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勇街43號 2023/1/16 2023/1/27

2
重陽路1段44巷43

號對面
2023/1/17 2023/1/27

3 集美街58巷口 2023/1/21 2023/1/28

4

集美街58巷口內80

公尺處(燈桿編

號：288642)旁

2023/1/21 2023/1/28

5 集美街153號 2023/1/21 2023/1/28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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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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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銀色相間、無前輪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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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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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集美街173號 2023/1/21 2023/1/28

7
光明街76號對面停

車格
2023/1/21 2023/1/28

8
中正北路193巷1號

旁
2023/1/27 2023/2/3

9 中正北路217號 2023/1/27 2023/2/3

10 中正北路552號 2023/1/27 2023/2/3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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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藍色相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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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黑色相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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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藍色相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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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中正北路508巷口 2023/1/27 2023/2/3

12 中正北路138號旁 2023/1/27 2023/2/3

13
中正北路64巷1號

旁
2023/1/27 2023/2/3

14
三張街149巷16號

對面停車格
2023/1/30 2023/2/6

15
三張街149巷21號

對面停車格
2023/1/30 2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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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綠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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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色、無椅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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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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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無鏈條、煞車線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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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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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張街149巷21號

對面停車格
2023/1/30 2023/2/6

17
三張街149巷21號

對面停車格
2023/1/30 2023/2/6

18
三張街149巷21號

對面停車格
2023/1/30 2023/2/6

19 自強路2段81號旁 2023/1/30 2023/2/6

20
大智街133號對面

停車格
2023/1/30 2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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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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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21 自強路2段24號旁 2023/1/30 2023/2/6

22
自強路2段33巷4號

對面
2023/1/30 2023/2/6

23
自強路2段33巷4號

對面
2023/1/30 2023/2/6

24 自強路1段232號 2023/1/30 2023/2/6

25 自強路1段232號 2023/1/30 2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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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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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只剩骨架

棕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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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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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南路90巷口 2023/1/30 2023/2/6

27 中央南路90巷口 2023/1/30 2023/2/6

28 福德北路28巷口 2023/1/30 2023/2/6

29 福德北路28巷口 2023/1/30 2023/2/6

30 福德北路28巷4號 2023/1/30 2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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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無椅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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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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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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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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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德北路28巷4號 2023/1/30 2023/2/6

32 福德北路28巷4號 2023/1/30 2023/2/6

33 中央北路27巷9號 2023/1/30 2023/2/6

34 中央北路27巷6號 2023/1/30 2023/2/6

35 中央北路11巷4號 2023/1/30 2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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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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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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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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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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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北路11巷4號 2023/1/30 2023/2/6

37
福德北路6巷6號後

方
2023/1/30 2023/2/6

38
福德北路6巷6號後

方
2023/1/30 2023/2/6

39 中央北路55巷2號 2023/1/30 2023/2/6

40
永福街161巷8號旁

紅線處
2023/1/31 20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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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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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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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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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北

路55巷2



41

新北大道1段46巷

18弄19號對面停車

格

2023/2/1 2023/2/8

42
環河北路254巷8號

旁
2023/2/2 2023/2/9

43
環河北路254巷8號

旁
2023/2/2 2023/2/9

44
環河北路254巷8號

旁
2023/2/2 2023/2/9

45
環河北路254巷8號

旁
2023/2/2 20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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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椅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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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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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電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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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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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河北路254巷28

號旁
2023/2/2 2023/2/9

47 車路頭街22號 2023/2/2 2023/2/9

48 車路頭街35號旁 2023/2/2 2023/2/9

49
中正北路393巷口

牆邊
2023/2/2 2023/2/9

50
雙園街10號對面人

行道
2023/2/3 202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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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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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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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無電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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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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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園街2之1號對面

人行道
2023/2/3 2023/2/10

52
文化北路103號對

面人行道
2023/2/3 2023/2/10

53
信義西街30號對面

人行道
2023/2/3 2023/2/10

54 正義北路86號旁 2023/2/3 2023/2/10

55 正義北路86號旁 2023/2/3 202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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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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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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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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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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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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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正義北路86號旁 2023/2/3 2023/2/10

57 重新路1段76號 2023/2/6 2023/2/13

58 三陽路60巷口 2023/2/6 2023/2/13

59 中興北街204巷口 2023/2/6 2023/2/13

60 中興北街204巷口 2023/2/6 202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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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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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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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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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61 中興北街204巷口 2023/2/6 2023/2/13

62 中興北街204巷口 2023/2/6 2023/2/13

63 中興北街204巷口 2023/2/6 2023/2/13

64 中興北街204巷口 2023/2/6 2023/2/13

65 中興北街204巷口 2023/2/6 2023/2/13

黑色、無椅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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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無電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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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移置日期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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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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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無椅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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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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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中興北街204巷口 2023/2/6 2023/2/13

67 過圳街31巷3號旁 2023/2/7 2023/2/14

68 碧華街231號 2023/2/7 2023/2/14

69 碧華街231號 2023/2/7 2023/2/14

70 重新路2段31號 2023/2/8 202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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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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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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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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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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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無椅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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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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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重新路2段91號 2023/2/8 2023/2/15

72 三信路1號 2023/2/9 2023/2/16

73 三信路1號 2023/2/9 2023/2/16

74 三信路1號 2023/2/9 2023/2/16

75 三信路1號 2023/2/9 202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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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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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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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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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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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76 三信路1號 2023/2/9 2023/2/16

77 三信路1號 2023/2/9 2023/2/16

78 三信路1號 2023/2/9 2023/2/16

79 中央北路15巷4號 2023/2/9 2023/2/16

80 中央北路15巷4號 2023/2/9 202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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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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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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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色、無椅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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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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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置日期 照片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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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中央北路15巷4號 2023/2/9 2023/2/16

82
正義北路16巷32之

1號旁
2023/2/10 2023/2/17

83
永安北路1段21巷

40號對面
2023/2/10 2023/2/17

84
永安北路1段21巷

40號對面
2023/2/10 2023/2/17

85
永安北路1段21巷

46號對面
2023/2/10 202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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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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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序號 移置日期 照片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86 永福街179巷26號 2023/2/10 2023/2/17

87 大同北路115巷9號 2023/2/10 2023/2/17

88
大同北路167巷22

號旁
2023/2/10 2023/2/17

89
大同北路167巷22

號旁
2023/2/10 2023/2/17

90
中正北路25巷25弄

10號對面停車格
2023/2/10 202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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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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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椅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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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無電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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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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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大榮街1號旁 2023/2/13 2023/2/20

92
重新路1段26號對

面
2023/2/13 2023/2/20

93
三和路4段135巷4

號
2023/2/13 2023/2/20

94
三和路4段135巷4

號
2023/2/13 2023/2/20

95
三和路4段135巷2

號
2023/2/13 2023/2/20

銀黑色相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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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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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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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綠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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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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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仁愛街687號 2023/2/13 2023/2/20

97 中正北路18之3號 2023/2/13 2023/2/20

98 大同北路34巷38號 2023/2/13 2023/2/20

99 大同北路34巷38號 2023/2/13 2023/2/20

100 大同北路34巷38號 2023/2/13 2023/2/20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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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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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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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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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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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大同北路34巷32號 2023/2/13 2023/2/20

