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正北路107號人行道 2020/2/19 2020/2/26

2 中正北路107號人行道 2020/2/19 2020/2/26

3 中正北路107號人行道 2020/2/19 2020/2/26

4 中正北路107號人行道 2020/2/19 2020/2/26

5 中正北路107號人行道 2020/2/19 2020/2/26

紅色、煞車線斷裂、鏈條嚴重

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觀銹

蝕、車輛明顯髒污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紅色、煞車線斷裂、鏈條嚴重

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觀銹

蝕、車輛明顯髒污

黑色、煞車線斷裂、鏈條嚴重

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觀銹

蝕、車輛明顯髒污

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黑紅色相間、煞車線嚴重銹

蝕、鏈條嚴重銹蝕、輪胎破

損、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

髒污



6 民生街98號對面人行道 2020/2/19 2020/2/26

7 民生街98號對面人行道 2020/2/19 2020/2/26

8 民生街98號對面人行道 2020/2/19 2020/2/26

9 民生街98號對面人行道 2020/2/19 2020/2/26

10 明志街3號前紅線處 2020/2/20 2020/2/27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黃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綠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紅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白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紅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1 明志街3號前紅線處 2020/2/20 2020/2/27

12 永福街179巷14號對面 2020/2/22 2020/3/2

13 永福街179巷14號對面 2020/2/22 2020/3/2

14 忠孝路2段128號對面機車格 2020/2/23 2020/3/2

15
忠孝路2段128號對面人行道

機車格
2020/2/23 2020/3/2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紅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銀紅色相間、煞車線嚴重銹

蝕、鏈條嚴重銹蝕、輪胎破

損、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

髒污

深藍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

條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

外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白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6 中正北路71巷3號 2020/2/23 2020/3/2

17 中正北路71巷3號 2020/2/23 2020/3/2

18 中正北路71巷3號 2020/2/23 2020/3/2

19 中正北路71巷口 2020/2/23 2020/3/2

20 新興路49號旁 2020/2/23 2020/3/2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紅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紅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21 新興路49號旁 2020/2/23 2020/3/2

22 三和路4段215巷3號前 2020/2/24 2020/3/4

23 六張街66號前 2020/2/24 2020/3/4

24 六張街66號前 2020/2/24 2020/3/4

25 中華路2巷31弄10號旁 2020/2/24 2020/3/4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淺藍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

條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

外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藍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藍銀色相間、煞車線嚴重銹

蝕、鏈條嚴重銹蝕、輪胎破

損、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

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26 名源街6號旁 2020/2/24 2020/3/4

27
名源街61巷巷口舊衣回收箱

旁
2020/2/24 2020/3/4

28 長安街73號 2020/2/24 2020/3/4

29 三陽路40號 2020/2/24 2020/3/4

30 三陽路40號 2020/2/24 2020/3/4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藍白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

條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

外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紅色、無腳踏板、煞車線嚴重

銹蝕、鏈條嚴重銹蝕、輪胎破

損、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

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紅銀色相間、煞車線嚴重銹

蝕、鏈條嚴重銹蝕、輪胎破

損、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

髒污

紅色、椅墊掉落、煞車線嚴重

銹蝕、鏈條嚴重銹蝕、輪胎破

損、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

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31 三陽路40號 2020/2/24 2020/3/4

32 三陽路40號 2020/2/24 2020/3/4

33
河邊北街359號旁高速公路

下方機車停車格
2020/2/25 2020/3/4

34 永福街211巷口 2020/2/25 2020/3/4

35 永福街211巷口 2020/2/25 2020/3/4

紅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白紅色相間、煞車線嚴重銹

蝕、鏈條嚴重銹蝕、輪胎破

損、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

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橘黑色相間、煞車線嚴重銹

蝕、鏈條嚴重銹蝕、輪胎破

損、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

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36 永福街211巷口 2020/2/25 2020/3/4

37 中央南路78巷底 2020/2/26 2020/3/5

38 中央南路78巷底 2020/2/26 2020/3/5

39 中央南路78巷底 2020/2/26 2020/3/5

40 中央南路78巷口 2020/2/26 2020/3/5

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白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黃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41 集賢路五華國小站牌後方 2020/2/26 2020/3/5

42 仁義街230巷口 2020/2/26 2020/3/5

43 捷運路19巷2弄15號 2020/2/27 2020/3/6

44 捷運路37巷3號 2020/2/27 2020/3/6

45 三和路3段144巷15號對面 2020/3/1 2020/3/8

白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粉色、前輪胎破損、煞車線嚴

重銹蝕、鏈條嚴重銹蝕、車體

外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黑色、煞車線斷裂、鏈條嚴重

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觀銹

蝕、車輛明顯髒污

紅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46 三賢街103號 2020/3/3 2020/3/11

47 重新路4段244巷44號對面 2020/3/3 2020/3/11

48 集美街19號前 2020/3/4 2020/3/11

49 集美街31號對面人行道 2020/3/4 2020/3/11

50 集美街58巷旁人行道 2020/3/4 2020/3/11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紅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白粉色相間、煞車線嚴重銹

蝕、鏈條嚴重銹蝕、輪胎破

損、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

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黑色、前後輪胎破損及變形、

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嚴重銹

蝕、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

髒污

橘黑色相間、輪胎破損、車體

外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51 仁慈街11號旁 2020/3/5 2020/3/12

52 仁慈街11號旁 2020/3/5 2020/3/12

53 仁慈街11號旁 2020/3/5 2020/3/12

54 菜寮站1號出入口 2020/3/5 2020/3/12

55 菜寮站1號出入口 2020/3/5 2020/3/12

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白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白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56 菜寮站1號出入口 2020/3/5 2020/3/12

57 菜寮站1號出入口 2020/3/5 2020/3/12

58 菜寮站1號出入口 2020/3/5 2020/3/12

59 菜寮站1號出入口 2020/3/5 2020/3/12

60 菜寮站1號出入口 2020/3/5 2020/3/12

紅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黃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61 菜寮站1號出入口 2020/3/5 2020/3/12

62 菜寮站1號出入口 2020/3/5 2020/3/12

63 菜寮站1號出入口 2020/3/5 2020/3/12

64 菜寮站1號出入口 2020/3/5 2020/3/12

65 重新路3段115巷1弄口 2020/3/5 2020/3/12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紅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桃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66 文化南路2巷1號對面人行道 2020/3/5 2020/3/12

67 三重國小站自行車停車格 2020/3/5 2020/3/12

68 集美街166巷口 2020/3/5 2020/3/12

69 仁政街199-2號 2020/3/5 2020/3/12

70 信義西街8號旁7-11牆邊 2020/3/6 2020/3/15

白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藍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紅銀色相間、無坐墊、煞車線

