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政府服務中心

10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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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7010017

育英路、林森路十字路口
倒數計時器故障，請派員
修
復。

2

10507010018

中華路 1 段 2 巷路口倒數 交通處
計時器故障，請派員修
復。

有關您來信反映中華路 1 段 2 巷路
口之紅燈倒數設備故障乙事，本府
已請廠商錄案查修，並已通知廠商
儘速修復，造成您的不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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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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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507010020

香山交流道北上車道旁
人行道，常被大貨車等停
放壓壞路面，請提出辦法
禁止大貨車停放，並修復
破損路面。

工務處

您反映香山交流道北上車道旁人
行道，常被大貨車等停放壓壞路
面，請提出辦法禁止大車停放等情
事，查處情形茲答復如下：
1.針對各式交通違規停車
車，本市三分局即派員前往現場查
察取締，以維車輛通行順暢。
2.為掌握取締時效，如您有發現任
何交通違規，請逕予撥電該分局勤
務中心(03-5380040)或南門派出
所(03-52222248)，將立即派遣線
上警力前往執法取締。
3.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
直接洽詢：03-5301738，陳先生。
有關反映香山交流道北上車道旁
人行道遭車輛停放壓壞路面乙
節，經查該處屬公路總局所轄管，
已通知該局派員處理。如您尚有疑
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工
務處養護科黃小姐聯繫（電話：
03-5216121 分機 294）。

4

10507010025

編號:404014 路燈，被南
外街 11 號住家牆壁遮雨

工務處

有關反映路燈降低 60 公分以維照
明乙節，經現場與住戶協商，該住

交通處

辦理情形
有關本市林森路與育英路紅燈倒
數計時器故障乙節，已錄案請承包
商派員查修，並請廠商錄案儘速辦
理設備檢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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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有
專為您服務。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敬上

棚擋住光源，請將該路燈
降低 60 公分，避開光源
障礙。

戶並不同意本府降低路燈高度，台
端所請恕無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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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6251
路燈維修專線反映）。新竹市政府
工務處 敬上(105.7.1 下午 2 時電
話連繫)

5

10507010032

五福路 1 段 19 巷上去右
邊路樹枝繁葉茂，擋住視
線及刮傷路人，請速修
剪。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反映五福路一段 19 巷樹木
須修剪乙節，本府城市行銷處於
7/27 派員前往處理完畢，如尚有
其他疑問或意見，歡迎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261 鍾先生。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 敬上

6

10507040058

中央路巨城百貨對面，編
號:110030 路燈故障，請
派員修復。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中央路巨城百
貨對面，編號:
1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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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6 上午 7 時 50 分電話
向來信者說明)

7

10507040059

中央路巨城百貨地下機
車停車場，無抽風機(遭
拔除)，車場內廢氣充
斥，污染空氣，請相關單
位介入調查改善。

環保局

1.經查停車場非屬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之公告場所，本局以電話告
知該場所加強停車場抽風。
2.本局稽查人員於 105 年 7 月 6
日 09 時 15 分與陳情人聯絡。
環保局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科
承辦人曾思嘉 03-5368920-2007

8

10507040062

中央路巨城百貨內垂直
式電梯口前或附近常置
放存貨及攤位販賣東
西，妨礙民眾行走動線及
安全。請督促業者改善。

工務處

有關來信反映本市巨城百貨垂直
式電梯口前或附近常置放存貨或
攤位賣東西妨礙通行乙節，本府將
函文通知該公司改善。如您尚有疑
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本府工
務處使用管理科周先生聯繫（電
話：03-5216121 分機 403）。新竹
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9

10507040065

公道五路 1 段京元電子附 交通處
近有南下及北上兩岔路
口，投書人表示：南下道
路正確，但北上車道應建

有關您來信反映本市公道五路匝
道一事，茲以書面回復如下：
經查旨案係屬交通部臺灣區國道
高速公路局，本府已將台端意見轉

置地下穿越道或搭建高
架橋北上，方是正確，目
前易造成交通壅塞及不
合理亂像，請參酌辦理。

陳卓處，本府深感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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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507040075

