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政府服務中心 103
編號

案號

1

10307010027

2

3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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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書人領有身障手冊，請
家人至交通處停車管理科
(府後街)協助銷單並繳交
停車費，反映:
1.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極不
友善。
2.現場等候繳費民眾多，
卻人力分派少；但，銷
單窗口分派人力多，民
眾卻佔少數，不符人力
比例原則，徒增民眾繳
費等待時間，請改善。

交通處

有關蔡先生您反映停管處一.服務
態度不佳二.人力分配不勻問題，
造成您不便，本府深感歉意:
1.您反映身心障礙者停 車至停
車繳費室辦理 銷單及繳費，本府
已簡 化身障者核銷方式，可 傳
真(03-5239008)身 障專用停車
識別證，或 至繳費室辦理銷單，
須 檢附相關證件(身障專 用停
車識別證)供查核 ，以維護身障
者權益。
2.值班服務窗口分為路邊停車繳
費及月租繳費窗口，路邊服務窗口
8 時起由一人服務，10 時後由二人
服務，如繳費民眾增多，本府會主
動增加服務窗口，並督促全體服務
員應秉持熱心服務態度及禮貌為
民服務，以維護市府形象。本府會
落實服務態度及禮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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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管理科
陳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484）
(已於 7/8 日 12：23 分聯繫)

10307010037

明湖路 393 巷 71 弄旁巷口
河床擋土牆施工，施工人
員將現場挖除混擬土回填
道路墊底(日後加封柏
油)，投書人表示:此舉日
後將造成道路坍塌，後患
無窮，正確應將泥土回填
道路才是，而非以混擬土
填充，請儘速改善。

工務處

查本案為本府辦理「新竹市東區湖
濱特區(客雅溪旁)邊坡改善工程
(客雅溪計畫洪水位以上部分)」之
工程範圍，業函請監造單位及承包
商查覆妥處，且若有民眾投書所述
情形，依契約相關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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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
科劉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393）。(已電話連繫)

10307010040

路燈編號:15321、10806、
10762 三支路燈不亮，請修
復。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路燈編號:15321、
10806、10762 三支路燈不亮乙節，經
本府派員勘查結果，通報地點本府已
派員修復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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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情形於 103.7.3 中午 12 時 50 分以電

話向來信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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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10042

南大路 519 號前常有違規停
車，經投書後卻無法解決問
題，投書人建請規劃為人行
通道，禁止汽車通行。

交通處

經查南大路 519 號前違規停車處已為
建築物退縮人行空間，依法禁止停
車，本案將函轉警察局依法取締。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
與本府交通處綜合規劃科李先生聯繫
（電話：03-5216121 分機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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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0020

長興街 103 巷 17 號正前方路
燈被路樹遮蔽，影響照明，
請派員修剪。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反映長興街 103 巷 17 號前，路
燈被爬藤遮蓋照明情形，本府城市行
銷處於 7/12 日派員前往處理完畢，本
案 7/15 日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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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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20023

明湖路 446 號對面道路繪製
疑似公車停靠站的大車格，
民眾疑惑及用途不明，如確
認為公車停車格，務請於格
內標示清楚，以利辨識。

交通處

有關您反映明湖路 446 號對面道路繪
設公車停靠站之大車格一案，因該處
繪設大客車標線為道路重舖後廠商復
舊標線時繪設錯誤，本府將儘快連絡
廠商對於該處標線重新進行繪設，若
有疑問，歡迎來電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大眾運輸科)劉先生(聯絡電話：
03-5216121 分機 476)。
本案已於 103 年 7 月 3 日上午 9 時 10
日回覆陳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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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30034

中正路新東陽食品門市前新
鋪設人行步道旁的公車站牌
設立高度太低、且因站牌材
質銳利、等車民眾容易誤碰
受傷，請改善。

交通處

有關台端反映本市「東門市場」站站
牌設置高度太低一案，日前因本市中
正路東門市場施作人行道工程，廠商
於復就站牌時埋設過深，本處將通知
工務處養護工程科儘速請廠商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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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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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090025