嚴重銹蝕、鏈條嚴重銹蝕、輪

胎破損、車體外觀銹蝕、車輛

明顯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粉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71 信義西街8號旁7-11牆邊 2020/3/6 2020/3/15

72 三和路4段143號 2020/3/8 2020/3/15

73 環河南路254巷25號旁 2020/3/9 2020/3/16

74 雙園街7巷1號 2020/3/9 2020/3/16

75 民生東街6號 2020/3/9 2020/3/16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綠色、大燈掉落、鏈條嚴重銹

蝕、輪胎破損、車輛明顯髒污

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粉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76 成功路145巷10號 2020/3/9 2020/3/16

77 仁愛街87號 2020/3/11 2020/3/18

78 朝陽街26巷1弄19號旁 2020/3/11 2020/3/18

79 三陽路30號 2020/3/11 2020/3/18

80 集成路1號 2020/3/12 2020/3/19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藍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粉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銀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藍銀色相間、煞車線嚴重銹

蝕、鏈條嚴重銹蝕、輪胎破

損、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

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81 福裕街口 2020/3/13 2020/3/20

82 三陽路46之1號前人行道 2020/3/15 2020/3/22

83 三陽路46之1號前人行道 2020/3/15 2020/3/22

84 中華路20巷巷口處 2020/3/15 2020/3/22

85 新北大道1段135號前 2020/3/15 2020/3/22

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紫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09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紫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粉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紅色、煞車線嚴重銹蝕、鏈條

嚴重銹蝕、輪胎破損、車體外

觀銹蝕、車輛明顯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三重區清潔隊，承辦人:高榮壕，連絡電話02-85122225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27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土城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車、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土城區清潔隊，承辦人:林芷瑜，連絡電話02-22732020分機565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土城區忠義路高速公路橋下回收暫置場)

1 中央路1段143巷口 2021/2/22 2021/3/5

2 溪頭路20巷2弄7號 2021/2/25 2021/3/5

3 中州路27巷82號 2021/2/25 2021/3/5

4 裕民路113號 2021/2/25 2021/3/5

5 裕民路20巷2號前 2021/2/22 2021/3/5

照片

1、鏈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

重銹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3.一輪以上輪胎破損或輪圈明

顯變形。

1、鏈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蝕或

無法正常使用。

3.一輪以上輪胎破損或輪圈明顯變形。

1、鏈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

重銹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3.一輪以上輪胎破損或輪圈明

顯變形。

1、鏈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

重銹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3.一輪以上輪胎破損或輪圈明

顯變形。

1、鏈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

重銹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3.一輪以上輪胎破損或輪圈明

顯變形。

序號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土城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車、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土城區清潔隊，承辦人:林芷瑜，連絡電話02-22732020分機565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土城區忠義路高速公路橋下回收暫置場)

照片序號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6 裕民路20巷2號前 20221/2/22 2021/3/5

7 廣明街8巷前 2021/2/18 2021/3/5

8

9

10

3.一輪以上輪胎破損或輪圈明

顯變形。

1、鏈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

重銹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2、煞車線、煞車拉桿(握把)斷

裂脫落、嚴重銹蝕或無法正常

使用。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1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和路196巷2號旁 110/2/3 110/3/2

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和路196巷2號旁 110/2/3 110/3/2

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和路196巷2號旁 110/2/3 110/3/2

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南山路127巷口 110/2/19 110/3/2

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南山路127巷口 110/2/19 110/3/2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6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南山路127巷口 110/2/19 110/3/2

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華新街143巷63弄1之1號前 110/2/19 110/3/2

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景新街210巷2弄1號前 110/2/19 110/3/2

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景新街210巷2弄1號前 110/2/19 110/3/2

1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景新街210巷2弄1號前 110/2/19 110/3/2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1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和路350巷12弄4號前 110/2/22 110/3/2

1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和路350巷12弄4號前 110/2/22 110/3/2

1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和路350巷12弄4號前 110/2/22 110/3/2

1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對面 110/2/19 110/3/2

1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對面 110/2/19 110/3/2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6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對面 110/2/19 110/3/2

1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347巷16弄43號旁 110/2/22 110/3/4

1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347巷16弄43號旁 110/2/22 110/3/4

1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347巷16弄43號旁 110/2/22 110/3/4

2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347巷16弄43號旁 110/2/22 110/3/4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21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347巷16弄43號旁 110/2/22 110/3/4

2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347巷16弄43號旁 110/2/22 110/3/4

2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旁 110/2/19 110/3/2

2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旁 110/2/19 110/3/2

2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旁 110/2/19 110/3/2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26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旁 110/2/19 110/3/2

2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旁 110/2/19 110/3/2

2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旁 110/2/19 110/3/2

2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旁 110/2/19 110/3/2

3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旁 110/2/19 110/3/2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31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勝街26巷6號旁 110/2/19 110/3/2

3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興南路1段167號 110/2/22 110/3/4

3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興南路1段167號 110/2/22 110/3/4

3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興南路1段167號 110/2/22 110/3/4

3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廟美街40號 110/2/23 110/3/4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36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廟美街40號 110/2/23 110/3/4

3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廟美街40號 110/2/23 110/3/4

3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廟美街15號 110/2/23 110/3/4

3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忠孝街53巷口 110/2/23 110/3/4

4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忠孝街65巷口 110/2/23 110/3/4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41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富街74巷口 110/2/24 110/3/4

4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富街74巷口 110/2/24 110/3/4

4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富街74巷口 110/2/24 110/3/4

4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富街74巷口 110/2/24 110/3/4

4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富街74巷口 110/2/24 110/3/4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46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富街74巷口 110/2/24 110/3/4

4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利街61巷11弄5號 110/2/24 110/3/4

4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利街61巷11弄5號 110/2/24 110/3/4

4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利街61巷11弄5號 110/2/24 110/3/4

5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249巷23號前 110/2/24 110/3/19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51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249巷23號前 110/2/24 110/3/19

5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永貞路288號前 110/2/25 110/3/19

5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永貞路221號前 110/2/25 110/3/19

5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華新街143巷57弄1號 110/2/25 110/3/19

5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231號(電動) 110/3/2 110/3/19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56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秀朗路3段10巷12弄15號 110/3/3 110/3/19

5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更生街1號對面人行道 110/3/3 110/3/19

5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314巷7弄 110/3/5 110/3/19

5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314巷7弄 110/3/5 110/3/19

6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381巷2號 110/3/5 110/3/19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61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大仁街20巷25弄口 110/3/4 110/3/19

6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山路2段3巷28號旁 110/3/5 110/3/19

6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保平路289號旁 110/3/5 110/3/19

6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保平路340巷7號前 110/3/5 110/3/19

