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中政里

035-VP

中 平 路 150號

沿街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無清運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035-VP

中 平 路 170號

沿街

06:23~06:28
06:23~06:28
(06:23~06:28) (06:23~06:28)

無清運

06:23~06:28
06:23~06:28
06:23~06:28
(06:23~06:28) (06:23~06:28) (06:23~06:2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035-VP

太 平 路 400號

沿街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無清運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372號

沿街

06:35~06:38
06:35~06:38
(06:35~06:38) (06:35~06:38)

無清運

06:35~06:38
06:35~06:38
06:35~06:38
(06:35~06:38) (06:35~06:38) (06:35~06:3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390號

沿街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無清運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449號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476巷 205
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476巷 165
號

沿街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476巷 41號

沿街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431號

沿街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279號

沿街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203號

沿街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二 街 61巷 2號

沿街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二 街 61巷 20號

沿街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二 街 61巷 60號

沿街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七 街 3號

沿街

08:18~08:23
08:16~08:21
(08:18~08:23) (08:16~08:21)

無清運

08:18~08:23
08:18~08:23
08:16~08:21
(08:18~08:23) (08:18~08:23) (08:16~08:21)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七 街 32號

沿街

08:18~08:23
08:17~08:22
(08:18~08:23) (08:17~08:22)

無清運

08:18~08:23
08:18~08:23
08:17~08:22
(08:18~08:23) (08:18~08:23) (08:17~08:22)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八 街 2號

沿街

無清運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08:22~08:27
(08:22~08:27)

無清運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八 街 10號

沿街

無清運

08:19~08:24
(08:19~08:24)

無清運

08:24~08:29
(08:24~08:29)

無清運

08:19~08:24
(08:19~08:24)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八 街 20號

沿街

無清運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08:26~08:31
(08:26~08:31)

無清運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九 街 9號

沿街

08:20~08:25
08:21~08:26
(08:20~08:25) (08:21~08:26)

無清運

08:28~08:33
08:21~08:26
08:21~08:26
(08:28~08:33) (08:21~08:26) (08:21~08:26)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路 113號

沿街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無清運

08:30~08:35
08:22~08:27
08:22~08:27
(08:30~08:35) (08:22~08:27) (08:22~08:27)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路 156號

沿街

08:24~08:29
08:24~08:29
(08:24~08:29) (08:24~08:29)

無清運

08:32~08:37
08:24~08:29
08:24~08:29
(08:32~08:37) (08:24~08:29) (08:24~08:29)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12街 9號

沿街

08:26~08:31
08:26~08:31
(08:26~08:31) (08:26~08:31)

無清運

08:34~08:39
08:26~08:31
08:26~08:31
(08:34~08:39) (08:26~08:31) (08:26~08:31)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義 12街 21號

沿街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08:36~08:41
08:28~08:33
08:28~08:33
(08:36~08:41)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太 平 路 678巷 78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8~08:43
08:30~08:35
08:30~08:35
(08:38~08:43)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太 平 路 678巷 108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40~08:45
08:30~08:35
08:30~08:35
(08:40~08:4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503巷 35號

沿街

08:32~08:37
08:32~08:37
(08:32~08:37) (08:32~08:37)

無清運

08:42~08:47
08:32~08:37
08:32~08:37
(08:42~08:47) (08:32~08:37) (08:32~08:37)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521巷 100
號

沿街

08:34~08:39
08:34~08:39
(08:34~08:39) (08:34~08:39)

無清運

08:44~08:49
08:34~08:39
08:34~08:39
(08:44~08:49) (08:34~08:39) (08:34~08:39)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521巷 31號

沿街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08:38~08:43
08:35~08:40
08:35~08:40
(08:38~08:43)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035-VP

中 興 路 155號

沿街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08:45~08:50
08:38~08:43
08:38~08:43
(08:45~08:50)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035-VP

中 興 路 93號

沿街

08:43~08:48
08:40~08:45
(08:43~08:48) (08:40~08:45)

