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中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00~07：20

中區光復路 119 號

09：05~09：25

中區成功路 39 號

07：25~07：45

中區公園路 30 號

09：30~09：50

中區民族路 24 號
(民族路 24 巷口)

07：50~08：10

中區大誠街 9 號

09：55~10：15

中區民族路 128 號

08：15~08：35

中區中山路 321 號

10：20~10：40

中區中山路 127 號

08：40~09：00

中區興中街 82 號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中西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2659048

廣告

親愛的西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西區 Ａ組
08：00~08：20
08：25~08：45
08：50~09：10
09：15~09：35
09：40~10：00
10：02~10：22
10：25~10：45
10：50~11：10
11：13~11：33
11：40~12：00
12：03~12：23
12：30~12：50

敬祝

定點位址

永安街 5 號
(南屯路與永安街口)
樂群街 259 號
(藍興公園)
貴和街 201 號
(貴和街與忠勤街口)
貴和街 1 號
(三民路與貴和街口)
民生路 38 巷 40 號
(民生路與府後街口)
自治街 35 號
中華路一段 4-10 號
(中華路與大華街口)
忠勤街 302 號
(忠勤公園)
梅川東路一段 80 號
(均安宮前)
西屯路一段 125 號(梅川
東路二段與西屯路口)
博館一街 273 號
(民龍公園)
忠義街 42 號
(忠義街與明禮街口)

停留時間
(起~迄)
西區 Ｂ組
07：40~07：55
08：03~08：20
08：23~08：43

定點位址

居仁街 10 號與綠川西
街口
忠明南路 483 號
(土庫公園)
五權五街 68 號(五權五
街與五權西四街口)

08：48~09：08

美村路一段 367 號

09：10~09：35

美村路一段 216 號
(美村路與公正路口)

09：40~10：00

模範街 23 巷 1 號

10：05~10：25
10：30~10：50

公益路 150 號
(公益路與中美街口)
長春街 62 號
(忠明公園)

11：00~11：20

精誠路 154 號

11：25~11：55

大墩十街 46 號

12：00~12：20
12：25~12：45

精誠 29 街 18 號
(大忠公園)
大忠南街 83 號
(光明公園)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中西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2659048

廣告

親愛的北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只收運垃圾，不含資源回收）
，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
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30-07:45

天津路一段與陜西東五街口

07:55-08:10

北平路(山西公園)與山西路口

08:20-08:35

梅亭街與梅川東路口(梅川東路三段 139 號)

08:45-09:00

英才路與梅川東路口

09:10-09:30

日興街 206 號(光大社區)

09:40-09:55

民族路與原子街口(原子街 23 號)

10:05-10:15

三民路三段 89 巷 2 號(興中國宅)

10:25-10:45

錦南街 28-1 號(莒光國宅)

10:55-11:10

雙十路一段 12 巷口

11:20-11:35

健行路 87 號

11:45-12:00

興進路與進化路口(興進路 150 號)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北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4261446

廣告

親愛的東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起~迄)
08：00~08：20
08：25~08：45
08：50~09：10
09：20~09：40
09：45~10：05
10：10~10：30
10：40~11：00
11：05~11：25
11：35~12：00

定點位址
立德東街與建興街口
忠孝路 372 號
信義街 224 號
大興街 140 號對面
東光園路與東門路口
東福路 37 號
振興路 336 號
振興路 412 巷 34 號
一心街 275 號

停留時間(起~迄)
08：00~08：20
08：25~08：45
08：55~09：15
09：20~09：40
09：45~10：05
10：10~10：30
10：40~11：00
11：05~11：25
11：35~12：00

定點位址
旱溪三街 59 號
二聖街 101 號對面
三賢街 243 號
東英七街 107 號
旱溪街 328 號
東英六街與德興一街口
樂業路 460 巷 26 號
振興路 437 巷 59 弄 43 號
振興路 437 巷 44 號

停留時間(起~迄)
08：00~08：20
08：25~08：45
08：55~09：15
09：20~09：40
09：45~10：05
10：10~10：30
10：40~11：00
11：05~11：25
11：35~12：00

定點位址
復興路五段 117 號
富榮街與富台東街口
富台東街 46 號對面
進化路 66 號
力行路 200 巷
力行路與自強街口
東南街 60 號
樂業路 105 巷口
育英路 82-8 號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東南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2631385

廣告

親愛的南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南 A 區) 健發公司(04-22390038)
停留時間(起~迄)
08:00~08:20
08:30~08:50
09:00~09:20
09:30~09:50
10:00~10:20
10:30~10:50
11:00~11:20

定點位址
復興路三段 455 號前
信義南街 260 號前
忠孝路 222 號
台中路 378 號
國光路 365 巷 35 號
忠明南路 1220 號
仁和街 203 號

備註
正義街與信義南街口
忠孝路 222 號巷口
台中路 378 號巷口
南門路 59 巷~國光路 365 巷口
忠明南路 1216 巷口
正義街與仁和路口

(南 B 區) 榮輔公司(04-23827080)
停留時間(起~迄)
08:00~08:20
08:30~08:40
08:40~08:50
09:00~09:20
09:30~09:50
10:00~10:20
10:30~10:50
11:00~11:20

定點位址
五權南路 614 巷與積善橋
南和路 38 巷
工學路 2 號
工學路與工學北路
復興路二段 71 巷口
南陽街與福陽街口
復興路二段 99 巷與平順街口
福德街與新和街口

停留時間(起~迄)
08:00~08:20
08:30~08:50
09:00~09:20
09:30~09:50
10:00~10:20
10:30~10:50
11:00~11:20
11:30~11:50