102 同安東街65巷口 2023/2/13 2023/2/20

103 成功路145巷巷口 2023/2/13 2023/2/20

104 成功路145巷巷口 2023/2/13 2023/2/20

105 成功路145巷巷口 2023/2/13 202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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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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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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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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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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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河邊北街110巷62

號對面
2023/2/14 2023/2/21

107 重新路2段77號 2023/2/14 2023/2/22

108 三和路2段43巷口 2023/2/15 2023/2/22

109 三和路2段43巷口 2023/2/15 2023/2/22

110 朝陽街53號對面 2023/2/16 20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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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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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銀橘色相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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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橘色相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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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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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朝陽街53號對面 2023/2/16 2023/2/23

112 仁義街208號旁 2023/2/16 2023/2/23

113 仁義街208號旁 2023/2/16 2023/2/23

114 仁義街208號旁 2023/2/16 2023/2/23

115 仁義街208號旁 2023/2/16 20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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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藍色相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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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無椅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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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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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116 仁義街208號旁 2023/2/16 2023/2/23

117 三和路2段194號 2023/2/17 2023/2/24

118 中正北路18號 2023/2/17 2023/2/24

119 中正北路18號 2023/2/17 2023/2/24

120
大同南路139巷9號

對面
2023/2/17 2023/2/2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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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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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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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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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無椅墊、前輪框(胎)

掉落、煞車線嚴重銹蝕、鏈

條嚴重銹蝕、後輪胎破損、

車體外觀銹蝕、車輛明顯髒

污



121
大同南路139巷9號

對面
2023/2/17 2023/2/24

122 永福街125巷55號 2023/2/17 2023/2/24

黑色、煞車線嚴重銹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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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重區清潔隊111年9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峽區清潔隊112年移置廢棄慢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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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清潔隊，承辦人:陳先生，連絡電話02-2672-2143分機74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清潔隊茅埔停車場)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1 民生街1巷1之8號對面 111-12-22 112-1-26

2 民生街1巷1之8號對面 111-12-22 112-1-26

3 愛國路28巷2號旁 111-12-30 112-1-26

4 大同路270巷35弄2號 112-01-05 112-1-26

5 大同路270巷31號 112-01-05 112-1-26

照片

粉紅色.剎車卡死.明顯髒污

銀色.鍊條脫落.前後輪胎明顯沒氣

銀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蝕

電動車.綠色.後照鏡.座墊損壞.無

牌，久未移動

紅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蝕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峽區清潔隊112年移置廢棄慢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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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清潔隊，承辦人:陳先生，連絡電話02-2672-2143分機74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清潔隊茅埔停車場)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6 大同路270巷31號 112-01-05 112-1-26

7
新北市三峽區國慶路150

號(太子國際村社區前)
112-1-10 112-1-26

8
新北市三峽區國慶路150

號(太子國際村社區前)
112-1-10 112-1-26

9
新北市三峽區國慶路150

號(太子國際村社區前)
112-1-10 112-1-26

10
新北市三峽區國慶路150

號(太子國際村社區前)
112-1-10 112-1-26

銀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蝕

脫落

白紅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

鏽蝕、久置積塵未動

白藍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

鏽蝕、久置積塵未動

水藍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

鏽蝕、久置積塵未動

銀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峽區清潔隊112年移置廢棄慢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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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清潔隊，承辦人:陳先生，連絡電話02-2672-2143分機74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清潔隊茅埔停車場)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11
新北市三峽區國慶路150

號(太子國際村社區前)
112-1-10 112-1-26

12
新北市三峽區國慶路150

號(太子國際村社區前)
112-1-10 112-1-26

13
新北市三峽區國慶路150

號(太子國際村社區前)
112-1-10 112-1-26

14
新北市三峽區國慶路150

號(太子國際村社區前)
112-1-10 112-1-26

15
新北市三峽區國慶路150

號(太子國際村社區前)
112-1-10 112-1-26

白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紅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紅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水藍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

鏽蝕、久置積塵未動

銀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峽區清潔隊112年移置廢棄慢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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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清潔隊，承辦人:陳先生，連絡電話02-2672-2143分機74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清潔隊茅埔停車場)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16
新北市三峽區國慶路150

號(太子國際村社區前)
112-1-10 112-1-26

17
新北市三峽區國慶路150

號(太子國際村社區前)
112-1-10 112-1-26

18
新北市三峽區大勇路34號

對面
112-1-11 112-1-26

19
新北市三峽區永安街3號

前
112-1-16 112-1-26

20 弘園街30號對面 112.2.6 112.2.13

藍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銀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紫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白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白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剎車卡

死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三峽區清潔隊112年移置廢棄慢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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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區清潔隊，承辦人:陳先生，連絡電話02-2672-2143分機74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清潔隊茅埔停車場)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21 中正路2段83巷12號旁 112.2.7 112.2.14

22 中正路2段83巷12號旁 112.2.7 112.2.14

23 中正路2段83巷12號旁 112.2.7 112.2.14

24 中園街86巷8號 112.2.15 112.2.23

白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紅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藍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黑色、前後輪胎明顯沒氣.鍊條鏽

蝕、久置積塵未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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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明街37號前 2023/1/10 2023/2/2

2
4、車架斷裂、變形或嚴重銹蝕。

6、其他零件脫落或破損，致使車輛無法正常

使用，外觀上明顯失去原效用
金城路2段230號前人行道 2023/1/10 2023/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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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吉街363巷8號 2023/2/14 20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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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土城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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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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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通路294巷3號對面 112/1/19 112/2/25

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圓通路252巷5弄2號對面 112/1/19 112/2/25

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圓通路294巷11弄2號對面 112/1/19 112/2/25

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圓通路252巷36弄1號對面 112/1/18 112/2/25

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錦和路195巷口 112/1/16 112/2/25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中和區清潔隊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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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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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和路195巷口 112/1/16 112/2/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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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號前 112/1/19 112/2/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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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號前 112/1/19 112/2/2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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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巷59號 112/1/25 112/2/25

1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569巷9弄5號 112/1/10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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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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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利街9巷3弄口 112/1/10 112/2/25

1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明禮街24號旁巷口 112/1/30 112/2/25

1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享街89巷1號 112/1/17 112/2/25

1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享街89巷1號 112/1/17 112/2/25

1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享街89巷1號 112/1/17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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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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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享街89巷1號 112/1/17 112/2/25

1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享街89巷1號 112/1/17 112/2/25

1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150之3 112/1/30 112/2/25

1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150之3 112/1/30 112/2/25

2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150之3 112/1/30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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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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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享街89巷1號 112/1/17 112/2/25

2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享街89巷1號 112/1/17 112/2/25

2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福美路232號前 112/1/31 112/2/25

2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福美路232號前 112/1/31 112/2/25

2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自立路15巷12號 112/1/31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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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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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立路15巷12號 112/1/31 112/2/2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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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巷11號旁 112/1/31 112/2/2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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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巷34號旁 112/2/1 112/2/2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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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巷34號旁 112/2/1 112/2/25