無清運

08:48~08:53
08:40~08:45
08:40~08:45
(08:48~08:53)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035-VP

中 興 路 15之 1號

沿街

08:48~08:53
08:43~08:48
(08:48~08:53) (08:43~08:48)

無清運

08:53~08:58
08:43~08:48
08:43~08:48
(08:53~08:58)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和里

035-VP

新 平 路 一 段 16號

沿街

09:30~09:35
08:45~08:50
(09:30~09:35) (08:45~08:50)

無清運

09:50~09:55
08:45~08:50
08:45~08:50
(09:50~09:55)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和里

035-VP

新 平 路 一 段 30號

沿街

09:33~09:38
08:45~08:50
(09:33~09:38) (08:45~08:50)

無清運

09:53~09:58
08:45~08:50
08:45~08:50
(09:53~09:58)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新 平 路 一 段 175巷 16號

沿街

09:35~09:40
08:48~08:53
(09:35~09:40) (08:48~08:53)

無清運

09:55~10:00
08:48~08:53
08:48~08:53
(09:55~10:00)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新 平 路 一 段 175巷 24弄
6號

沿街

09:38~09:43
08:50~08:55
(09:38~09:43) (08:50~08:55)

無清運

09:58~10:03
08:50~08:55
08:50~08:55
(09:58~10:03)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和里

035-VP

新 平 路 一 段 168號

沿街

09:40~09:45
08:53~08:58
(09:40~09:45) (08:53~08:58)

無清運

10:00~10:05
08:53~08:58
08:53~08:58
(10:00~10:05)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新 平 路 一 段 279巷 97號

沿街

09:43~09:48
08:58~09:03
(09:43~09:48) (08:58~09:03)

無清運

10:05~10:10
08:58~09:03
08:58~09:03
(10:05~10:10)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和里

035-VP

新 平 路 一 段 279巷 61號

沿街

09:45~09:50
09:00~09:05
(09:45~09:50) (09:00~09:05)

無清運

10:08~10:13
09:00~09:05
09:00~09:05
(10:08~10:13)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宜欣里

035-VP

新 平 路 二 段 22號

沿街

09:48~09:53
09:03~09:08
(09:48~09:53) (09:03~09:08)

無清運

10:10~10:15
09:03~09:08
09:03~09:08
(10:10~10:15)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035-VP

仁 和 街 6號

沿街

09:50~09:55
09:05~09:10
(09:50~09:55) (09:05~09:10)

無清運

10:10~10:15
09:05~09:10
09:05~09:10
(10:10~10:15) (09:05~09:10)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035-VP

仁 和 街 30號

沿街

09:53~09:58
09:06~09:11
(09:53~09:58) (09:06~09:11)

無清運

10:12~10:17
09:06~09:11
09:06~09:11
(10:12~10:17) (09:06~09:11) (09:06~09:11)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035-VP

仁 和 街 3巷 1號

沿街

09:55~10:00
09:08~09:13
(09:55~10:00) (09:08~09:13)

無清運

10:15~10:20
09:08~09:13
09:08~09:13
(10:15~10:20) (09:08~09:13) (09:08~09:1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035-VP

新 平 路 二 段 58號

沿街

09:58~10:03
09:10~09:15
(09:58~10:03) (09:10~09:15)

無清運

10:18~10:23
09:10~09:15
09:10~09:15
(10:18~10:23)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035-VP

新 平 路 二 段 29號

沿街

10:00~10:05
09:13~09:18
(10:00~10:05) (09:13~09:18)

無清運

10:20~10:25
09:13~09:18
09:13~09:18
(10:20~10:25) (09:13~09:18) (09:13~09:1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035-VP

宜 仁 街 17號

沿街

10:05~10:10
09:15~09:20
(10:05~10:10) (09:15~09:20)

無清運

10:23~10:28
09:15~09:20
09:15~09:20
(10:23~10:28)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035-VP

