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議會第八屆第一次定期會提案摘要表 

編號 案    號 提        案        摘        要 備 註 

1 法規甲8001 
制定「新竹市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 

清理自治條例」案。 
完成一讀 

2 法規甲8002 制定「新竹巿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案。 完成一讀 

3 法規甲8003 制定「新竹市使用公私有建築物室內空間埋設污水

下水道管線補償自治條例」案。 
三讀案 

4 法規甲8004 修正「新竹市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金運用及監督管

理自治條例」第八條及第十四條條文案。 
三讀案 

5 法規甲8005 修正「新竹市供公共使用營利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險自治條例」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案。 
三讀案 

6 法規甲8006 修正「新竹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四條、第六條、

第七條及編制表案。

 
三讀案 

7 法規甲8007 修正「新竹市政府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條文案。

 
三讀案 

8 法規甲8008 修正「新竹市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減免地價

稅房屋稅及契稅自治條例」案。

 
三讀案 

9 法規甲8009 修正「新竹市風城願景館場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八條條文案。

 
三讀案 

10 法規甲8010 修正「新竹市代清除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第五條

附表收費標準案。

 
三讀案 

11 法規甲8011 修正「新竹市火化場回饋金管理運用自治條例」第

六條、第七條條文案。

 
三讀案 

12 法規乙8001 修正「新竹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九條條文案。 三讀案 

13 財政甲8020 本市龍山國小經管幼稚園 1 棟及排球場 1 座，擬辦

理報廢拆除案。 
 

14 財政甲8021 本市竹蓮國小經管活動中心 1 棟，擬辦理報廢拆除

案。  
 

15 財政甲8022 
陳素珠女士擬申請承租本市唐高段 558-1 地號市有

土地案。 
 

16 財政甲8023 蔡振南先生擬申請過戶承租本市東門段 2 小段

1-107、1-110 地號 2 筆市有地案。 
 

17 財政甲 8024 本市崙子段 708-1、750 地號 2 筆市有地擬辦理標售

案。 
 

18 財政甲8025 
蔡乞先生擬申請承租本市東明段 387-8、387-9、

387-10 地號 3 筆市有持分地案。
   



19 財政甲8026 
為籌措經建財源，不必保留公用之本巿康朗段 571-1
地號市有畸零地擬予讓售案。

  

20 財政甲8027 
本府所管位於本巿東山段 1小段 1013 地號巿有地上
房屋 1 棟，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21 財政甲8028 
本市光華段 317、318、319、320 地號等 4 筆市有土
地，擬辦理出租案。  

22 財政甲8029 
新竹市總工會擬借用本市勞工育樂中心三樓(全部)
及四樓(部分)場地辦公續約案。

  

23 財政甲8030 
本市中山段 2 小段 37-20、37-23 地號等 2 筆市有土
地，擬辦理過戶承租案。 

 

24 財政甲8031 
為籌措市政建設財源，屬非公用之本市親仁段 1 小
段 19-1 地號等 6 筆市有畸零地，擬辦理處分案。

  

25 財政甲8032 
「新竹市文化局玻璃工藝博物館藝品行銷區委託經
營管理計畫」及契約書（草案）案。

  

26 財政甲8033 
本市西大路 559-19 號市有中正棒球場 C區看台攤位
（含基地民富段 2732 地號內 19）市有房地，擬辦理
繼承承租案。 

 

27 財政甲8034 
本市國民中小學各項代收代辦費自 99學年度第 1學
期起逐步免向學生收費，所需經費新台幣 3,857,460
元整，擬辦理墊付案。 

 

28 財政甲8035 
本市培英國中活動中心改建工程經費新台幣
3,857,460 元整，擬辦理墊付案。 

 

29 財政甲8036 
為補助本市65歲以上老年農民之農民健康保險及全
民健康保險保費共 25,586,624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並於追加預算或 100 年度辦理轉正案。 

 

30 財政甲8037 本市大庄國小經管球場 1 座，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31 財政甲8038 本市關東國小經管操場 1 座，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32 財政甲8039 
本府所屬「赤土崎、牛埔、綜合體育場前、北區行
政大樓等地下停車場及龍山、北門等臨時停車場及
停七等七處停車場」，擬辦理委託經營管理案。 

 

33 財政甲8040 
本市站前(停二)機械式立體停車場老舊不堪使用，
致連年虧損浪費公帑，擬請同意報廢拆除改為平面
機車收費停車場案。 

 

34 財政甲8041 
99 年度本府增聘 3 名兒童少年保護社工人力及 2 名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社人員，所需經費 184 萬
5,300 元整，擬辦理墊付案。 

 

35 財政甲8042 
新竹市教師會借用本市教師研習中心四樓辦公室

（部分）做為會址辦公室之契約書案。  



36 財政甲8043 
本市十七公里旅遊服務中心，擬出租辦理複合式商

店案。
 

 

37 財政甲8044 
新竹市南寮休閒舊漁港水域遊憩區出租辦理水域

活動及飲料販售業務案。
 

 

38 財政甲8045 新竹市青草湖風景區出租經營水域活動案。
  

39 財政甲8046 
本市公共造產香山造林事業，因與公共造產目的不

符，擬辦理撤銷案。 

 

40 二預金甲8003 
本府辦理 99 年度市民聯合婚禮活動，所需經費新

台 435,000 元整，擬動支第二預備金案。  
 

41 二預金甲8004 
本市 99 年度總預算第 1 季（1 月至 3 月份）第二預
備金動支數額表 。 

 

42 二預金甲8005 
補助新竹區漁會辦理 99 年度鰺魚節及魚苗放流活
動，擬動支第二預備金增列經費 10 萬元及 14 萬元
案。 

 

43 二預金甲8006 
補助新竹市農會辦理 99 年度各項農業發展建設計

畫，擬動支第二預備金新台幣 4,854,000 元案。 

 

44 二預金甲8007 

新竹市立混聲合唱團參加大陸「第三屆海峽兩岸合

唱節」合唱比賽，申請小三通套票經費補助 32 萬

5000 元整，擬動支第二預備金方式納入預算案。 

 

45 二預金甲8008 
辦理「新竹市營造健康城市計畫」，所需經費 550

萬元整，擬動支第二預備金方式納入預算案。 

 

46 二預金甲8009 

為增加補助各機關學校及社團充實各項設施經費

各 320 萬元，合計 640 萬元，擬動支第二預備金支

應案。 

 

47 二預金甲8010 

落實為民服務精神，建置「新竹市政府 1999 服務

專線」預估經費 5,486,460 元，擬動支第二預備金

支應案。 

 

48 二預金甲8011 

為維護本市道路交通秩序，確保行車安全，採購流

動性測速照相器材及違規照相桿遷移，擬動支第二

預備金新台幣 390 萬元案。  

 

49 二預金乙8001 
本會為辦理廳舍整修暨網路建置及公務宿舍裝潢

等工程經費五百萬元，擬動支第二預備金案。 

 

50 建設甲8001 
擬定「新竹市西安街 7.2 公尺道路」工程受益費徵

收計畫書案。 

 

51 建設甲8002 
擬定「新竹市信義街（01-12-251 號）12 公尺道路

工程」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案。 

 

52 建設甲8003 
擬定「新竹市公道五延伸新闢（向東）工程」工

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案。 

 

53 報告甲8001 
本市100年實施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成立附屬單位預

算報告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