內倒數計
秒)，投書人表示：舊式不
修繕，新式卻一直在增加
，務請修復可堪用之舊式
計時器，避免浪費公帑，
妥善運用經費並注重安裝
設備之品質。

交通處

有關建議紅燈倒數計數器故障乙
節，本府已於年度編列預算維護，
惟該電子設施係屬於輔助設備，
非屬必要設施，爰本府將以減量及
使用替代設備代替使用，市府感謝
您的來信建議，如台端尚有疑問，
可洽詢交通處林先生
(03-5216121#465)已於 103.6.6 9
時聯繫，惟無人接聽。

8

10306040050

經國路三段魚中魚水族館
旁大圳，竹香北路及竹香
南路兩側護欄，空隙間隔
大且高度低，有安全疑慮
，為避免危險之發生，建
請加強護欄安全性，以保
障用路人行車平安。

工務處

有關台端反映本市北區竹香北路
及竹香南路兩側護欄間隔大且高
度低，有安全疑慮乙案，查該護欄
高度(60 公分)及支柱間柱(200 公
分)部分，尚符交通部部頒「交通
工程手冊」內路側護欄標準段之參
考型式。另有關反映本市經國路和
平橋與竹香南、北路交接處之護欄
未銜接而有安全之虞部分，本府後
續將請相關權責單位進行改善。如
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請予本府
工務處下水道科劉昌舉先生聯繫
（電話：03-5216121 分機 393）。

9

10306050041

南大路 550 號對面路燈編
號 13122 旁，路樹枝繁葉
茂，遮蔽路燈之照明(已反
映半年)，務請定期修剪，
以利行車安全。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細心關注本市道路環境維
護安全管理，並反映南大路 550 號
對面路樹遮蔽路燈須修剪情事，
本府城市行銷處於 06/07 日派員
前往處理完畢，於 06/09 日中午
13 時電話回覆民眾電話。如尚有
其他疑問或意見，歡迎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261 鍾先生。

10

10306050042

南大路 519 號旁轉彎處，
每天都有汽車違規停放，
曾向警局反映，當下員警
立即前往開單取締，但此
處已呈現經常性違停，希
望警力加強巡邏，並嚴加
取締。

警察局

民意信箱之電子郵件，經轉交本分
局處理，茲答復如下：
1.有關南大路 519 號旁轉彎處違
規停車，經本分局派員前往查處，
已告發多件違停車輛；另責令南門
派出所持續加強該路段發違規停
車行為。
3.倘若您再發現上情，請立即向本
分局勤務指揮中心（03-5380040）
電話聯繫反映，俾能適時派員查處
舉發。
承辦人：賀華亮
聯絡電話：03-5224168 轉 2545

11

10306050043

南大路 550 巷對面(7-11
超商)前，該路段約 15 公
尺內均無標線，違停導致
通行不便，建請加繪標
線。

交通處

有關本市南大路 550 巷對面(7-11
超商)教育大學前標線問題，經查
旨揭地點瀝青路面加封，本府已於
103 年 6 月 10 日派員劃設完成，
本府深感謝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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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306060009

鐵道藝術村對面公廁內水
龍頭漏水壞掉，請即刻修
復，以免浪費公帑。

產發
發展處

花園街夜市水龍頭 6/9 已修繕完
成。
承辦人:黃先生。電話 03-5216121
分機 263

13

10306090041

林森路 124 號大排檔餐廳 產業
:
發展處
1.於營業時間將帆布及桌
椅擺放於路肩，已佔用
到白線上，此行為嚴重
影響用餐人安全及車道
通行安全(投書人表示
已告發多次)，為避免
危險發生，建請相關單
位加強巡邏及取締，並
要求業者改進。
2.請查明業者有無營利事
業登記?

