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政府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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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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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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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
位
10706010024 長興街 371 號，路上 工務處
人孔蓋不平，車輛經
過時會發出噪音，建
請派員處理。
案號

投書內容

10706010042 武昌街 110 號美學館 城市行
左側第九號公廁，男 銷處
廁便座水箱浮球卡
住漏水不停，應為零
件安裝不完整，漏水
數月問題嚴重，請派
員處理。另建議男廁
小便池改成一人一
便斗，美觀且具備隱
私性，沖水時也不會
濺到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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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受理民眾反映案件辦理情形表

10706010056 埔前路華夏玻璃，投 勞工處
轉知勞
書人表示常有外勞
動部
開推高機穿越馬
路，好幾次讓投書人
都差點撞上，建請派
員查察外勞是否有
合法推高機駕駛執
照，並請華夏玻璃對
於員工教育訓練-遵
守道路安全宣導需
要再加強。

辦理情形
有關反映本市長興街 371 號人孔蓋噪音乙
節，經本府現場勘查為台電公司孔蓋，本
府已通知台電公司儘速前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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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先生聯繫
（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4 或免付費道
路修補專線 0800-810810 反映）。最後敬
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有關您來信反應建國公園男廁高水箱漏
水及小便斗改善一事，經本處張先生電話
聯繫，惟無人接聽，茲以書面回復如下：
本處將派員前往查修，並評估小便斗改善
方式 。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接洽
詢：03-5216121 分機 545，張先生
最後，敬祝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
銷處 敬上

有關您投書反應華夏玻璃讓外勞開堆高
機，是否有合法堆高機駕駛執照問題 1
案，因您未留電話，僅以電子郵件回覆如
下:
有關您投書表示華夏玻璃讓外勞開堆高
機，是否有合法堆高機駕駛執照問題，因
辦理本市職業安全衛生檢查之權責單位
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
衛生中心，故本府將您所提建議移請權責
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
全衛生中心辦理，感謝您對市政及職業安
全衛生業務的關心。
以上說明，您如有疑義，請電話聯
絡:03-5324900 分機 45 陳小姐。
敬祝 平安喜樂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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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10057 西大路進入南大路

交通處

地下道口處，汽機車
分隔島的黃色防撞
軟管斷了好幾根，投
書人認為會造成用
路人危險，請儘快派
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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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
10706010058 文昌街與林森路
口，正在做水溝施工
的淤泥殘渣未收
袋，投書人怕明後天
下大雨淤泥殘渣會
被沖刷，嚴重會導到
排水不良等問題，請
派員前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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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40058 龍山西路 113 號 1 樓 都發處
(拳威建生俱樂
部)，投書人表示此
處正在施作二次施
工，把 1 樓店面做夾
層，裝潢為 2 樓使
用，投書人建請派員
查察：
1.二次施工並做夾
層為 2 樓使用是否違
法加蓋，建請勒令停
工。
2.在住宅區約定專
用的商業使用範圍
是否違法加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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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
10706050042 投書人先生持有的
土地被市府劃為暫
定古蹟，甚至昨日
(5/31)市府還逕行
發布新聞宣布列為
市定古蹟，並刊登市

有關您來信反映本市南大路/西大路地下
道分隔島軟桿損壞乙案，首先感謝您對本
府交通處的關心與建議。本府已於 107 年
6 月 1 日派員移除完畢，現況如您尚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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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敬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敬上
有關您反映文昌街與林森路口水溝施工
後的淤泥殘渣未裝袋一案,本局於 6 月 4
日派員前往現場勘查,發現現場水溝施工
工程尚未施工完畢,並已告知現場工程人
員注意,倘若仍有相關疑問,歡迎來電詢
問 5368920-6002 林先生。
順頌安祺
環保局廢棄物處理科
承辦人林昶辰 03-5368920-6002
有關台端反映本市龍山西路 113 號涉有夾
層增建乙事,本府將依規定派員勘查,若
確屬違章建築情事,將依違章建築處理辦
法規定程序處理,感謝您的來信。
都發處使管科分機 403 周先生敬上
（０６０７∕１３５０已回電說明）