7/7 晚間 7:15 分于光復、東
光路口發生車禍，投書人車
號:OOOO、對方車號:
OOOO，現場由交通隊處理，
但經由警方告知：路口監視
器故障，無法取證，投書人
認為:
1.監視器故障未予定期安
檢，隸屬究責單位應予說
明負責。
2.警方告知監視器故障，申
訴人希望前往親自看監視
錄影記錄。釐清責任歸

警察局

您於 103 年 7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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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您反映之事
項，經查本分局於 103 年 7 月 5 日檢
視該路口監視系統，因錄影主機硬碟
壞軌，無法正常存取錄影檔案，管理
單位已報修並由維護廠商拆回檢測維
修中。倘台端仍有疑義，請逕來電聯
繫監視系統承辦人栢新南，聯絡電話
03-5728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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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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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10008

10

1030715002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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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竹 市 北 區 OO 路 O 巷 O
號 O 樓，本府工務處於
7/8 前 往 拆 除 頂 樓 違 建
(72 年 加 蓋 )，但 投 書 人 目
前 正 提 起 假 處 分 中，投 書
人表示:
1.民 國 72 年 加 蓋 之 鐵 皮
違 建，須 列 入 拆 除 違 建
中嗎?
2.工 務 處 告 知 :7/24 會 再
前 往 拆 除。但 投 書 人 正
在申請假處分中。
3.投 書 人 從 未 接 到 本 府
任 何 拆 除 通 知，請 予 補
發。
4.投 書 人 希 望 房 子 問 題
釐清後，市府再予處
理。
1.明湖路、南大路、柴橋路
整條路段…
2.明湖路接南大路；明湖路
接西大路路段…
3.食品路接東南街路段…
路燈電桿張貼違規 A4 廣告，
請相關單位積極清除該違規
廣告。

工務處

首先感謝您的來信，本府尚未收到與
本案相關之假處分通知，另本案之違
章建築拆除通知單及拆除時間通知單
已寄至新竹市 O 路 O 巷 O 號收件人為
李 OO 女士，倘台端未能如期收到通
知，請您提供您正確之通訊地址，以
利本府辦理後續寄送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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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工程科陳
偉傑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
機 283）
。

環保局

1.有關明湖路、南大路、柴橋路、食
品路等路段路燈電線杆張貼 A4 違規
廣告
，本局已派員於 7 月 17 日 14:25 至
15:20 到現場稽查採證完畢，未發現
張貼違規廣告。
2.爾後將針對上述路段加 強派員稽
查及採證，依歸查證門號後予以停話
處分。同時請清潔科人員針對該路段
加強執行清除違規廣告作業。
3.於 103 年 7 月 18 日 14:24 至 14:26
電話撥三通回覆陳情人，皆未接通。

10307150025

明湖路往雙溪方向，路燈電
桿附掛綑綁木製廣告看板，
請儘速拆除，以維市容美
觀。

工務處

有關反映本市明湖路道路範圍內之路
燈附掛違規廣告物乙節，經本府於
103 年 7 月 18 日派員巡查，未有發現
違規廣告物，本府將加強上開路段違
規廣告物巡查。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
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工務處養護科
吳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5）。工務處(已電話回覆)

10307150027

南外街與中華路路口；西大
路與食品路路口，紅綠燈之
紅燈顯示器一閃一閃故障，
請派員儘速修復，以維安
全。

交通處

有關反映紅綠燈運作問題，
回復如下。該兩處紅綠燈，目前皆已
派員修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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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連繫(電話：
03-5216121 分機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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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0028

1. 西大路與南大路路口往
地下道前路段…
2. 食品路與明湖路交叉路
口往頂好超商路段…
沿線路燈照明太暗，請加設
路燈照明，以保障行車安全
。

工務處

有關反映上述路段路燈照明不足乙
節，經查上述二處地點沿線皆設有路
燈且正常照明，本府將派員持續巡
視該路段照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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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電話連繫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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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0030