定點位址
崇倫北街 96 號前
美村路二段與和昌街口
仁義街橋頭上
崇倫街 111 巷口
復興路三段與新華街口
仁義街與復興園路口
福田三街與福田路口
大慶街二段 58 巷與復興北路口

敬祝

備註

南和路與工學路口綠園道旁

福順公園
備註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東南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2631385

廣告

親愛的南屯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
、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
、5 月
1 日(勞動節) 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
時定點服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1-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7:00~7:15

大墩六街 37 號前

7:00~7:15

7:20~7:35

東興路二段 81 號

7:20~7:35

7:40~7:50
7:55~8:00
8:05~8:15
8:20~8:35
8:40~8:55
9:00~9:15
9:20~09:35
9:40~9:55
10:00~10:10
10:15~10:25
10:30~10:45
10:50~11:00
11:03-11:08
11:10~11:20

敬祝

大墩路與大墩三街
口
大進市場停車場旁
大進西街 4 號對面
大墩南路與文心南
二路口(清真寺)
豐富路 314 號前
豐功路與永春東二
路口
文心南三與永春東
三路口(肉圓店)
黎明路一段 950 號
(永春東路與黎明路口)
文昌街 210 號(文
昌公園)
文昌街 226 巷 81
號
黎明路一段 1155 號

南屯市場門口旁
南屯路 2 段 595 號
黎明路二段與三和
街口

7:40~7:55
8:00~8:15
8:20~8:35

2-定點位址
南屯路二段 389 號
(南屯與向心南路口)
萬安街 48-1 號
萬和路二段 31 之
20 號
惠心街 160 號
(田心國宅前)
五權西路二段 540
號旁(惠心街口)

停留時間
(起~迄)

3-定點位址

7:00~7:15

黎明路一段 255 號

7:20~7:35

黎明路一段 106 號

7:40~7:55

永春東三路 100 號

8:00~8:15

楓平路 701 號

8:30~8:45

8:40~8:50

大英街 173 號

8:50~9:05

9:00~9:10

惠中路與向上路口

9:10~9:25

9:20~09:35

大墩路 922 號

9:30~09:45

9:40~09:50
9:55~10:05
10:10~10:30
10:35~10:50
10:55~11:05
11:10~11:20

文心路一段 515 號
(水安宮)
大英街 617 號旁
小康市場門口旁
懷德街 70 號
大墩十四街 127 號

9:50~10:05
10:10~10:25

文山十一街與五權
西路口
忠勇路與寶山東二
街口
寶山二街與文山十
街口
忠勇路 99 號(文山
國小前)
忠勇路 77 號(圖書
館前)
忠勇路 23 之 5 號
(春社派出所前)

10:30~10:45

春安路 57 巷 61 號

10:50~11:05

同安北巷 7-3 號

大墩十一街 257 號
對面(家樂福後方)
大墩路 240 號(大
墩派出所對面)

黎明東街 457 號
(三和里福德祠)
黎明路二段 562 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南屯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4711722

廣告

親愛的北屯西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后庄北路 192 號
07:00-07:20 四平路 428 號對面
(四張犁公園)

09:30-09:50

同榮路 318 巷 6 號
07:30-07:50 (同榮公園前)
崇德路三段 599 號前

四平路 69 巷口
10:00-10:20 興安路二段 412 號
(守望相助前)

中清路二段 609 號
(新平福德祠)
08:00-08:20 崇德十路一段 528 號
(崇德路 3 段 317 巷口)
遼陽一街與安順東一街口

華美西街二段 518 巷口
10:30-10:50 崇德六路一段 149 號
(松和公園前)

平德路(大德公園前)
松竹北路(松勇公園前)

陳平路 73 號
(陳平公園前)
大連北街 68 號前
08:30-08:50
11:00-11:20
松竹路二段 300 巷 8 弄 1 號
崇德三路 160 號前
(松竹寺後方)
同平巷 3 號
(紫微宮旁)
09:00-09:20
遼寧路二段 30 號
(九甲公園前)

敬祝

梅川東路四段 116 號
11:30-11:50 (東新公園斜對面)
旅順路二段 78 號對面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北屯西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4264420

廣告

親愛的北屯東區市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07：0007：15

定點位址
1. 東山路一段 188-16 號旁(東山
路 1 段 192 巷口)
2. 昌平路一段 21 巷 3-3 號(近水
仙宮)

停留時間
(起~迄)

09：3009：45

3. 軍功路二段 89 巷 75 號對面
(建功公園前)
07：3007：45

08：0008：15

08：3008：45

09：0009：15

敬祝

1. 旱溪西路三段 300 巷 16 號
2. 進化北路 78 號
3. 和祥街 242 號旁
1. 松竹三路 80 號
2. 僑孝街 80 號(北新國中前)
3. 東山路一段 367-13 號(三清宮
前)
1. 三光北一街 110 號對面(三光
國中後門)
2. 國豐街 360 號
3. 軍福十三路 300 號(軍功國小
前)
1. 東光路 772 號前
2. 文昌東三街 48 號(文昌派出所
對面)
3. 太原路三段與太和路二段口

10：0010：15

10：3010：45

11：0011：15

定點位址
1. 東山路一段 140 巷 15 號
2. 青島路四段 140 號旁橋上(與
柳楊西街口)
3. 廍子巷 86-5 號(阿山哥檳榔攤
前)
1. 景賢路 396 號(景賢路與景賢
五路口)
2. 漢口路五段 168 號對面
3. 東山路二段 92-5 號(貴城巷
口)
1. 東山路一段 33 巷 16 號(里活
動中心前)
2. 大連路三段 122 號(圖書館前)
3. 東山路二段 27 號(大坑圓環)
1. 北平路四段 68 號(東光市場)
2. 遼寧路一段 366 號(一點利黃
昏市場前)
3. 東山路一段 143-6 號(倡和橋
前)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北屯東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4256083