有關您來信反映「持有的土地被市府劃為
暫定古蹟，損害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一
事，現茲以書面回復如下：
本案業於 5 月 28 日經本市文化資產審議
會決議指定淨業院為古蹟，相關會議紀錄
尚在簽核程序中。先予敘明。

長宣布的照片。陳情

有關您反應損害土地所有權人權益部

人對市府漠視私
權，嚴重違反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17 條~第
20 條規定的審議程
序，損害土地所有權
人權益的行為，強烈
要求市長當面提出
說明，並恢復該地的
市地重劃規劃範圍。

分，依文資法第 41 條，其原依法可建築
之基準容積受限制部分，得等值移轉至其
他地方建築使用…。另依文資法第 99 條，
私有古蹟及其定著之土地，免徵房屋稅及
地價稅。及文資法第 100 條，因繼承需移
轉者，免徵遺產稅。是以文資法針對私有
古蹟所有權人權益，有上開法令之補償及
獎勵等。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接洽詢
03-5319756#265 劉小姐；或撥打 1999 服
務專線，將有專人為您服務。最後，感謝
您對本市文化資產的關心與建議，並敬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文化局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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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50043 編號：437027，路燈 工務處
不亮，請派員處理。

有關反映本市路燈編號 437027 路燈不亮
乙節，本府已通知保固廠商儘速前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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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4 或
免付費道路修補專線 0800-810810 反
映）。最後敬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工
務處 敬上 已於 107 年 6 月 5 日上午 10
點 30 分回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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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
10706060050 投書人因身體不
適，路邊臨停民生
路、北大路口至宏偉
婦產科要水吃藥，不
到 2~3 分鐘車輛就被
拖吊，投書人馬上追
趕請拖吊業者停
車，一路追至溪埔
路，拖吊車皆未停
下，使投書人身心俱
疲；申述人表示因身
體不適才臨停而且
也未聽見鳴笛聲，是
否能將罰單撤除，並

有關您以電子郵件向本市民意信箱反映
之問題，經轉交新竹市警察局處理，茲答
復如下：
有關您針對本局拖吊違規車輛疑議部
分，本局員警於執行違規拖吊時均全程錄
影、錄音，如您仍有疑議可查證、調閱該
錄像檔，或備妥違規時間、地點，遭拖吊
違規車號逕向監理機關投書。
感謝您對於本市交通的關心，敬祝 萬事
如意。
本案聯絡人員:警務員 楊偉權
聯絡電話:03-5237657

建請往後執行拖吊
時能鳴笛示警以及
採取驅離方式不執
行拖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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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80022 載熙國小附幼，今年 教育處
暑期因校園整修導
致無法開班，讓 2~30
位家長自行想辦法
解決，因投書人孩子
是輕度自閉口語未
完全發展，因此這種
短期安親許多私幼
並不願意承接，投書
人建請市府協助學
校另行尋求地點開
班，以解決所有家長
目前窘境。

謝謝您來信關心與反映載熙附幼暑期課
後留園服務的問題，亦於 6 月 8 日下午
3:30 致電回覆您並提供相關托育服務資
訊，茲再以書面回應如下：
本年度（107）載熙國小之校園將於暑假
期間進行整修拆除工程，考量維護幼兒出
入之安全及避免因施工噪音影響教學活
動之品質，是以幼兒園將暫停辦理本次暑
期課後留園服務。另針對您所提需求，本
處初步查訪了載熙國小周邊之幼兒園，包
含美滿、童欣、帝堡、慈恩、漢聲、文華、
大樹等多家幼兒園，請您再撥冗親洽了解
並做妥善安排。
如對以上回應內容仍有疑問，歡迎來電詢
問，本案承辦人特前科江小姐，電話
5253498。
敬祝
平安喜樂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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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80035 復興路 31 號前至南 工務處
門醫院路燈不亮，編
號
519004,519005,519
006 三盞路燈，請儘
速派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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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80037 四維路陸橋之橋面
兩側排水孔垃圾堆
積，投書人已於 5 月
份反應過但問題未
獲解決，是否沒有定
期清理，請有關單位
前往察查，並請拍下