6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保平路340巷7號前 110/3/5 110/3/19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66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仁愛街28號 110/3/8 110/3/19

6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華新街143巷11弄2號 110/3/8 110/3/19

6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華新街143巷11弄2號 110/3/8 110/3/19

6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342號 110/3/13 110/3/25

7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342號 110/3/13 110/3/2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71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342號 110/3/13 110/3/25

7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342號 110/3/13 110/3/25

7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正路35巷14號旁停車格 110/3/11 110/3/25

7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正路35巷 110/3/11 110/3/25

7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自立路16巷口 110/3/15 110/3/2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76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自立路16巷口 110/3/15 110/3/25

7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秀朗路3段10巷37弄14號對面 110/3/15 110/3/25

7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秀朗路3段10巷21弄4號對面 110/3/15 110/3/25

7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景安路221號 110/3/15 110/3/25

8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更生街1號斜對面 110/3/16 110/3/2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81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保健路106巷18號前 110/3/16 110/3/25

8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保健路106巷18號前 110/3/16 110/3/25

8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保健路106巷18號前 110/3/16 110/3/25

8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永和路8巷2號前 110/3/16 110/3/25

8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永和路8巷2號前 110/3/16 110/3/2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86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山路2段523巷2弄22號 110/3/15 110/3/25

8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山路2段523巷2弄22號 110/3/15 110/3/25

8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中山路2段523巷2弄22號 110/3/15 110/3/25

8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忠孝街31巷25號前 110/3/15 110/3/25

9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忠孝街31巷25號前 110/3/15 110/3/2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91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南山路127巷13號前 110/3/16 110/3/25

9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南山路127巷13號前 110/3/16 110/3/25

9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立人街25巷1號 110/3/17 110/3/25

9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景安路132巷口 110/3/17 110/3/25

9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景安路132巷口 110/3/17 110/3/2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中和區清潔隊，承辦人:柯君誠，連絡電話02-22480889分機113

(車輛暫存地址:中和區和城路一段271巷1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96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復興路327巷 110/3/17 110/3/25



1 中興路4段50號旁 110/02/26 110/03/11

2
成泰路2段91巷25號對面

路旁
110/02/26 110/03/11

3 凌雲路3段26-9號對面路旁 110/02/26 110/03/11

4 工商路115巷3號對面停車格 110/03/03 110/03/11

5 四維路185巷42號右側路旁 110/03/03 110/03/11

銀色、前後輪沒氣、鏈條鏽

蝕、外觀鏽蝕髒污

銀色、前後輪沒氣、車殼破

損、外觀鏽蝕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五股區清潔隊，承辦人:劉維銘，連絡電話：02-22910304

(車輛暫存地址: 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五股區清潔隊資收場 )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五股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銀色、前後輪沒氣、鏈條鏽

蝕、外觀鏽蝕髒污

黑色、前後輪沒氣、鏈條鏽

蝕、外觀鏽蝕

銀色、前後輪沒氣、鏈條鏽

蝕、外觀鏽蝕髒污



6 成泰路2段194號旁騎樓 110/03/03 110/03/11

7 新五路2段570號右側路旁 110/03/11 110/03/23

8
五工二路119號對面人行道

上
110/03/12 110/03/23

9 五工六路47號對面路旁 110/03/12 110/03/23

10 五工六路47號對面路旁 110/03/12 110/03/23

照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五股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移置日期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紫色、前後輪沒氣、鏈條鏽

蝕、外觀鏽蝕髒污

紫色、前後輪沒氣、鏈條鏽

蝕、外觀鏽蝕髒污

紫色、前後輪沒氣、鏈條鏽

蝕、外觀鏽蝕髒污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五股區清潔隊，承辦人:劉維銘，連絡電話：02-22910304

(車輛暫存地址: 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五股區清潔隊資收場 )

銀色、前後輪沒氣、鏈條鏽

蝕、外觀鏽蝕髒污

銀黄色、前後輪沒氣、鏈條鏽

蝕、外觀鏽蝕髒污



11 登林路102號旁人行道上 110/03/16 110/03/23

12 登林路104號旁人行道上 110/03/16 110/03/23

13

14

1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五股區清潔隊，承辦人:劉維銘，連絡電話：02-22910304

(車輛暫存地址: 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五股區清潔隊資收場 )

照片

紫色、前後輪沒氣、鏈條鏽

蝕、外觀鏽蝕髒污

黑色、前後輪沒氣、鏈條鏽

蝕、外觀鏽蝕髒污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五股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移置日期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1 米色、鍊條銹蝕 中正路129巷1號 2021/2/24 2021/3/5

2 銀色、鍊條銹蝕、輪胎無
氣 文化路9巷30弄23號 2021/2/19 2021/3/5

3 水藍白色、煞車卡死 水源街43巷8號斜對面(燈桿:105544) 2021/2/23 2021/3/5

4 銀色、煞車卡死 水源街43巷8號斜對面(燈桿:105544) 2021/2/23 2021/3/5

5 銀色、煞車卡死 水源街43巷8號斜對面(燈桿:105544) 2021/2/23 2021/3/5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 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6 銀藍色、鍊條銹蝕、輪胎
無氣 安樂路342號 2021/2/24 2021/3/5

7 米白色、鍊條銹蝕、輪胎
無氣 安樂路342號 2021/2/24 2021/3/5

8 藍色、鍊條銹蝕、輪胎無
氣、無坐墊 安樂路342號對面 2021/2/24 2021/3/5

9 白黑色、脫鍊、輪胎無氣 秀朗路1段37號對面 2021/2/24 2021/3/5

10 藍色、鍊條銹蝕、輪胎無
氣 安樂路310號 2021/2/24 2021/3/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 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片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11 銀色、鍊條銹蝕、輪胎無
氣 勵行街80號後面 2021/2/18 2021/3/5

12 銀色、鍊條銹蝕、輪胎無
氣 勵行街80號後面 2021/2/18 2021/3/5

13 青綠色、鍊條銹蝕、輪胎
無氣 勵行街80號後面 2021/2/18 2021/3/5

14 黑色、煞車卡死 水源街43巷8號斜對面(燈桿:105544) 2021/2/23 2021/3/5

15 銀色、鍊條銹蝕、輪胎無
氣 民樂街41巷13號旁 2021/2/18 2021/3/5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 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16 銀色、鍊條銹蝕 永貞路36號 2021/2/17 2021/3/5

17 銀色、輪無胎壓 環河東路二段10號前 2021/2/22 2021/3/5

18 銀色、輪無胎壓 環河東路二段10號前 2021/2/22 2021/3/5

19 紅色、無前輪 環河東路二段10號前 2021/2/22 2021/3/5

20 白色、無胎壓、鏽蝕 環河東路二段10號前 2021/2/22 2021/3/5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 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21 銀色、鏽蝕 得和路373巷31弄5號前 2021/3/15 2021/3/23

