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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議會第 9 屆第 15 次臨時會提案摘要表 

編號 案  號 提     案     摘     要 備 註 

1 財政甲 9003 
本市光武段 916、917、919、921-2 地號 4 筆巿有
持分土地擬辦理現狀標售案。 

 

2 財政甲 9030 
本市光武段 142 地號巿有持分土地擬辦理現狀標
售案。 

 

3 財政甲 9140 
黃偉聖先生申請贈與承租本市仙宮段 71 地號市有
地，擬同意過戶承租案。 

 

4 財政甲 9192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6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
金補助辦理「106 年度托育資源中心實施計畫」經
費新台幣 115 萬元整，擬以墊付款支應案。 

新案 

5 財政甲 9193 

為辦理交通部核定本府「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
計畫（公路系統）4 年計畫─協助縣市政府加速整
建受損公路橋梁計畫」補助案，總工程經費 2,510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納入本府預算辦理，並於
106 年度或以後年度辦理墊付款轉正案。 

新案 

6 財政甲 9194 
本市香山行政大樓地下停車場汽車區，擬辦理委託經
營管理案。 

新案 

7 財政甲 9195 

核撥歸墊 105 年度退休公教人員退休金優惠存款
差額利息金額共計新台幣 5 億 4050 萬 1211 元，其
中不足數額新台幣 362 萬 6028 元擬以墊付方式先
行辦理案。 

新案 

8 財政甲 9196 
為辦理內政部補助本市「新竹市光復段公共住宅及複
合性設施先期規劃」案，經費計 150萬元整 (中央款
全額補助)，擬請同意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新案 

9 財政甲 9197 

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函示應以有償撥用辦理「新
竹市風情海岸停車場擴建暨廁所新建工程」廁所及
其步道設施用地取得 1 事，擬於 106 年度先行辦
理，並於 107 年度新竹市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補辦
預算方式編列 600 萬元土地價款辦理有償撥用案。 

新案 

10 財政甲 9198 

本市推動 106 年「新竹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新台幣 214 萬 3,000 元整（文化部補助 150 萬元
整，市配合款 64 萬 3,000 元整），擬請同意以墊付
方式辦理案。 

新案 

11 財政甲 9199 

本市辦理 106年度「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
發展計畫」新台幣 668萬 5,000元整（文化部補助 478
萬元整，市配合款 190 萬 5,000 元整），擬請同意以
墊付方式辦理案。 

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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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財政甲 92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本市「新竹市頭前溪千
甲段高灘地綠化計畫」新臺幣 1,183 萬 8,000 元
整，擬請同意併本（106）年度決算辦理，並於 107
年度補辦預算案。 

新案 

13 財政甲 9201 

交通部補助本府辦理「106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
推升計畫」第 1 波（第 3 次）計畫『大型活動疏運
─「國防部新竹空軍基地開放活動接駁專車」』案，
中央核定補助經費 147 萬 7,000 元、本市自籌 147
萬 7,000 元，共計 295 萬 4,000 元擬先行墊付方式
辦理案。 

新案 

14 財政甲 9202 
以墊付 2,400 萬元方式辦理行政院補助本府辦理
「新竹大車站平臺計畫案」及「新竹環線輕軌計畫
案」可行性研究案。 

新案 

15 財政甲 9203 
本市辦理「新竹市世博台灣館園區風城文創館營運
移轉案」，擬辦理公告招商，檢陳招商要點一份案。 

新案 

16 財政甲 9204 
本市辦理「新竹市世博台灣館園區世博台灣館營運
移轉案」，擬辦理公告招商，檢陳招商要點一份案。 

新案 

17 財政甲 9205 

為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二期)－補助直轄
市、縣(市)管河川、區域排水非工程措施（第二階
段）」案，概估總經費為 3,900,000 元，擬請同意
墊付方式辦理案。 

新案 

18 財政甲 9206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6 年度補助辦理「發展
失能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服務資源」案，經費總計
新台幣 196 萬 3,000 元整，擬以墊付款支應案。 

新案 

19 財政甲 9207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本市辦理菸害防制及
衛生保健工作計畫，第 2 階段補助經費共計 166
萬 8,000 元整，擬以墊付方式辦理案。 

新案 

20 財政甲 9208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局辦理「新竹市 106 年度
古蹟歷史建築委託專業服務案」，總經費 180 萬元
整，擬請同意以墊付方式辦理案。 

新案 

21 財政甲 920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市協助處理新竹縣家戶
垃圾之獎助金新台幣1,048萬4,644元整以墊付款
方式辦理案。 

新案 

22 財政甲 9210 
錢椿權君及錢東亮君申請承租本市東山段一小段
886 地號市有地案。 

新案 

23 財政甲 9211 
新竹市紫竹同心會(代表人吳清瑞)申請承租本市
國道段 1174-1 地號 1 筆市有地案。 

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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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財政甲 9212 

以墊付 200 萬元方式辦理內政部營建署「城鎮風貌
型塑整體計畫－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補助
辦理「隆恩圳與護城河人行空間串聯工程計畫」
案。 

新案 

25 財政甲 9213 「香山濕地生態旅遊服務區委託經營管理」(草案)。 新案 

26 財政甲 921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105學年第2學期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幼兒園幼兒團體保險補助經費
新台幣 526萬 2,662元整，擬辦理墊付撥充新竹市地
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並辦理超支併決算案。 

新案 

27 財政甲 9215 
為教育部體育署核定本市東門國小及建華國中「106
年補助中等以下學校籃球場地整修暨購置資本門設
備器材」案經費計新臺幣 215萬元整，擬提墊付案。 

新案 

28 財政甲 9216 
本市光華國民中學藝文中心新建工程(土建工程)第
一次變更設計新增經費2,005萬5,000元擬辦理墊付
及補辦預算案。 

新案 

29 財政甲 9217 
新竹市衛生局經管辦公廳舍整建設備 1式、電力設備
1套及排水暗渠 1座，擬辦理報廢拆除案。 

新案 

30 二預甲 9050 
本市 106年度總預算第 1季(1月至 3月份)第二預備
金動支數額表案。 

新案 

31 二預甲 9051 

辦理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年度運用社會福利
基金補助長照十年計畫 2.0之「強化整備長期照顧服
務資源工作計畫」，擴大補助長照業務推動所需人力
之新聘約用社工員 4名，其購置電腦相關設備，擬請
同意動支第二預備金 8萬 8,000元整案。 

新案 

32 二預甲 9052 
本市兒童醫院興建營運移轉（BOT）案履約管理所需
費用新台幣 245萬元，擬請同意動支第二預備金方式
辦理案。 

新案 

33 請願丙 9006 

新竹市政府辦理「新竹市北二高茄苳交流道聯絡道
向東延伸新建工程」有巧立名目、浮報預算、浪費
公帑之嫌，以原核定之用地費云支至工程經費，有
苛扣補償費情形，於用地取得協議價購，違背土地
徵收條例第十一條僅有形式上之協議程序而無實
質協議內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