環保局

有關反映本市復興路 31 號前 3 盞路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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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免付費道路修
補專線 0800-810810 反映）
。最後敬祝 闔
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已於
107 年 6 月 11 日上午 10 點回電
林先生您好:
您反映的問題,本局 6 月 13 日已派員清理
完畢,另照片部份已寄台端信箱,謝謝您
對環保公共事務的關心。
順頌安祺
環保局清潔科
承辦人林晉毅 03-5388406-20

清理前與清理後之
照片以利瞭解清理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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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80038 林森路與四維路，路 交通處
口行人斑馬線標線
模糊，請派員前往補
繪。

有關您反映林森路與四維路口行人穿越
線模糊建議補繪 1 案，茲以書面回復如下：
為利用路人清楚辨識，本府將派工補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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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敬
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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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80042 1.四維路 63 號騎樓

警察局

有關您於 107 年 6 月 8 日來信反映「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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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不銹鋼圍欄，多
部機車放置其內，行
人無法通行。2.林森

路、四維路兩處店家違規占用騎樓」等
情，回復如下：
一、四維路 63 號騎樓占用，第一分局已

路 124 號騎樓亦放置
大量生財器具，店面
的遮雨棚甚至超過
人行道。請派員察查
取締。

責由西門派出所派員查處。承辦人員巡官
許少凡，聯絡電話：03-5253654。
二、林森路 124 號騎樓占用，第三分局已
責由南門派出所派員查處。承辦人員張先
生，聯絡電話：03-5224168 分機 2507。

10706080044 府後停車場才重新
裝修過沒多久，B3
多處積水，路面破

交通處

裂，建請派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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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80050 光華二街 80 巷 22
弄，地主告知投書
人：6/8 號此處將會
設成私人停車格並
收費，投書人不解?
此處是否合法申請
可設置收費停車格?

有關您來信反映府後街地下停車場 B3 多
處積水一事，首先感謝您對本府交通處的
關心與建議，茲以書面回復如下：府後停
車場 B3 因水壓過高，地面無法負荷,導致
地下水溢出，本府交通處已責成廠商維持
抽水機正常運作，以減緩地下水壓力，避
免 B3 地坪破裂，後續將持續觀察，以研
議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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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敬
祝 闔家安康

交通處

有關您反映光華 2 街 80 巷 22 弄將設私人
收費停車格，首先感謝您對本府市政交通
的關心與建議，經查該巷弄未發現私設車
格情形，若有前述情形，本處將依規妥
處，以維公權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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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敬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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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
10706080058 東大路二段 598 巷
(石頭路)，有廢棄
2~3 腳踏車及 1~2 機
車占用此處，上週反
映後已有張貼告示
如不移走將當廢棄
物處理，至今皆未改
善，建請派員將路霸
移除。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
之 1 暨「占用道路廢棄車輛認定基準及查
報處理辦法」規定：「占用道路車輛，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認定為廢棄車輛：一、
經所有人或其代理人以書面放棄之車
輛。二、車體髒污、銹蝕、破損，外觀上
明顯失去原效用之車輛。三、失去原效用
之事故車、解體車。四、其他符合經中央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公告認
定基準之車輛。」，先予敘明。
您投書反映「移除路霸」問題，地點位於
本市東大路 2 段 598 巷，本局 107 年 6 月
11 日派員查察，該巷道並未發現有陳情所
述公告移置廢棄車輛情事，謝謝您對環保
公共事務的關心。
順頌時祺
環保局環境衛生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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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10706110032 投書人因親友長期
於新竹台大醫院身
心科治療，但因病房
數正在減床中，於必
要住院情況下，無法
第一時間排到床位
(新竹市身心科的醫
院有國軍醫院及竹
東台大醫院)，需至
較遠的醫院就醫，對
家屬來說不甚方
便。為維護新竹市民
權益及病患就醫方
便性，建議台大新竹
醫院身心科不要減
床亦不要搬離。投書
人詢問過台大新竹
醫院是否會遷移至
新的湳雅院區，未獲