廣告

親愛的西屯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07:00~
07:20

定點位址
工業 38 路 166 號
逢大路 109 號(大鵬新城)
文心路二段 560 之 8 號(文心經典)

停留時間
(起~迄)
10:00~
10:20

青海路一段 60 號(福壽宮)
07:30~
07:50

東大路一段 28 之 1 號(福瑞里辦公
處)
美滿東一巷 50 號(美滿街口)

福順路與福聯街口
弘考路與河南路二段 301 巷口(弘

永福路 39 號
福星路 432 號(愛迪達門口)
文中路與洛陽路口(惠來國小)
中清西二街與長安路口

10:30~
10:50

大墩路 965 號
重慶路 100 號(西屯路口)
08:00~
08:20

定點位址

世斌一巷 25 弄 7 號
西屯路二段 297 之 8 巷 14 號
惠安巷與智惠街口
長安路二段 71 巷(大鵬公園)

11:00~
11:20

孝停車場)
東興路與精明路口
甘肅路與寧夏西一街口(大仁國小)

臺灣大道四段 671 巷 50 號
光明路 63 號
臺灣大道三段與杏林路口(教師
新村)
中平路 117 號

08:30~
08:50

福康路與福順路口
文華路與西屯路口
精明路與精明二街口
寧夏路 57 號

11:30~
11:50

中工二路與天佑街口
西屯路三段與西墩北巷口(全成
製帽)
文輝公園
中清路二段 1380 號

09:00~
09:20

宏安巷 6 號
逢甲路 301 巷 61 號
漢口路一段 37 號

12:00~
12:20

福澤街(大福宮)
永安一巷與安和路 189 巷口
黎明路二段 845 號

重慶路與成都路口(重慶國小)
09:30~
09:50

敬祝

永福路與西屯路口
福星路與福星北路口(張廖家廟)
四川路 126 號(何厝停車場)
華美西街二段 483 號

中康街 85 號
12:30~
12:50

中工二路與福中十六街口(安和
國中)
福雅路與安林路口
市政路與黎明路口
廣福路 187 號(福德祠)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西屯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4254708

廣告

親愛的豐原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務，
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8:20~9:00

圓環東路與保康路口

8:20~9:00

(圓環東路 239 號旁)

三陽運動公園入口

9:20-10:00

9:20-10:00

(北陽路 126 號斜對面)

10:20~11:00

圓環東路與豐勢路口

14:50~15:30

豐原大道五段與水源路口
(豐原大道五段 189 之 1 號旁)

南村路與文化街口

10:20~11:00

13:50~14:30

(圓環北路二段 26 號斜對面)

敬祝

圓環南路與中山路口

合作國小側門旁

社皮路-社皮國宅前
(社皮路 69 號旁)

14:50~15:30

中正路與成功路口-怡然園前
(成功路 403 號對面)

圓環北路二段
北環福德祠前

(豐原大道二段 353 號對面)

(西勢路 410 號旁)

(南村路 26 號對面)

15:50~16:30

豐原大道二段與豐南街 240 巷口

(圓環南路 50 號旁)

(圓環東路 835 號旁)

13:50~14:30

定點位址

15:50~16:30

豐原大道七段與仁洲街口
(仁洲街 167 號斜對面)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豐原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5236863

廣告

親愛的后里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5 月 1 日(勞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
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
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00~07:05

月湖路 86
號

08:56~09:01

文明路 28 號

07:00~07:05

三重三路
116 號

09:11~09:16

福興路 95
之1號

07:07~07:12

月湖路 74
號前

09:02~09:07

復興街 11
號對面

07:07~07:12

三重三路
279 號

09:22~09:27

九甲五路
88 號

07:15~07:20

文化路 170
號對面

09:09~09:14

文明路 31
巷 40 號

07:17~07:22

水門路 56
號

09:34~09:39

三豐路 809
巷9弄2號

07:22~07:27

富春路忠
孝巷 6 號

09:16~09:21

福德路 173
號

07:27~07:32

四月路
28-8 號

09:46~09:51

成功路 265
巷 47 號

07:30~07:35

中正路 140
號

09:25~09:30

三豐路三
段 728 號

07:35~07:40

四月路 64
號

09:53~09:58

成功路 227
之 1 號旁

07:37~07:42

中和路 71
號

09:34~09:39

大山路 32
號前

07:42~07:47

10:01~10:06

成功路 158
巷 99 弄 8
號

07:45~07:50

中正路 2 號
對面

09:41~09:46

10:09~10:14

三豐路四
段 97 號

07:52~07:57

三光路 43
號

09:50~09:55

07:59~08:04

文化路 79
號

09:58~10:03

08:06~08:11

民生路 226
號

10:08~10:13

08:12~08:17

四村路 93
號

08:19~08:24

內東路廣
成巷 3 之 6
號旁
內東路廣
益巷 2 之 1
號旁
內東路 123
號

07:51~07:56

四月路 76
巷一弄 2 號
前
甲后路三
段 200 巷
20 號

07:59~08:04

安眉路 142
之 10 號

10:17~10:22

新興街 66
巷 2 號旁

08:07~08:12

甲后路二
段 585 號

10:24~10:29

甲后路一
段 301 號

南村路 68
號

08:14~08:19

雲頭路 61
號

10:31~10:36

10:15~10:20

南村路 136
號

08:23~08:28

安眉路 130
之1號

10:38~10:43

公安路一
段 308 號前

10:23~10:28

南村路 434
號

08:31~08:36

安眉路 86
之7號

10:45~10:50

甲后路一
段 33 號

08:27~08:32

成功路 373
號

10:32~10:37

舊社路 23
號

08:38~08:43

安眉路 81
號路口

10:58~11:10

圳寮路 3 號
~92-3 號

08:34~08:39

民生路 69
號

10:41~10:46

舊社路 75
之 25 號

08:47~08:52

三豐路五
段 597 號

08:41~08:46

甲后路一
段 613 號

10:48~10:53

三線路 3 之
7號

08:55~09:00

安眉路 75
號

08:47~08:52

甲后路一
段 531 號

09:04~09:09

福興路 50
號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甲后路一
段 219 號
甲后路一
段 136 巷
73 號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后里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5571966