22 黑色、煞車卡死 國光路49巷8號對面(機車格)) 2021/3/7 2021/3/16

23 黑色、煞車卡死 國光路49巷8號對面(機車格)) 2021/3/7 2021/3/16

24 白粉紅黑色、煞車卡死、
齒輪鏽蝕 新生路25巷口 2021/3/3 2021/3/16

25 黑色、鍊條銹蝕 福和路125巷20號旁 2021/2/25 2021/3/5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 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26 青綠色、鍊條銹蝕 福和路125巷20號旁 2021/2/25 2021/3/5

27 白粉紅色、煞車卡死 新生路25巷口 2021/3/3 2021/3/16

28 米色、鍊條銹蝕、刹車線
斷掉 豫溪街95巷10弄2號旁 2021/3/4 2021/3/16

29 紅色、煞車卡死 仁愛路352巷92弄16號2F門牌電桿 2021/3/8 2021/3/23

30 銀色、煞車卡死 仁愛路352巷92弄1號2F門牌旁牆邊 2021/3/9 2021/3/23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31 銀色、鍊條銹蝕、無胎壓 成功路二段89號 2021/3/3 2021/3/16

32 銀色、鍊條銹蝕、無胎壓 成功路二段89號 2021/3/8 2021/3/16

33 銀色、鍊條銹蝕、無胎壓 民樂街71巷1號 2021/3/8 2021/3/16

34 銀色、鍊條銹蝕、無胎壓 民樂街71巷1號 2021/3/8 2021/3/16

35 銀色、鍊條銹蝕、無胎壓 民樂街71巷1號 2021/3/8 2021/3/1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 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片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36 藍色、鍊條銹蝕、無胎壓 民樂街71巷1號 2021/3/8 2021/3/16

37 紅色、鍊條銹蝕、輪胎無
氣 秀朗路2段151號前 2021/3/4 2021/3/16

38 銀色、鍊條銹蝕、無胎壓 成功路2段1巷口 2021/3/4 2021/3/16

39 藍色、鍊條銹蝕、無胎壓 成功路1段29巷口 2021/3/4 2021/3/16

40 藍色、鍊條銹蝕、無胎壓 成功路1段77號前 2021/3/5 2021/3/16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 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41 銀色、鍊條銹蝕、無胎壓 成功路1段77號前 2021/3/5 2021/3/16

42 黑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竹林路201巷41號斜對面 2021/2/25 2021/3/16

43 紫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竹林路201巷41號斜對面 2021/2/25 2021/3/16

44 銀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竹林路201巷41號斜對面 2021/2/25 2021/3/16

45 白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得和路200號秀朗國小右側 2021/3/5 2021/3/16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年 3 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46 紅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得和路200號秀朗國小右側 2021/3/5 2021/3/16

47 銀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得和路202號秀朗國小右側 2021/3/5 2021/3/16

48 銀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成功路1段75號前 2021/3/5 2021/3/16

49 綠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成功路1段75號前 2021/3/5 2021/3/16

50 藍紅色、煞車卡死 環河西路2段247號前(柱子邊) 2021/3/15 2021/3/23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 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51 銀色、車身斷裂、鏈條鏽
蝕

仁愛路352巷132弄口道路指示牌電
桶邊 2021/3/10 2021/3/23

52 銀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中山路1段128巷12弄3號對面 2021/2/26 2021/3/23

53 黑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仁愛路202巷1號 2021/3/10 2021/3/23

54 黑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永貞路364號 2021/3/10 2021/3/23

55 紅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保平路292巷40弄12號 2021/3/10 2021/3/23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 年 3 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56 黃色、鏽蝕、兩輪無胎壓 保平路292巷40弄12號 2021/3/10 2021/3/23

57 紅黑色、輪圈變型、鏈條
鏽蝕 永和路2段170號旁轉角處 2021/3/15 2021/3/23

58 棕白色、輪無胎壓、煞車
線無法正常使用 永和路2段170號旁轉角處 2021/3/15 2021/3/23

59 銀色、輪無胎壓、煞車拉
桿無作用 永和路2段170號旁轉角處 2021/3/15 2021/3/23

60 銀色、兩輪無胎壓、鏽蝕 豫溪街215巷15號前 2021/3/8 2021/3/1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片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61 黃色、鍊條銹蝕 永貞路42號 2021/2/17 2021/3/5

62

63

64

65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0 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永和區清潔隊，承辦人:賴均凱，連絡電話02-3151-7728分機109
(車輛暫存地址:本市永和區保生路55-3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汐止區清潔隊 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1
綠色、後輪沒氣、無坐墊、

外觀鏽蝕
新台五路1段21號對面 2021/3/8 2021/3/18

2
粉紅色、没把手、後輪沒

氣、外觀鏽蝕
新台五路1段21號對面 2021/3/8 2021/3/18

3 後輪沒氣、外觀鏽蝕 新台五路1段21號對面 2021/3/8 2021/3/18

4 白色、輪胎沒氣、外觀鏽蝕 新台五路1段21號對面 2021/3/8 2021/3/18

5 黑色、輪胎沒氣、外觀鏽蝕 新台五路1段21號對面 2021/3/8 2021/3/18

照          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汐止區清潔隊，承辦人：賴佳玲，連絡電話：02-26430403 分機708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汐止區長江街100巷2號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汐止區清潔隊 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6
粉紅色、後輪沒氣、外觀鏽

蝕
新台五路1段21號對面 2021/3/8 2021/3/18

7 黃色、後輪沒氣、外觀鏽蝕 新台五路1段35號對面 2021/3/8 2021/3/18

8
深藍色、輪胎沒氣、外觀鏽

蝕
樟樹一路268之5號 2021/3/9 2021/3/22

9
粉藍色、輪胎沒氣、外觀鏽

蝕
樟樹一路268之5號 2021/3/9 2021/3/22

10 黑色、後輪沒氣、外觀鏽蝕 樟樹一路135巷7號 2021/3/14 2021/3/22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汐止區清潔隊，承辦人：賴佳玲，連絡電話：02-26430403 分機708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汐止區長江街100巷2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汐止區清潔隊 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11
黑色、後輪沒氣、齒輪鏽

蝕、煞車鎖死

新台五路一段268號停車場

入口處
2021/2/20 2021/3/2

12
黑色、後輪沒氣、無坐墊、

外觀鏽蝕、齒輪鏽蝕

新台五路一段268號停車場

入口處
2021/2/20 2021/3/2

13

鐵灰色、後輪沒氣、煞車線

損壞、手把橫桿滑動、輪軸

鏽蝕

忠孝東路和仁愛路交叉口 2021/3/11 2021/3/19

14
藍色、後輪沒氣、齒輪鏽

蝕、煞車鎖死
忠孝東路和仁愛路交叉口 2021/3/11 2021/3/19

15

照          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汐止區清潔隊，承辦人：賴佳玲，連絡電話：02-26430403 分機708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汐止區長江街100巷2號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1
車身鏽蝕髒污、煞車卡