南大路 634 巷 25 號前人
孔蓋經投訴維修，依然發
出聲響，請再度勘驗修復
。

工務處

有關反映本市南大路 634 巷 25 號
前雨水人孔發出聲響乙案，本府業
已再次通知廠商前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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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507060031

7/6 上午 10:10 左右竹女
門口中間分隔島正在除
草施工，投書人開車等候
紅綠燈時，遭除草機帶動
碎石砸到車體兩個凹洞
及ㄧ些擦傷痕跡，非常不
爽，請求國賠。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細心關注本市道路環境維
護安全管理，並反映中華路二段割
草時石頭彈跳，造成台端愛車損傷
乙節，本府城市行銷處已請維護廠
商協助處理，如尚有其他疑問或意
見，歡迎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261
鍾先生。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 敬上

12

10507060082

林森路、育英路口大型倒
數計時器，二星期前修
復，今又故障，請派員確
實檢視修復。

交通處

有關本市林森路與育英路紅燈倒
數計時器故障乙節，經查承包商工
程人員及本人於前日下午 5 時 30
分均分別至路口勘查確認設備運
作情形，惟經觀察設備尚屬運作良
好，未發現有故障情形，特別向林
先生說明，感謝您的熱心地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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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專為您
服務。新竹市政府交通處敬上

13

10507060102

延平路 2 段至虎林國小附
近木麻黃樹，枝繁葉茂，
已波及到行路人安全，颱
風將屆，請速修剪。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反映延平路二段至虎林國
小樹木需修剪乙節，本府城市行銷
處於 7/7 派員前往處理完畢，
如尚有其他疑問或意見，
歡迎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261 鍾先
生。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 敬上

14

10507110009

南大路 634 巷 25 號前，
人孔蓋施工不良，車輛經
過發出巨大聲響擾民，且
已反應多次，尚未改善，
請積極派員處理。

工務處

有關反映本市南大路 634 巷 25 號
前人孔造成噪音乙案，因該孔蓋多
次修復均未能有效解決噪音問
題，已請廠商於 105.7.12 將人孔
蓋下地以解決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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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電話連繫未上)

15

10507120139

中央公園年初施工至今
尚未完工，投書人表示：
1.工程施作何時完工?
2.靠東大路邊人行步道
已被圍起，民眾通行時只
能走在馬路邊緣，相當危
險，建請開闢臨時人行
道，供民眾使用。

城市
行銷處

有關您反映中央公園施工問題，本
工程預計 8 月 31 日完工，本府將
於人行道旁綠帶設置暫時便道供
民眾通行，造成您的不便，請見
諒，於 7/14 電話回覆，如尚有其
他疑問或意見，歡迎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478 江先生。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敬上

16

10507130006

編號：451160（柴橋路）
路燈不亮，請派員修復。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柴橋路上路燈
不亮乙節，經查該盏路燈尚在保固
中，本府已通知保固廠商儘速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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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５２１６１２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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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４上午１０時３０分以電話
向來信者說明〉。

17

10507130007

西大路、北大路交叉路
口，四座大型倒數計數器
故障，請派員修復。

交通處

本市西大路與北大路口紅燈倒數
計時器故障乙節，已請廠商現勘後
錄案儘速派員檢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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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專為您服務。新竹
市政府交通處敬上

18

10507150031

光復路二段（工研院對巷
人行道），有路樹折斷，
請派員清運。

環保局

有關您反映工研院對巷人行道路
樹折斷問題，經本局派員確認，並
未發現您所述情況，後續如有類似

問題惠請提供詳細位置以利處
理，感謝您來信。
環保局清潔科:承辦人林晉毅
03-5388406-20
已回復
19

10507150037

食品路、西大路（麥當勞） 工務處
外圍水溝，未妥善處理，
依然冒出水漬，造成積
水，請派員確實修復完成
。

有關您反映本市食品路、
西大路〈麥當勞〉外圍水溝冒出水
漬，造成積水乙案，本府已通知自
來水公司，自來水公司預計於 7 月
16 日晚上，進行開挖處理。如您
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亦歡迎您與
本府工務處養護科謝先生聯繫〈電
話 03-5216121 分機 294〉
。述情行
於 105.7.15 下午 4 點 40 分以電話
回覆，未接。