您於 107 年 6 月 11 日向市政府民意信箱
反映有關新竹台大醫院身心科床位減少
問題一案，經本局詢問該院院長室表示該
院精神科病房目前因老舊所以進行病房
整修中，為住院病患的舒適度所以目前關
閉部分病床，如民眾有住院需求，該院會
協助病患轉介至其他醫院，另該院目前並
無精神科病房減床或搬離計畫。
感謝您對於醫療設施的建議，如您尚有醫
療業務之諮詢及建議，可洽詢本局
5355191。
敬祝您 平安 健康
新竹市衛生局 敬上

明確答案，可否請有
關單位先行查察醫
院是否有減收病患
問題，以利民眾安心
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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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140012 南大路 700 號對面斜 地政事
坡旁兩側空地，常有 務所
車輛停放，投書人建
請查察該土地所有
權歸屬何單位。

一、有關台端詢問本市南大路 700 號對面
斜坡旁兩側空地土地所有權乙事，參酌台
端所附照片位置，初步查勘為本市新興段
2014-2 地號土地，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
國，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二、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05、207
條規定，申請土地複丈，由土地所有權人
或管理人填備土地複丈申請書向土地所
在登記機關辦理，土地實際位置應以鑑界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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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處
10706140042 一品大觀後方忠孝
路上開設電子遊藝
場，投書人不滿 1.
此為住宅區，而且住
戶多為有孩童的家
庭，市府居然能讓聲
色場所設立於此?投
書人代表一品大觀
住戶表示抗議，建請
立即停止該場所營
業；2.該電子遊藝場
頂樓冷卻塔破損導
致漏水流至馬路，漫
延到一品大觀社
區，建請派員處理。

首先感謝您對本案的關心與建議，經查依
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該區屬住商混合
區：有關商業登記相關問題，本府現行皆
已停止核發電子遊戲業營業級別證在案
(即不開放申請設立)，經查該電子遊戲場
已辦妥商業登記並領有電子遊戲場業營
業級別證而得以經營在案。另為維護公共
安全，本府亦針對電子遊戲場業場所皆有
所列管，並持續定期與不定期進行商業活
動聯合稽查，亦額外加強稽查之密度，若
有違規事項，則依法裁處，以導正商業秩
序及維護市民安全。感謝您的關心。 若
您還有其他疑問或尚需進一步了解相關
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請直接電洽本府都
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電話：(03)5216121
轉 551 秦小姐；有關商業登記相關問題，
請洽產業發展處：5216121 轉 258 孫小
姐 。最後，敬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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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處
10706140043 一品大觀至忠孝大
潤發斑馬線已斑
駁，投書人建請優先
評估裝設行人觸控

有關您反映忠孝路一品大觀至忠孝大潤
發行人穿越線已斑駁建議設行人觸控號
誌或劃設彩色行人穿越線 1 案，茲以書面
回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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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誌，如無法裝設其

該路段脫落標線將派員補繪，因該路口行

次為繪製彩色斑馬
線，以維護行人安全

人通過量不足，爰不予設置行人觸控號
誌，另劃設彩色行人穿越線 1 事，因其造
價昂貴且屬試辦性質，暫無劃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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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敬
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敬上

10706190023 投書人建請市長督
促所屬加強取締:金
山街商圈違規停車
多，交通混亂，應加
強取締。

警察局

您於 107 年 6 月 19 日寄交新竹市政府民
意信箱之電子郵件，反映「金山街商圈違
規停車多，交通混亂，應加強取締。」1
案，經轉交本分局查處，茲以書面回復如
下：
一、案經本分局派員前往了解，依據陳情
人陳述、…持續加強該路段巡邏、驅離、
逕行舉發各項違規取締、另責令轄區關東
橋派出所針對該處道路列為巡邏、交通稽
查重點處所，持續加強派員前往巡邏取締
各項違規行為，以維行人及交通安全順
暢。
新竹市警察局為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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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rs.hccp.gov.tw/HsinChuPubW
eb/index.aspx，歡迎多加使用（使用前
請詳閱相關使用須知）。為掌控第一時間
有效處理，如您發現有任何交通違規、治
安之情事時，建議您可即時撥打 110 本分
局將立即派員警到場處置、分局勤務指揮
中心 03-5728750 電話報案或有疑議請逕
來電聯繫本案交通聯絡人:巡官李振銘
巡佐陳正憲，聯絡電話 5728749；感謝您
的來信，敬祝安康。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
意見，歡迎直接洽詢： 03-5728756 張振
鴻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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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00052 經國路右轉至公道