死、前後車輪無氣

國泰街109巷口

(貼紙編號：3727)
110/02/08 110/03/02

2
鍊條及齒盤銹蝕及車身

髒污

三民路2段191號旁

(貼紙編號：3690)
110/02/18 110/03/02

3
鍊條及齒盤銹蝕及車身

髒污

三民路2段191號旁

(貼紙編號：3691)
110/02/18 110/03/02

4 鏈條鏽蝕、煞車卡死
富山街109巷28弄口旁

(貼紙編號:3234)
110/02/18 110/03/02

5
車體髒污、鏈條輪軸鏽

蝕

富山街109巷28弄口旁

(貼紙編號:3235)
110/02/18 110/03/02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板橋區清潔隊，承辦人：萬文茹，連絡電話(02)2953-7428

(車輛暫存地址:板橋區中正路572號之1-新海橋下。)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0年0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6
車體髒污、鏈條鏽蝕、

煞車卡死

光武街6號前

(貼紙編號:3781) 110/02/23 110/03/04

7
車體髒污、鏈條輪軸鏽

蝕、煞車卡死

光武街6號前

(貼紙編號:3782)
110/02/23 110/03/04

8
車體髒污、鏈條鏽蝕煞

車卡死

光武街6號前

(貼紙編號:3783)
110/02/23 110/03/04

9 鏈條脫落

縣民大道1段286號與民族路

口前人

行道上

(貼紙編號：3604)

110/02/16 110/03/02

10 車身髒污、鍊條鏽蝕
長江路1段91號

(貼紙編號：3716)
110/02/23 110/03/0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板橋區清潔隊，承辦人：萬文茹，連絡電話(02)2953-7428

(車輛暫存地址:板橋區中正路572號之1-新海橋下。)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0年0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1 車身髒污、鍊條鏽蝕
長江路1段91號

(貼紙編號：3717)
110/02/23 110/03/06

12
車身髒污、鍊條鏽蝕，

前後輪無氣

民生路3段249號旁

(貼紙編號：3639)
110/02/22 110/03/06

13

鍊條輪軸銹蝕、車體髒

污、煞車卡死及煞車線

斷開

光武街13號前

(貼紙編號:3784)
110/02/25 110/03/07

14 煞車卡死、輪胎沒氣
四川路2段245巷19弄底

(貼紙編號:3704)
110/02/19 110/03/04

15 鍊條齒輪鏽蝕、髒污
四川路2段245巷37弄底

(貼紙編號:3701)
110/02/19 110/03/04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板橋區清潔隊，承辦人：萬文茹，連絡電話(02)2953-7428

(車輛暫存地址:板橋區中正路572號之1-新海橋下。)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0年0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6 鍊條齒輪鏽蝕、無車把
四川路2段245巷37弄底

(貼紙編號:3702)
110/02/19 110/03/04

17
鍊條銹蝕、煞車卡死、

齒盤銹蝕

中山路2段91號前

(貼紙編號:3792)
110/02/22 110/03/08

18 鍊條脫落
中山路1段291之2號前人行道

(貼紙編號:3768)
110/02/19 110/03/04

19 左、右煞車卡死
中山路1段248號旁

(貼紙編號:3776)
110/02/19 110/03/04

20 左、右煞車卡死

長安街138巷3號對面人行道

上

(貼紙編號:3770)

110/02/19 110/03/04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板橋區清潔隊，承辦人：萬文茹，連絡電話(02)2953-7428

(車輛暫存地址:板橋區中正路572號之1-新海橋下。)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0年0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21
車身鏽蝕髒污、煞車卡

死、前後車輪無氣

文化路2段410巷2弄16號

(貼紙編號:3734)
110/02/22 110/03/06

22
鍊條及齒盤銹蝕及車身

髒污

貴興路91號前

(貼紙編號：3695)
110/03/01 110/03/11

23
鍊條及齒盤銹蝕及車身

髒污

貴興路91號前

(貼紙編號：3696)
110/03/01 110/03/11

24
鍊條及齒盤銹蝕及車身

髒污

貴興路91號前

(貼紙編號：3697)
110/03/01 110/03/11

25
鍊條及齒盤銹蝕及車身

髒污

貴興路91號前

(貼紙編號：3698)
110/03/01 110/03/11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板橋區清潔隊，承辦人：萬文茹，連絡電話(02)2953-7428

(車輛暫存地址:板橋區中正路572號之1-新海橋下。)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0年0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26
輪框變形、右煞車無效

能

民族路34巷25號旁

(貼紙編號：3778)
110/03/01 110/03/11

27 後輪框變形
雙十路2段143號前

(貼紙編號：3606)
110/02/26 110/03/11

28
電動自行車車身鏽蝕髒

污、左手把損壞

民治街57巷32號旁停車格

(貼紙編號：3731)
110/02/18 110/03/11

29
車身鏽蝕髒污、煞車卡

死、齒輪鏽蝕卡死

仁化街64巷口 崗哨旁

(貼紙編號：3804)
110/02/23 110/03/11

30
車身鏽蝕髒污、煞車卡

死、齒輪鏽蝕卡死

仁化街64巷口 崗哨旁

(貼紙編號：3805)
110/02/23 110/03/11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板橋區清潔隊，承辦人：萬文茹，連絡電話(02)2953-7428

(車輛暫存地址:板橋區中正路572號之1-新海橋下。)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0年0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查報日期 照片



31

車身鏽蝕髒污、煞車卡

死、齒輪鏽蝕脫落、前

後輪無氣

民治街52巷5弄6號對面

(貼紙編號：3735)
110/02/22 110/03/11

32
車身鏽蝕髒污、煞車卡

死

民治街52巷5弄6號對面

(貼紙編號：3786)
110/02/22 110/03/11

33

車身鏽蝕髒污、煞車卡

死、齒輪鏽蝕卡死、前

後輪無氣

民治街52巷5弄6號對面

(貼紙編號：3789)
110/02/22 110/03/11

34
車身鏽蝕髒污、煞車卡

死、齒輪鏽蝕

仁化街4號對面(公園旁自行

車格)

(貼紙編號：3796)

110/02/23 110/03/11

35
車身鏽蝕髒污、煞車卡

死、前後輪無氣

文化路2段505巷5號轉角

(貼紙編號：3790)
110/02/23 110/03/11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板橋區清潔隊，承辦人：萬文茹，連絡電話(02)2953-7428

