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政府服務中心

105

年

3

月受理民眾反映案件辦理情形表

編號

案號

投書內容

主辦單位

1

10503010015

希望市政府能夠改善裕
民街附近停車的問題，這
附近有太多出租套房，但
卻沒有足夠的停車空
間，違規停車的就算被開
單，下一次還是會停，因
為沒有其他辦法。
在地的住戶也只能一再
的檢舉、開單﹔不停循
環。停車問題絕對不會因
此多開幾次單而解決。明
知這是一個無解的問
題，但希望市府能有折衷
的辦法，公平本地住戶，
也善待在此租屋打拼
的台灣人。

2

10503010027

編號：117179（中華路一 工務處
段）路燈不亮，請派員修
復。

有關所提中華路一段(路燈編號：
117179）路燈不亮乙節，本府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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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護科楊先生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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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105.3.3 電話回覆)

3

10503010028

香山交流道中間分隔島
上及周邊充斥許多垃圾
(煙蒂、檳榔汁、樹枝、
紙杯、保特瓶)等，請處
理改善。

有關您來信反映「香山交流道中間
分隔島及周邊充斥許多垃圾，請改
善問題」一事，經本市環保局清潔
科楊小姐於 105 年 3 月 2 日與您電
話聯繫說明，茲以書面回復，陳述
地點於中華路 6 段屬於新竹工務
段管理養護，本局已代為電話通報
其派員處理，如尚有疑義，敬請逕
撥連絡電話:5231177 洽詢。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建議，歡迎直
接洽詢：03-5388406 分機 19，楊
小姐；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敬上

交通處

環保局

辦理情形
有關您反映停車位問題，已於 105
年 3 月 2 日下午 14 時 20 分與您聯
繫並說明，茲以書面簡要回復如
下：經查該地區為較早期之社區，
部分巷道規劃較狹小，路寬不足，
無法劃設停車格，附近有科學園路
停車場、園區陸橋下停車場及變電
所後方停車場等，惟部分車輛使用
人為求方便，選擇就近停車，因而
造成您提出之停車問題，尚請您諒
察。另本府刻正辦理本市停車供需
調查作業中，俟相關調查作業完成
後，將再行評估調整該地區停車管
理政策，感謝您的建言。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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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503010029

1.中華路 4-6 段中間分隔
島種植之欖仁樹，樹木有
些枯黃，請趁春天時令重
新植栽、培育，以提高存
活率。
2.中華路 5 段路樹正在修
剪，遇有枯樹，請順修剪
補植。

城市
行銷處

關於台端建議香山區中華路段行
道樹改植，重新規劃乙節，本府城
市行銷處將會再派員現地評估考
量。如尚有其他疑問或意見歡迎電
話聯繫（03）5216121 轉 259 王先
生。

5

10503030021

振興路 109 巷轉彎處有一
大片樹林：
1.編號:450002 號路燈被
樹林遮住。
2.去年颱風時，路邉竹林
折斷傷及路人。
3.此大片樹林乃屬私人
栽植，務請該里里長協尋
土地持有人定期修剪或
有關單位強制修剪或拆
除。

東區
區公所

有關您向本市服務中心反映振興
路 109 巷轉彎處有一大片樹林遮
住路燈，請協尋土地所有權人定期
修剪或有關單位強制修剪或拆除
乙案，經本所人員 105 於 3 月 7 日
電話與您聯繫說明，茲以書面回復
如下：
1.本案已由里長會同里幹事現場
履勘拍照並於 3 月 4 日以市容查報
表報請權責單位排除路燈遮蔽，有
關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以
本所 105.3.7 東民字第
1050003637 號函移環保局卓處。
2.感謝您對本市設施的關心與建
議，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建議意
見，歡迎直接洽詢：03-5218231
分機 401、210 黃先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敬上

6

10503030033

南大路、振興路旁師院斜
坡處的倒數計時器故
障，請修復。

交通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位於新竹市振興
路與南大路口紅燈倒數計數器故
障乙節，已錄案派員維修，不便之
處尚祈見諒！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
，歡迎直接洽詢：03-5216121 分
機 464，吳衛理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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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3040027

