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竹市議會第八屆第三次定期會提案摘要表 

 

編號 案   號 提       案       摘       要 備 註 

1 預算甲8005 本市 100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請審議案。 三讀案 

2 法規甲8024 制定「新竹巿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草案）。 三讀案 

3 法規甲8025 有關制定「新竹市體育場所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請審議案。 三讀案 

4 法規甲8026 新竹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收回及補助自治條例草案請審

議案。 
三讀案 

5 法規甲8027 修正「新竹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一

條條文及編制表草案請審議案。 
三讀案 

6 民政甲8003 

有關本市各區公所為因應眷村改建及新興社區戶數增加建

議增鄰，暨東區金山里第 1、3、4、7 鄰（戶數逾 200 戶）

欲整編至該里陸光新村遷村後保留之第 12 至 16 鄰案，請審

議。 

 

7 財政甲8092 鄭木貴先生申請換約續租本市仙宮段 279-23 及 281-8 地號

等 2 筆市有土地案。 
 

8 財政甲8093 盧威州先生申請過戶承租本市東門段 3 小段 39-2 及 39-3

地號 2 筆市有地案。 
 

9 財政甲8094 新竹巿工業會申請續借本巿中央路109號4樓巿有辦公廳舍

乙案。 
 

10 財政甲8095 新竹巿公教退休人員協會函請續借本巿府後街 47-1 號巿有

公用廳舍乙案。 
 

11 財政甲8096 鄭安倫先生申請過戶承租本市中山段 2小段 37-20及 37-23

地號市有土地乙案。 
 

12 財政甲8097 陳素珠女士申請換約續租本市唐高段 558-1 地號市有土地

乙案。 
 

13 財政甲8098 吳春池先生申請換約續租本市中山段 2 小段 38-11、38-15

地號市有土地乙案。 
 

14 財政甲8099 新竹巿新聞記者公會函請借用本巿府後街 47 號巿有公用辦

公廳舍乙案。 
 

15 財政甲8100 新竹巿工商協進會擬向本府借用位於本巿中央路 107 號後

面巿有公用廳舍乙案。 
 

16 財政甲8101 黃明文君申請換約續租本市北門段 1963 地號部分市有持分

地乙案。 
 

17 財政甲8102 本市港南國小經管籃球場及網球場各1座，擬辦理報廢拆除乙案。  

18 財政甲8103 本市成德高中經管跑道 1 座，擬辦理報廢拆除乙案。  



2 
 

新竹市議會第八屆第三次定期會提案摘要表 

編號 案   號 提       案       摘       要 備 註 

19 財政甲8104 
本市東門國小經管圍牆 1 座（長 134 公尺），擬辦理報廢拆

除乙案。 
 

20 財政甲8105 本市三民國小經管跑道及網球場各 1 座，擬辦理報廢拆除乙案。  

21 財政甲8106 本市竹蓮國小經管跑道 1 座，擬辦理報廢拆除乙案。  

22 財政甲8107 
本市虎林國中經管跑道、操場、鉛球場及跳遠場等 4 座土地

改良物，擬辦理報廢拆除乙案。 
 

23 財政甲8108 陳莊桂香女士申請承租本市仙宮段 296-2 地號 1筆市有地案。  

24 財政甲8109 
廖裕文先生申請過戶承租本市東門段 1 小段 6-71 及 6-74

地號 2 筆市有地案。 
 

25 財政甲8110 林芝光先生申請過戶承租本市仙宮段279-15及281-14地號

2 筆市有土地案。 
 

26 財政甲8111 本巿中山段 2 小段 55-13、94-1 地號等 2 筆巿有土地擬辦理

讓售。 
 

27 財政甲8112 陳建基先生申請過戶承租本市東門段 3 小段 39、39-1 地號

2 筆市有地案。 
 

28 財政甲8113 新竹市總工會擬繼續借用本市勞工育樂中心三樓（全部）及

四樓（部分）場地當辦公場所乙案。 
 

29 財政甲8114 檢送財團法人新竹市文化基金會 99 年度決算。  