3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317之2號 112/2/2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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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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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城路317之2號 112/2/2 112/2/25

3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317之2號 112/2/2 112/2/25

3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317之2號 112/2/2 112/2/25

3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317之2號 112/2/2 112/2/25

3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安平路134巷內旁 112/2/3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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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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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街148巷9號 112/2/6 112/2/25

3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142巷20號 112/2/7 112/2/25

3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享街89巷1號 112/2/8 112/2/25

3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民享街89巷1號 112/2/8 112/2/25

4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自立路56巷2號 112/2/8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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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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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平路64巷15號 112/2/8 112/2/25

4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景平路64巷15號 112/2/8 112/2/2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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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巷79號對面 112/2/9 112/2/25

4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142巷口 112/2/13 112/2/25

4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員山路370之4號 112/2/13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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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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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山路294巷1號 112/2/2 112/2/25

4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明禮街11巷8之28號對面 112/2/14 112/2/25

4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景平路201巷12號旁 112/2/14 112/2/25

4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圓通路265巷號旁 112/2/14 112/2/25

5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圓通路265巷號旁 112/2/14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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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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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通路265巷號旁 112/2/14 112/2/25

5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圓通路265巷號旁 112/2/14 112/2/25

53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圓通路265巷號旁 112/2/14 112/2/25

54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圓通路281巷口 112/2/14 112/2/25

55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圓通路281巷口 112/2/14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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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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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通路281巷口 112/2/14 112/2/25

57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安平路48號前 112/2/15 112/2/25

58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新生街210號前 112/2/14 112/2/25

59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連城路317之2號 112/2/14 112/2/25

60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圓通路141巷48弄1號旁 112/2/15 1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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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份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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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福路76巷口左邊 112/2/17 112/2/25

62

輪胎破損、變形缺損

鏈條齒車輪銹蝕、缺損

車架銹蝕
和城路1段216號(電動自行車) 112/2/16 112/2/25



1 五股區中興路4段21號對面 112/1/17 112/1/30

2 五股區中興路4段21號對面 112/1/17 112/1/30

3  

4

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五股區清潔隊，承辦人:黃俊智，連絡電話：02-22916051分機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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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鏽蝕髒污

白色、前後輪沒氣、外觀鏽蝕髒污

，無坐墊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五股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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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1
紅色、鍊條鏽蝕、無坐墊 秀朗路2段91巷6弄口 2023/1/16 2023/1/31

2 銀色、變速器損壞、輪胎破 秀朗路1段192巷口 2023/1/13 2023/1/31

3
銀色、鍊條鏽蝕 秀朗路1段192巷口 2023/1/13 2023/1/31

4
紅色、鍊條鏽蝕、無坐墊 民生路四維街口 2023/1/16 2023/1/31

5
黑色、鍊條鏽蝕 民權路36巷20號停車格 2023/1/9 2023/1/31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2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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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色、鍊條鏽蝕 民權路36巷20號停車格 2023/1/9 2023/1/31

7
黑色、鍊條鏽蝕 民生路37巷電桿旁 2023/1/11 2023/1/31

8
銀色、鍊條鏽蝕 民生路67巷32號停車格 2023/1/12 2023/1/31

9
紅色、煞車卡死、電池脫落 民生路67巷32號停車格 2023/1/12 2023/1/31

10
白色、無坐墊 民生路41號 2023/1/13 20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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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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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鍊條鏽蝕、煞車卡死 民生路47巷58號 2023/1/16 2023/1/31

12
黑色、鍊條鏽蝕 四維街89巷3號 2023/1/16 2023/1/31

13
黑色、鍊條鏽蝕、無坐墊 民生路47巷33號 2023/1/16 2023/1/31

14
黑色、鍊條鏽蝕、無坐墊 民生路47巷33號 2023/1/16 2023/1/31

15
銀色、無坐墊 民生路47巷33號 2023/1/16 2023/1/31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2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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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鍊條鏽蝕

民樂街39巷18弄24號側 2023/1/11 2023/1/31

17
銀色、鍊條鏽蝕

民樂街39巷18弄24號側 2023/1/11 2023/1/31

18
銀色、鍊條鏽蝕

民樂街55巷對面 2023/1/11 2023/1/31

19
銀色、久置 破損

民樂街55巷對面 2023/1/11 2023/1/31

20
黑色、鍊條鏽蝕

成功路二段147號 2023/1/12 20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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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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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籃色、鍊條鏽蝕

水源街6號 2023/1/13 2023/2/2

22 粉紅色、輪胎龜裂 水源街6號 2023/1/13 2023/2/2

23
黃色、鍊條鏽蝕

水源街6號 2023/1/13 2023/2/2

24 白色、久置、兩輪無胎壓 福和路19巷4號對面 2023/1/18 2023/2/2

25 白色紅字、久置、兩輪無胎壓 福和路19巷4號對面 2023/1/18 2023/2/2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2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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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色、前輪無胎、久置 秀朗路2段173巷6弄12號 2023/1/7 2023/1/31

27 橘色、兩輪無胎壓、鏽蝕 福和路76巷6弄口 2023/1/11 2023/2/2

28 黃色、兩輪無胎壓、久置 福和路12巷1弄口 2023/1/13 2023/2/2

29 紫白色、兩輪無胎壓、久置 福和路12巷1弄口 2023/1/13 2023/2/2

30 黃色、兩輪無胎壓、久置 福和路70號前 2023/1/13 2023/2/2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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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置、兩輪無胎壓 福和路70號前 2023/1/13 2023/2/2

32 白色、久置、兩輪無胎壓 秀朗路2段173巷6弄11-13中間7 2023/1/7 2023/1/31

33 粉紅色、煞車卡死 仁愛路352巷92弄1號 2023/1/9 2023/2/2

34 桃紅色、煞車卡死 仁愛路352巷92弄1號 2023/1/9 2023/2/2

35 藍白色、煞車卡死 仁愛路352巷92弄1號 2023/1/9 2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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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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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色、無坐墊、煞車卡死 環河西路2段9之2號 2023/1/11 2023/2/2

37 銀色、鍊條鏽蝕 永貞路101號 2023/1/19 2023/1/31

38 黑色、鍊條鏽蝕 豫溪街52巷26號處 2023/1/17 2023/1/31

39 銀色、鍊條鏽蝕 中正路428巷24號前 2023/1/17 2023/1/31

40 黑色、鍊條鏽蝕 中正路428巷24號前 2023/1/17 2023/1/31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2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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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鍊條鏽蝕 豫溪街52巷26號 2023/1/11 2023/2/2

42 藍色、兩輪無胎壓、鍊條鏽蝕 永平路218巷5弄口 2023/1/5 2023/2/2

43 黃色、兩輪無胎壓、鍊條鏽蝕 信義路87號 2023/1/5 2023/2/2

44 銀色、兩輪無胎壓、鏽蝕 福和路76巷6弄口 2023/1/5 2023/2/2

45 黑色、兩輪無胎壓、鏽蝕 保平路214巷12弄5號 2023/1/23 2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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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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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色、兩輪無胎壓、鏽蝕 保平路214巷12弄5號 2023/1/23 2023/2/2