經國路 3 段、中華路 4 段
路口，四面倒數計時器皆
故障，請修復。

交通處

有關您來信反映位於新竹市經國
路三段與中華路四段路口 4 面紅
燈倒數計數器故障乙節，已錄案通
知廠商路案並儘速派員維修，不便
之處尚祈見諒！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
歡迎直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64，吳衛理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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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503070017

16 路公車，目前因司機欠
缺，原班次早上 7:10、
7:30、7:50 共計三個班
次，如今取消 7:30 分的
班次，改成 7:10 及 8:00
兩個班次，投書人表示：
因她本人服務於台大醫
院，故 8:00 之後的班次
及掛號的排隊民眾及該
院上班的人員都造成無
法掛號或上班遲到的問
題，希望本府便民時段為
早上 7:00 及 7:30 兩個時
段即可。務請斟酌辦理。

交通處

9

10503080031

3/4 投書人電話至衛生局 衛生局
詢問有關流感疫苗施打
時間問題：經衛生局告知
為 3/7 早上可至各衛生所
施打，但投書人 3/7 至香
山及北區衛生所，醫生卻
去研考，無法施打。投書
人表示:衛生局告知錯誤
訊息，導致投書人請假一
天，請給與合理解釋。

有關您來信反映衛生局告知錯誤
訊息，導致投書人請假一天的不便
一事，經本局 105 年 3 月 9 日上午
與您電話連繫說明，3/8 當日二區
衛生所醫師不在之原因，另有東區
衛生所可以執行此項業務，對於當
日衛生所無法即時傳達訊息、協助
完成接種深感抱歉！並經協商
後，已於 3 月 9 日晚上 7 時於香山
衛生所為貴子女完成第 1 劑流感
疫苗接種。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來
電洽詢：03-5355130 衛生局疾病
管制科防疫專線；或撥打 1999 服
務專線，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新竹市衛生局 敬上

10

10503080032

3/8 早上 52 路 506FT 公車
，行經學府路、東光路口
既闖紅燈又將車輛停靠
在機車停車格內，危及交
安，請查辦該駕駛司機。

有關您反映 105 年 3 月 8 日上午見
金牌客運 52 路公車(車
號:506-FT)闖紅燈且違停機車停
車格內 1 案，茲以書面回復如下：
本府交通處將函文金牌客運公司

交通處

有關您建議 16 路班次調整為 07
時、7 時 30 分案，經本府交通處
大眾運輸科李小姐於 105 年 3 月 9
日下午 16 時 48 分與您電話聯繫
(惟電話無法接聽)，茲以書面回復
如下：
本次班次改點，係因長期國內大客
車駕駛員不足，新竹市區公車亦面
臨同樣之情形，致使市區公車駕駛
員無足夠的休息時間及休假，並可
能導致駕駛員疲勞駕駛而有危及
行車及乘客安全。
本府與新竹客運經過多次協商討
論，在衡量民眾安全、搭乘需求及
駕駛人員勞動條件改善等綜合考
量之下，不得已勉予同意新竹客運
暫時減班方案，對於民眾不便之
處，本府致以最深的歉意。後續本
府將再持續督促新竹客運加緊補
足人力，以利恢復班次，維持大眾
運輸之品質。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
歡迎直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76，李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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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送當天該班次可資佐證之行車
紀錄檔案，若查明屬實將依規懲
處，並請該公司確實約談駕駛員，
提供員工輔導紀錄表，及加強駕駛
員教育訓練。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76，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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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您來信反映位於本市公道五
汽機車分隔島乙事，經本府交通處
現場勘查結果，本府將錄案辦理增
設 7 支防撞軟桿，依年(105)度預
算及施作順序已通知承包廠商預
於 105 年 3 月 31 日前施作完成。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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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503080039

公道五路往國道 1 號交流 交通處
道南下入口處，機車專用
分隔島未塗反光漆，地面
也未裝置反光標誌，因交
通標示不足，導致該路段
車禍頻傳，籲請改善。

12

10503080048

中華路 6 段香山交流道轉
公義路與西濱路間有 10
多盞路燈不亮，已反映數
天，無人修復，請儘速處
理。

13

10503080049

四維路高架橋直下林森
交通處
路，請調整號誌燈:先左
右轉再直行車通行，以疏
解卡在橋上塞爆的車
輛，務請改善。

有關您來信反映四維路高架橋下
林森路號誌一事，茲以書面回復如
下：
本府將派員前往勘查並研擬時相
及時比改善方案，以利車輛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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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503080050