有關台端陳情本市林森路 124 號
大排檔小吃店路肩擺攤營業及有
無營利事業登記一案，經查該址未
辦理商業登記，本府將函文要求限
期辦理商業登記，逾期未辦理者將
依商業登記法規定裁處。另針對該
商業路肩擺攤營業之情形，亦將函
請警察局卓處，感謝您的關心。
（已
於 6 月 12 日上午 10:20 電話回覆
陳情人）

14

10306100047

香山區海埔路 185 巷(近金
城湖)附近，有人私自傾倒廢
土，經環保局、地政處地用
科接續處理後，其清理土石
方部分，建請工務處依權責

有關反映本市海埔路 185 巷內近日查
獲乙輛違規載運土方之車輛，稽查單
位來函文中得知土方來源處，本處已
依規定函文請主辦單位提供承包商之
相關資料，

工務處

處理。

俟取得承包商之基本資料後，本處將
依規定裁罰，並限期清除；本處亦函
請本市警察局及環保局加強稽查該路
段(府工建字 1030123257 號)，如您尚
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
工務處建築管理科陳先生聯繫（電
話：03-5216121 分機 292）
。
(已於 103.6.12 電話連繫)

15

10306100039

明湖路 400 巷巷口，近端的
紅綠號誌燈因角度問題裝置
太高，建請調整。

交通處

有關建議明湖路 400 巷巷口紅綠燈角
度調整乙節，本府已派員前往觀察了
解並適當調整號誌角度，市府感謝您
的來信建議，如台端尚有疑問，可洽
詢交通處林先生(03-5216121#465)已
於 6/11 上午 9:00 聯繫，為無人接聽。

16

10306100041

1.食 品 路 (麥 當 勞 )往 光
復路方向:
2.明 湖 路 左 轉 往 雙 溪 方
向車道:
該兩側電線桿綑綁大型
違 規 廣 告，建 請 相 關 單 位
加強巡邏並予取締拆除，
以維市容美觀。

環保局

感謝您對環保業務的關心!
1.有關陳述食品路（往光復路方向）
及明湖路左轉往雙溪方向道路旁電線
桿張貼違規廣告，本局已派人員於 6
月 11 日下午 15：00 至下午 18：00
到現場稽查採證並無張貼廣告。
2.爾後將針對該路段假日時段加強派
員稽查及採證，依規查證門號後會將
予以停話處分及請清潔科廣告班人員
針對該路段加強執行清除違規廣告作
業。
3.於 103.06.12 下午 13：30 電話回覆
陳情人。。
環保局環境衛生管理科
承辦人周配如 03-5368920-4032

17

10306110040

武昌街、文昌街十字路口，
民眾活動中心內(停車場已
停止使用)，轉彎處時有汽車
停放，影響行路人權益，建
請交通處於該轉彎處繪製紅
線，防止違規車輛停放，以
利民眾通行。

交通處

感謝您的寶貴意見，本府將派員於該
地點劃設禁制標線，以利民眾通行。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
與本府交通處停車管理科楊先生聯繫
（電話：03-5216121 分機 484）。

18

10306170036

文化中心 3 樓自習室，自動
門大開並未自動關閉，造成
冷氣外洩，自習室空間不涼
且浪費公帑，建請改善。

文化局

謝謝您使用新竹市文化局圖書館各館
室資源，您的疑慮本局回復如下：
自習室的自動門是正常的，並沒有損
壞，可能是有人關閉自動開關而導致
無法自動關閉。本局將請值班人員多
加留意。感謝您的來信及對圖書館自
修室的使用與關心。若您仍有相關疑
問，歡迎與本局圖書資訊科聯繫（電
話：5319756*273）
。

19

10306170039

信義街 19 號檳榔攤，擺放活
動式招牌於人行道上，請派
員加強取締。

警察局

本分局處理，茲答復如下：1.有關您
陳情之事項，本分局已立即轉知轄區
東門派出所派員前往勸導取締告發並
要求商家將招牌移離，已將該處列為
交通稽查重點處所，持續派員前往取
締各項交通違規，以維交通安全順暢。
2.為掌控第一時間有效處理，如您再
發現仍有您所述之情事時，建議您可
即時撥打 110、分局勤務指揮中心
03-5728750 電話報案，本分局將立即
派員警到場取締告發，本案聯絡人：
陳正憲聯絡電話：03-5728756 新竹市
警察局第二分局