廣告

親愛的后里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
為定時定點服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52~07:57

成功路 227 之 1 號(旁)

09:22~09:27

甲后路一段 613 號

08:00~08:05

文化路 170 號對面

09:28~09:33

甲后路一段 531 號

08:07~08:12

富春路忠孝巷 6 號

09:37~09:42

文明路 28 號

08:15~08:20

中正路 140 號

09:43~09:48

復興街 11 號對面

08:22~08:27

中和路 71 號

09:50~09:55

文明路 31 巷 40 號

08:30~08:35

中正路 2 號對面

09:57~10:02

福德路 173 號

08:37~08:42

三光路 43 號

10:07~10:12

三豐路三段 728 號

08:44~08:49

文化路 79 號

10:17~10:22

甲后路一段 301 號

08:52~08:57

四村路 125 號

10:24~10:29

甲后路一段 219 號

09:00~09:05

公安路一段 308 號對面

10:31~10:36

甲后路一段 136 巷 73 號

09:08~09:13

成功路 373 號

10:39~10:44

甲后路一段 33 號

09:15~09:20

民生路 69 號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后里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5571966

廣告

親愛的潭子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 點 位 址

07:00-07:20

祥和路 128 之 1 號

07:30-07:50

福潭路 608 號

08:00-08:20

福潭路 77 號

(保安寺)

08:30-08:50

得天街 33 號

(得天宮)

09:00-09:20

中興北路 2 號

(守望相助隊旁)

09:30-09:50

興華一路 243 號

(沙灘排球場旁)

10:00-10:20

大豐路三段 40 號

10:30-10:50

潭富路三段 57-1 號

11:00-11:20

昌平路三段 492 巷 170 弄 21 號

敬祝

(栗林活動中心)
(潭子第一家管理室前)

(喜美超市旁巷口)

(三元宮)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潭子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5363643

廣告

親愛的大雅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07:20-07:40

六寶公園

07:30-07:45

07:45-08:00

中清路四段
中科桃花源社區旁

07:50-08:10

08:10-08:30

秀山路與平和路口

08:20-08:30

雅潭路三段 357 巷 1 號

08:40-09:00

橫山永和宮

08:35-08:40

雅潭路 29 之 1 號前

09:10-09:15

羅馬五期

08:50-09:10

雅潭路四段
清泉醫院停車場旁

09:20-09:25

羅馬三期

09:20-09:40

神林南路電信局旁

09:30-09:50

中山北路
東生麗廈社區前

09:45-10:05

民生路一段 192 巷
大榮橋

10:00-10:15

學府路 125 巷口

10:10-10:15

大雅國小前門

10:20-10:37

雅環路一段與仁和路口

10:20-10:45

大雅國中門口（市場）

10:40-10:50

雅環路一段 300 巷口附近

11:00-11:15

忠義市場

10:55-11:15

大雅路 245 號
大明橋前

敬祝

定點位址
樹德街
上楓國小後門
民生路三段與
雅楓街口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大雅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5687864

廣告

親愛的神岡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15-07:30 和睦路 613 號前

07:15-07:30

圳前活動中心

07:35-07:50 中平路與成功路口

07:40-07:55

中山路 1460 號(圖書館)

08:00-08:15 和睦路 95 巷巷口

08:00-08:15

08:25-08:40 中山路 1720 巷 41 號前

08:25-08:40

08:50-09:05 山皮寶山宮

08:50-09:05

09:20-09:35 社口活動中心

09:15-09:30

中山路 505 號(中華電信)

09:40-09:55

岸裡國小大門口前
(中山路)

10:15-10:30 三社東路 105 號對面

10:05-10:20

大明路豐洲公園

大富路 20 巷 68-1 號
(德興宮長青會館)

10:25-10:40

09:45-10:00

10:45-11:00

昌平路五段 257 號對面
(綠園道口)

11:10-11:25 大漢街 115 巷口
大洲路 151 號前
(安定宮旁)
豐原大道與豐洲路口
13:10-13:25
(土地公廟)
東洲路 308 號
13:35-13:50
(四股土地公廟)
11:35-11:50

敬祝

10:50-11:05

中山路 1590 號
(萊爾富超商)
中山路 1029 號
(立勤鋼鐵巷口)
民生路 29-2 號
(寶雅生活館旁)

神洲路 471 號前
(家傳便當)
神洲路 867 號
(以回收車定點)

11:00-13:00

神岡公有市場旁

13:10-13:25

神林路 75 號(茂松商店)

13:35-13:50

中車路 30-1 號旁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神岡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5620846

廣告

親愛的大里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13:10-13:40

好來一街 1 號前

13:10-13:40

中興路 2 段 782 巷口前

13:50-14:20

甲堤路 236 號
（立新國中前）

13:50-14:20

福大路 1 號
(日新活動中心)