宜 平 路 25號

沿街

10:08~10:13
09:17~09:22
(10:08~10:13) (09:17~09:22)

無清運

10:25~10:30
09:17~09:22
09:17~09:22
(10:25~10:30) (09:17~09:22) (09:17~09:22)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035-VP

宜 祥 街 18號

沿街

10:10~10:15
09:19~09:24
(10:10~10:15) (09:19~09:24)

無清運

10:30~10:35
09:19~09:24
09:19~09:24
(10:30~10:35) (09:19~09:24) (09:19~09:24)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035-VP

宜 和 街 6號

沿街

10:13~10:18
09:21~09:26
(10:13~10:18) (09:21~09:26)

無清運

10:35~10:40
09:21~09:26
09:21~09:26
(10:35~10:40) (09:21~09:26) (09:21~09:26)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035-VP

宜 仁 街 29號

沿街

10:15~10:20
09:23~09:28
(10:15~10:20) (09:23~09:28)

無清運

10:40~10:45
09:23~09:28
09:23~09:28
(10:40~10:45)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035-VP

宜 信 街 6號

沿街

10:18~10:23
09:25~09:30
(10:18~10:23) (09:25~09:30)

無清運

10:43~10:48
09:25~09:30
09:25~09:30
(10:43~10:48)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新 平 路 一 段 205號

沿街

10:23~10:28
09:30~09:35
(10:23~10:28) (09:30~09:35)

無清運

10:45~10:50
09:30~09:35
09:30~09:35
(10:45~10:50)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新 平 路 一 段 187號

沿街

10:25~10:30
09:33~09:38
(10:25~10:30) (09:33~09:38)

無清運

10:48~10:53
09:33~09:38
09:33~09:38
(10:48~10:53) (09:33~09:38) (09:33~09:3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40號

沿街

10:25~10:30
09:35~09:40
(10:25~10:30) (09:35~09:40)

無清運

10:50~10:55
09:35~09:40
09:35~09:40
(10:50~10:55) (09:35~09:4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117號

沿街

10:28~10:33
09:40~09:45
(10:28~10:33) (09:40~09:45)

無清運

10:53~10:58
09:40~09:45
09:40~09:45
(10:53~10:58)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新 平 路 一 段 16號

沿街

10:30~10:35
09:43~09:48
(10:30~10:35) (09:43~09:48)

無清運

10:58~11:03
09:43~09:48
09:43~09:48
(10:58~11:03) (09:43~09:48) (09:43~09:4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中 興 路 32號

沿街

10:35~10:40
09:45~09:50
(10:35~10:40) (09:45~09:50)

無清運

11:03~11:08
09:45~09:50
09:45~09:50
(11:03~11:08)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中 興 路 170號

沿街

10:38~10:43
09:48~09:53
(10:38~10:43) (09:48~09:53)

無清運

11:08~11:13
09:48~09:53
09:48~09:53
(11:08~11:13) (09:48~09:53) (09:48~09:5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太 平 路 578號

沿街

10:40~10:45
09:50~09:55
(10:40~10:45) (09:50~09:55)

無清運

11:10~11:15
09:50~09:55
09:50~09:55
(11:10~11:15)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太 平 路 648號

沿街

10:43~10:48
09:52~09:57
(10:43~10:48) (09:52~09:57)

無清運

11:13~11:18
09:52~09:57
09:52~09:57
(11:13~11:18) (09:52~09:57) (09:52~09:57)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太 平 路 796號

沿街

10:45~10:50
09:54~09:59
(10:45~10:50) (09:54~09:59)

無清運

11:15~11:20
09:54~09:59
09:54~09:59
(11:15~11:20) (09:54~09:59) (09:54~09:59)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太 平 路 828號

沿街

10:48~10:53
09:56~10:01
(10:48~10:53) (09:56~10:01)

無清運

11:18~11:23
09:56~10:01
09:56~10:01
(11:18~11:23) (09:56~10:01) (09:56~10:01)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太 平 路 842號