20

10306170040

信義街 39、41、43 號對面，
常有店家每天將車輛橫停於
人行道上，請派員加強巡邏
並取締。

警察局

您於 103 年 6 月 17 日反映問題，經轉
交本分局處理，茲答復如下：
1.有關您陳情之事項，本分局已立即
轉知轄區東門派出所派員前往取締告
發各項違規停車 4 件，並已將該處沿
線道路列為交通稽查重點處所，持續
派員取締各項交通違規停車，以維交
通安全順暢。
2.為掌控第一時間有效處理，建議您
可即時撥打 110、分局勤務指揮中心
03-5728750 電話報案，本分局將立即
派員警到場取締告發；感謝您來信探
討指教交通議題，聯絡人：陳正憲聯
絡電話：03-5728756 新竹市警察局第
二分局

21

10306180017

信義街 17 號，店家高度較人
行道高約 1 尺，且擺置固定
式鐵板便於車輛停放，佔用
人行道，影響路人通行，請
取締。

警察局

您於 103 年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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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關您陳情之事項，本分局已立即
轉知轄區東門派出所派員前往勸導取
締告發並已要求違規人將障礙物移
除，已將該處沿線道路列為交通稽查
重點處所，持續加強派員取締各項交
通違規，以維行人及交通安全順暢。
2.為掌控第一時間有效處理及強化執
法效能，如您再發現仍有您所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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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來電聯繫本案交通承辦人柯維然，
聯絡電話：03-5728749，本分局將立
即派員警到場取締，本案聯絡人：陳
正憲，聯絡電話：03-5728756 新竹市
警察局第二分局

22

10306180018

1.面對竹蓮寺的右側，商家
擺放商品架已逾矩於行人
道上，影響行人通行。
2.竹蓮寺對面一整排，兩汽
車停車格間的通道，時有
障礙物擺放(例如:廣告招
牌)，該通道形同虛設又
不便民，請加強巡邏並取
締。

警察局

103 年 6 月 18 日民意信箱之電子郵
件，茲答復如下：
1.有關您陳情之事項，本分局已轉知
轄區南門派出所派員前往加強取締違
規佔用人行道之違規行為及停車格間
的通道擺放障礙物之情形，避免影響
行人安全及維護交通安全順暢。
2.為掌控第一時間有效處理及強化執
法效能，如您再發現仍有您所述或其
他交通違規之情事時，建議您可即時
撥打 110、分局勤務指揮中心
03-5380040 電話報案或來電聯繫本
案交通承辦人賀華亮，聯絡電話：
03-5301738，本分局將立即派員警依
交通違規事實嚴正交通執法；本案聯
絡人：黃宗標聯絡電話：03-5300491
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23

10306180020

信義街、勝利路至圓環路段
(護城河的兩側):
1.此石子路面間隙太大，行
駛該路段汽、機車跳動厲
害，建請填補整平，以利
車輛通行。
2.請問當初該施工工程第二
次發包、驗收單位是哪?
請查察。

工務處

有關護城河兩側石板路間隙太大乙
節，原設計理念為減緩行駛該路段車
速，故採石材為不平整路面，且填縫
加大，道路斷面為拱形，以維護城河
綠帶行人安全。
本案因道路斷面為拱形，造成機車通
行困難，屢發生車禍，遂由本府工務
處保留原石板材料、填縫間隙等施工
方法，辦理第二次發包施工改變拱形
斷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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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電話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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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80023

明湖路 243 巷往軍人公墓方
向(約 100 公尺處)，水溝橫
做於馬路中央，投書人表示
有龜裂產生(已第二次施工)
，施工品質不佳且結構有問
題，建請重新設計改善。

東區
區公所

有關台端反映案，本案本所已於 103
年 6 月 21 日前完成緊急搶修，並於
103 年 6 月 23 日與林先生電話聯繫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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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80015