14:30-15:00

立仁路 256 巷 5 號前

14:30-15:00

新光路 96 號對面停車場旁

15:10-15:40

慈德路 251 號

15:10-15:40

東榮路 53 號
(大里公園)

15:50-16:20

西榮路 10 號對面

16:30-17:00

益民路二段 52-1 號
（益民國小前）

15:50-16:20
16:30-17:00

慈德路 83 號
(成功國中旁)
美村街 196 號
(瑞城國小對面)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13:10-13:40

工業路宏巨 3 巷 22 號

13:10-13:40

13:50-14:20
14:30-15:00
15:10-15:40

健民路 13 號
(健民活動中心前)
三民二街 3 號
（美群國小後門）
西湖路 32 號
(草湖國小大峰路側門)

13:50-14:20
14:30-15:00
15:10-15:40

15:50-16:20

東南路 73 巷口對面

15:50-16:20

16:30-17:00

中興路一段 163 號旁
（草湖圖書館旁）

16:30-17:00

敬祝

定點位址
樹王路 335 號
(樹王活動中心前)
永大街 469 號
(大明公園)
永隆路 159 號
(爽文國中)
新興路 50 號
(大里國小前)
大里路 130 號
（大新兒童公園）
大元路 62-1 號
(大元活動中心前)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大里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4922934

廣告

親愛的霧峰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13:15-13:25

自強路 53 號

13:15-13:25

吉峰路 225 號
(台糖加油站旁)

13:30-13:40

德泰街 59 號

13:30-13:40

吉峰路 100-7 號

13:45-13:55

錦州路 433 巷口
(吉峰媽祖廟)

14:00-14:10

四德路 146 號

14:15-14:25

新厝路 146 巷 1 號

13:45-13:55
14:00-14:30
14:40-14:50

萊園路 55 號
(南天宮旁)
四德路 10 號
(霧峰農會旁)
五福路 215 號
(五福里辦公室)

14:55-15:05

五福路 468 巷 10 號

14:30-14:40

四德路 392 號
(平溪橋頭)

15:10-15:20

五福路 798 號前

14:45-14:55

四德路 541 號

13:15-13:25

丁台路 450 號
(全家便利商店旁)

15:00-15:10

四德北路 24 號

13:30-13:40

北豐路 190 號

13:45-13:55

豐正路 628-6 號
(福新宮旁)

14:00-14:10

光明路 116 巷 33 號

14:15-14:25
14:30-14:40

中正路 228 巷口
(農業試驗所對面)
六股路 94 巷口
(土地公廟旁)

14:45-14:55

峰谷路 218 巷 1 號

15:00-15:10

中正路 582 號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霧峰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3335092

廣告

親愛的太平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一車)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三車)

上午 7:00~7:30

宜昌東路 15 號斜對面
(宜昌東路 90 巷口)

上午 7:00~7:40

永平路一段 5 號旁
(中興立體停車場前)

上午 7:40~8:10

宜昌路 248 號旁
(溪洲西路與宜昌路口)

上午 7:50~8:10

永平路二段 490 號旁
(東周回收場旁)

上午 8:20~8:50

宜昌路 352 號對面
(宜昌路與十甲路口)

上午 8:20~8:40

永豐路 287 號前
(福德祠前)

上午 9:00~9:40

樹德路 65 號前
(楓康超市)

上午 8:50~9:20

永華路 288 號對面
(永成公園旁)

上午 9:50~10:10

振福路 685 號前
(樹德加油站前)

上午 9:30~10:00

興隆路一段 39 巷 37 號旁

育才路 2-1 號
(樂安宮旁)

上午 10:10~10:30

光德路 458 巷 5 弄 16 號旁

上午 10:40~11:00

德隆路 12-1 號前

上午 10:20~11:00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二車)
上午 7:00~7:30

中山路二段 180 號前
(國軍副食品供應站前)

上午 7:40~8:00

大興 19 街 1 巷 2 號前

上午 8:10~8:30

環太東路 301 號斜對面

上午 8:40~~9:10

中山路二段 541 巷 58 號
(義昌祠前)

上午 9:20~~9:50

中山路一段 159 巷 7 號
(和平橋旁)

上午 10:00~10:20

東平路 852 號旁
(玉皇宮對面)

上午 10:30~11:00

東平路 8 號旁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太平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2765590

廣告

親愛的烏日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
定點服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8:00~08:15
08:30~08:50
09:00~09:20
09:30~10:20
10:30~11:20
11:40~12:10

清潔隊隊部(發車前準備)
光明路 157 巷粗溪橋旁
前竹社區活動中心前
仁德里環保志工隊前
烏日區圖書館前
卸廚餘、焚化廠、車輛清洗

08:00~08:15
08:30~08:50
09:00~09:20
09:30~09:50
10:00~10:20
10:30~10:50

清潔隊隊部(發車前準備)
溪南路一段680巷328號前
東園國小前
五光守望相助隊前
五光路 189 巷對面
溪南路一段346號福德祠前

08:00~08:15 清潔隊隊部(發車前準備)
08:30~08:50 五光國小前

11:00~11:20 烏日農會溪壩分會前
11:40~12:10 卸廚餘、焚化廠、車輛清洗

09:00~09:20
09:30~09:50
10:00~10:20
10:30~10:50
11:00~11:20
11:40~12:10

08:00~08:15
08:30~08:50
09:00~09:20
09:30~09:50
10:00~10:20
10:30~10:50

光明里永興宮前
公園路 636 巷萬善堂前
新興路、中山路二段天橋下
大同路、民生街口旁
烏日消防隊後方停車場
卸廚餘、焚化廠、車輛清洗

08:00~08:15 清潔隊隊部(發車前準備)
08:30~08:40 學田路619 號(順興宮)巷口前
08:50~09:00
09:10~09:20
09:30~09:50
10:00~10:20
10:30~10:40
10:50~11:00
11:10~11:20
11:40~12:10