工務處

五路三段陸橋前
段，機車道右側有一
水溝蓋掀起，投書人
怕其它用路民眾危
險，請儘快派員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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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50026 牛埔路 14 巷六弄路
口(昌益九期社
區)，投書人反應有

起乙節，本府已於 107 年 6 月 20 日下午
六時處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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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養護科張先生聯繫（電話：03-5216121
分機 294 或免付費道路修補專線
0800-810810 反映）。最後敬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 敬上
警察局

一台暗紅色福斯車
輛，長期停放使用該
路口，投書人不想介
入問題引紛爭，又因
社區會有垃圾車通
過也有會車情形，該
車輛是否違法狀況?
建請有關單位前往
查察並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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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50044 忠孝路 277-1 號富賀 環保局
複合式娛樂廣場，頂
樓冷卻塔破損導致
漏水流至馬路，漫延
到一品大觀社區，建
請派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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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50055 牛埔東路附近路燈
交通處
編號 160052，黃色電
源箱(透明壓克力
盒)破損，建請派員
維修。

有關反映本市公道五路陸橋前水溝蓋掀

本分局已責由轄區香山派出所，派員前往
查處，如有違規占用情形，將依規定查
處，以維人車安暢。
為掌握取締時效，如發現有違規停車情
形，請逕予撥電本分局勤務中心
(03-5380040)或香山派出所
(03-5386348)，將立即派遣線上警力前往
執法取締。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接洽
詢：03-5224168 分機 2545，林先生；或
撥打 1999 服務專線，感謝您的來信，敬
祝安康。
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敬上
您投書反映冷卻塔漏水問題，地點位於本
市忠孝路 277-1 號，本局於 107 年 6 月 26
日現勘，稽查當時發現冷卻水塔漏水，店
家已將水管改至水溝，本局將加強巡查該
處，以維護環境整潔。謝謝您對環保公共
事務的關心。
順頌安祺
環保局環境衛生管理科
承辦人王榮光 03-5368920-4011
有關反映本市牛埔東路路燈編號 160052
電源箱外殼破損乙節，本府已請承包商前
往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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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免付費道路修補專線 0800-810810
反映）。最後敬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
工務處 敬上 已於 107 年 6 月 27 日上午

10 點 40 分回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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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50058 振興路與林森路口
交通處
轉彎處，大的倒數計
時器(汽車使用)閃
礫有時不亮，請派員
處理。

林先生您好 : 感謝您的來信建議，有關
振興路與林森路口轉彎處，大的倒數計時
器(汽車使用)閃礫有時不亮事宜，經本府
派員前往查看，故障已於 6/27 修復。感
謝您的來信建議，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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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敬
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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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50060 振興路地下道出口
交通處
與中華路口，機車待
轉區格標線不完
整，請派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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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您反映振興路地下道出入口與中華
路口機車待轉區標線劃設不完整 1 案，茲
以書面回復如下：
查該路段係路平後標線係本府工務處廠
商所劃設，將通知該廠商儘速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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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敬祝 闔
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敬上

10706260021 三民路、民生路口閃 交通處
紅燈號誌停留秒數
過長，常讓不熟悉路
況車輛急煞，造成用
路人危險，建請派員
調整。

感謝您的來信建議，有關三民路與民生路
號誌秒數過長事宜，本府回覆如下：本府
派員前往查看，經查看後此路口之號誌運
作為全天行人壓按模式，秒數設定的部份
是經觀查後之車流量及行人量設定之，本
府暫不調整秒數之設定且本府會持續觀
查號誌開放後之車流行進及行人行進對
狀況再予評估調整秒數，感謝您的來信建
議，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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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敬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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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80033 南大路(轉運站段如
附件 1 圖)，投書人
表示已有後站停車