20

10507150038

西大路往竹蓮國小前 50
公尺小巷旁(私人地上水
溝)，被車輛壓陷坍塌，
請修復。

東區
區公所

有關您來信反映西大路往竹蓮國
小前 50 公尺小巷旁(私人地上水
溝)，被車輛壓陷坍塌，請修復乙
案，經本所楊先生於 105 年 7 月
29 日與您電話聯繫說明，茲以書
面回復如下：
1.本所經會勘並通知 105 年小型
零星工程廠商進行修復，本案業已
修復完竣。
2.感謝您對本市排水設施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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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楊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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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0507150039

1.編號:226055 路燈不亮
，請修復。
2.編號:514016 路燈不亮
，請修復。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路燈編號：
226055 及 514016)路燈不亮乙
節，經查該 2 盞路燈尚在保固中，
本府已通知保固廠商儘速派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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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18 上午 10 時以電話向
來信者說明)

22

10507180026

長春公園到埔頂路（新莊
里）溝邊坡，樹木、雜草
叢生，請派員修剪，以維
護該社區環境美化及衛
生。

工務處

有關反映溝邊坡雜草木修剪及清
理問題，經查反映位址係屬冷水坑
溪(光復路至埔頂路口)側邊，本府
業已通知廠商於 105.8.8 前完成
修剪及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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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28 上午 10 時 58 分電話連
繫)

23

10507180024

長春街～長春公園（橋
上），路燈不亮，請派員
修復。

工務處

有關反映長春街至長春公園路燈
不亮乙節，本府將通知承包商前往
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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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29 下午 2 時 30 分電話連
繫，無人接聽)

24

10507180027

城隍廟週邊髒亂，時有蟑
螂出沒，請派員協調將整
體環境進行消毒。

環保局

本局於每年夏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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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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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工作由里長帶隊執行，惟仍以前
揭公共區域孳生源場所之噴灑範
圍為限。
有關台端陳情反映城隍廟周邊髒
亂，常有蟑螂出沒，需派員消毒 1
案，經查城隍廟係屬本市中山里範
圍，本局已安排 105 年 7 月 26 日
上午執行該里噴藥消毒作業，且噴
藥範圍包含城隍廟周邊道路，臺端
如仍有相關問題，可逕洽本局承辦
人員 5368920 轉 1009，潘小姐。
環保局綜計科:承辦人潘依萍
03-5368920-1009
陳情人電話暫停使用。

25

10507180025

民富街、西大路交叉口
（靠 7-11 處）
，小綠人號
誌故障燈，請派員修復。

交通處

感謝您的來信建議，有關民富街、
西大路交叉口（靠 7-11 處）
，小綠
人號誌故障事宜，本府已派員前往
維修，以利車輛行進。感謝您的來
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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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0507190020

東南街 101 號前手工披薩
窯內燒木及煙灰亂竄，味
道難聞、製造空氣污染，
請儘速開罰處理。

環保局

1.105 年 7 月 28 日 11 時 2 分至上
開該址巡查，業者從事西式餐飲，
烹煮方式以碳烤為主，現場設有燒
柴式烤爐 1 台，未經處理後排至大
氣，現場作業中，於周界可聞有燒
柴異味。
2.建議業者加裝防制設備，避免影
響周遭空氣品質，給予 3 周改善，
於 8 月 18 日前往複查，業者表示
知悉。
環保局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科
承辦人曾思嘉 03-53689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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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90046

錦華街龍昌小館附近道
路再度施工，曾投訴過:
施工未事先通知附近住
戶，今天依舊未通知或立
警示告牌，希望有關單位
徹底檢討改進，勿造成民
怨。

工務處

有關反映本市中央路 181 號及錦
華街 5 巷口自來水公司及中華電
信刨鋪乙節，本府業已通知管線單
位加強承商管理。如您尚有疑問或
其他意見，
亦歡迎您與本府工務處養護科鄭
景陽先生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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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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10034