47 黑色、兩輪無胎壓、鏽蝕 保平路214巷12弄5號 2023/1/23 2023/2/2

48 灰色、車輛生鏽、輪胎無氣 安樂路194巷49號 2023/1/17 2023/2/2

49 粉色、鍊條鏽蝕 永和路2段276巷2弄11號 2023/1/5 2023/1/31

50 銀色、鍊條鏽蝕 得和路229號之1 2023/2/1 2023/2/1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2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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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鍊條鏽蝕 復興街19巷18號旁 2023/2/4 2023/2/14

52 白色、鍊條鏽蝕 復興街19巷18號旁 2023/2/4 2023/2/14

53 銀色、鍊條鏽蝕 復興街19巷18號旁 2023/2/4 2023/2/14

54 黑色、兩輪無胎壓、鏽蝕 豫溪街162巷15號對面 2023/2/3 2023/2/14

55 綠色、兩輪無胎壓、鍊條鏽蝕 成功路1段18巷2號 2023/2/13 2023/2/21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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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色、無胎壓、煞車卡、髒污 保安路128號 2023/2/2 2023/2/14

57 銀色、無胎壓、鍊條鏽蝕 忠孝街3-1號旁 2023/2/8 2023/2/20

58 粉紅色、無胎壓 中山路1段91巷9號 2023/1/30 2023/2/14

59 銀色、鍊條鏽蝕 民生路67巷44號前 2023/1/31 2023/2/20

60 紅色、鍊條鏽蝕 民生路67巷44號前 2023/1/31 202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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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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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鍊條鏽蝕 民生路67巷57號停車格 2023/2/10 2023/2/20

62 銀色、無胎壓、鍊條鏽蝕 福和路316號 2023/2/13 2023/2/21

63 紅色、兩輪無胎壓 豫溪街160巷17號對面巷底 2023/2/3 2023/2/14

64 藍色、兩輪無胎壓 豫溪街160巷17號對面巷底 2023/2/3 2023/2/14

65 電動車黃色、煞車壞、久置 福和路126號前停車格 2023/2/6 2023/2/1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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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紅色、兩輪無胎壓 福和路76巷5弄4號旁 2023/2/9 2023/2/20

67 紫色、兩輪無胎壓 國中路104巷2弄10號旁 2023/2/9 2023/2/20

68 黃色、兩輪無胎壓 國中路104巷2弄10號旁 2023/2/9 2023/2/20

69 藍色、無胎壓、鍊條鏽蝕 保福路2段5號 2023/2/8 2023/2/20

70 白色、無胎壓、鍊條鏽蝕 保福路2段5號 2023/2/8 202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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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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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銀色、無胎壓、鍊條鏽蝕 保福路2段5號 2023/2/8 2023/2/20

72 橘色、無胎壓、鍊條鏽蝕 秀朗路2段66巷16號對面 2023/1/30 2023/2/14

73 銀色、無胎壓、鍊條鏽蝕 保平路18巷6號 2023/2/13 2023/2/21

74 藍色、無胎壓、鍊條鏽蝕 保平路18巷10號 2023/2/13 2023/2/21

75 銀色、無胎壓、鍊條鏽蝕 保平路50巷8弄17號 2023/2/13 2023/2/21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2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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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藍色、無胎壓、鍊條鏽蝕 保平路50巷8弄17號 2023/2/13 2023/2/21

77 藍色、無胎壓、鏽蝕 保平路50巷8弄9號 2023/2/13 2023/2/21

78 黃色、無胎壓、鏽蝕 永和路2段401號旁 2023/2/7 2023/2/20

79 銀色、煞車卡、鏽蝕 永和路2段401號旁 2023/2/7 2023/2/20

80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永和區清潔隊 11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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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0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1
白色自行車、輪胎沒氣、無

鐵鍊
汐止區復興路68巷口 2023/2/4 20203/2/13

2
銀色、煞車卡死 、輪軸及

鍊子鏽蝕、車身鏽蝕、髒污

汐止區康寧街141巷39弄8

號對面處
2023/1/17 2023/2/2

3
黑色、煞車卡死 、車身鏽

蝕、髒污、輪胎沒氣
汐止區明峰街297巷1號處 2023/1/13 2023/2/2

4
銀色、煞車卡死 、車身鏽

蝕、髒污、輪胎沒氣
汐止區明峰街297巷1號處 2023/1/13 2023/2/2

5

照          片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汐止區清潔隊，承辦人：高士凱，連絡電話：02-26430403 分機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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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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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新海橋下)

1
車輛鏈條嚴重鏽蝕、前後輪無氣

，外觀上明顯失去原效用。

莒光路16巷2號騎樓下

(貼紙編號:5528)
111/12/29 112/01/28

2
車輛煞車桿卡死、鏈條嚴重鏽蝕

，外觀上均明顯失去原效用。

陽明街70巷6號旁

(貼紙編號:5544)
112/01/11 112/01/28

3
車輛煞車桿卡死、鏈條嚴重鏽蝕

，外觀上均明顯失去原效用。

陽明街70巷6號旁

(貼紙編號:5545)
112/01/11 112/01/28

4
車輛煞車桿卡死、鏈條嚴重鏽蝕

，外觀上均明顯失去原效用。

陽明街70巷6號旁

(貼紙編號:5529)
112/01/11 112/01/28

5
車輛煞車桿卡死、鏈條嚴重鏽蝕

，外觀上均明顯失去原效用。

自由路51巷14弄4號旁

(貼紙編號:5530)
112/01/16 112/02/06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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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新海橋下)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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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鏈條輪軸鏽蝕、左煞車卡死、

前輪無氣、

介壽街47號

(貼紙號:5562)
112/01/11 112/01/30

7
鏈條鏽蝕、左煞車卡死、

前輪無氣、

介壽街47號

(貼紙號:5563)
112/01/11 112/01/30

8
鏈條鏽蝕、左右煞車卡死、

前輪無氣、

光武街36巷口

(貼紙編號:5525)
112/01/09 112/01/31

9

車體髒污、鏈條輪軸鏽蝕、兩輪

無氣

左右煞車卡死、

光武街36巷口

(貼紙編號:5556)
112/01/09 112/01/31

10
車體髒污、鏈條齒盤鏽蝕、煞車

損壞

和平路安樂巷6弄8號對面

(貼紙編號:5310)
112/01/10 1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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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新海橋下)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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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黑色，傳動鍊條及齒輪鏽蝕、前

輪煞車卡死

漢生東路83巷1號

(貼紙編號：5611)
112/01/12 112/01/28

12
藍色，傳動鍊條及齒輪鏽蝕、前

輪煞車卡死

漢生東路83巷1號

(貼紙編號：5360)
112/01/12 112/01/28

13
車體髒污、鏈條鏽蝕、煞車卡

死、龍頭

三民路2段245巷37號

(貼紙編號：5606)
112/01/12 112/02/06

14 車體髒污、鏈條鏽蝕、煞車卡死
三民路2段245巷37號

(貼紙編號：5607)
112/01/12 112/02/06

15 車體髒污、鏈條鏽蝕、煞車卡死
三民路2段245巷37號

(貼紙編號：5608)
112/01/12 11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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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新海橋下)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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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車體髒污、鏈條輪軸鏽蝕、兩輪