明湖路 446 號對面鋪完道路
標線完成後，有一公車格內
堆放了數個三角錐(已放置
5-6 天)，不知有何作用，或
是工程收尾後遺留現場未加
處置，請儘速處理。

工務處

有關本市明湖路 446 號對面安全錐未
處理乙節，本府已通知廠商於
103.6.18 清除完成。如您尚有疑問或
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工務處養
護科楊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5）
。(已電話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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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80035

明湖路 554 號劃完雙黃線後
，不知何原因，又改為黃虛
線，因清除不夠完整，造成

交通處

有關本市明湖路 554 號標線問題，經
查旨揭地點瀝青路面加封，本府將儘
速派遣承包單位劃設標線及視現況需

新繪製線模糊問題，請予標
繪清楚。

求調整，感謝您來函反映，本府深感
謝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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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10306190008

和平路竹光國中校門口正前
方，安全島上的 LED 路燈損
壞，請派員修復。

工務處

有關反映和平路與竹光國中校門口前
方 LED 路燈損壞乙節，本府已通知承
包商前往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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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電話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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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0009

產業
發展處

有關樹林頭觀光夜市入口處架設鷹架
一事，該夜市係屬試營運期間，未來
正式啟用營運，將研議納入綜合考
量，謝謝你的來信。
（本案聯絡人：陳
志翔科員，分機：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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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0040

東大路 2 段與鐵道路 2 段十
字路口，樹林頭觀光夜市的
入口處，架設木製鷹架，並
張貼廣告，投書人表示該廣
告鷹架有損觀光夜市形象且
屬違規，請立即改善並拆除
。
竹蓮街 119 號前，22 號汽車
停車格內，地磚鬆動，請派
員重整填補。

交通處

感謝您熱心關注本府設施，本府將即
派員予以修復。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
與本府交通處停車管理科楊先生聯繫
（電話：03-5216121 分機 484）
。林先生電話無人接聽

30

10306190041

火車站地下道內遊民鋪草蓆
席地而睡，異味四散，造成
髒亂及女性民眾恐懼，請取
締安置。

社會處

有關您反映火車站地下道遊民問題，
本處已於 103 年 6 月 19 日下午 16 時
50 分由遊民業務承辦人何小姐與您
聯繫。本處除前往進行訪視外，將增
加聯合轄區派出所及環保局前往該區
域進行遊民規勸及稽查頻率，避免遊
民聚集造成環境髒亂，或是影響市民
之情形，感謝您熱心提供資訊，使本
府能夠落實遊民輔導服務。如您仍有
相關疑問，歡迎您來電或至本府洽詢，
聯絡電話：03-5216121 轉分機 305 何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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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90043

投書人極力鼓勵全民吃素，
從慈悲角度出發，希望減少
殺生，避免少吃肉類，既能
節能減碳，又可提升健康，
政府單位更應加強宣導推動
，以利政策落實執行。

環保局

感謝您的建議，多吃蔬食不但可以有
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更可以養身、
健康的附加價值，環保局過去已有
推動低碳疏食的活動與講座，未來將
持續多推廣多吃蔬果、選用當季新鮮
食材，引領市民對低碳飲食的風潮。
承辦人員 陳維怡 53689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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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0010

後火車站夜市(營業時間每
周二、四、日)，位南大路入
口處服務台，著粉紅色背心
攤販協會員工於工作時，常
滑玩手機，造成民眾觀感不
良，要求有關單位積極監督
並改進。

產業
發展處

有關後火車站觀光夜市之工作人員時
常滑手機造成民眾觀感不良一事，本
夜市係屬委外廠商經營管理，對於該
單位工作人員態度欠佳，本府將要求
改善，謝謝你的來信。
（本案聯絡人：
陳志翔科員，分機：263）
※本案已於 6/23 電話聯絡陳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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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0014