編號：514016（西門街、
勝利路口）路燈不亮，請
派員修復。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西門街與勝利
路口(路燈編號：514016)路燈不亮
乙節，經查該盞路燈尚在保固中，
本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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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27 下午 2 時 20 分電話連

繫，惟未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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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10050

果菜批發市場旁民主路，
機車停車格一直被違規
佔用擺攤，導致機車無處
停放，並造成市場機車亂
竄，空氣污濁，請相關單
位協商解決問題根源之
辦法。

警察局

反映「民主路果菜市場前，機車停
車位被違規攤販佔用，致機車無停
車位可停」1 案，經轉交本分局查
處，茲以書面回復如下：
1.案經本分局派員前往民主路果
菜市場沿線加強勸導、驅離及取締
告發違規設攤及違規停車計 7
件，另責令轄區文華出所每日上午
6-10 時編排勤務，持續將該處道
路列為巡邏、交通稽查重點處所，
持續加強派員前往巡邏取締，以維
行人及交通安全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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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報案或有
疑義請逕來電聯繫本案交通承辦
人賴政男
，聯絡電話 5728749，本分局將
立即派員警到場處置；感謝您的來
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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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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10051

中華路、香山路橋牆面油
漆斑駁﹔路面凹陷，請派
員修補。

工務處

有關反映香山陸橋護欄油漆斑駁
乙節，礙於橋梁養護經費有限，本
府將先錄案並視年度預算編列情
形通盤考量。另路面凹陷情形，經
派員現場勘查為路面老化產生龜
裂，本府業已錄案，再行研議辦
理。在未改善前本府將加強該路段
路面巡視，如遇坑洞即派工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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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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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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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10055

中華路四段 226 巷，多盞
路燈故障不亮，請派員修
復。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中華路四段 226
巷路燈不亮乙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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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27 上午 8 時 30 分電話向
來信者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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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10057

景觀大道拱形造景段，照
明設備毀損一半，請派員
修復。

工務處

有關反映本市景觀大道拱橋照明
設備毀損一半乙節，經查該拱橋照
明燈皆正常照明無不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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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27 上午 8 時 30 分回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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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10060

中華路四段 226 巷，路樹
擋住路燈，請派員修剪。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細心關注本市公園綠地環
境維護管理，並反映中華路 4 段
226 巷，路樹擋住路燈乙節，本府
城市行銷處已請現場維護同仁加
強該區環境清潔維護，如尚有其他
疑問或意見，歡迎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261 鍾先生。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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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50067

護城河兩側水溝內積滿
樹葉，請清理溝內髒亂。

城市
行銷處

感謝您細心關注本市公園綠地環
境維護管理，並反映護城河兩側水
溝髒亂乙節，本府城市行銷處已請
現場維護同仁加強該區環境清潔
維護，如尚有其他疑問或意見，歡
迎電話聯繫 5216121 轉 261 鍾先
生。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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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50069

1.信義街、林森路口轉彎
處矮柱麻繩圍籬破損，
請修復。
2.重新施作矮柱麻繩圍
籬，間隔距離過寬，是
否涉及偷工減料，亦或
日後遭車輛撞斷後，因
間隔距離過大方便機、
自行車進入停放。
請有關單位驗收查明改
善。

城市
行銷處

關於您反映「信義街、林森路口轉
彎處矮柱麻繩圍籬斷裂」乙事，謹
向您說明如下，本府已於 7 月 26
日現勘並請維修廠商儘速前往修
復。如您尚有其他疑問，歡迎來電
03-5216121*548 林先生。
有關您來信反映林森路立體停車
場 BOT 案，信義街與林森路側矮柱
麻繩等相關問題一事，經本府交通
處於 105 年 7 月 29 日與您電話聯
繫，惟未能聯繫上，茲以書面再次
回復如下：

交通處

經查本案人行道部分屬原意象與
新設結合之廣場，原有矮柱與麻繩
已儘量依原樣設置，另您所述間距
拉大並非方便車輛進出應屬誤
解，人行道連接新設廣場，皆屬行
人通行使用，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
意見，歡迎直接洽詢：03-5216121
分機 483，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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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50072