(車輛暫存地址:板橋區中正路572號之1-新海橋下。)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0年0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36
車身鏽蝕髒污、煞車卡

死、齒輪鏽蝕卡死

文化路2段400號自行車格

(貼紙編號：3797)
110/02/23 110/03/11

37
煞車卡死、鍊條嚴重鏽

蝕

自強新村6號旁

(貼紙編號：3605)
110/02/19 110/03/11

38
油門卡死、左側無煞車

桿

瑞安街31號對面

(貼紙編號：3608)
110/03/03 110/03/11

39
車身鏽蝕髒污、煞車卡

死、前車輪無氣

國泰街75巷28弄33號轉角

(貼紙編號：3799)
110/03/03 110/03/12

40
鍊條嚴重鏽蝕落鏈、煞

車拉桿斷裂、無座墊。

四維路112巷口

(貼紙編號：3524)
110/02/26 110/03/11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板橋區清潔隊，承辦人：萬文茹，連絡電話(02)2953-7428

(車輛暫存地址:板橋區中正路572號之1-新海橋下。)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0年0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41

鍊條嚴重鏽蝕落鏈、煞

車拉桿卡死無法正常使

用、一輪以上輪胎破

損。

四維路112巷口

(貼紙編號：3525)
110/02/26 110/03/11

42

鍊條嚴重鏽蝕落鏈、煞

車拉桿卡死無法正常使

用、一輪以上輪胎破

損。

四維路112巷口

(貼紙編號：3526)
110/02/26 110/03/11

43
鍊條鏽蝕、車身鏽蝕、

剎車卡死

金門街31巷口

(貼紙編號：3822)
110/03/09 110/03/19

44
車體髒污、鏽蝕、前後

輪胎損壞

金門街31巷口

(貼紙編號：3823)
110/03/09 110/03/19

45
車身髒污、鍊條鏽蝕 煞

車卡死

中山路2段290號旁

(貼紙編號:3755)
110/02/22 110/03/04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板橋區清潔隊，承辦人：萬文茹，連絡電話(02)2953-7428

(車輛暫存地址:板橋區中正路572號之1-新海橋下。)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0年0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46
車身髒污、鍊條鏽蝕 煞

車卡死

忠孝路46號前

(貼紙編號:3753)
110/02/18 110/03/06

47
車身髒污、鍊條鏽蝕 煞

車卡死

忠孝路46號前騎樓

(貼紙編號:3754)
110/02/18 110/03/0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板橋區清潔隊，承辦人：萬文茹，連絡電話(02)2953-7428

(車輛暫存地址:板橋區中正路572號之1-新海橋下。)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0年0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
1.車頭壞

2.輪胎無風
和平街21巷27號旁水利溝上 110.02.19 110.03.05

2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和平街21巷27號旁水利溝上 110.02.19 110.03.05

3
1.髒亂

2.錬條生鏽
和平街13巷68號對面 110.02.22 110.03.05

4
1.輪胎無風

2.車殼破損
明志路1段19巷5弄18號對面 110.02.22 110.03.05

5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3.無座墊

新北大道4段431號 110.02.25 110.03.0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泰山區清潔隊，承辦人:林吉祥，連絡電話02-22977508分機26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泰山區三段745巷145號                                                  )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泰山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泰山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6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新北大道4段431號 110.02.25 110.03.05

7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新北大道4段431號 110.02.25 110.03.05

8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新北大道4段431號 110.02.25 110.03.05

9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3.座墊破損

新北大道4段431號 110.02.25 110.03.05

10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新北大道4段431號 110.02.25 110.03.0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泰山區清潔隊，承辦人:林吉祥，連絡電話02-22977508分機26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泰山區三段745巷145號                                                  )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泰山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1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新北大道4段431號 110.02.25 110.03.05

12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新北大道4段431號 110.02.25 110.03.05

13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大科路707號斜對面 110.03.01 110.03.18

14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3.座墊破損

工專路59巷7號旁 110.03.09 110.03.18

15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工專路59巷7號旁 110.03.09 110.03.18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泰山區清潔隊，承辦人:林吉祥，連絡電話02-22977508分機26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泰山區三段745巷145號                                                  )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泰山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6

1.輪胎無風

2.車殼破損

3.煞車卡死

明志路3段204巷10弄8號旁 110.03.09 110.03.18

17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明志路3段204巷10弄10號旁 110.03.09 110.03.18

18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壽山路160巷2弄2號對面停車格 110.03.09 110.03.18

19
1.輪胎無風

2.錬條生鏽
壽山路160巷2弄2號對面停車格 110.03.09 110.03.18

20
1.輪胎變形

2.錬條生鏽

中港西路136巷93之2~12號旁(燈桿

352591)
110.03.10 110.03.18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泰山區清潔隊，承辦人:林吉祥，連絡電話02-22977508分機26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泰山區三段745巷145號                                                  )



1 水源街2段131巷5弄口 110/2/20 110/3/4

2 水源街2段131巷5弄口 110/2/20 110/3/4

3 水源街2段48號 110/2/24 110/3/4

4 水源街2段24號 110/3/10 110/3/20

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淡水區清潔隊，承辦人:黃先生，連絡電話02-26282616分機6119

(車輛暫存地址:251新北市淡水區下圭柔山91-3號旁)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淡水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輛(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公告清冊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外觀：粉色腳踏自行車

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鏽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外觀：橘色腳踏自行車

1.  一輪椅上輪胎破損或輪圈明顯變

形。

外觀：藍色腳踏自行車

1.  一輪椅上輪胎破損或輪圈明顯變

形。

外觀：銀色腳踏自行車

1.  一輪椅上輪胎破損或輪圈明顯變

形。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深坑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車、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深坑區清潔隊，承辦人:王博義，連絡電話02-26644090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巿深坑區深南路51-1號)

1 北深路3段168號 2021/3/16 2021/3/26

2 北深路2段81巷15號 2021/2/9 2021/3/2

3 北深路2段81巷15號 2021/2/9 2021/3/2

4 北深路2段81巷15號 2021/2/9 2021/3/2

5 北深路2段81巷15號 2021/2/9 2021/3/2

序號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前輪軸鏽蝕、前後輪沒氣、鍊

條卡死

前後輪沒氣、轉向軸承損壞、

鍊條鏽蝕

前避震損壞、鍊條鏽蝕卡死、

前煞車無作用

後飛輪及鍊條鏽蝕卡死、前後

變速器無作用

照片

前煞車無作用、鍊條鏽蝕卡死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莊區清潔隊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新莊區清潔隊，承辦人:陳錦輝，連絡電話(02)2201-9811轉130

(車輛暫存地址:新莊區清潔隊資源回收場)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新樹路497巷5號對面 2021/2/18 2021/2/26