3/8 下午 13:50 路邊停車 交通處
(車號:OOOO)於關新路
上，車上已計次 1 小時停
車蓋印，車主已上車欲開
走時，路邊停管員又要加

有關您來信反映車輛停放於公有
收費停車格內，車主已上車仍遭開
立停車繳費通知單一事，經本府陳
先生於 105 年 3 月 9 日與您電話聯
繫說明，茲以書面回復如下：查依

工務處

有關反映中華路 6 段香山交流道
轉公義路與西濱路間十幾盞路燈
不亮乙節，經查該處路燈屬公路總
局養護工程處所維護，已電話通知
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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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6251 路燈維修專線反
映）。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105.3.11 上午 9 時電話連繫)

計時數，投書人表示:他
已要離開，為何還要開單
加計時數(人已在現
場)，請予取消加計時數。

據「停車場法」第十二、十三條規
定，地方主管機關為因應停車之需
要，得視道路交通狀況，設置路邊
停車場，依其停車種類、收費時
間、收費方式、費率及其他規定事
項公告週知，得向使用者收取停車
費。另依據「新竹市政府公有收費
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14 條規
定，收費停車格因必要情況使用
時，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使用人
須按收費標準及使用時段繳納停
車費。綜上，台端雖已上車，但車
輛還未駛離，明確使用公有收費停
車格位，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本
府收費員依法開單無誤，合先敘
明。惟車主倘若只是暫停(打電
話、問路…)或已欲離場，得在收
費員尚未制單完成前告知，將給予
適當之協助。
另有關收費員態度不佳一事，本府
將加強員工教育訓練，並列入考核
評比，造成不便，惠請諒察。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
歡迎直接洽詢：03-5234615，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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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503090029

編號：170002～4（四維 工務處
路渣打銀行前）路燈持續
亮著，請派員處理。

有關反映本市四維路渣打銀行前
路燈點亮乙節，經查為台電控制開
關故障，已通知台電公司辦理修
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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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6251 路燈維修專線反
映）。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已電話於 105.3.11 上午 11 時連
繫)

16

10503090040

延平路 1 段公有停車場對 工務處
面巷子旁有一坑洞，請儘
速處理。

有關反映延平路一段公有停車場
對面處有一坑洞乙節，經派員現場
勘查實際位置為延平路一段 170
號附近，本案業經錄案，俟天氣
放晴後即派工進場辦理修復。如您
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
本府工務處養護科謝先生聯繫（電
話：03-5216121 分機 295）或撥
打 1999 服務專線。新竹市政府工

務處 敬上
(已電話與陳情人連繫)
17

10503090042

浸水街土質含有重金
都市
屬，不能耕作，可將樹林 發展處
頭培育花圃轉予置放浸
水街，順此帶動觀光產
業，樹林頭的土地亦可另
做更好之運用規劃。

有關您建議將樹林頭花海轉置至
浸水街，樹林頭土地妥善規劃乙
案，本府會納入後續通盤考量，再
審酌辦理。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
您與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設計與
開發科柳先生聯繫(電話：
03-5216121 分機 374)。
新竹市政府 敬上

18

10503140029

1. 民湖路 309 巷巷口有 工務處
一很深的坑洞，請優先儘
速處理。
2. 民湖路至西大路口
之間，道路多處坑洞，請
派員填補。

有關反映本市明湖路 309 巷巷口
路面坑洞及明湖路至西大路口間
道路多處坑洞問題，經本府派員現
場勘查後已於 105.3.15 派工逐一
將將路面坑洞處修復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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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216121 分機 295）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新竹市政府工務
處 敬上
(已電話回覆)

19

10503140042

東大路、經國路交叉路口 交通處
大型倒數計數器故障，請
派員修復。

有關您來信反映位於新竹市東大
路、經國路路口紅燈倒數計時器故
障乙節，已錄案請承商查修，若無
法修復將拆除報廢，不便之處尚祈
見諒！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64，吳
衛理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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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3140050

建華街 47 號紅黃閃爍燈
各約 4～5 秒輪動閃爍，
投書人建請交替閃爍各
為 1 秒。

交通處

有關東區建華街 47 號，閃光號誌
燈閃爍時間間隔過長之情況，本府
已派員前往維修，以利車輛行進。
謝謝。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64，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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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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150029