1. 食品路與西大路路口機

警察局

您於 103 年 7 月 15 日寄交民意信箱案
號第 10307150030 號之電子郵
件，經轉交本分局處理，茲答復如下：
一、有關您來函反映機車坐墊上擺置
廣告，希望警力加強取締，經本分局
派員前往查處，已告發多件違規車
輛；另責令南門派出所持續加強該路
段舉發違規行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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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關心本轄交通的問
題，本案聯絡人：張文勳
聯絡電話：03-5300491
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車格內：
2. 南大路 636 巷全家超商
對面機車格內：
3. 3.竹蓮街 15 號竹蓮市場
大門口前機車格內：
機車座墊上擺置廣告，請取
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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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50031

學府路 139 號對面的人行
道，地面上有一自來水錶箱
(近住家圍牆)旁，因該水錶
箱未與路面拉平，造成如坑
洞般危險，影響行路人安
全，請儘速改善。

工務處

有關反映學府路 139 號對面的人行
道，地面上有一自來水錶箱未與路面
平行，易造成用路人安全乙案，本府
將會同承包廠商現地勘查處理。如您
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本
府工務處養護科余先生聯繫（電話：
03-5216121 分機 294）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已電話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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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60014

明湖路 1050 巷往斜坡處上
方左手邊，有一大帆布廣
告，經電話聯繫業者拆除，
業者聲稱:公共空間無法可
管，投書人身為該大樓委
員，懇請市府予以幫忙拆
除。

環保局

一、有關陳述「本市明湖路 1050 巷往
斜坡處上方左邊遭設置大帆布廣告」
乙案，本局已派人員於 7 月 17 日 15：
15 至 15：50 到現場稽查採證完畢，
確實有懸（繫）掛違規廣告情事，將
依規查證門號後予以告發處分。
二、於 103 年 7 月 18 日 14：55 回覆
陳情人。
承辦人林金月 03-368920#
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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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60036

東光路、光復路二分局旁監
視器故障，請修復。

警察局

有關您陳情民意信箱之電子郵件，經
轉交本分局處理，茲答復如下：
1.查該路段監視器主機於 103 年 7 月
5 日故障，已由維修廠商拆回檢視維

修中，俟修復後將儘速裝回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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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上
班時段逕來電聯繫監視器業務承辦人
栢新南，聯絡電話：03-5728747，俾
利適時派員維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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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有關您來函反映，於本市中湳街 20
號星光餐廳，常出女人尖叫聲，合理
懷疑有不當營業，希警方查察取締。
2.經查該餐廳為合法營業處所，另有
關經常發出女人尖叫聲部分，本分局
已指派轄區南門派出所派員積極查
察，以杜絕不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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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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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60037

中湳街 20 號星光餐廳，常有
傳出女人尖叫聲，合理懷疑
有不當營業行為，請查察取
締。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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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70036

海天一線風景望海處，垃
圾、菸蒂滿地，多次反映都
無成效，請積極改善。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反映海天一線髒亂乙節，本府
已清潔完成，以維完善休憩空間（因
未留電話，無法聯絡說明）
。若再有任
何疑問，請洽 035216121#259 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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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70037

市府建設希望勿重視東區而
輕忽香山或其他區塊，應予
考量整體城鄉發展，建議將
海埔新生地區塊，因地價便
宜、停車方便，建置新竹世
貿館，請予採納。

都市
發展處

有關您所建議之海埔新生地區塊係位
屬本府刻正辦理之「擬定新竹市都市
計畫（新竹機場附近地區）主要計畫
暨細部計畫」範圍內，現仍為非都市
土地。依目前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並提報至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中之計畫內容（草案）
，該
土地係規劃為遊憩區、風景區、保護
區及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您的意見
本府將納入本都市計畫案內予以整體
規劃考量。謝謝您的來信。
電話：(03)5216121 分機
555 蔡小姐
(本件已於 103 年 7 月 22 日
11:50 電話回覆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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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70038

