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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議會第八屆第八次定期會提案摘要表 
102.11.7 修 正         

編號 案  號 提     案     摘     要 備 註 

1 決報審甲 8004 101年度新竹市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2 預算甲8011 本市 103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完成一讀 

3 預算甲8012 財團法人新竹市文化基金會103年度預算書。 完成一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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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完成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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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法規甲8053 制定「新竹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案。 完成一讀 

7 法規甲8057 制定「新竹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案。 完成一讀 

8 法規甲8060 制定「新竹市農作物污染防制自治條例」案。 完成一讀 

9 法規甲8061 修訂「新竹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案。 完成一讀 

10 法規甲8062 
修訂「新竹市消防教育訓練基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八
條收費標準表案。 

完成一讀 

11 法規乙8002 修正「新竹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案。 完成一讀 

12 法規乙8003 修正「新竹市議會議事規則」第四十條文案。 完成一讀 

13 民政甲8007 有關本市東區新莊里因都市開發新社區興建後，人口逐年

增加，為推動里政業務需要，建請同意分里案。 
 

14 財政甲8244 
黃國珍先生申請贈與承租本市東門段 2 小段 80-2、82 及
83 地號 3 筆市有土地，擬同意過戶承租案。 

 

15 財政甲8253 
徐曾秀銀女士申請繼承承租本市竹蓮段 869 地號市有土
地案。 

 

16 財政甲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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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財政甲8257 
楊大文先生申請贈與承租本市東門段 2小段146-2地號 1
筆市有土地案。 

 

18 財政甲8259 本市國道段 640-1 地號市有畸零地擬辦理讓售案。  

19 財政甲8262 本市榮光段 3 小段 4-29 地號市有土地擬辦理讓售案。  

20 財政甲8268 
李淇恩君申請贈與承租本市北門段 2452、2453（部分）
及 2454 地號 3 筆市有土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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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財政甲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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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財政甲8277 本市中山段 3 小段 405-15 地號巿有土地擬辦理讓售案。  

23 財政甲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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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財政甲8279 本市西門國小經管汽（機）車棚 1 座，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25 財政甲8280 新竹市警察局經管宿舍 1 棟，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26 財政甲8281 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經管圍牆1座，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27 財政甲8282 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經管圍牆1座，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28 財政甲8283 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經管圍牆1座，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29 財政甲8284 
張蜜女士申請過戶承租本市仙宮段 279-14、281-15 地號
2 筆市有土地案。 

 

30 財政甲8285 
楊隆富先生等2人申請繼承承租本市東門段2小段1-115
地號市有土地案。 

 

31 財政甲8286 
楊婉芳女士申請贈與承租本市東門段2小段1-114地號市
有土地案。 

 

32 財政甲8287 新竹市立動物園經管展覽室 1 間，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33 財政甲8288 陳菊梅君申請承租本市東光段 668 地號 1 筆市有土地案。  

34 財政甲8289 
張明賢先生申請買賣過戶承租本市仙宮段 279-20 及
281-11 地號等 2 筆市有土地案。 

 

35 財政甲8290 
為辦理「新竹市經國路二段 501 巷 34 弄瓶頸道路工程」
開闢，用地及地上物經費共計 2,500 萬元，以墊付辦理案。 

 

36 財政甲8291 

為辦理「新竹市台鐵新竹內灣支線捷運化新莊車站周邊土
地區段徵收新莊段685地號交通用地」一案，因本(102)年
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之土地費用預算編列不足，擬於本
(102)年先行辦理，並於明(103)年度補辦預算方式辦理案。 

 

37 財政甲8292 
有關辦理本市「園道五地下停車場 BOT 案」乙案，以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方式辦理興闢案。 

 

38 財政甲8293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經管工藝教室 1 棟、廁所 1 間及車
棚 1 座，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39 財政甲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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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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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財政甲8295 
姚杰青君申請承租本市東門段一小段 6 地號部分市有地
案，擬同意出租案。 

 

41 財政甲8296 
為辦理本市 102 年婦女生育津貼發放不足款項新台幣
1,330 萬元，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或以後年度
編列預算轉正案。 

 

42 財政甲8297 
為利本府續辦路邊停車場部分路段委託民間經營作業，計
畫於原契約期滿後改採勞務委外開單模式辦理，並增加委
託經營路段範圍及格數案。 

 

43 財政甲8298 
本市崙子段 1888-6 地號（公有拖吊場管理室）辦理土地
有償撥用價款總金額變更為新臺幣 2,039 萬 5,124 元整
（增加價款 55 萬 6,575 元）及分 8 年期付款案。 

 

44 財政甲8299 
墊付「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托育
費用補助」新台幣 1,900 萬元案 

 

45 財政甲8300 

客家委員會補助市府辦理「介條河壩廊道─南隘聚落客家
生活環境營造工程計畫」經費 1,424 萬元，市府配合款
176 萬元合計 1,600 萬元，擬辦理墊付並於 103 年度或以
後年度編列預算轉正案 

 

46 二預金甲8115 
本市 102年度總預算第 2季(4月至 6月份)第二預備金動
支數額表案。 

 

47 二預金甲8116 
為辦理「新竹市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建築物耐震能力詳
細評估」，擬動支本府第二預備金新台幣 780,000 元整案。 

 

48 二預金甲8117 

有關「新竹市頭前溪自行車道工程（頭前溪自行車道往東
延伸工程）」，擬以本（102）年度納入交通管理業務-交通
綜合規劃-設備及投資預算方式編列 800 萬元辦理工程發
包案。 

 

49 二預金甲8118 
殯葬所因配合本市第十公墓遷葬作業，導致火化場瓦斯費
不足支付，擬動支第二預備金 150 萬元案 

 

50 報告甲8005 推動新竹市與寧波市實質交流簽訂合作備忘錄案。  

51 報告甲8006 推動新竹市與新餘市實質交流簽訂合作備忘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