大同街、信義街轉彎處
(晶城購物廣場)，中華電
信箱旁沒有設置消防栓、
卻有消防栓牌示，請兩者
劃ㄧ整合或拆除。

消防局

有關本市大同路與信義街消防栓
立牌設置問題，經本局於本(105)
年 7 月 26 日下午 3 時分許派員至
現場勘查，大同路與信義街口確實
設置 1 支地下式消防栓且性能良
好，惟該消防栓立牌傾斜，本局已
於本(105)年 7 月 26 日通知台灣自
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新竹服務
所，新竹服務所許股長於 7 月 26
日下午 4 時 30 分許回覆將於下週
派員至現場勘查，再視現場情況做
適當處置。如有消防栓相關問題，
請洽本局災害搶救科廖小姐，電
話：03-5229508 分機 435 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將有專人為您服
務。
新竹市消防局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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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70049

1.林森路編號:341034 路
燈故障。請修復。
2.勝利路、西門街轉彎處
路燈故障，請派員修復。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林森路(路燈編
號 341034)及勝利路、西門街轉彎
處(路燈編號:514016)路燈不亮乙
節，經查該盞路燈尚在保固中，本
府已通知保固廠商儘速派員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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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28 上午 8 時 10 分電話
連繫，惟無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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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90012

明湖路 319 號前及 349 號
對面鐵絲網上綁有橘色
帆布 (缺錢借貸廣告)，
有礙觀瞻、請取締拆除。

環保局

有關本市反映明湖路 319 號及 349
號對面鐵網有捆綁橘色借貸布
條，本局已採證完畢，並通報清潔
科前往處理。
環保局環境衛生管理科
承辦人文素卿 03-5368920-4011

於 8 月 1 日上午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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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90013

清草湖公廁對面景觀台
木製地板再次損壞，請修
復。

城市
行銷處

有關您反映本市青草湖景觀平台
木質地板設施損壞乙節，謹向您說
明如下：
本府城市行銷處將會派員會同顧
問公司現勘了解，並納入本年度公
園綠地設施等維護工程辦理修復。
如尚有其他疑問或意見歡迎電話
聯繫（03）5216121 轉 259 王先生。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 敬上（本
案已於 7/29 上午 10 時致電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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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90014

明湖路 347 號前路燈桿有
一(南大路)標示牌上貼
有售屋違規廣告，請拆除
並罰緩。

環保局

有關本市明湖路 347 號前路燈桿
有張貼違規售屋廣告，本局於 7 月
29 日下午派員前往現場勘查，現
場無售屋廣告。
環保局環境衛生管理科
承辦人文素卿 03-536892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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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90017

1.林森路編號:341034 路
燈故障至今未修，請儘
速修復。
2.城隍廟附近(阿忠冰店
)前路燈故障還未修復
，請儘速派修。

工務處

有關您所反映本市林森路(編
號:341034)路燈不亮乙節，經查該
盞路燈尚在保固中，本府已通知保
固廠商儘速派員前往修復。另城隍
廟附近(阿忠冰店)前路燈故障，經
查係為地下線路不良，已通知廠商
查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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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1 上午 08 時 30 分以電
話向來信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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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290019

43

10507290024

經國路 1 段台亞(福爾摩 工務處
沙)加油站對面—新竹米
粉貢丸旁有一條小路及
人行步道之間，最近加蓋
了ㄧ私人水泥車棚停車
位，非常突兀，是否有涉
及違建問題，請查察辦理
。
東前街 67 號建國公園前 工務處
早上前來鋪設柏油，但
50-67 號間卻置之不理，
經投書人現場反映，現場

8 月 5 日下午電話通知反映人，公
所於 105 年 8 月 5 日東違字第 216
號違建查報單查報市府。

有關本市東前街與西門街口瓦斯
搶修路面刨鋪問題，經查台端所指
50-67 號前路面非瓦斯搶修開挖範
圍瓦斯公司不予刨鋪。已電話向陳

施工人員表示:沒料了﹗
隨即走人，投書人務請施
工單位繼續施工完成施
作!

情人說明。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
見，亦歡迎您與本府工務處養護科
鄭景陽先生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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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