沿街

10:50~10:55
09:58~10:03
(10:50~10:55) (09:58~10:03)

無清運

11:20~11:25
09:58~10:03
09:58~10:03
(11:20~11:25) (09:58~10:03) (09:58~10:0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035-VP

永 平 路 二 段 543號

沿街

10:53~10:58
10:00~10:05
(10:53~10:58) (10:00~10:05)

無清運

11:23~11:28
10:00~10:05
10:00~10:05
(11:23~11:28)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035-VP

太 平 路 773號

沿街

10:55~11:00
10:02~10:07
(10:55~11:00) (10:02~10:07)

無清運

11:25~11:30
10:02~10:07
10:02~10:07
(11:25~11:30) (10:02~10:07) (10:02~10:07)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035-VP

太 平 路 685號

沿街

10:58~11:03
10:04~10:09
(10:58~11:03) (10:04~10:09)

無清運

11:28~11:33
10:04~10:09
10:04~10:09
(11:28~11:33) (10:04~10:09) (10:04~10:09)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035-VP

太 平 路 599號

沿街

11:00~11:05
10:06~10:11
(11:00~11:05) (10:06~10:11)

無清運

11:30~11:35
10:06~10:11
10:06~10:11
(11:30~11:35) (10:06~10:11) (10:06~10:11)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035-VP

太 平 路 535號

沿街

11:05~11:10
10:08~10:13
(11:05~11:10) (10:08~10:13)

無清運

11:32~11:37
10:08~10:13
10:08~10:13
(11:32~11:37) (10:08~10:13)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035-VP

永 豐 北 路 33號

沿街

11:10~11:15
10:13~10:18
(11:10~11:15) (10:13~10:18)

無清運

11:34~11:39
10:13~10:18
10:13~10:18
(11:34~11:39) (10:13~10:18) (10:13~10:1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035-VP

中 興 路 113巷 34號

沿街

11:15~11:20
10:18~10:23
(11:15~11:20) (10:18~10:23)

無清運

11:36~11:41
10:18~10:23
10:18~10:23
(11:36~11:41)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035-VP

永 豐 北 路 77號

沿街

11:20~11:25
10:23~10:28
(11:20~11:25) (10:23~10:28)

無清運

11:38~11:43
10:23~10:28
10:23~10:28
(11:38~11:43) (10:23~10:28) (10:23~10:2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035-VP

中 興 路 103巷 2號

沿街

11:25~11:30
10:28~10:33
(11:25~11:30) (10:28~10:33)

無清運

11:40~11:45
10:28~10:33
10:28~10:33
(11:40~11:45) (10:28~10:33) (10:28~10:3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035-VP

中 興 路 103巷 56號

沿街

11:30~11:35
10:33~10:38
(11:30~11:35) (10:33~10:38)

無清運

11:45~11:50
10:33~10:38
10:33~10:38
(11:45~11:50) (10:33~10:38) (10:33~10:3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中 山 路 四 段 213巷 37號

沿街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無清運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中 山 路 四 段 250號

沿街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無清運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中 山 路 四 段 260巷 6號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048-Q3

新 福 路 576號

沿街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中 山 路 四 段 211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新 福 路 11號

沿街

08:00~08:05
08:03~08:08
(08:00~08:05) (08:03~08:08)

無清運

08:03~08:08
08:00~08:05
08:03~08:08
(08:03~08:08) (08:00~08:05) (08:03~08:08)

無清運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新 福 路 1016號

沿街

無清運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新 福 路 1108號

沿街

無清運

08:56~09:01
(08:56~09:01)

無清運

08:56~09:01
(08:56~09:01)

無清運

08:56~09:01
(08:56~09:01)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中 山 路 四 段 194巷 2弄 3
號

沿街

08:06~08:11
08:06~08:11
(08:06~08:11) (08:06~08:11)

無清運

08:06~08:11
08:06~08:11
08:06~08:11
(08:06~08:11) (08:06~08:11) (08:06~08:11)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中 山 路 四 段 200號