無氣

三民路1段183號前

(貼紙編號：5575)
112/01/09 112/02/06

17
車體髒污、鏈條輪軸鏽蝕、兩輪

無氣

中山路2段563號前

(貼紙編號：5569)
112/01/09 112/02/07

18
車體髒污、鏈條輪軸鏽蝕、兩輪

無氣

民生路2段234巷2弄17號前

(貼紙編號:5564)
112/01/17 112/02/07

19 椅墊脫落、左右煞車斷開
民生路2段234巷2弄17號前

(貼紙編號:5565)
112/01/17 112/02/07

20
車體髒污、鏈條鏽蝕、左煞車卡

死、兩輪無氣

民生路2段234巷2弄17號前

(貼紙編號:5586)
112/01/17 11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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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新海橋下)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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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鏈條輪軸鏽蝕、兩輪無氣
民生路2段234巷2弄17號前

(貼紙編號:5587)
112/01/17 112/02/07

22
左煞車卡死、右煞車無效能、鏈

條脫落
三民路2段居仁巷48號旁 112/01/16 112/02/06

23 銀色，後輪煞車卡死
漢生東路53巷口

(貼紙編號：5616)
112/01/17 112/02/03

24 紅色，前輪煞車卡死
漢生東路53巷口

(貼紙編號：5617)
112/01/17 112/02/03

25
藍色，傳動鍊條及齒輪鏽蝕、前

後輪煞車卡死

文化路1段150巷11弄7號

(貼紙編號：5618)
112/01/19 11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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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新海橋下)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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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車身鏽蝕髒污、鍊條繡蝕卡死、

前車輪無氣

文化路2段520號前人行道

(貼紙編號：5548)
112/01/06 112/02/06

27
車身鏽蝕髒污、鍊條繡蝕卡死、

煞車卡死

懷德街127巷23弄2號旁

(貼紙編號：5554)
112/01/11 112/02/07

28
車身鏽蝕髒污、鍊條繡蝕卡死、

煞車斷

懷德街127巷23弄2號旁

(貼紙編號：5555)
112/01/11 112/02/07

29
車身鏽蝕髒污、鍊條繡蝕卡死、

煞車卡死

懷德街127巷23弄2號旁

(貼紙編號：5596)
112/01/11 112/02/07

30
車身鏽蝕髒污、鍊條繡蝕卡死、

前車輪無氣

懷德街127巷14弄1號側邊

(貼紙編號：5549)
112/01/10 11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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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新海橋下)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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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車身鏽蝕髒污、鍊條繡蝕、前車

輪無氣

懷德街127巷14弄1號側邊

(貼紙編號：5551)
112/01/10 112/02/07

32
車身鏽蝕髒污、鍊條繡蝕、煞車

卡死

懷德街127巷14弄1號側邊

(貼紙編號：5552)
112/01/10 112/02/07

33
車身鏽蝕髒污、鍊條繡蝕卡死、

煞車卡死

懷德街127巷14弄1號側邊

(貼紙編號：5553)
112/01/10 112/02/07

34 2輪無氣、鍊條繡蝕卡死
自強新村11號對面

(貼紙編號：5456)
12/02/02 112/02/14

35
2輪無氣、鍊條繡蝕卡死、

煞車卡死

自強新村11號對面

(貼紙編號：5457)
12/02/02 11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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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新海橋下)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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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輪無氣、鍊條繡蝕卡死、

煞車卡死

自強新村11號對面

(貼紙編號：5458)
12/02/02 112/02/14

37 無坐墊、無前輪、車身髒污
中山路二段412巷21弄5號旁

(貼紙編號：5458)
12/01/13 112/02/16

38 鍊條繡蝕.齒盤繡蝕及車身髒污
自強新村11號對面

(貼紙編號：5434)
12/02/02 112/02/14

39 鍊條繡蝕.齒盤繡蝕及車身髒污
自強新村11號對面

(貼紙編號：5435)
12/02/02 112/02/14

40 鍊條繡蝕.齒盤繡蝕及車身髒污
自強新村11號對面

(貼紙編號：5436)
12/02/02 11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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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新海橋下)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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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前輪支架斷開、左煞車車卡死、

椅墊斷掉、鍊條脫落輪軸銹蝕

介壽街67號對面

(貼紙編號:5591)
112/02/07 112/02/18

42
鍊條輪軸銹蝕、右煞車卡死、

兩輪無氣

介壽街69號對面

(貼紙編號:5588)
112/02/07 112/02/18

43
車體髒污、鍊條輪軸銹蝕、 兩

輪無氣

介壽街69號對面

(貼紙編號:5589)
112/02/07 112/02/18

44
車車體前後輪支架斷掉、鍊條脫

落、兩輪無氣、右煞車卡死、

介壽街69號對面

(貼紙編號:5590)
112/02/07 112/02/18

45
車體髒污、鍊條輪軸銹蝕、兩輪

無氣

 忠孝路201巷102號對面

(貼紙編號:5459)
112/02/01 11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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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新海橋下)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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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煞車卡死、鍊條輪軸銹蝕、 兩

輪無氣

 忠孝路201巷102號對面

(貼紙編號:5460)
112/02/01 112/02/16

47
車身鏽蝕髒污、鍊條繡蝕卡死、

煞車卡死、前後車輪無氣

懷德街127巷23弄15號旁

(貼紙編號：5597)
112/01/30 112/02/16

48
車身鏽蝕髒污、鍊條繡蝕卡死、

煞車卡死、前後車輪無氣

懷德街127巷23弄15號旁

(貼紙編號：5598)
112/01/30 112/02/16

49
車身鏽蝕髒污、鍊條繡蝕卡死、

前後車輪無氣

懷德街139巷3號旁

(貼紙編號：5599)
112/02/02 112/02/16

50
車體髒污、無坐墊、鏈條齒盤鏽

蝕、煞車損壞、鍊條脫落

國慶路149巷4弄18號對面

(貼紙編號:5513)
112/02/06 11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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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新海橋下)

序號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板橋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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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車體髒污、鏈條齒盤鏽蝕、煞車

卡死損壞、輪胎無氣

國慶路149巷4弄18號對面

(貼紙編號:5314)
112/02/06 112/02/18

52
白色，傳動鍊條及齒輪鏽蝕、無

坐墊

漢生東路23巷43號

(貼紙編號:5620)
112/02/01 112/02/23

53 以下空白

54

55



 民眾倘有任何問題可逕洽林口區清潔隊，承辦人:郭芝君，連絡電話02-26033111分機324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2段128號)

序號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1
鍊條鏽蝕、自行車、銀色

(011902)
文化三路1段555巷81號 2023/1/19 2023/1/28

2
鍊條鏽蝕、自行車、粉紅色

(011903)
文化三路1段555巷81號 2023/1/19 2023/1/28

3
鍊條鏽蝕、自行車、黑色

(011904)
文化三路1段555巷81號 2023/1/19 2023/1/28

4
鍊條鏽蝕、自行車、綠色

(011905)
文化三路1段555巷81號 2023/1/19 2023/1/28

5
手把破損、電動自行車、黑色

(020302)
仁愛路2段520號前 2023/2/3 2023/2/10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林口區清潔隊112年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照   片