2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後港一路119號旁 2021/2/18 2021/2/26

3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後港一路119號旁 2021/2/18 2021/2/26

4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後港一路119號旁 2021/2/18 2021/2/26

5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後港一路119號旁 2021/2/18 2021/2/26

照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莊區清潔隊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新莊區清潔隊，承辦人:陳錦輝，連絡電話(02)2201-9811轉130

(車輛暫存地址:新莊區清潔隊資源回收場)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6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華路1段66巷口 2021/2/19 2021/3/2

7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建中街79號旁 2021/2/18 2021/3/2

8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建中街79號旁 2021/2/18 2021/3/2

9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建中街79號旁 2021/2/18 2021/3/2

10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民安西路261巷11號

旁
2021/3/1 2021/3/8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莊區清潔隊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新莊區清潔隊，承辦人:陳錦輝，連絡電話(02)2201-9811轉130

(車輛暫存地址:新莊區清潔隊資源回收場)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民安西路261巷11號

旁
2021/3/1 2021/3/8

12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港路531巷158號前

機車格
2021/3/2 2021/3/10

13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港路531巷158號前

機車格
2021/3/2 2021/3/10

14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思源路287巷2弄11號 2021/3/2 2021/3/10

15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建福路69巷64號對面 2021/3/5 2021/3/13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莊區清潔隊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新莊區清潔隊，承辦人:陳錦輝，連絡電話(02)2201-9811轉130

(車輛暫存地址:新莊區清潔隊資源回收場)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6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建福路69巷64號對面 2021/3/5 2021/3/13

17
一輪以上無輪胎，車殼嚴重破

損。
中正路853之5 2021/3/2 2021/3/13

18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雙鳳路73巷20號前 2021/3/6 2021/3/13

19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福德二街35號 2021/3/8 2021/3/15

20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福德二街35號 2021/3/8 2021/3/15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莊區清潔隊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新莊區清潔隊，承辦人:陳錦輝，連絡電話(02)2201-9811轉130

(車輛暫存地址:新莊區清潔隊資源回收場)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2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福德二街35號 2021/3/8 2021/3/15

22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福德二街1號 2021/3/8 2021/3/15

23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新樹路257巷口 2021/3/16 2021/3/23

24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思源路287巷1弄18號 2021/3/2 2021/3/25

25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思源路287巷1弄18號 2021/3/2 2021/3/25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莊區清潔隊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新莊區清潔隊，承辦人:陳錦輝，連絡電話(02)2201-9811轉130

(車輛暫存地址:新莊區清潔隊資源回收場)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26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思源路287巷1弄18號 2021/3/2 2021/3/25

27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思源路287巷1弄18號 2021/3/2 2021/3/25

28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思源路287巷1弄18號 2021/3/2 2021/3/25

29 一輪以上無輪胎。 思源路287巷1弄18號 2021/3/2 2021/3/25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1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八德街88號前 110/2/17 110/3/6

2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地政街口(路燈定位編號

227291旁)
110/2/24 110/3/6

3 白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坐墊破損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4
藍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鏈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5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樹林區清潔隊，承辦人：洪美舜，連絡電話：02-2687-4446 分機 3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樹林區育德街78之1號(民和橋下)

照          片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6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7
黃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8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9
銀色，剎車握把無法正常使用，鍊

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10 黑色，二輪胎明顯無氣，無坐墊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樹林區清潔隊，承辦人：游惠珍，連絡電話：02-2687-4446 分機 37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樹林區育德街78之1號(民和橋下)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11 紫色，二輪胎明顯無氣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12
藍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13
黑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14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15 黑色，二輪胎明顯無氣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樹林區清潔隊，承辦人：洪美舜，連絡電話：02-2687-4446 分機 3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樹林區育德街78之1號(民和橋下)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16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17 白色，二輪胎明顯無氣，鍊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18 白色，二輪胎明顯無氣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19 綠色，二輪胎明顯無氣，無坐墊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20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樹林區清潔隊，承辦人：洪美舜，連絡電話：02-2687-4446 分機 3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樹林區育德街78之1號(民和橋下)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21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22 黑色，二輪胎明顯無氣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23
藍色，鍊條鏽蝕脫落，剎車握把無

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本會對面人行

地下道旁
110/2/26 110/3/6

24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鍊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25 藍色，二輪胎明顯無氣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樹林區清潔隊，承辦人：洪美舜，連絡電話：02-2687-4446 分機 3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樹林區育德街78之1號(民和橋下)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26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27
白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28
灰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29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30 紫色，二輪胎明顯無氣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樹林區清潔隊，承辦人：洪美舜，連絡電話：02-2687-4446 分機 3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樹林區育德街78之1號(民和橋下)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31
香檳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

把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32
黑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33
綠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34
橘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35 紫色，二輪胎明顯無氣，鍊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樹林區清潔隊，承辦人：洪美舜，連絡電話：02-2687-4446 分機 3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樹林區育德街78之1號(民和橋下)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36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37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氣，鍊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38
黑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39
黑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40
藍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鎮前街樹林農會前 110/2/26 110/3/6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樹林區清潔隊，承辦人：洪美舜，連絡電話：02-2687-4446 分機 3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樹林區育德街78之1號(民和橋下)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41
粉紅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

把無法正常使用，坐墊破損

日新街92巷口入口處越7公尺

花檯旁
110/3/1 110/3/18

42
灰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東和街48巷口旁 110/3/3 110/3/18

43
粉紅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

把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東和街48巷口旁 110/3/3 110/3/18

44
黑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學府路366號 110/3/3 110/3/18

45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鍊條鏽蝕 佳園路3段128號 110/3/3 110/3/22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樹林區清潔隊，承辦人：洪美舜，連絡電話：02-2687-4446 分機 3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樹林區育德街78之1號(民和橋下)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46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佳園路3段128號 110/3/3 110/3/22

47
藍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
佳園路3段128號 110/3/3 110/3/22

48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佳園路3段128號 110/3/3 110/3/22

49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佳園路3段128號 110/3/3 110/3/22

50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
俊英街215號 110/3/8 110/3/22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樹林區清潔隊，承辦人：洪美舜，連絡電話：02-2687-4446 分機 3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樹林區育德街78之1號(民和橋下)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0年 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51 藍色，二輪胎明顯無氣，鍊條鏽蝕 學成路593號左斜前方 110/3/10 110/3/22

52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氣，鍊條鏽蝕 學成路468號對面機車格 110/3/10 110/3/22

53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脫落
大義路250號 110/3/10 110/3/22