體育館 6 月 15 日舉辦警察節
園遊會活動，位於體育館大
門進入最右側打彈珠闖關遊
戲攤位，投書人表示:須打至
200 分才能給予過關者園遊
券乙張，認為遊戲規則不合
理，且該攤位警察志工服務
態度極差，疑似 A 走園遊券
，請查察說明。

警察局

本分局處理，茲答復如下：有關您陳
情之事項，查本園遊會為慶祝警察節
所舉辦之活動，各項闖關遊戲活動均
有其過關規則。爾後將建議各主、協
辦單位在設計過關遊戲關卡，儘量以
簡單方法讓民眾可以通過之原則來設
定。
另持續利用各志工集會場所及教育機
會加強宣導各志工為民服務之態度，
以同理心來面對民眾。感謝您的來
信。本案聯絡人：陳正憲聯絡電話：
03-5728756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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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0018

勞工處於文化局舉辦講座，
場地借用時間:6/13、19(兩
場活動)，其門口負責的女性
服務人員，態度極差，口氣
不好，阻擋民眾進入會場，
補位者不給餐點，影響參與
講座心情，當下有向該主管
反映其員工工作態度，投書
人表示該工作人員有損公務
形像，實不適任於公務體
系，要求調離該職。

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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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0021

中華路 5 段 648 號，電子鐘
時間顯示器不準，請派員維
修。

交通處

有關您反映工作人員態度不佳 1 案，
本府勞工處同仁業於 103 年 6 月 23
日 18 時許致電說明，再以書面回
覆如下:
首先歡迎您參加本府舉辦的就業促進
活動，有關 6 月 19 日活動採事先報名
作業，並於當日 9 時 15 分前確認學員
簽到及依序遞補，而候補者餐點不供
應部分也於候補報名表敍明。惟現
場協辦志工態度不佳，造成您的不
悅，本府深感抱歉，爾後會督促改善，
並加強工作人員及志工訓練。以上說
明，如有疑義，請電話聯
絡:03-5324900 分機 26 汪小姐。
有關反映本市中華路 5 段 648 巷行人
陸橋上電子鐘時間顯示器不準一案，
經查本址位置電子鐘已派員前往調校
時間完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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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管理科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
機 464）
。

36

10306200022

中華路 5~6 段間，中央分隔
島上的樹木花草，請定期加
強修剪及維護，避免枯死，
以維市容美觀。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細心關注本市道路環境維護管
理，並反映中華路 5~6 段分隔島樹木
花草，需定期修剪維護情形，本府
城市行銷處已錄案辦理，本處將要求
委外廠商善盡維護管理之責，本案
6/23 日 16:25 分電話回覆民眾(未

接電話)，如尚有其他疑問或意見，歡
迎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261 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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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0023

體育街轉公園，人行道路面
，有部分未施作(已反映數
次)，請儘速處理。

工務處

有關您反映本市體育街與公園路口人
行道部分未施作乙案，本（103）年度
本府已獲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本市
公園路人行道改善工程經費。計畫範
圍除您所提之體育街與公園路口外，
尚包含公園路對向之人行道改善（光
復路 2 段至東大路 1 段口）
，目前該工
程已完成設計作業，正辦理發包作
業，俟完成工程發包後，即可進場施
作，感謝您的來電指教。如您尚有疑
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工務
處養護科徐宜誠先生聯繫（電話：
03-5216121 分機 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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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0024

1.牛埔東路往景觀大道方向
2.中華路 4 段往頂埔路方向
，政令宣導的 LED 字幕看
板，呈現字跡一半不清楚
現象，請派員儘速修復。

交通處

有關反映本市中華路 4 段往市區方向
LED 電子佈告顯示器故障一案，經查
本址位置電子設備已派員前往維修完
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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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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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0025

颱風將至，位於中華路 4、5
段人行道路樹枝葉茂，請定
期修剪及維護，以維行車安
全。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細心關注本市道路環境維護管
理，並反映中華路 4~5 段行道樹生長
茂盛需修剪情形，本府城市行銷處已
錄案辦理，本案 6/23 日 16:25 電話回
覆民眾(未接電話)，如尚有其他疑問
或意見，歡迎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261
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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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0027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關心市政建設並熱心建言，有
關台端建議乙案，本府將納入考量再
次感謝台端來電關心，如有相關問
題，請聯絡 5216121*262
楊小姐。 6/23 聯絡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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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00028