30 財政甲8115 本市竹蓮段 925 地號市有土地擬辦理讓售請審議案。  

31 財政甲8116 本市榮光段 3 小段 21-16、21-17、21-18、21-19 及 21-37

地號等 5 筆市有土地擬辦理讓售請審議案。 
 

32 財政甲8117 本市竹蓮段 1590 地號市有土地擬辦理讓售請審議案。  

33 財政甲8118 本市長春段 381 地號市有畸零地擬辦理讓售請審議案。  

34 財政甲8119 有關陳志瑋先生申請承租本市中山段 2 小段 33-30、33-31

地號 2 筆市有土地，擬予同意請審議案。 
 

35 財政甲8120 蔡順發先生申請過戶承租本市榮光段 3 小段 4-29 地號 1 筆

市有土地請審議案。 
 

36 財政甲8121 
本市東園國小經管圍牆 1 座（長 46.75 公尺），擬辦理報廢

拆除請審議案。 
 

37 財政甲8122 本市光華段 1558-1、1564-8 地號等 2 筆市有土地擬辦理讓

售請審議案。 
 

38 財政甲8123 本市成德國中經管司令台 1 座，擬辦理報廢拆除請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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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   號 提       案       摘       要 備 註 

39 財政甲8124 本市內湖國中經管童軍營地 1 座，為配合八股排水整治工

程，擬部份辦理報廢拆請審議案。 
 

40 財政甲8125 有關辦理本東勢街旁公園私人土地、地上改良物補償及興闢

費用 240,000,000 元，辦理 100 年度墊付請審議案。 
 

41 財政甲8126 有關本府委託民間機構參與新竹市世博台灣館暨風城文創

館營運管理乙案，請同意辦理請審議 
 

42 財政甲8127 有關本府依「促進民間與公共建設法」辦理「新竹國際型科

技商務會展中心 BOT 案」，請同意辦理請審議案。 
 

43 財政甲8128 
為解決路邊收費停車管理人員不足，並增加本府財政收益，

有關本市公有路邊停車場部份路段辦理委託民間經營管理

請審議案。 

 

44 財政甲8129 辦理「新竹市風城文創館耐震補強及整修工程」尚不足工程

預算約 8 仟萬元，擬以補辦預算方式辦理乙案。 
 

45 財政甲8130 
「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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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無償借予該國宅管委

會、武功里里長服務處及武功社區發展協會使用乙案。 

 

46 財政甲8131 
為辦理新竹市衛生局廳舍搬遷案，因市有地不易覓得妥適地

點，擬向國防部軍備局無償租用建中營區作為衛生局辦公廳

舍。 

 

47 二預甲8038 本市 99 年度總預算第 4 季(10 月至 12 月份)第二預備金動

支數額表。 
 

48 二預甲8040 本市市長官邸承租一案，約需經費新臺幣 1,604,700 元，擬

請准予動支第二預備金支應乙案。 
 

49 二預甲8041 本市 100 年度總預算第 1 季（1 月至 3 月份）第二預備金動

支數額表請審議案。 
 

50 二預甲8042 
本市北區舊港里及香山區浸水里里長因病逝世，擬動支第二

預備金新台幣 74 萬元委託新竹市選舉委員會辦理補選案，

提請 審議。 

 

51 建設甲8005 為擬定「新竹市成德高中聯外道路之崧嶺路（靖廬至成德高

中路段）8 公尺道路工程」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 
 

52 建設甲8006 擬定「新竹市中光路 12 公尺道路拓寬工程」工程受益費開

徵計畫書請審議案。 
 

53 建設甲8007 擬定「新竹市東大路 3 段 556 巷 10 公尺道路拓寬工程」工

程受益費開徵計畫書請審議案。 
 

54 報告甲8003 推動新竹市與福州市實質交流簽訂合作備忘錄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