颱風將屆，中華路 4-6 段行
道樹，歪七扭八，反映數次
未見改善處理，藐視民意，
請確實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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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段行道樹歪七
扭八需修剪情形，本府城市行銷處已
錄案辦理，並已排入喬木修樹工作
表，將儘速派員前往處理，本案 7/21
日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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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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70039

7/11、12 星期六、日下午
3:30-5:00 麗池玻工館舉辦
活動，該活動女主持人頭髮
雜亂夾起、穿著怪異，配搭
白布鞋一雙，整體予人非常
不妥感覺，建請市府日後承
辦活動，慎選優質主持人
選。以免拖累整個活動品
質。

文化局

您的問題本局原應電話先行聯繫，但
因您未留電話號碼，現以書面方式回
復，叨擾之處，尚請包涵。
有關藝文表演主持人裝扮不妥之處，
本局已告知主持人，嗣後會注意主持
人穿著。若您仍有相關疑問，也歡迎
您與玻璃工藝博物館聯繫（電話：
562609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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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180014

面對火車站左側出口處有合
法計程車位，該停車位設計
地點不當，堵住行人行動路
線，請予塗銷。

交通處

有關您反應本市火車站出口右側計程
車停車格設置地點不當，本府將會同
相關單位現場會勘，研議塗銷此處計
程車格之可能性。 (本案已於 7 月 18
日下午電話回覆無人接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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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小姐聯繫，電
話：03-5216121 分機 476）
。

25

10307180012

明湖路 319 巷巷口，路燈照
明不亮，請修復。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明湖路 319 巷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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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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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216121 分機 294 或 5736251 路燈維
修專線反映）
。(上述情形於 103.7.21
上午 8 時 30 分以電話向來信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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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10031

北門街 185 巷路燈(編號：
29493)於白天時間照明未
熄，浪費公帑，且撥打路燈
維修專線：573-6251 無人接
聽，請派員處理。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北門街 185 巷路燈
未關閉乙節，經本府派員勘查結果，
通報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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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聯
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4 或
5736251 路燈維修專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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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20016

投書人反映颱風將至，中正
路(近東門城)道路兩側擺置
之紐澤西式護欄及三角椎，
如行人道工程已施工完畢請
儘速移除，以免發生危險。

工務處

該路段承包商已使用鐵釘等將三角錐
固定，並於紐澤西護欄加水，以防風
勢過大，造成交通安全問題；另該路
段人行道工項已完成，將進行道路調
降及路面改善工程，因相關工項需封
閉道路 4 天，為避免天候影響，造成
封路時程過長，本府將俟天候穩定
時，儘速進場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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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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20017

林森路 (四維路~中華路 2
段)沿線路段兩側，經常有機
車、汽車臨停，嚴重影響交
通及用路人安全，請加強取
締違規車輛。

警察局

您於 103 年 7 月 22 日向新竹市政府民
意信箱反映事項，提及「林森路 (四
維路~中華路 2 段) 沿線路段兩側，經
常有機車、汽車臨停，嚴重影響交通
及用路人行走安全，請加強取締違規
車輛」1 節，本局答復如下：
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
陳情案件要點」第 14 點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已明確規範陳情人應填具
「真實姓名」為受理陳情要件之一。
為落實行政程序法第 173 條的意旨
外，並避免機關無法踐行查證程序造
成業務執行的困擾。因此，本案擬以
登記方式辦理。謝謝來函，本案聯絡
人員:吳慶聰，聯絡電話:（03）:
524-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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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20021