沿街

08:07~08:12
08:09~08:14
(08:07~08:12) (08:09~08:14)

無清運

08:09~08:14
08:07~08:12
08:09~08:14
(08:09~08:14) (08:07~08:12) (08:09~08:14)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新 福 路 1156巷 23號

沿街

無清運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新 福 路 1156巷 45號

沿街

無清運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中 山 路 四 段 212巷 4弄 1
號

沿街

08:08~08:13
08:10~08:15
(08:08~08:13)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08~08:13
08:10~08:15
(08:10~08:15) (08:08~08:13)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中 山 路 四 段 242巷 30號

沿街

08:10~08:15
08:13~08:17
(08:10~08:15) (08:13~08:17)

無清運

08:13~08:17
08:10~08:15
08:13~08:17
(08:13~08:17) (08:10~08:15) (08:13~08:17)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旱 溪 東 路 二 段 308巷 8
號

沿街

無清運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旱 溪 東 路 二 段 308巷 31
號

沿街

無清運

09:17~09:22
(09:17~09:22)

無清運

09:17~09:22
(09:17~09:22)

無清運

09:17~09:22
(09:17~09:22)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振 福 路 7號

沿街

08:17~08:22
08:15~08:20
(08:17~08:22) (08:15~08:20)

無清運

08:15~08:20
08:17~08:22
08:15~08:20
(08:15~08:20) (08:17~08:22)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旱 溪 東 路 一 段 558號

沿街

08:20~08:25
08:19~08:24
(08:20~08:25) (08:19~08:24)

無清運

08:19~08:24
08:20~08:25
08:19~08:24
(08:19~08:24) (08:20~08:25) (08:19~08:24)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振 福 路 31巷 16號

沿街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無清運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新 興 路 153號

沿街

無清運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09:20~09:25
08:50~08:55
09:20~09:25
(09:20~09:25) (08:50~08:5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新 興 路 225號

沿街

無清運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09:20~09:25
08:53~08:58
09:20~09:25
(09:20~09:25) (08:53~08:58)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振 福 路 97號

沿街

08:25~08:30
08:26~08:31
(08:25~08:30) (08:26~08:31)

無清運

08:26~08:31
08:25~08:30
08:26~08:31
(08:26~08:31) (08:25~08:30) (08:26~08:31)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振 福 路 135號

沿街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新 福 路 8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新 福 路 286號

沿街

08:34~08:39
08:33~08:38
(08:34~08:39) (08:33~08:38)

無清運

08:33~08:38
08:34~08:39
08:33~08:38
(08:33~08:38) (08:34~08:39) (08:33~08:3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048-Q3

新 福 路 392號

沿街

08:37~08:42
08:35~08:40
(08:37~08:42) (08:35~08:40)

無清運

08:35~08:40
08:37~08:42
08:35~08:40
(08:35~08:40) (08:37~08:42) (08:35~08:40)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新光里

048-Q3

新 福 東 街 50巷 38號

沿街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048-Q3

新 福 十 街 43號

沿街

08:43~08:48
08:44~08:49
(08:43~08:48) (08:44~08:49)

無清運

08:44~08:49
08:43~08:48
08:44~08:49
(08:44~08:49) (08:43~08:48) (08:44~08:49)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048-Q3

新 福 東 十 巷 11號

沿街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048-Q3

新 福 東 十 巷 29號

沿街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中 山 路 四 段 182號

沿街

08:53~08:58
09:25~09:30
(09:02~09:07) (09:25~09:30)

無清運

09:25~09:30
09:02~09:07
09:25~09:30
(09:25~09:30) (08:53~08:58)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048-Q3

中 山 路 四 段 147號

沿街

08:55~09:00
09:28~09:33
(09:07~09:12) (09:28~09:33)

無清運

09:28~09:33
09:07~09:12
09:28~09:33
(09:28~09:33) (08:55~09:00) (09:28~09:3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048-Q3