18 尖山為遊客與市民休閒
運動的好去處，每逢三月賞
花季花木都栽種很好，但活
動結束後，缺乏照顧大多數
花木已凋零，建議：
1.請加強平日維護花木的照
顧及修剪，避免枯死，浪
費公帑。
2.於十八尖山入口處繪製彩
色柏油路面，增添生動
性。
建議客雅溪旁的溜冰場可移
至天公壇，原該處(中山橋
~和平橋)段規畫人行步道，
於平日或假日舉辦藝文活動
或市集，增加民眾休閒去處
及繁榮地方經濟。

城市
行銷處

關於台端反映客雅溪旁溜冰場（位於
西雅公園內）移至天宮壇等建議，經
現勘評估及經費等多方考量下不宜遷
移，台端之建言將會納入該地區性公
園後續整體設施規劃考量。
（另台端建
議舉辦藝文活動或市集的部分請移相

關單位逕復），如尚有其他疑問或意
見，歡迎電話聯繫 03-5216121 轉
260 王先生。
有關您所反映路面未鋪設好形成跳動
狀況乙節，經查該路段正進行孔蓋下
地工程，俟完成後預計於 103 年 7 月
底前辦理該路段重新刨除加封作業。
造成您行車不便，請見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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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216121 分機 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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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60021

中華路 6 段 47 號前南北向車
道，經修水管後，路面即未
鋪好鬆動，車輛經過形成跳
動狀況，請加強補整。並注
重施工品質。

工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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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60025

香山交流道南下中華路 6 段
附近雜草叢生(已投書過)，
至今未予除草，請積極儘速
處理。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細心關注本市道路環境維護管
理，並反映南下香山交流雜草叢生情
形，本府城市行銷處於 6/27 日已轉請
高速公路局關西工務段卓處，本案
6/27 日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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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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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60026

中華路 5 段 648 巷富禮國中
人行路橋，珍惜光陰時間鐘
因故障，時間落差 2-3 小時
(已投書)，請儘速修復。

交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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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60029

中華路 4-5 段，人行道被中
古車商霸佔停車，有報案有
處理，隨後馬上故態復萌，
請警方嚴加取締並開罰才能
遏止違規車商違法營業。

警察局

中華路 5 段 648 巷富禮國中人行路橋
時間溫度鐘顯示有誤乙節，本府已通
報派員前往修復，市府感謝您的來
信建議。 如您尚有疑問，可逕洽承辦
人林先生聯繫(03-5216121#465)
1.有關您來函反映中華路 4-5 段，人
行道被中古車商霸佔停車情形，本分
局已立即派員查處，俟查處完竣後再
行回覆您。
2.非常感謝您的寶貴意見。
本案聯絡人：張文勳
聯絡電話：03-5300491
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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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60042

香山路橋護欄水泥油漆，一
年油漆一次，油漆品質為噴
霧式施工方式，不及一年即
行脫落，浪費公帑，請改善
油漆品質，以免不時掉漆。

工務處

有關反映路橋油漆施工方式，經查該
路橋油漆係在 101 年間辦理，考量經
費問題設計時僅施作面漆，未來如欲
重新油漆時會將底漆一併納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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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護科
劉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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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60045

香山火車站整修中，人行道
被住家佔用置放雜物，請取
締。

警察局

您於 103 年 6 月 26 日寄交新竹市政府
全球資訊網民意信箱之電子郵件，經
轉交本分局處理，茲答復如下：
1.有關您來函反映，於本市香山火車
站整修，人行道被住家佔用置放雜