敬祝

清潔隊隊部(發車前準備)
溪南路二段東照城前
喀哩國小前
喀哩新南宮前
成豐巷、太明路口(北側)
溪南路三段 870 巷口

11:00~11:20 南里社區活動中心對面
11:40~12:10 卸廚餘、焚化廠、車輛清洗

學田路 508 號對面空地
成功社區活動中心前
三和社區活動中心
青仔巷朝天宮前
三榮十路、健行路口
健行路、榮泉路口
榮泉里古井仔頭
卸廚餘、焚化廠、車輛清洗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烏日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3357320

廣告

親愛的沙鹿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第
國定假日
07：10~07：30
07：35~07：40
07：50~08：10
08：15~08：20
08：45~09：00
09：10~09：40
09：30~09：40
09：50~10：30

一

組

定點位置
天仁街保寧宮前
御璽伯爵社區
斗潭路福壽廠圍牆旁
四平街 6 巷 12 號前
龍門社區
長春路與星河路口
民族路 156 號旁(另由機動組收運)
鹿寮國中側門旁

第

二

組

國定假日

定點位置

07：10~07：20
07：10~07：40
07：50~08：10
08：15~08：25
08：30~08：35
08：40~08：50
08：55~09：10
09：15~09：25
09：30~10：00
10：10~10：30

鎮慶街慶安宮前(另由機動組收運)
北勢東路與北中路口
保順路運動場
自強路 832 巷口
三鹿里永天宮
正德路 160 巷口
六路里朝順宮
南斗路 27 巷口
東晉路青山宮廟前
晉武路 35 巷口

第
國定假日
07：10~07：50
08：00~08：10
08：15~08：30
08：40~08：50
08：50~09：05
09：10~09：15
09：15~09：25
09：30~09：50
09：55~10：00
10：10~10：30

敬祝

三

組

定點位置
日新街 57 號斜對面停車場旁
中山路紅竹巷 13 號旁
竹林里中山路竹林禪寺旁
公明里仁愛巷
樂群新村
清泉活動中心
清泉里櫻花大邨
忠貞路公明國小
翔園社區
中航路與和睦路交叉口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沙鹿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6350468

廣告

親愛的清水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30-07：40

臨江里鎮平路 10-30 號前

07：30-07：45

頂湳里甲南路 50 號

07：45-08：00

臨江里高美路 420 號
(四塊厝朝天宮馬祖廟前)

07：45-08：00

頂湳里頂湳路 101 號
(第二公墓靈骨塔)

08：05-08：15

高南里高美路 469-7 號前

08：05-08：25 菁埔里中央北路 3 之 46 號對面

08：20-08：35

高南里高美路 497 號旁
(舊庄車牌下)

08：30-08：55

裕嘉里高美路 308-1 號

08：40-09：10 高美里護岸路 43-1 號對面 09：00-09：25

田寮里高美路 156 號旁

09：45-09：55
10：00-10：25

橋頭里鎮新路 109 號前

10：30-10：55

高西里高美路 721 巷 4 號
(舊西安壇文興宮）
高西里高美路 720-38 號
(進興宮前)
高東里三美路 232 號對面
（土地公廟前）

下湳里中山路 525-9 號旁
(玉和宮前)
下湳里中山路 505 號
(米粉寮溝橋上)

11：00-11：10

國姓里三美路 136 號前

11：05-11：30

09：15-09：45
09：50-10：00
10：05-10：25

高北里海口北路 88 號前廣場

09：30-09：40

15 號南側
10：30-11：00 西社里鎮新北路
(鎮新北路與海濱路空地)

11：15-11：30 國姓里三美路 129 之 8 號前 07：30-07：45
東山里神清路 45 號對面
(大楊派出所旁)
35 號前
08：00-08：05 海風里和睦路二段
(聖王宮前)
482 號旁
08：10-08：25 海風里海風二街
(南清宮前)
72 號前
08：30-08：50 楊厝里頂三庄路
(三元宮前)
07：30-07：50

07：50-08：00
08：05-08：08
08：10-08：25
08：30-08：55

08：53-08：55 吳厝里和睦路三段 26 號前 09：00-09：25

西社里鰲峰一街 36 號
南社里中華路 221 號
(土地公)
南社里南華路 6 巷 62 號旁
(阿房宮)
南社里民族路二段 2 號
(興亞大樓)
南社里民族路二段 152 號
(和平新城)
槺榔里鰲峰路 617-1 號
(游三宮前)
中社里中社路 97-3 號
(甲桂林)

09：00-09：03

吳厝里吳厝六街 60 號前

09：28-09：31 槺榔里港口路 200 巷 50-2 號旁

09：05-09：23

09：35-09：55

海濱里海濱路 373 號前

09：35-10：00

吳厝里吳厝路 222 號前
(永安宮前)
鰲峰里光明路 35-6 號
(紫雲嚴文化大樓前)

10：00-10：25

10：05-10：30

鰲峰里大街路 126 號前

10：30-10：35

武鹿里五權路 336 號
(大秀國小前)
秀水里中社路 48-61 號
(麻豆崙土地公廟前)
秀水里五權路 269 號
(7-11 前)

西寧里西寧路 69 之 1 號 10：40-11：00
(壽天宮前)
南社里中正街
71-1 號對面 11：05-11：30
11：05-11：30
(中正橋上)
10：35-11：00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橋頭里民有路 181 號前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清水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6277048