振 福 路 361巷 6號

沿街

09:05~09:10
09:32~09:37
(09:12~09:17) (09:32~09:37)

無清運

09:32~09:37
09:12~09:17
09:32~09:37
(09:32~09:37) (09:05~09:10) (09:32~09:37)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048-Q3

振 福 路 361巷 38號

沿街

09:08~09:13
09:35~09:40
(09:15~09:20) (09:35~09:40)

無清運

09:35~09:40
09:15~09:20
09:35~09:40
(09:35~09:40) (09:08~09:13)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048-Q3

振 福 路 458號

沿街

09:09~09:14
09:40~09:45
(09:18~09:23) (09:40~09:45)

無清運

09:40~09:45
09:18~09:23
09:40~09:45
(09:40~09:45) (09:09~09:14)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048-Q3

振 福 路 520號

沿街

09:10~09:15
09:43~09:48
(09:23~09:28) (09:43~09:48)

無清運

09:43~09:48
09:23~09:28
09:43~09:48
(09:43~09:48) (09:10~09:15) (09:43~09:4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武 路 8號

沿街

09:12~09:17
09:44~09:49
(09:25~09:30) (09:44~09:49)

無清運

09:44~09:49
09:25~09:30
09:44~09:49
(09:44~09:49) (09:12~09:17) (09:44~09:49)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英 街 35號

沿街

09:15~09:20
09:47~09:52
(09:28~09:33) (09:47~09:52)

無清運

09:47~09:52
09:28~09:33
09:47~09:52
(09:47~09:52) (09:15~09:20) (09:47~09:52)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英 街 22號

沿街

09:18~09:23
09:48~09:53
(09:30~09:35) (09:48~09:53)

無清運

09:48~09:53
09:30~09:35
09:48~09:53
(09:48~09:53) (09:18~09:23) (09:48~09:5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英 街 56號

沿街

09:22~09:27
09:50~09:55
(09:35~09:40) (09:50~09:55)

無清運

09:50~09:55
09:35~09:40
09:50~09:55
(09:50~09:55) (09:22~09:27)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英 街 78號

沿街

09:25~09:30
09:55~10:00
(09:40~09:45) (09:55~10:00)

無清運

09:55~10:00
09:40~09:45
09:55~10:00
(09:55~10:00) (09:25~09:30)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昌 街 67號

沿街

09:30~09:35
09:58~10:03
(09:43~09:48) (09:58~10:03)

無清運

09:58~10:03
09:43~09:48
09:58~10:03
(09:58~10:03) (09:30~09:35) (09:58~10:0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英 街 110號

沿街

09:35~09:40
10:00~10:05
(09:45~09:50) (10:00~10:05)

無清運

10:00~10:05
09:45~09:50
10:00~10:05
(10:00~10:05) (09:35~09:40)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昌 街 37號

沿街

09:38~09:43
10:05~10:10
(09:48~09:53) (10:05~10:10)

無清運

10:05~10:10
09:48~09:53
10:05~10:10
(10:05~10:10) (09:38~09:43)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文 路 41號

沿街

09:40~09:45
10:07~10:12
(09:48~09:53) (10:07~10:12)

無清運

10:07~10:12
09:48~09:53
10:07~10:12
(10:07~10:12) (09:40~09:45) (10:07~10:12)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德 街 10號

沿街

09:43~09:48
10:10~10:15
(09:43~09:48) (10:10~10:15)

無清運

10:10~10:15
09:43~09:48
10:10~10:15
(10:10~10:15) (09:43~09:48) (10:10~10:1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福 路 542號

沿街

09:55~10:00
10:20~10:25
(10:03~10:08) (10:20~10:25)

無清運

10:20~10:25
10:03~10:08
10:20~10:25
(10:20~10:25) (09:55~10:00) (10:20~10:2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新 光 路 25號

沿街

10:00~10:05
10:23~10:28
(10:05~10:10) (10:23~10:28)