1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3.座墊破損

明志路3段204巷

12號對面
112.01.09 112.02.13

2
1.輪胎没氣

2.少一個座墊

莊泰路燈

桿:355610旁
112.01.11 112.02.13

3
1.輪胎没氣

2.座墊破損

辭修路36巷6弄18

號對面
112.01.11 112.02.13

4
1.煞車線斷

2.鍊子脫落
美寧街50號對面 112.01.12 112.02.13

5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美寧街50號對面 112.01.12 11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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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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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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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楓江路26巷26號

旁（停車格)
112.01.12 112.02.13

7
1.輪胎没氣

2.鍊子脫落

楓江路26巷26號

旁（停車格)
112.01.12 112.02.13

8

1.輪胎没氣

2.座墊破損

3.煞車卡死

辭修路34巷3號旁 112.01.16 112.02.13

9
1.輪胎没氣

2.把手毀損
中央路5巷17弄口 112.01.16 112.02.13

10

1.輪胎没氣

2.腳踏板無法用

3.無煞車

中央路5巷17弄口 112.01.16 11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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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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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中央路5巷17弄口 112.01.16 112.02.13

12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中央路5巷17弄口 112.01.16 112.02.13

13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中央路5巷17弄口 112.01.16 112.02.13

14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3.煞車卡死

公園路11號前 112.01.17 112.02.13

15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仁武街15號旁 112.01.20 11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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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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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没氣

2.煞車卡死
仁武街17號前 112.01.20 112.02.13

17
1.無電池

2.座墊破損

明志路3段502-1

號對面
112.02.01 112.02.21

18
1.輪胎没氣

2.煞車卡死

中央路5巷25號旁

便道
112.02.01 112.02.21

19
1.輪胎没氣

2.無座墊

同義街47巷7弄19

號旁機車停車格
112.02.01 112.02.21

20
1.輪胎没氣

2.無煞車

同義街47巷7弄19

號旁機車停車格
112.02.01 11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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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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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3.無煞車

福興二街口(同興

停車場旁)
112.02.01 112.02.21

22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福興二街口(同興

停車場旁)
112.02.01 112.02.21

23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明志路2段60巷1

弄2號(榮耀台北)
112.02.01 112.02.21

24
1.輪胎没氣

2.煞車卡死

明志路2段60巷1

弄2號(榮耀台北)
112.02.01 112.02.21

25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民生路13號旁(前

玉山銀行後面)
112.02.01 11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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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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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明志路3段341巷3

弄口旁
112.02.02 112.02.21

27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3.煞車卡死

明志路3段341巷3

弄口旁
112.02.02 112.02.21

28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明志路2段377巷

內
112.02.03 112.02.21

29
1.座墊破損

2.輪胎没氣

明志路2段377巷

內
112.02.03 112.02.21

30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明志路2段377巷

內
112.02.03 11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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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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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座墊破損

2.輪胎没氣

明志路2段377巷

內
112.02.03 112.02.21

32
1.輪胎没氣

2.鍊子锈蝕

明志路2段377巷

內
112.02.03 112.02.21

33
1.煞車卡死

2.鍊子锈蝕

明志路2段377巷

內
112.02.03 112.02.21

34

1.無煞車

2.鍊子锈蝕

3.座墊破損

明志路1段256巷

28號前
112.02.03 112.02.21

35

1.無煞車

2.輪胎没氣

3.座墊破損

4.髒污

明志路1段256巷

28號前
112.02.03 11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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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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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煞車卡死

2.鍊子锈蝕

3.輪胎没氣

新北道路4段188

號對面（A4站)
112.02.06 112.02.21

37

1.無煞車

2.鍊子锈蝕

3.輪胎没氣

新北道路4段188

號對面（A4站)
112.02.06 112.02.21

38
1.座墊破損

2.車殼破損

新生路燈

桿:356169號旁
112.02.06 112.02.21

39
1.輪胎没氣

2.煞車卡死

新北道路4段188

號旁
112.02.06 112.02.21

40
1.鍊子锈蝕

2.輪胎没氣

新北道路4段188

號旁
112.02.06 11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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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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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座墊破損

2.煞車卡死
工專路59巷7號旁 112.02.07 112.02.21

42
1.無座墊

2.輪胎没氣
民生路28號對面 112.02.07 112.02.21

43

1.鍊子锈蝕

2.煞車卡死

3.輪胎没氣

泰林路2段188巷

內
112.02.07 112.02.21

44
1.鍊子锈蝕

2.煞車卡死

泰林路2段188巷

內
112.02.07 112.02.21

45
1.煞車卡死

2.輪胎没氣

泰林路2段188巷

內
112.02.07 11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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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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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鍊子锈蝕

2.座墊破損

3.輪胎没氣

泰林路2段188巷7

號對面
112.02.07 112.02.21

47

1.煞車卡死

2.輪胎没氣

3.開關毀損

明志路2段342號

對面
112.02.08 112.02.21

48

1.鍊子锈蝕

2.座墊破損

3.輪胎没氣

貴鳳街19號旁（

停車格旁)
112.02.09 112.02.21

49
1.座墊破損

2.輪胎没氣
貴鳳街8號對面 112.02.09 112.02.21

50

1.鍊子锈蝕

2.無煞車

3.輪胎没氣

漢口街5號對面 112.02.09 11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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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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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座墊破損

2.車身嚴重變型
黎明路6號旁 112.02.09 11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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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街152巷口 112/2/1 112/2/9

2
中正路2段50巷12弄

10號
112/2/1 112/2/9

3
中正路2段50巷12弄

10號
112/2/1 112/2/9

4
中正路2段50巷12弄

10號
112/2/1 112/2/9

5
中正路2段50巷12弄

10號
112/2/1 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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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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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電動自行車

1. 踏板、車把手脫落或破損，致使

車輛無法正常使用，外觀上明顯失去

原效用。

外觀：紫色腳踏自行車

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鏽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外觀：紅色腳踏自行車

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鏽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外觀：銀色腳踏自行車

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鏽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外觀：紅色腳踏自行車

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鏽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6 民族路29巷3弄1號 112/2/14 112/2/23

7 民族路29巷3弄1號 112/2/14 112/2/23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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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白色腳踏自行車

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鏽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外觀：銀色腳踏自行車

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鏽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淡水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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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店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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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清潔隊，承辦人:陳修賢，連絡電話02-29124995分機5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2號)

1 中正路362-1號 111/08/22 112/02/01

2 中正路382巷36號旁 112/01/09 112/02/01

3 北新路1段181號 112/01/12 112/02/01

4 北新路1段45巷2號 112/02/14 112/02/22

5 北新路1段45巷2號 112/02/14 112/02/22

照片

兩輪明顯無氣，鍊條嚴重鏽蝕

兩輪明顯無氣，鍊條嚴重鏽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明顯無氣，鍊條嚴重鏽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序號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店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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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清潔隊，承辦人:陳修賢，連絡電話02-29124995分機5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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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張路33巷32號 112/01/18 112/2/13

