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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議會第七屆第十六次臨時會提案摘要表 

1 決報審甲7003 
96年度新竹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

報告案。 
新案 

2 法規甲7030 
「新竹市各區調解委員會委員因公傷亡慰助自治條

例」配合組織修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三讀案 

3 法規甲7031 
「新竹市傷亡官兵撫慰金發給自治條例」第六條修

正草案。 
三讀案 

4 法規甲7032 
「新竹市外籍配偶生活扶助自治條例」部分修正草

案。 
三讀案 

5 法規甲7033 「新竹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修正案。 三讀案 

6 法規甲7034 
「新竹市空地及空屋管理自治條例」第七條及第十

條修正案。 
三讀案 

7 法規甲7035 
「新竹市綜合大禮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修

正案。 
三讀案 

8 法規甲7036 「新竹市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第六條修正案。 三讀案 

9 法規甲7037 
「新竹市火化場回饋金管理運用自治條例」配合組

織修編部分條文修正案。 
三讀案 

10 法規甲7038 
「新竹市勞工育樂中心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案。 
三讀案 

11 法規甲7039 
「新竹市風城願景館場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

案。 
三讀案 

12 法規甲7040 
「新竹市立各級學校校園開放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六條修正案。 
三讀案 

13 法規甲7041 
「新竹市樹木及綠資源保護自治條例」第二條及第

十二條修正案。 
三讀案 

14 法規甲7019 
制定「新竹市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草

案。 
完成一讀 

15 法規甲7025 
修正「新竹市代清除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草案及

擬修正本自治條例之收費標準表。 
完成一讀 

16 財政甲7109 
本府所管坐落本市東山段 1 小段 200、10-2、10-3

地號 3 筆市有地擬辦理標售案。 
 

17 財政甲7115 
蔡炳良先生申請承租本市竹蓮段 1592 地號市有地

案。 
 

18 財政甲7116 
林滿、林來、林瑞珠、林水、林阿火等 5 人申請承

租本市仙宮段 279-15、281-14 地號等 2 筆市有土地

案。 

 

19 財政甲7117 
曾水明先生申請過戶承租本市東門段 1 小段 6-25、

6-26 地號等 2 筆市有土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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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財政甲7118 
張勝海先生申請承租本市仙宮段 279-21、281-10 地

號等 2 筆市有土地案。 
 

21 財政甲7119 
范枝明、范光澤等 2 人申請承租本市仙宮段

279-14、281-15 地號等 2 筆市有土地案 
 

22 財政甲7120 
郭茂松先生承租本市仙宮段 279-24、281-6、281-7

地號等 3 筆市有土地案。 
 

23 財政甲7122 
彭堯宏先生申請承租本市東山段1小段1007地號部

分市有地案。 
 

24 財政甲7123 
王興城先生申請繼承承租本市中山段 2 小段 19-16

及 19-26 地號等 2 筆市有土地案。 
 

25 財政甲7124 
羅富雄先生申請承租本市仙宮段 279-18、281-12 地

號等 2 筆市有土地案。 
 

26 財政甲7128 
姚楊秀滿女士申請承租本市竹蓮段 2375-5 地號部

分市有地案。 

 

27 財政甲7129 
本市光華段 1517、1509-7 地號等 2 筆市有土地公開

標售案。 
 

28 財政甲7130 
陳彥君先生申請承租本市仙宮段279-19地號1筆市

有土地案。 
 

29 財政甲7131 
廖文權先生申請承租本市仙宮段 279-20、281-11 地

號等 2 筆市有土地案。 
 

30 財政甲7134 

本市南門段 4 小段 274、274-2、274-5、275、275-1、

275-2、275-3 及 275-4 地號等 8 筆市有土地擬辦理

現狀標售案。 

 

31 財政甲7135 
蔡民椿君申請承租本市中央段 728、729 地號部分市

有地案。 
 

32 財政甲7136 
本市南門段3小段17-1地號市有土地辦理現狀標售

案。 
 

33 財政甲7138 
陳義謙君申請承購本市新興段 1723-4 地號市有畸

零地案。 
 

34 財政甲7139 
訂定「新竹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

地證明書」收費標準案。 
 

35 財政甲7140 
財團法人台灣省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申請承租本市竹

蓮段 925 地號市有地案。 
 

36 財政甲7141 
陳水源君等 3 人申請承租本市成德段 503 地號部分

市有地案。 
 

37 財政甲7143 
本市南門段 4 小段 243-9、243-15 地號土地及同段

1755 建號房屋擬辦理現況標售案。 
 

38 財政甲7144 
本市南門段 4 小段 278-6 地號市有土地擬辦理讓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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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財政甲7145 
廖鴻洲先生申請過戶承租本市東門段 1 小段 6-61、