無清運

10:23~10:28
10:05~10:10
10:23~10:28
(10:23~10:28) (10:00~10:05) (10:23~10:2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新 光 路 57號

沿街

10:03~10:08
10:25~10:30
(10:08~10:13) (10:25~10:30)

無清運

10:25~10:30
10:08~10:13
10:25~10:30
(10:25~10:30) (10:03~10:08) (10:25~10:3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福 路 610號

沿街

10:08~10:13
10:30~10:35
(10:13~10:18) (10:30~10:35)

無清運

10:30~10:35
10:13~10:18
10:30~10:35
(10:30~10:35) (10:08~10:13) (10:30~10:3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樹 德 九 街 73號

沿街

10:13~10:18
10:35~10:40
(10:15~10:20) (10:35~10:40)

無清運

10:35~10:40
10:15~10:20
10:35~10:40
(10:35~10:40) (10:13~10:18) (10:35~10:4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樹 德 九 街 128號

沿街

10:15~10:20
10:40~10:45
(10:20~10:25) (10:40~10:45)

無清運

10:40~10:45
10:20~10:25
10:40~10:45
(10:40~10:45) (10:15~10:20) (10:40~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振 福 路 686號

沿街

10:35~10:40
10:45~10:50
(10:35~10:40) (10:45~10:50)

無清運

10:45~10:50
10:35~10:40
10:45~10:50
(10:45~10:50) (10:35~10:40) (10:45~10:5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怡 林 街 12號

沿街

10:38~10:43
10:50~10:55
(10:38~10:43) (10:50~10:55)

無清運

10:50~10:55
10:38~10:43
10:50~10:55
(10:50~10:55) (10:38~10:43) (10:50~10:5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新 興 路 35巷 12號

沿街

10:40~10:45
10:55~11:00
(10:40~10:45) (10:55~11:00)

無清運

10:55~11:00
10:40~10:45
10:55~11:00
(10:55~11:00) (10:40~10:45) (10:55~11: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048-Q3

樹 德 九 街 188號

沿街

10:45~10:50
11:00~11:05
(10:45~10:50) (11:00~11:05)

無清運

11:00~11:05
10:45~10:50
11:00~11:05
(11:00~11:05) (10:45~10:50) (11:00~11:0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193-SX

太 平 九 街 175號 旁 (長
億 6街 )

定點

無清運

19:00~19:30
(19:00~19:30)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19:00~19:30
(19:00~19:30)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193-SX

太 平 路 12號 前 (太 平 清
潔隊)

定點

無清運

19:40~20:00
(19:40~20:00)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19:40~20:00
(19:40~20:00)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南 國 巷 225
號

沿街

無清運

05:50~05:55
(05:50~05:55)

無清運

無清運

05:50~05:55
(05:50~05:55)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南 國 巷 205
號

沿街

無清運

05:53~05:58
(05:53~05:58)

無清運

無清運

05:53~05:58
(05:53~05:58)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南 國 巷 213
號

沿街

無清運

05:55~06:00
(05:55~06:00)

無清運

無清運

05:55~06:00
(05:55~06:00)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南 國 巷 165
號

沿街

無清運

05:58~06:03
(05:58~06:03)

無清運

無清運

05:58~06:03
(05:58~06:03)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南 國 巷 131
號

沿街

無清運

06:00~06:05
(06:00~06:05)

無清運

無清運

06:00~06:05
(06:00~06:05)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南 國 80巷 3
號

沿街

無清運

06:03~06:08
(06:03~06:08)

無清運

無清運

06:03~06:08
(06:03~06:08)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南 國 巷 30
號

沿街

無清運

06:05~06:10
(06:05~06:10)

無清運

無清運

06:05~06:10
(06:05~06:10)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459號

沿街

無清運

06:25~06:30
(06:25~06:30)

無清運

無清運

06:25~06:30
(06:25~06:30)

無清運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431號

沿街

無清運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無清運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聖和里