7 二十張路11巷10號 112/01/18 112/2/13

8 二十張路11巷1號 112/01/18 112/2/13

9 二十張路11巷1號 112/01/18 112/2/13

10 二十張路11巷1號 112/01/18 112/2/13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店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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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清潔隊，承辦人:陳修賢，連絡電話02-29124995分機5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2號)

照片序號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11 二十張路1巷2弄3號 112/01/31 112/02/13

12 二十張路1巷3弄3號 112/01/31 112/02/13

13 北新路三段105巷11號 112/01/31 112/02/13

14 大豐路105巷6號 112/01/31 112/02/13

15 二十張路25巷18弄14號 112/02/04 112/02/13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店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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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清潔隊，承辦人:陳修賢，連絡電話02-29124995分機5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2號)

照片序號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16 中華路7號面 112/01/10 112/02/22

17 中華路7號面 112/01/10 112/02/22

18 安德街130巷36號旁 112/01/07 112/02/01

19 意仁坑路22號對面 112/01/10 112/02/01

20 德正街27巷口 112/01/13 112/02/01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無電瓶

車無剎車、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店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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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清潔隊，承辦人:陳修賢，連絡電話02-29124995分機5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2號)

照片序號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21 德正街27巷29弄46號旁 112/01/13 112/02/01

22 安德街130巷36號對面 112/01/13 112/02/01

23 安德街148巷口 112/01/13 112/02/22

24 北新路3段150號 112/02/09 112/02/22

25 安康路3段359巷10弄口 111/12/26 112/02/01

兩輪無氣、無電瓶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無電瓶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輪框破損、剎車斷裂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店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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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清潔隊，承辦人:陳修賢，連絡電話02-29124995分機5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2號)

照片序號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26 三民路22巷6號處 112/02/16 112/02/24

27 三民路22巷6號處 112/02/16 112/02/24

28 光明街138巷3號處 112/02/13 112/02/22

29 建國路95號前 112/02/10 112/02/22

30 建國路95號前 112/02/10 112/02/22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店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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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清潔隊，承辦人:陳修賢，連絡電話02-29124995分機5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2號)

照片序號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31 建國路60巷前 112/01/13 112/02/01

32 光明街286巷10號 112/01/20 112/02/01

33 寶強路13號前 112/01/11 112/02/01

34 寶強路13號前 112/01/11 112/02/01

35 安成街39號前 112/01/16 112/02/01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店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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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清潔隊，承辦人:陳修賢，連絡電話02-29124995分機5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2號)

照片序號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36 安成街39號前 112/01/16 112/02/01

37 安成街39號前 112/01/16 112/02/01

38 永安街56巷41號前 112/01/31 112/02/22

39 永安街56巷41號前 112/01/31 112/02/22

40 寶高路120巷口 112/01/16 112/02/22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店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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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清潔隊，承辦人:陳修賢，連絡電話02-29124995分機51

(車輛暫存地址: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2號)

照片序號 查報日期查報地點 移置日期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41 永安街83巷底 111/02/01 112/02/22

42 寶宏路口 112/01/17 112/02/22

43 寶高路120巷口 112/01/16 112/02/01

44 寶高路120巷口 112/01/16 112/02/01

45 永安街83巷7號旁 112/02/08 112/02/22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兩輪無氣、鍊條繡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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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年街40號 2023/1/9 2023/1/31

2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豐年街40號 2023/1/9 2023/1/31

3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綠色)

中平路377巷17弄23

號
2023/1/11 2023/1/31

4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白色)

中平路377巷17弄23

號
2023/1/11 2023/1/31

5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新泰路255巷27號 2023/1/11 20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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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路618號 2023/1/11 2023/1/31

7 車殼破損、無車燈。 五權一路108號 2023/1/11 2023/1/31

8 無電瓶、無鍊條。
幸福路710巷(路燈編

號:245714)
2023/1/11 2023/1/31

9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幸福路710巷(路燈編

號:245714)
2023/1/11 2023/1/31

10 無電瓶、車殼破損。 中原路335號側邊 2023/1/13 20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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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電瓶、車殼破損。 中榮街104巷口 2023/1/13 2023/2/1

12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榮街56巷13弄3號 2023/1/16 2023/2/1

13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榮街56巷13弄3號 2023/1/16 2023/2/1

14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榮街56巷13弄3號 2023/1/16 2023/2/1

15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榮街56巷13弄3號 2023/1/16 20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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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榮街56巷13弄3號 2023/1/16 2023/2/1

17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榮街56巷13弄3號 2023/1/16 2023/2/1

18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榮街94號 2023/1/13 2023/2/1

19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榮街94號 2023/1/13 2023/2/1

20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民安西路291號 2023/1/17 2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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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安西路291號 2023/1/17 2023/2/2

22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民安西路291號 2023/1/17 2023/2/2

23

車殼破損、煞車拉桿(斷裂.失

效)。 富貴路159號對面 2023/1/18 2023/2/3

24

車殼破損、煞車拉桿(斷裂.失

效)。 富貴路159號對面 2023/1/18 2023/2/3

25

椅墊破損、煞車拉桿(斷裂.失

效)。 富貴路159號對面 2023/1/18 20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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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座墊。 頭興街11巷口對面 2023/1/17 2023/2/3

27 無座墊、無車殼。 頭興街11巷口對面 2023/1/17 2023/2/3

28 無座墊。 頭興街11巷口對面 2023/1/17 2023/2/3

29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福壽街169巷1弄12號 2023/1/13 2023/2/3

30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民安路188巷1弄2號

對面
2023/2/3 202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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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無座墊。 中原路333號對面 2023/2/6 2023/2/13

32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福德二街43號 2023/2/3 2023/2/10

33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福德二街43號 2023/2/3 2023/2/10

34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福德二街43號 2023/2/3 2023/2/10

35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平路377巷17弄35

號對面
2023/2/1 202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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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平路377巷17弄35

號對面
2023/2/1 2023/2/14

37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平路377巷17弄35

號對面
2023/2/1 2023/2/14

38 一輪以上輪胎明顯無氣。 新樹路361號 2023/2/8 2023/2/16

39 煞車卡死。 建安街47號 2023/2/8 2023/2/16

40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紅白)
雙鳳路24號 2023/2/6 202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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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白色)
雙鳳路24號 2023/2/6 2023/2/16

42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黑色)
雙鳳路24號 2023/2/6 2023/2/16

43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榮街104巷(路燈編

號:244060)
2023/2/9 2023/2/17

44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榮街104巷(路燈編

號:244060)
2023/2/9 2023/2/17

45 車殼破損。 中榮街66巷口 2023/2/9 202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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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榮街56巷1號 2023/2/9 2023/2/17

47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幸福路555號前方 2023/2/8 2023/2/17

48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幸福路555號前方 2023/2/8 2023/2/17

49 煞車卡死。
化成路113巷1號門牌

左方處
2023/2/8 2023/2/17

50
一輪以上輪胎明顯無氣、無電

瓶。
昌明街46巷9號對面 2023/2/8 202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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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昌明街46巷9號對面 2023/2/8 2023/2/17

52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昌明街46巷9號對面 2023/2/8 2023/2/17