6-63 地號 2 筆市有地案。 
新案 

40 財政甲7146 
本市 96 及 97 年度「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租賃

契約書」審議案。 
新案 

41 財政甲7147 
魏春山先生申請承租本市仙宮段 39 地號（部分）1

筆市有地案。 
新案 

42 財政甲7148 
范春梅女士申請承購本市新興段 767 地號市有畸零

地案。 
新案 

43 財政甲7149 
本市中雅段 64、64-2 及 964-5 地號等 3 筆土地擬辦

理共有物分割案。 
新案 

44 財政甲7150 
邱張秀廷女士申請承購本市新興段 756 地號市有畸

零地案。 
新案 

45 財政甲7151 

建請同意由新竹市政府「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

經費所購置之公學新城甲區國宅店舖二戶及公學新

城乙區國宅店舖一戶供管委會、武功里里長服務處

及武功社區發展協會等無償借用案。 

新案 

46 財政甲7152 
新竹市總工會借用本市勞工育樂中心三樓全部及四

樓部分場地辦公契約案。 
新案 

47 財政甲7153 
陳秀女士申請承租本市東門段 2小段 43、43-1、43-2

地號等 3 筆市有持分地案。 
新案 

48 財政甲7154 
本市十八尖山博愛路口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仙宮

段 42 地號）地上物拆遷特別救濟金案。 
新案 

49 財政甲7155 
新竹市公教退休人員協會續借本市府後街 47-1 號

市有廳舍案。 
新案 

50 財政甲7156 
聞賴月華女士申請承租本市東山段 1 小段 3-4、3-8

地號 2 筆市有土地案。 
新案 

51 財政甲7157 
聞士剛先生申請承租本市東山段 1 小段 3-8、3-12

地號 2 筆市有土地案。 
新案 

52 財政甲7158 
本市南門段4小段277-12地號土地及同段267建號

房屋辦理現狀標售案。 
新案 

53 財政甲7159 
鄭玉暖、鄭玉桂女士申請繼承承租本市中山段 2 小

段 19、19-1 地號 2 筆市有土地案。 
新案 

54 財政甲7160 
本市唐高段 656、656-2 地號市有土地辦理現狀標售

案。 
新案 

55 財政甲7161 本市西門國小經管廁所 3 座辦理報廢拆除案。 新案 

56 財政甲7162 
本市舊社國小經管景觀設施工程之樹屋、沙坑遊具、東一入

口及新建工程之欄杆、音樂教室戶外地坪辦理報廢拆除案。 
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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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財政甲7163 
龍巖人本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及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擬以其所有之成德段 521 及 526-2 地號部分

土地分割交換同段 533 地號部分市有地案。 

新案 

58 財政甲7164 
本市財務調度需要，98 年度擬與台灣銀行新竹分行

簽訂 51 億元額透支契約案。 
新案 

59 財政甲7165 
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理處擬向本市

成德中學借用成德段 714 地號土地案。 
新案 

60 財政甲7166 
新竹市勞工就業服務協會擬向本市北區區公所續借

本市西門街 185 號建物 2 樓案。 
新案 

61 財政甲7167 
新竹市體育場周邊土地假日臨時攤販集中場委託經

營管理案。 
新案 

62 二預甲7051 
為有關大陸進口疑似添加三聚氰胺影響市民健康擬

辦理相關食品誦驗及三歲以下幼童篩檢異常個案追

蹤檢查動支第二預備金 100 萬元追認案。 

新案 

63 二預甲7053 
本市 97 年度總預算第 3 季（7 月至 9 月份）第二預

備金動支數額表。 
新案 

64 二預甲7054 
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同意補助本府辦理「新竹市香

山客運轉運站智慧型大眾運輸系統建置計畫」動支

第二預備金 336 萬元案。 

新案 

65 建設甲7001 
新竹市政府委託經營管理「新竹市停十二用地三廠

臨時攤販集中場」計畫書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