竹蓮市場內公有辦公室管理
人員公然在室內抽菸，屋內
煙霧彌漫，臭氣燻天，影響
不吸菸人權益，請予明文規
範制止。

產業
發展處

有關您反映竹蓮市場內公有辦公室管
理人員公然在室內抽菸，屋內煙霧瀰
漫，臭氣薰天，影響不吸菸人權益，
請予明文規範制止案，本府已於 103
年 7 月 28 日發文府產市字第
1030145657 號函，請管理單位依菸害
防制法加以規範制止，努力做好為民
服務。聯絡電話：03-5216121 分機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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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20057

景觀大道(近綠鏡景觀餐廳)
路樹倒塌，請派員儘速移
除，以維安全。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反映景觀大道公廁旁斷裂枝，
影響用路人安全情形，本府城市行銷
處於 7/22 日派員前往處理完畢，本案
7/24 日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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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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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20066

公道五路世博台灣館(近停
車場出口)處：風力發電風扇
只有一支運轉，其餘皆停滯
不動。另，路燈電桿亦遭撞
歪，請一併修復。

產業
發展處

本市世博台灣館產創園區係依「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委託民間機構
營運管理，其經營權屬民間機構。
台端所提台灣世博館風力發電風扇無
運轉及路燈電桿遭撞歪乙事，本府將
轉請民間機構維護改善。
產業發展處，承辦人：江艾琳連絡電
話：03-5216121 轉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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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40032

南大路 428 號 2 樓(欣安老人
養護中心)，有些長者整天大
聲喧譁，前幾日有相關單位
人員前往查察時，投書人懷

社會處

有關您反映欣安老人養護中心住民影
響住戶生活品質案，本府社工員已於
7 月 24 日下午 4 時電話先行回覆，合
先敘明。有關欣安老人養護中心 2 樓

疑:該業者把長者藏起來(當
下並無發生喧譁之情事)。此
情形已嚴重影響附近居民生
活品質，請儘速查察並要求
改善(請三天內回覆)。若相
關單位不積極處理，將投訴
媒體。

部分，屬合法立案老人養護機構，本
府於 7 月 14 日下午進行稽查作業，確
實發現該機構有超收等相關違法情
形，並已立即依法進行裁處及限期改
善。有關該養護中心違法部份，本府
將持續進行稽查作業，並協助聯繫相
關住民家屬，轉往合法立案機構為
宜。
如您仍有相關疑問，歡迎您致電本府
社會處，聯絡電話 03-5216121 分機
394 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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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40034

竹蓮市場周邊：
1.竹蓮街路段…
2.西大路 46 巷路段…
3.東南街 142 巷路段…
攤販及小型發財車擺置之流
動攤販，嚴重影響交通通行
及環境衛生，請加強取締並
改善。

警察局

有關民意信箱反映檢舉「竹蓮市場周
邊流動攤販影響交通」1 案，經轉交
本分局處理，茲答復如下：
一、 警察局為提供、整合民眾更便捷
的交通違規檢舉管道、有效管考案件
處理情形、提升為民服務品質，特於
102 年 2 月份著手規劃建置「線上檢
舉交通違規專區」網路平台，並自 102
年 11 月 1 日正式上線啟用（網址：
二、 http:/www.hccp.gov.tw/traff
ic/report.asp）
，歡迎多加使用（使
用前請詳閱相關使用須知）。
二、查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7 條之 1，對於民眾檢舉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檢舉人應具備資料及
注意事項，已有明確之規定，由於您
在民意信箱反映之事項，本分局已責
由南門派出所持續針對竹蓮市場周邊
加強派員取締，以維交通安全順暢。
三、如您當場發現有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之行為，
為加強服務民眾及加快處理流程，
請多利用 110 或逕向轄區分局、派出
所舉報（請敘明詳細路段地址、違規
事實、車號等）
，俾利警方立即派員前
往查處（取締）。
四、另您提到「流動攤販嚴重影響環
境衛生」部分，本案提問人自得列舉
事實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請市政府環保局依廢棄物清理法處
理。
本案聯絡人員:張文勳。
聯絡電話:（03）5300491。
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34