高峰路 47-51 號路面中間 工務處
雙黃線處有許多因瀝清
成份不足，造成路面經車

有關反映高峰路 47-51 號路面碎
石乙節，經本府派員勘查後為路面
老化龜裂，本府將先行錄案，並視

輛擠壓後碎石蹦出狀
況，請清除碎石並補足瀝
清不足部分。

預算經費執行情形，研議辦理改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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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216121 分機
295）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新竹
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已電話回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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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160044

府後街停車場上公園正
城市
在做整治規劃，投書人表 行銷處
示：停車管理科對面轉彎
處有一片竹林，不僅擋住
車輛視線，且竹林底下垃
圾滿地、群狗聚集，是否
將竹林移往它處，改植櫻
花、梅花等之植栽，既可
美化環境亦可避免遮擋
駕駛人視線。

您所反映之府後街停車場上方植
栽問題，本府目前進行護城河再造
工程，將對停車場地表景觀做改
善，植栽部分也會一併疏植與調整
，以達到舒適的整體景觀。如您尚
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接洽
詢：03-5216121 分機 546，謝先
生；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有
專人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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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180033

北大路、西大路口(麥當 工務處
勞)前有一小的人孔蓋鬆
動、翹起，路人經過差點
摔傷，請儘快修復。

有關反映本市北大路、西大路口前
人孔蓋鬆動乙節，經本府派員現場
勘查為自來水制水閥，已通知自來
水公司儘速派員處理。水公司表示
俟天氣放晴後即派工進場修復。如
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
與本府工務處養護科謝先生聯繫
（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5）或
撥打 1999 服務專線。新竹市政府
工務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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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210018

公道五路近美麗信飯店
工務處
前 100 公尺處多處坑洞，
請填補。

有關您反映本市公道五路近美麗
信飯店前 100 公尺處路面多處坑
洞乙節，本府業於 105 年 3 月 21
日派工將路面破損處修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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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216121 分
機 294 或撥打 1999 專線）。 新竹
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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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220023

南大路 575 巷 3 弄巷口， 工務處
編號:401400 路燈故障
(過年前才修過)，請派員
修復。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路燈編
號:401400)南大路 575 巷 3 弄巷口
路燈故障乙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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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上述情形

於 105.3.23 中午 12 時 15 分電話
向來信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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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220036

編號:437031 路燈裝置高 工務處
度不足，應拉高 6 尺高
距，才能讓光源發揮廣角
普照效果，請改善處理。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路燈編號：
437031)路燈高度不足以致無法發
揮廣角普照效果，經本府派員勘查
結果，通報地點本府已派員調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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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上述情形
於 105.3.23 中午 12 時 15 分電話
向來信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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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220037

東 門、民 族路 口 附 近 路
面 龜 裂， 請 修 復 。

工務處

有關反映本市東門街、民族路口附
近路面龜裂，經派員勘查，將俟天
氣放晴後派工辦理修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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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216121 分機 295）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
上(已電話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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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220038

東 南 街、食品 路 口 周 邊
附 近 路面 龜 裂 ， 請 修
復。

工務處

有關反映本市東南街、食品路口附
近路面龜裂，經派員勘查，將俟天
氣放晴後派工辦理修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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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216121 分機 295）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
上 (已電話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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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280006

東 大 路二 段 323 巷 口 施
作 下 水道 工 程 已 圍 起
路 障 迄今 超 過 2 個 星
期 ， 投書 人 不 解 ？
1.還 未施 工 為 何 將 整
條 巷 口圍 起，造 成 附 近
居民超過 2 個星期通行
不 便，是 否造 成 擾 民 ？
2.請 回報 預 計 完 工 日
期？
以 上 二點 請 以 電 話 回
覆投書人。

工務處

有關反映本市東大路二段 323 巷
口污水下水道施工乙事，經本府工
務處下水道科詹先生 105.3.28 電
話連繫，說明如下；經查該處於 3
月 28 日開始施作，為讓當地居民
方便出入，每日施工完畢後會把工
區範圍蓋上鐵板以利用路人通
行．該區預計於 105 年 4 月 1 日完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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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
機 393）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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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280027

明 湖路 249 號 之 3， 編
號 :312127 路 燈 已 3 天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明湖路 249-3
號路燈不亮乙節，經查該盞路燈尚