警察局

台端您好：
有關您於 107 年 6 月 28 日交寄新竹市政
府全球資訊民意信箱的電子郵件（信件編

場，但南大路兩側一

號：1070628）反 33 映事項 1 案，回復如

直都有違規車輛停
放，建請定期派員前
往取締開罰。

下：
本分局已責由轄區南門派出所派員加強
稽查取締，以維人車安暢；如有發現交通
違規，可檢附明確日期、時間及地點資料
上傳至新竹市警察局所建置「線上檢舉交
通違規專區」網路平台
https://trs.hccp.gov.tw/HsinChuPubW
eb/)，本分局將依違規事實予以查處。
為掌握取締時效，如發現有違規情形，請
逕予撥電本分局勤務中心(03-5380040)
或南門派出所(03-5222224)，將立即派遣
線上警力前往執法取締。
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接洽
詢：03-5224168 分機 2545，林先生；或
撥打 1999 服務專線，感謝您的來信，敬
祝安康。
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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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80037 南大路與東南街路
交通處
口，每當東南街紅燈
時，南大路要轉進東
南街，會車相當困
難，甚至常堵住無法
轉入，建請業務單位
研擬解決方法，改善
目前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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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90017 投書人為南寮漁港
交通處
直銷中心攤販，最近
漁港進行整修工
程，特別又因端午節
取消龍舟比賽讓所
有攤販叫苦連天，因
此申潠人建請：
1.漁港目前正在施
作的工程有那些?何
時能才完工?

有關您反映南大路轉東南街(火車站方
向)會車困難問題建議改善 1 案，茲以書
面回復如下：
本府將研議調整東南街停止線位置與評
估延長紅線之可行，以利該路口交通順暢
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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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敬
祝 闔家安康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敬上
有關台端反映新竹漁港問題說明如下：
1.新竹漁港目前有道路排水及停車場改
善工程施工中，預計今年底會完工。
2.另反映營業狀況惡化，是否可幫忙協調
減少租金部分，已請新竹區漁會研議辦
理。
3.謝台端寶貴的意見及對市政的關心!

2.攤販因此造成營
業狀況惡化，是否可
幫忙協調減少租
金，或其他配套措
施，讓攤販不致無法
繼續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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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90049 南大路 340~350 號攤 警察局
販違規占用騎樓擺
攤，建請派員淨空，
還給民眾行走空間。

有關您交寄新竹市政府全球資訊網民意
信箱反映事項 1 案，依權責回復如下：
一、本分局已責由轄區南門派出所派員前
往該處加強取締改善，以維人車安暢；如
有發現交通違規，可檢附明確日期、時間
及地點資料上傳至新竹市警察局所建置
「線上檢舉交通違規專區」網路平台
(http://www2.hccp.gov.tw/traffic/re
port.asp)，本分局將依違規事實予以查
處。
二、為掌握取締時效，如發現有違規情
形，請逕予撥電本分局勤務中心
(03-5380040)或南門派出所
(03-5222224)，將立即派遣線上警力前往
執法取締。
三、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接
洽詢：03-5224168 分機 2507，李先生；
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感謝您的來信，
敬祝安康。
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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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90050 南大路 293 號轉彎處 警察局
常被攤販占用，建請
派員取締改善，還給
用路人安全行走空
間。

有關您交寄新竹市政府全球資訊網民意
信箱反映事項 1 案，依權責回復如下：
一、本分局已責由轄區南門派出所派員前
往該處加強取締改善，以維人車安暢；如
有發現交通違規，可檢附明確日期、時間
及地點資料上傳至新竹市警察局所建置
「線上檢舉交通違規專區」網路平台
(http://www2.hccp.gov.tw/traffic/re
port.asp)，本分局將依違規事實予以查
處。
二、為掌握取締時效，如發現有違規情
形，請逕予撥電本分局勤務中心

(03-5380040)或南門派出所
(03-5222224)，將立即派遣線上警力前往
執法取締。
三、如您尚有疑問或其他意見，歡迎直接
洽詢：03-5224168 分機 2507，李先生；
或撥打 1999 服務專線，感謝您的來信，
敬祝安康。
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