10307240038

力行 1 路與力行 6 路交叉路
口，於路燈下方疑似黃色變

工務處

有關反映力行一路與力行六路交叉口
變電箱損壞乙節，經查該路段屬科管

電箱損壞，造成電線外露(標
示高壓電)，請儘速處理，以
免發生危險。

局管理，本府已通知科管局派員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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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7250015

1.南寮漁港自行車道往環保
局方向沿線，多數路燈照
明不亮，且有部分只有燈
桿，無燈罩、燈泡等裝置，
請派員修復並加強定期維
護。
2.建議要求出租自行車的業
者於自行車上安裝反光警
示燈，以利夜間騎乘民眾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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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50036

經國路一段 479 巷附近因臨
近果菜批發市場，蚊蠅蟑螂
超多，往年都有定期消毒，
如今似乎次數遞減，環境髒
亂不堪，希望有關單位儘速
派員消毒，維護附近居家品
質。

環保局

1.有關您反應新竹漁港自行車道往環
保局方向路燈問題,因該區域台電地
下線路遭竊,現正由台電進行修繕中,
經聯繫台電公司,預計本週（103.8.1）
完成,另海堤旁及溜冰場周圍矮燈不
亮問題,將通知本府城市行銷處辦理
修繕,造成不便之處,尚祈見諒。(已於
103.07.29 下午 16：40 電話回覆台端)
承辦人:王龍裕 聯絡電話:
03-5216121 轉 252
2.感謝您關心市政並熱心建言，另函
文宣導自行車租賃業者裝車燈等，以
維夜間騎乘安全（已於 103 年 7 月 25
日 16 時 55 分電話聯絡說明）
。若再有
任何疑問，請洽 035216121#259 蔡先
生。
本局於每年夏季 5 月至 11 月期間均實
施全市環境用藥噴灑工作，施作範圍
針對本市轄區 120 里之戶外環境（不
包括私人住家、私領域、社區大樓地
下室）
，例如空地、草叢、花園、髒亂
點、大小排水溝等易孳生蚊蟲病媒之
公共區域進行戶外環境用藥噴灑工
作，各里噴藥工作雖由里長帶隊執
行，但仍以前揭公共區域孳生源場所
之噴灑範圍為限。
經查本年度復興里已於 103 年 7 月 29
日下午進行噴藥工作，本局已告知噴
藥公司，請其於復興里噴藥時加強經
國路一段 479 巷周邊加強噴灑， 台端
如遇蚊蟲密度較高之地區須特別進行
消毒者，屬前揭公共區域之範圍，亦
可先行告知里長，可於消毒時一併前
往處理。台端如仍有相關問題，
可逕洽本局承辦人員 5368920 轉 1009
環保局綜計科，承辦人呂昌祺
03-53689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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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80020

香山國小附近，最近早上
7:00~9:00 間，軍機飛行噪
音過大，已影響當地住戶安
寧，請相關單位處理。

環保局

1.本局 7 月 31 日電洽新竹空軍第四九
九聯隊，建議其考量民眾生活作息調
整相關飛訓時間(不要太早飛，亦不要
飛太晚)，該聯表示相關演訓任務已盡
量於上午 8 時後開始，並於晚上 7.8

時結束，另本局強烈建議新竹空軍基
地週整相關飛訓航道，盡量避開市區
人口集中區域，避免產生噪音擾寧。
2.倘有其他相關問題，請逕洽業務承
辦人:謝文雄先生，電話:5368920 分
機 2007。 環保局空氣污染及噪音防
制科承辦 03-53689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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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280021

五福二路及景觀大道沿線，
路燈照明不亮，請逐一檢查
修復，以保障行車安全。

工務處

有關本市五福二路及景觀大道沿線路
燈照明不足請逐一檢修乙節，經派員
現場勘查為台電線路故障，已通知台
電公司並處理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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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10307300038