53 鍊條嚴重銹蝕無法正常使用。 中榮街132號 2023/2/12 2023/2/21

54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化成路519號前 2023/2/14 2023/2/21

55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銀色)
化成路768號 2023/2/14 202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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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綠色)
化成路768號 2023/2/14 2023/2/21

57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新莊路543巷1弄12號

右後方
2023/2/14 2023/2/22

58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正路855巷23弄旁 2023/2/10 2023/2/22

59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正路855巷23弄旁 2023/2/10 2023/2/22

60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中正路855巷23弄旁 2023/2/10 202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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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民安西路150巷口 2023/2/10 2023/2/22

62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民安西路150巷口 2023/2/10 2023/2/22

63
鍊條、齒盤組斷裂脫落、嚴重銹

蝕或無法正常使用。
民安西路188號 2023/2/15 2023/2/22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1
灰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
八德街247號 112/1/13 112/1/28

2
藍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鍊條鏽蝕
保安街1段57巷1號對面 112/1/15 112/1/28

3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剎車拉桿無法正

常使用

保安街1段57巷1號對面 112/1/15 112/1/28

4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
三德街30巷口 112/1/19 112/1/28

5
黃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
佳園路1段41巷1號 112/1/19 11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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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2年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6
白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
佳園路1段105號 112/2/1 112/2/13

7
黑色、剎車拉桿無法

正常使用
三德街36巷口 112/2/2 112/2/13

8
藍色、無輪胎、無電

瓶、無手把
三德街36巷口 112/2/2 112/2/13

9
黑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
中華路341之1號 112/2/3 112/2/13

10

藍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剎車拉桿無法正

常使用

保安二街82號前 112/2/6 11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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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2年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11

灰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剎車拉桿無法正

常使用

中華路85號前 112/2/7 112/2/18

12

黑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剎車拉桿無法正

常使用

中華路85號前 112/2/7 112/2/18

13
藍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
長壽街19巷40號旁 112/2/10 112/2/18

14
灰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鍊條鏽蝕
中山路1段65號 112/2/13 112/2/23

15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
中山路1段65號 112/2/13 1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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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2年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16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
樹德街102巷7號對面 112/2/13 112/2/23

17
藍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無剎車線
中華路295-317號 112/2/13 112/2/23

18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
中華路299號 112/2/13 112/2/23

19
紅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
備內街3-1號旁 112/2/14 112/2/23

20
黑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鍊條脫落
八德街746號 112/2/15 1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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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2年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車輛外觀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          片

21

黃色、二輪胎明顯無

氣、剎車拉桿無法正

常使用

八德街746號 112/2/15 112/2/23

22
粉紅色、二輪胎明顯

無氣
八德街746號 112/2/15 112/2/23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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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樹林區清潔隊 112年2月移置廢棄慢車(含腳踏、電動自行車等)車輛公告清冊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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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

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1 銀色兩輪沒氣 正和街96巷7號旁 1120119 1120202

2 銀色兩輪沒氣 正和街96巷7號旁 1120119 1120202

3 銀色兩輪沒氣 正和街96巷30號 1120126 1120202

4 銀色兩輪沒氣 正和街96巷30號 1120126 1120202

5 黑色兩輪沒氣 正和街96巷32號 1120126 1120202

照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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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

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6 黑色兩輪沒氣 九芎街71巷與153巷交岔口 1120130 1120209

7 銀色兩輪沒氣 九芎街153巷39號對面 1120130 1120209

8 白色兩輪沒氣 成功路49巷口 1120201 1120209

9 黃色兩輪沒氣 民族路31號前 1120201 1120209

10 紅色兩輪沒氣 民族路31號前 1120201 1120209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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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

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1 銀色兩輪沒氣 民族路31號前 1120201 1120209

12 紅色兩輪沒氣 三民路203巷3號旁 1120203 1120216

13 銀色兩輪沒氣 三民路203巷3號旁 1120203 1120216

14 綠銀色兩輪沒氣 三民路203巷3號旁 1120203 1120216

15 銀色兩輪沒氣 正和街72巷13號前 1120203 1120216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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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

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16 黑色兩輪沒氣 光榮路120巷8弄23號前 1120203 1120216

17 紅色兩輪沒氣 永樂街38巷33弄23號前 1120203 1120216

18 黑色兩輪沒氣 永樂街38巷33弄23號前 1120203 1120216

19 黑色兩輪沒氣 民權路118巷7號對面 1120204 1120216

20 藍色兩輪沒氣 民權路118巷7號對面 1120204 1120216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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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

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21
淺藍色電動自行車

兩輪沒氣
光明路106巷口 1120206 1120216

22 銀色兩輪沒氣 民義街22巷24號前 1120202 1120209

23 紅色兩輪沒氣 民義街22巷18號前 1120207 1120216

24 藍白色兩輪沒氣 民義街22巷18號前 1120207 1120216

25 棕色兩輪沒氣 民權路75號號前 1120207 1120216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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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

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26 米色兩輪沒氣 光華路67號前 1120207 1120216

27 黃色兩輪沒氣 中山二路78號前 1120209 1120216

28 銀黃色兩輪沒氣 中山二路202號前 1120211 1120223

29 銀紅色兩輪沒氣 民權路6之2號對面 1120211 1120223

30 白藍色兩輪沒氣 三民路84號前 1120213 1120223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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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

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31 黑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32 黑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33 藍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34 橘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35 黑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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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

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36 黑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37 紅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38 銀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39 銀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40 黑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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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

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41 藍白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42 藍銀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43 黑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44 黑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45 黑黃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蘆洲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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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外觀

及破損點
查報地點 查報日期 移置日期 照片

46 紫色兩輪沒氣 三民高中捷運站1號出口旁 1120214 1120223

47
粉色電動自行車

兩輪沒氣
民族路85巷2弄口 1120215 1120223

48 紅色兩輪沒氣 民族路236巷口 1120215 1120223

49 白色兩輪沒氣 民族路31號前 1120215 1120223



1 白色、煞車盤、齒鍊骨架鏽蝕嚴重 鶯歌區國慶街115巷22號側邊 112.01.10 112.02.07

2 黑色、煞車盤、齒鍊骨架鏽蝕嚴重 鶯歌區國慶街115巷22號側邊 112.01.10 112.02.07

3 黑色、煞車盤、齒鍊骨架鏽蝕嚴重
鶯歌區國慶街99號旁(中華電話前

公佈欄)
112.02.10 112.02.19

照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鶯歌區清潔隊11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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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2月三重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工作表1

	112年2月三峽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廢棄自行車清

	112年2月土城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112.02

	112年2月中和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2月

	112年2月五股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第1頁

	112年2月永和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工作表1
	工作表2
	工作表3

	112年2月汐止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公告清冊

	112年2月板橋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工作表1

	112年2月林口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林口-11202

	112年2月泰山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112-2

	112年2月淡水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112年2月 (正確版)

	112年2月新店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工作表1

	112年2月新莊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工作表

	112年2月樹林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工作表1

	112年2月蘆洲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蘆洲區隊_112年2月廢棄自行車清冊_49台

	112年2月鶯歌區清潔隊廢棄自行車輛公告清冊
	工作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