54
銀色，二輪胎明顯無氣，剎車握把

無法正常使用，鍊條鏽蝕脫落
大義路250號 110/3/10 110/3/22

55
紅色，無坐墊，剎車握把脫落，無

車燈，外殼破損
佳園路2段86巷17號斜對面 110/3/11 110/3/22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樹林區清潔隊，承辦人：洪美舜，連絡電話：02-2687-4446 分機 3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樹林區育德街78之1號(民和橋下)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1 三民路121號前 1100220 1100302

2 三民路137號前 1100220 1100302

3 中正路106號後方 1100220 1100302

4 中正路106號後方 1100220 1100302

5 中正路148號旁 1100220 1100302

紅色兩輪沒氣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黑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白紫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6 中正路166號旁 1100220 1100302

7 忠孝路46號對面 1100220 1100302

8 保和街47巷口 1100220 1100302

9 保和街51號前 1100220 1100302

10 保和街69巷21號前 1100220 1100302

黑色兩輪沒氣

紅色兩輪沒氣

白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11 和平路121巷14弄32號前 1100222 1100302

12 和平路121巷14弄32號前 1100222 1100302

13 和平路121巷14弄32號前 1100222 1100302

14 信義路34巷152-1號 1100222 1100302

15
中山一路135巷6弄23號

旁
1100223 1100303

藍色兩輪沒氣

黑色兩輪沒氣

黃色兩輪沒氣

藍色兩輪沒氣

綠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16 中山一路197巷口 1100223 1100303

17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18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19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20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白色兩輪沒氣

藍色兩輪沒氣

紅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21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22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23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24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25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銀色兩輪沒氣

黑黃色兩輪沒氣

白色兩輪沒氣

銀黃色兩輪沒氣

白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26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27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28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29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30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黑白色兩輪沒氣

黑色兩輪沒氣

藍色兩輪沒氣

黑色兩輪沒氣

白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31 民族路314巷口 1100223 1100302

32 民族路239號前 1100223 1100302

33 民族路239號前 1100223 1100302

34 民族路243號前 1100223 1100302

35 中央路119號之2 1100224 1100303

紅色兩輪沒氣

紅色兩輪沒氣

白色兩輪沒氣

白色兩輪沒氣

橙黃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36 中央路119號之2 1100224 1100303

37 水湳街號172-1號旁 1100224 1100303

38 中央路119之2號 1100224 1100303

39 中山一路193號前 1100223 1100303

40 信義路59巷8弄11號前 1100302 1100311

銀色兩輪沒氣

淺藍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黑色兩輪沒氣

白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41 信義路59巷8弄11號前 1100302 1100311

42 三民路121號旁 1100303 1100311

43 三民路116號前 1100303 1100311

44 三民路116號前 1100303 1100311

45 中正路134巷1號旁 1100303 1100311黑色兩輪沒氣

紅色兩輪沒氣

綠色兩輪沒氣

藍黃色兩輪沒氣

黑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46 中正路134巷2號前 1100303 1100311

47 中正路134巷4號對面 1100303 1100311

48 永平街32-1號前 1100305 1100312

49 永平街32巷11弄2號旁 1100305 1100312

50 永平街32巷11弄16號前 1100305 1100312藍白色兩輪沒氣

紅色兩輪沒氣

黑紅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黑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51 永平街32巷21弄2號前 1100305 1100312

52
永平街32巷21弄35號號

旁
1100305 1100312

53 永平街32巷33弄口 1100305 1100312

54 永平街52號前 1100305 1100312

55 中正路382號旁 1100305 1100312白色兩輪沒氣

黃色兩輪沒氣

黃藍色兩輪沒氣

白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56 中正路382號旁 1100305 1100312

57 信義路266巷口 1100309 1100318

58 民權路38巷12號前 1100309 1100318

59 民權路38巷12號前 1100309 1100318

60 民族路408巷8弄對面 1100309 1100318銀色電動車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黃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銀紫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61 民族路408巷8弄對面 1100309 1100318

62 中正路214巷2號右邊 1100310 1100318

63 中正路214巷2號右邊 1100310 1100318

64 中正路214巷2號右邊 1100310 1100318

65
民權路街106巷1弄2號右

側電箱旁
1100311 1100318銀色兩輪沒氣

白色電動車兩輪沒氣

白色兩輪沒氣

紅白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66 民義街22巷6號 1100311 1100318

67 民權路街61巷2號對面 1100311 1100318

68 中正路133巷底 1100311 1100318

69 仁愛街79-1號左邊 1100311 1100318

70 仁愛街79-1號左邊 1100311 1100318銀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黑色兩輪沒氣

橘色鍊條脫落，右腳踏

板不見

銀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71 仁愛街79-1號左邊 1100311 1100318

72 信義路157巷1號前 1100317 1100325

73
永安南路二段328巷6號

旁
1100311 1100318

74
永安南路二段328巷6號

旁
1100311 1100318

75
永安南路二段328巷12號

旁
1100311 1100318

橘色兩輪沒氣

藍銀色兩輪沒氣

黑紅色兩輪沒氣

藍色兩輪沒氣

銀黑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76
永安南路二段328巷12號

旁
1100311 1100318

77 中原路70號前 1100311 1100318

78 長安街136之1號前 1100311 1100318

79 長安街136之1號前 1100311 1100318

80 長安街136之1號前 1100311 1100318

黑色兩輪沒氣

紅色兩輪沒氣

藍色兩輪沒氣

白色兩輪沒氣

紫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81 長安街136之1號前 1100311 1100318

82 仁愛街79-1號左邊 1100312 1100325

83 仁愛街79-1號左邊 1100312 1100325

84 三民路128巷68號左邊 1100313 1100325

85 三民路128巷68號左邊 1100313 1100325

紅色兩輪沒氣

紅銀色兩輪沒氣

紅色兩輪沒氣

紫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86 三民路128巷51號右邊 1100313 1100325

87 鷺江街49號前 1100315 1100325

88 鷺江街49號前 1100315 1100325

89 鷺江街49號前 1100315 1100325

90 鷺江街49號前 1100315 1100325

銀色兩輪沒氣

銀紫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銀色兩輪沒氣

白色兩輪沒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蘆洲區清潔隊，承辦人:吳冠瑩，連絡電話02-22859404分機203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3段臨1號)

序號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照片

91 中山一路197巷26號 1100317 1100325

92 中山一路197巷26號 1100317 1100325白色兩輪沒氣

藍色兩輪沒氣



1
少一輪胎、無座墊、無外穀、齒

鍊骨架鏽蝕嚴重
鶯歌區二甲路(路燈編號205248旁) 110.03.11 110.03.19

2
座墊、煞車盤、儀錶板、車殼銹

蝕損壞
鶯歌區信義街42號前 110.02.23 110.03.08

照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鶯歌區清潔隊110年3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鶯歌區清潔隊，承辦人: 鄧小姐，連絡電話02-26789910分機214

(車輛暫存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環河路175-18號)

查報日期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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