不 亮 ，請 修 復 。

在保固中，本府已通知承包廠商儘
速派員前往修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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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0 上午 8 時
30 分以電話向來信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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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290011

民湖路、南大路 617 巷交 工務處
叉巷口，面對陽光國小大
門左側巷口，大眾廟前道
路有一大的坑洞，請儘快
修補:另該整條道路許多
小坑洞，請一併補平。

有關反映明湖路、南大路 617 巷口
路面坑洞乙節，本府業於 1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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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216121 分機 295）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
上 (已電話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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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290013

面對陽光國小大門左側
巷口，路燈故障。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陽光國小大門
左側路燈不亮乙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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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上述情形
於 105.3.29 上午 8 時 30 分電話向
來信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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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290017

陽光國小後門 575 巷 3 弄 交通處
巷口，編號:401400 路燈
旁有一〔禁止停車〕標誌
牌桿子傾斜 20 度左右，
請派員扶正。

有關您來信反映本市陽光國小後
門 575 巷 3 弄巷口牌面乙事，經本
府交通處於 105 年 03 月 30 日派員
前往現勘，將於 4 月底前重設完
成。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
迎直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64，巫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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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0503300018

中華路 4 段、華北路紅綠 交通處
燈已故障並朝天方向照
射，請派員修復。

有關中華路 4 段、華北路紅綠燈故
障事宜，本府已派員前往維修，以
利車輛行進。謝謝﹗如您尚有疑問
或其他意見，歡迎直接洽詢：
03-5216121 分機 464，張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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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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300020

中華路 5 段 648 巷溫度計 交通處
故障(已 1 個月)，請修復。

有關您來信反映位於新竹市中華
路五段 648 號前時間溫度顯示器
故障乙節，已錄案請承商查修，若
無法修復將拆除報廢，不便之處尚
祈見諒！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
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64，吳
衛理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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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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300023

經國路果菜批發市場
產業
內，民眾騎機車入內採
發展處
購，因內部人潮壅擠，廢
氣充斥，排氣管也常燙傷
路人，反映多次
都無法解決，建議在各入
口處设置迂迴ㄇ桿，防止
機車進入，並請員警入內
取締。

有關台端反應經國路批發市場內
違規車輛造成消費安全疑慮乙
事，本府已要求新竹農產運銷股份
有限公司研議於市場各入口設置
阻設施(ㄇ型桿)、發放攤商機車識
別證等車輛管制方案，儘速改善市
場內機車亂竄、人車爭道之現況，
以維護民眾購物安全及市場內部
空氣品質。
承辦人：產業發展處畢佳琪技士
聯絡電話：03-521612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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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300025

中華路 4-5 段分隔島路樹 城市
枯黃、雜亂及重新植栽問 行銷處
題，反映 3 年都未處理，
希望重視環境美化並加
強樹木培育植栽問題。

關於台端建議香山區中華路 4-5
段行道樹加強美化規劃乙節，本府
城市行銷處已派員現勘了解並且
錄案，俟本年度開口合約發包後研
議辦理。如尚有其他疑問或意見歡
迎電話聯繫（03）5216121 轉 259
王先生，謝謝您。
（本案已於 3/31
上午 9 時致電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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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310074

南農村土地重劃區內，幾 地政處
年前市府有筆補助款給
該土地持分 10 餘人等，
但須所有持分人同時到
場蓋章才能生效領取該
款項，因人數無法同時到
達，致使投書人遲遲未能
領取該筆款項，投書人建
請業務單位設法將此舉
措修正，並回覆投書人處
理辦法。

有關您來電詢問有關本市港南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
人韋朝宗君(被繼承人)應領差額
地價補償費計新台幣 101,340 元
乙案，依現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
例相關領取差額地價之法令規定
需全體繼承人達成協議，檢附繼承
系統表及各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
本、印鑑證明等相關文件，故仍請
台端尋求全體繼承人協議途徑進
行。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來
電洽詢：03-5216121#331 劉小姐，
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有專人
為您服務。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敬覆 聯絡人：
劉蕙菁 連絡電話：

03-5216121#331 本案已於 105 年
4 月 6 日上午 8 時 45 分以電話與
投書人韋先生聯繫說明並取得諒
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