物，希加強取締。
2.經本分局轄區朝山派出所派員前往
上述處所查處，經查該處所為鐵路局
所有，並已承租予商家使用；另本分
局已責由朝山派出所持續加強該處所
交通疏(勸)導，以維人車安暢。
3.倘若您再發現上情，請隨時向本分
局勤務指揮中心（03-5380040）電話
聯繫反映，俾能適時派員查處。
本案聯絡人：張文勳
聯絡電話：03-5300491
警察局第三分局

48

10306260047

香山北路、牛埔南路紅綠燈
附近，看板字幕只能看清一
半，字跡無法全貌呈現，經
業務單位告知無法調整，申
訴人表示：這樣裝置看板意
義何在，不如拆掉算了?以免
浪費公帑。

交通處

有關反映本市香山北路、牛埔南路紅
綠燈附近有看板字幕故障一案，經查
台端敘述正確位置應為香北路與牛埔
南路口，惟該路口鄰近處本府均未設
電子佈告欄，與台端反映事項有所
出，本府承辦人員多次與您聯繫確認
未果〈6/26、6/27 均去電無法撥通〉，
請重新確認為本府交通設施及正確
地點後，俾利了解處理，感謝您來函
反映，本府深感謝忱。如您尚有疑問
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交通處
交通工程與管理科聯繫（電話：
03-5216121 分機 64）
。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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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70013

東香東街、五福路 2 段茄苳
檳榔攤旁號誌燈(紅燈)不亮
，請修復。

交通處

有關反映本市東香東街、五福路 2 段
號誌燈(紅燈)不亮一案，經回電詢問
正確位置後了解應為五福路二段與景
觀大道路口，本府於接獲通報後著即
派員前往處理，本府深感謝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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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
話：03-5216121 分機 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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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70019

你好~我是新竹市水田里市
民，幫幫忙處理交通的問題
(中正路、竹光路十字路口，
中正路往東大路方向紅綠燈
改為紅燈右轉)
1.紅燈右轉造成住戶無法出
入機車無停機車格，紅燈
右轉時，機車停放住家騎
樓旁而無法出入。
2.噪音汙染
未安裝前，住在國軍醫院
附近的市民，從早到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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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小
姐（電話：03-5216121 分機 464）
查處，將儘速再行回覆。

天都聽救護車以及消防
車的聲音和汽、機車改裝
的引擎聲，現在又加一條
機車擋路、汽車狂按喇叭
情形，對住戶已造成精神
上的傷害。
3.交通事故
未按裝前很少發生車禍，
安裝後於 103 年 06 月 26
日早上 9-10 點發生嚴重
車禍，造成汽車追撞、機
車拖行，而導致機車騎士
腿部整塊皮掉落(就在我
家前面)
4.店家無法做生意
消費者來店車輛無法停
靠而導致生意下滑，影響
家庭經濟、無法生存……
煩請將紅燈右轉回復以
前的紅綠燈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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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300066

6/28 早上市府綜合大禮堂
舉辦活動，禮堂邊二樓公用
厕所無水可用，請儘速修復
。

行政處

有關您向本府服務中心反映 6/28（星
期六）早上本府綜合大禮堂旁二樓廁
所用水問題，經本府承辦人員於 7 月
2 日（星期三）早上 9 時 10 分與您電
話聯絡後，您係反映洗手台水龍頭的
流水量太小。本府因配合國家節水政
策，故進行節水措施，節水措施之一
包含節省水龍頭流水量。
另您建議可將水龍頭流水更換為霧狀
出水，本府將考量參處，謝謝您寶貴
的意見，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
見，歡迎直接洽詢：
03-5216121 分機 216 王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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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300065

延平路、北大路十字路口(近
西門國小)，道路斑馬線標線
已脫漆不清楚，請派員儘速
重新繪製，以維行人安全。

交通處

感謝您對本市道路交通現況提出建
議，有關延平路、北大路十字路口(近
西門國小)標線模糊乙節，本案已錄案
辦理中，將依本（103）年度預算逐一
施作，市府感謝您的來信指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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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電
話：03-5216121 分機 464）。已於 7
月 3 日去電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