廣告

親愛的梧棲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定點位址

(起~迄)

停留時間
(起~迄)

07:20-07:30

梧南路 70 號

10:45-10:55

07:35-07:45

文化路一段 345 號(對面)

11:00-11:10

07:50-08:00
08:05-08:15

梧棲路 140 號
(朝元宮)
中興路 210 號
(梧棲分駐所)

定點位址
中央路一段 285 號
(連發堂香舖對面)
中央路一段 109 之 10 號
(金天宮對面)

回隊部卸下垃圾及回收
12:05-12:15

永興路一段 651 巷 25 號前

08:20-08:30

四維路 2 號
(臺銀斜對面)

12:20-12:30

興國路 48 號

08:35-08:45

大智路 989 號
(南簡長壽俱樂部)

12:35-12:45

文明街 165 號

12:50-13:00

星美路與星美七街口

回隊部卸下垃圾及回收
09:45-09:55

民和路 59 號
(往前 100 公尺)

13:05-13:15

博愛路與博愛路 81 巷口

10:00-10:10

文匯街 40 號(對面)

13:20-13:30

民樂路與民和東街口

10:15-10:25
10:30-10:40

文昌路 451 號
(全聯福利中心東邊)
中央路一段 461 號
(興農里雜貨店)

★除夕、農曆初四為白天沿街收運

敬祝

13:35-13:45
13:50-14:00

臺灣大道八段 970 號
(安寧派出所)
自強二街 86 巷 1 號

★農曆初五恢復正常夜間沿街收運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梧棲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6595056

廣告

親愛的龍井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00-07:15

竹師路一段 110 號
(朝奉宮前)

07:00-07:15

中沙路南寮巷 89 號
(福建宮)

07:20-07:35

竹師路二段 36 號
(育國江山社區旁)

07:25-07:40

中沙路 20 號
(永順宮旁)

07:45-08:00

龍新路 163 號
(龍井郵局)

07:50-08:05

新興路 24-14 號

08:10-08:25

龍社路 61 號
(裕國社區前)

08:15-08:30

東海街 55 號
(春上春樹社區前)

08:35-08:50

龍山街 85 號
(中山一路與龍山街口)

09:20-09:35

文昌路 439 號
(龍東派出所旁)

09:30-09:45

中央路三段 165 巷 30 號
(朝安宮)

09:45-10:00

龍北路 255 巷 1 號
(巷口旁空地)

09:55-10:10

中厝路 17 號
(聖德宮)

10:10-10:25

茄投路 139 號
(青年市大樓東側)

10:15-10:30

中央路一段 167 號
(龍津農會)

10:35-10:50

福頭崙巷 13 號
(福田活動中心)

10:40-10:55

三港路水裡港巷 36 號
(福順宮)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龍井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6363019

廣告

親愛的大肚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8:10~08:25

王田里
(富賓園餐廳前)

11:10~11:25

磺溪里
(福興街與文昌路口)

08:30~08:45

中和里
(社區活動中心)

12:25~12:40

永順里
(社區活動中心)

08:50~09:05

營埔里
(社區活動中心)

12:45~13:00

成功里
(文昌路三段 300 巷口)

09:10~09:25

福山里
(428 巷-追分市場)

13:10~13:25

頂街里
(日光郡停車場)

09:30~09:45

社腳里
(774 巷 21-13 號旁)

13:30~13:45

頂街里
(萬興宮廣場)

09:50~10:05

新興里(新加坡社區)
(132 巷 131 號附近)

13:50~14:05

山陽里
(社區活動中心前廣場)

10:10~10:25

大東里
(自由路萊爾富旁)

14:20~14:35

自強里
(遊園路 2 段 192 號附近)

10:30~10:45

大肚里
(區公所後方停車場旁)

14:40~14:55

蔗廍里
(太平路 9 號附近)

10:50~11:05

永和里
(永和街 32 號旁籃球場)

15:00~15:15

瑞井里
(瑞安宮廣場)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大肚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6998757

廣告

親愛的大甲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20-08:00

中山路與德興路口

07:45-08:00

蔣公路與三民路口

08:10-08:30

大甲區公所前
(民權路 52 號)

08:20-08:40

孟春里慈德路
(中山路與慈德路口)

08:40-09:00

新政路與興安路口

08:50-09:10

日南里打鐵庄
(信岳織帶旁空地)

12:00-13:00

第二市場
(鎮政路城隍廟旁)

09:20-09:40

日南里青年路
(7-11 超商對面)

07:00-14:00

大甲區清潔隊隊部
(甲東路 500 號)

13:10-13:30

第一市場
(中華街)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大甲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6860516

廣告

親愛的外埔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00-

出車

09:18-09:28

大同里甲后路三段 820 號
(連鋐農藥行前)

07:20-07:35

廍子里廍子路 64 號
(大稻埕)

09:30-09:40

大同里中山路 99 號前
(土地公)

07:40-07:55

土城里土城農會分部前
(土城路 110 號)

09:45-09:55

大同里甲后路三段 968 號
(外埔農會大門口)

08:00-08:08

大馬路 166 號前
(長生路與大馬路口)

10:00-10:15

水美里水美路 237 號前
(仁美巷口旁)

08:10-08:18

中山里中山路 425 號前

10:20-10:35

大東里甲后路五段 130 巷
46 弄 59 號(得意家園)

六分里六分路 280 巷 10 號旁
10:40-10:55
(里辦公處旁)

大東里甲后路五段 222 號
(宏明家具附近)

08:20-08:35

08:40-08:55

永豐里活動中心旁
(六分路 90 號)