南大路育賢國中 300 公尺前
後處附近張貼的小廣告，檢
舉過後經撕掉，爾後又再貼
上，抓不勝抓，務請予以開
罰並確實執行，才能實現美
麗城市願景。

環保局

1.有關陳述「南大路育賢國中 300 公
尺前後張貼小廣告」
，本局已派人員於
8 月 4 日 06:00 至 7:30 到現場稽查採
證完畢，並未發現張貼違規廣告情事。
2.爾後將針對上述路段加強派員稽查
及採證，依規查證門號後予以停話處
分。同時請清潔人員針對該路段加強
執行清除違規廣告作業。
承辦人林金月 03-5368920-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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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300036

十八尖山(博愛街入口處)路
邊沿線，每到 3 月賞花季，
園內花木雖經修剪整理，但
該花季活動過後即雜草叢生
，希望有關單位勿被動式經
通知才前往處理，請定期予
以修剪及維護，以保常態環
境美觀。

城市
行銷處

本府已於 7/30 派員處理(7/31 電話聯
絡民眾)再次感謝台端來信關心。
如有相關問題請聯絡
03-5216121*262 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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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300042

18 尖山近寶山路 105 號燈桿
處，路邊石頭裸露，未做防
護坡處裡，日後如逢大雨必
將土石崩落，造成災害，請
予積極改善。

工務處

有關您建議十八尖山近寶山路 105 號
燈桿處路邊石頭裸露問題，本府已入
案辦理，儘速派員至現場勘查評估防
護坡改善規劃，並通知工作人員加強
巡視管理。
(本案業於 103 年 8 月 4 日上午 16:19
電話回復蔡先生)如尚有其他疑問或
意見，歡迎電話聯繫 03-5216121 轉
259 萬小姐，謝謝您。

41

10307300043

18 尖山樹上攀長的蔓澤蘭
藤，枝繁葉茂，請予定期修
剪(已反映數次)。

城市
行銷處

有關台端建議修剪乙案，本府已於
(7/30 派員處理，7/31 電話聯絡民眾)
再次感謝台端來信關心。
如有相關問題請聯絡

03-5216121*262 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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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300044

18 尖山到處攤販，既然無法
禁止，不如集中管理，繳交
攤販租賃費，規範攤販經營
型態及特色文化，形成另類
餐吧或特色攤販文化。

城市
行銷處

有關台端建議乙案，本府納入考量
(7/31 電話聯絡民眾) 再次感謝台端
來電關心，如有相關問題請聯絡
03-5216121*262 楊小姐。城市行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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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7300046

頂埔路 19 巷頂福人行路橋
跑馬燈字只出現一半(晚上
才看得到)，請修復。

交通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頂福人行路橋跑馬燈
字故障一事，首先感謝您對本府的關
心與建議，經本府廖先生於 103 年 8
月 5 日與您電話聯繫說明，茲以書面
回復如下：經詢該跑馬燈為頂福社區
發展協會申請安裝，本處已通知工務
處協助處理故障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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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10307310008

香山區元培街 323 巷 6 號，
垃圾堆積造成環境髒亂，請
派員處理。

環保局

1.本局於 103 年 7 月 31 日派員前往香
山區元培街 323 巷 6 號前稽查，該處
確有堆置廢棄物，行為人不在，待查
明屋主函文限期改善，屆時再前往複
查。
2.已於 103.07.31.09:15 回覆陳情人
處理情形。

45

10307310011

溪洲路沿線路燈(約 40~50
盞)全亮未熄，請儘速處理，
以節約能源。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溪州路沿線路燈未
關乙節，經本府派員勘查結果，通報
地點本府已通知台電公司並派員修復
完成。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
歡迎您與本府工務處楊先生聯繫（電
話：03-5216121 分機 294 或 5736251
路燈維修專線反映）。(上述情形於
103.8.1 中午 12 時 20 分以電話向來
信者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