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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議會第八屆第六次定期會提案摘要表                  

編號 案  號 提     案     摘     要 備 註 

1 預算甲8009 本市 102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三讀案 

2 預算甲8010 財團法人新竹市文化基金會102年度預算書。 三讀案 

3 法規甲8026 
制定「新竹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收回及補助自治條例」(草

案)。 
完成一讀 

4 法規甲8028 制定「新竹市市有辦公廳舍借用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完成一讀 

5 法規甲8040 廢止「新竹市公立幼稚園及托兒所整合暫行自治條例」案。 完成一讀 

6 法規甲8041 
修正「新竹市市立各級學校校園開放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十四條條文案。 
完成一讀 

7 法規甲8042 修正「新竹市校車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案。 完成一讀 

8 法規甲8044 制定「新竹市違章建築強制拆除收費自治條例」(草案)。 完成一讀 

9 法規甲8048 修訂「新竹市公有收費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三讀案 

10 法規甲8049 修訂「新竹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三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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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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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地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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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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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財政甲8115 新竹市竹蓮段 925 地號市有土地擬辦理讓售案。  

16 財政甲8116 
新竹市榮光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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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7 財政甲8117 新竹市竹蓮段 1590 地號市有土地擬辦理讓售案。  

18 財政甲8118 新竹市長春段 381 地號市有畸零地擬辦理讓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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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2 筆市有土地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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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市有土地案。 
 

21 財政甲8122 
新竹市光華段 1558-1、1564-8 地號等 2 筆市有土地擬辦

理標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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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財政甲8125 
本市東勢街旁公四公園私人土地、地上改良物補償及興闢

費用 240,000,000 元，辦理 100 年度墊付案。 
 

23 財政甲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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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24 財政甲8136 新竹市東山段 1 小段 22 地號市有地擬辦理標售案。  

25 財政甲8137 
陳燕榮、陳孟偉等2人申請過戶承租本市中山段3小段79-11、

79-12、114-2及135-1地號市有土地案。 
 

26 財政甲8147 新竹市北門段813-4地號市有畸零地擬辦理讓售案。  

27 財政甲8149 新竹市東山段1小段15地號巿有土地擬辦理讓售案。  

28 財政甲8154 
張寶芬女士申請過戶承租本市新興段 1741 地號 1 筆市有

土地案。 
 

29 財政甲8157 
黃國珍先生申請贈與過戶承租本市東門段 2 小段 80-2、

82 及 83 地號 3 筆市有土地案。 
 

30 財政甲8158 
鄭瑩瑟女士等 2 人申請承租本市光華段 317、318、319

及 320 地號等 4 筆市有地案。 
 

31 財政甲8169 
李佳儒君申請贈與過戶承租本市東門段 2小段166-5及

166-12 地號 2 筆市有土地案。 
 

32 財政甲8172 
本市中山段2小段38-11及 38-15地號等2筆市有土地擬

辦理讓售案。 
 

33 財政甲8173 
林張緞君等 5 人申請繼承承租本市仙宮段 279-15 及

281-14 地號等 2 筆市有土地案。 
 

34 財政甲8175 
楊淑貞女士申請過戶承租本市虎山段 243-2 地號市有土

地案。 
 

35 財政甲8183 
本府辦理「停七立體停車場 BOT 案前置規劃計畫」可行性

評估報告摘要版乙份。 
 

36 財政甲8185 本府擬辦理園道五地下停車場 BOT 案先期規劃案。  

37 財政甲8186 
本府所屬頂竹圍及新科國中地下停車場擬辦理委託經營

管理案。 
 

38 財政甲8188 
本府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新竹市國際型

科技商務會議中心興建營運移轉案」，提請同意辦理。 
 

39 財政甲8208 
本市南門段4小段222-6及 222-7地號等2筆巿有土地及

其上巿有建物擬辦理現狀標售案。 
 

40 財政甲8216 
姚游欗香女士申請承租本市東門段一小段6地號1筆部分

市有地案。 
 

41 財政甲8218 

為辦理「新竹市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長期債務舉借還款

乙事，因本（101）年本基金之長期債務償還明細表償還

數額預算編列不足，預估還款不足額約為 53,400,000

元，擬於本(101)年先行辦理償還作業，並於明(102)年度

補辦預算方式辦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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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財政甲8220 本市中山段 3 小段 405-15 地號市有土地擬辦理讓售案。  

43 財政甲8221 有關本市十七公里旅遊服務中心出租經營案。  

44 財政甲8222 
有關本市十七公里自行車道，擬出租經營包裝飲料自動販

賣機案。 
 

45 財政甲8224 
為促進土地利用減輕管理負擔並增加巿庫收入，本巿南華

段 498 地號土地，擬辦理標售案。 
新案 

46 財政甲8225 
洪淑美女士申請繼承承租本市西大路 559-28 號市有中正

棒球場 C 區看台攤位（含基地民富段 2731 地號內 28）市

有房地案。 

新案 

47 財政甲8226 本市西門國小經管圍牆 2 座，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新案 

48 財政甲8227 
本市 102-105 年度「新竹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租賃契約

書」(草案)。 
新案 

49 財政甲8228 
本市大庄國小經管和平樓 C 棟教室 1 棟及球場 1 座，擬辦

理報廢拆除案。 
新案 

50 二預金甲8085 
為辦理「新竹市獎助影視製作拍攝計畫」，請准於 101 年 

度動支第二預備金 200 萬元案。 
新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