11:00-11:15

鐵山里長生路 1050 號前
(鐵山營區)

09:00-09:15

三崁里甲后路三段 613 號
(百富新城)

11:15-12:00

回場及車輛清洗整理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外埔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6839820

廣告

親愛的大安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00~07:20 車輛行前檢查
07:30~07:45
07:50~08:00
08:10~08:20
08:25~08:40
08:45~09:00

中山南路 356 號
(大安區公所前)
中松路 233 號
(福興牛埔廟)
興安路 240 號
(興安路店仔口旁)
福東一路 95 號
(東安廟前廣場)
中山南路 548 號
(中山南路 546 巷美強生托兒所)

09:10~09:20 溪洲路 65 號
松一街 3 號
(松雅廟前廣場)
龜壳路 175 號
09:50~10:00
(下龜殼聖安宮)
09:25~09:40

10:10~10:25 南安路 188 號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00~07:20 車輛行前檢查
中山北路 1 巷 40 號
(溫寮海口味旁)
大安港路 1149 號
07:45~08:00
(海墘派出所前)
07:30~07:40

08:05~08:15 福住北汕路 22 號
五甲南路 121 號
(五甲漁會)
中山北路 376 號
08:35~08:45
(中山北路田心仔車牌)

08:20~08:30

08:55~09:10 東西二路 51 巷 5 號
東西四路二段 171 號
(靖安宮)
東西三路 260 號
09:30~09:40
(環海宮)
南北七路 158 號
09:45~10:00
(福住志源商行前)
09:15~09:25

南安路 353 號
10:05~10:20 南北七路 31 巷 2 號
(南埔車牌站)
進焚化爐，隊部、回收分類
南北八路 52 號
10:25~10:40
10:45~15:00
及車輛整理
(泰安宮)
進焚化爐，隊部、回收分
10:40~15:00
類及車輛整理
10:30~10:45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大安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6712849

廣告

親愛的東勢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7:00-08:30

豐勢路 815 號
(東勢加油站斜對面)

07:10-07:30

粵寧街 19 號
(善教堂前)

08:40-08:55

新盛街 345 號旁
(新盛里停車場)

07:50-08:10

東蘭路永盛巷 64-4 號
(明正里活動中心前)

09:00-09:15

東關路 6 段 437 號
(億富加油站)

08:30-08:40

石城街 297 號前
(復興宮前)

09:25-09:40

東坑路 265 號
(東坑路林管處後門)

08:50-09:10

石城街石山巷 34-1 號
(埤頭里活動中心前)

09:50-10:10

三民街 71 號
(公有市場)

09:30-09:40

新豐街 75 號
(新豐街與東蘭路口)

10:15-10:30

第五橫街 1 號
(東勢國小前)

10:15-10:30

東環街 123 號
(東新國中前)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東勢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5885792

廣告

親愛的石岡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起~迄)
07：30~07：50
07：55~08：15
08：25~08：45
08：55~09：15
09：20~09：40
09：45~10：05
10：10~10：30
10：40~11：00
11：10~11：30
11：35~11：50
11：55~12：10

敬祝

定點位址
清潔隊址前
(明德路 20 號)
情人木橋前(全聯福利中心旁廣場)
(豐勢路 885 號旁)
龍興里長宅前
(萬仙街仙塘坪巷 55 號)
新石新村內(和盛公園對面)
(德興里和盛街 13 巷 1 號)
和盛巷 37 弄巷口
(和盛公園旁邊)
德興社會福利館
(豐勢路 134 號)
土牛國小前
(豐勢路 308 號)
梅子懷舊公園
(梅子巷 37 弄 49 號)
石岡國小前
(石岡街 123 號)
金星庄中土地公廟
(石岡區金川巷 13 號)
萬安宮
(石岡街廟前巷 1 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石岡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5724213

廣告

親愛的新社區巿民朋友大家好：
110 年 1 月 1 日(元旦)、2 月 12 日(農曆春節初一)、2 月 13 日(農曆春節初二)、5 月 1 日(勞
動節)、6 月 14 日(端午節)、9 月 21 日(中秋節)停止沿街垃圾收運，當天改為定時定點服
務，時間、地點如下：(電子檔可至環保局網站及「臺中垃圾清運大車隊」APP 下載)
停留時間
(起~迄)

定點位址

08:10~08:30

新社里-興社街 4 段
(基督教會前)

08:35~08:55 新社里-鎮安宮廣場

停留時間
(起~迄)
08:10~08:25

定點位址
月湖里-新社高中側門
(土城)

08:30~08:40 月湖里-月湖活動中心

09:00~09:15

中正里-中和街 5 段
(新社加油站旁三角公園)

08:45~09:00

東興里-東興公園
(東興派出所對面)

09:25~09:40

崑山里-崑南街 46 號前
(舊活動中心旁)

09:05~09:25 慶西里-上坪 42 號

09:50~10:05

大南里-中和街 2 段 280 巷
口旁

09:30~09:40 中和里-抽滕坑親水公園

10:10~10:25

永源里-東山街 88-29 號前
阿不倒旁

09:45~09:55 中和里-龍安土地公

10:30~10:50

中興里-中興里 4 鄰中興嶺
72 號

10:05~10:20 福興里-福興牌樓旁公車亭

10:55~11:10 復盛里-三村土地公廟

10:35~10:55 協成里-5 鄰協中街 107 號

11:15~11:25 復盛里-北玄宮

11:00~11:20 協成里-紫明宮

11:50~12:05

敬祝

復盛里-環保公園
(興社街 2 段 20-7 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新社區清潔隊
敬上
電話：04-25821149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