312-UE

長 龍 路 一 段 內 城 巷 8號

沿街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聖和里

312-UE

長 龍 路 一 段 內 城 巷 39
號

沿街

無清運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無清運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東汴里

312-UE

山 田 路 127號

沿街

05:45~05:50
(05:45~05:50)

無清運

無清運

05:45~05:50
(05:45~05:50)

無清運

05:45~05:50
(05:45~05:5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汴里

312-UE

山 田 路 65號

沿街

05:48~05:53
(05:48~05:53)

無清運

無清運

05:48~05:53
(05:48~05:53)

無清運

05:48~05:53
(05:48~05:5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汴里

312-UE

山 田 路 45號

沿街

05:50~05:55
(05:50~05:55)

無清運

無清運

05:50~05:55
(05:50~05:55)

無清運

05:50~05:55
(05:50~05:5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三 段 372號

沿街

05:55~06:00
(05:55~06:00)

無清運

無清運

05:55~06:00
(05:55~06:00)

無清運

05:55~06:00
(05:55~06:0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三 段 291號

沿街

05:58~06:03
(05:58~06:03)

無清運

無清運

05:58~06:03
(05:58~06:03)

無清運

05:58~06:03
(05:58~06:0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三 段 180號

沿街

06:03~06:08
(06:03~06:08)

無清運

無清運

06:03~06:08
(06:03~06:08)

無清運

06:03~06:08
(06:03~06:08)

無清運

太平區

東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三 段 87號

沿街

06:08~06:13
(06:08~06:13)

無清運

無清運

06:08~06:13
(06:08~06:13)

無清運

06:08~06:13
(06:08~06:13)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567號

沿街

06:12~06:17
(06:12~06:17)

無清運

無清運

06:12~06:17
(06:12~06:17)

無清運

06:12~06:17
(06:12~06:17)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福 利 巷 30號

沿街

06:20~06:25
(06:20~06:25)

無清運

無清運

06:20~06:25
(06:20~06:25)

無清運

06:20~06:25
(06:20~06:25)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459號

沿街

06:23~06:28
(06:23~06:28)

無清運

無清運

06:23~06:28
(06:23~06:28)

無清運

06:23~06:28
(06:23~06:28)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431號

沿街

06:28~06:33
(06:28~06:33)

無清運

無清運

06:28~06:33
(06:28~06:33)

無清運

06:28~06:33
(06:28~06:33)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385號

沿街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無清運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329號

沿街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無清運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平 路 8號 旁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聖和里

312-UE

長 龍 路 一 段 6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聖和里

312-UE

長 龍 路 一 段 80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聖和里

312-UE

長 龍 路 一 段 126號

沿街

08:05~08:10
08:03~08:08
(08:05~08:10) (08:03~08:08)

無清運

08:05~08:10
08:03~08:08
08:05~08:10
(08:05~08:10) (08:03~08:08) (08:05~08:10)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聖和里

312-UE

長 龍 路 一 段 298號

沿街

08:08~08:13
08:20~08:25
(08:08~08:13) (08:20~08:25)

無清運

08:08~08:13
08:20~08:25
08:08~08:13
(08:08~08:13) (08:20~08:25)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聖和里

312-UE

長 龍 路 一 段 516號

沿街

08:13~08:18
08:23~08:28
(08:13~08:18) (08:23~08:28)

無清運

08:13~08:18
08:23~08:28
08:13~08:18
(08:13~08:18) (08:23~08:2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聖和里

312-UE

長 龍 路 一 段 700號

沿街

08:15~08:20
08:25~08:30
(08:15~08:20) (08:25~08:30)

無清運

08:15~08:20
08:25~08:30
08:15~08:20
(08:15~08:20) (08:25~08:3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12號

沿街

08:25~08:30
08:28~08:33
(08:25~08:30) (08:28~08:33)

無清運

08:25~08:30
08:28~08:33
08:25~08:30
(08:25~08:30) (08:28~08:33)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130號

沿街

08:25~08:30
08:30~08:35
(08:25~08:30) (08:30~08:35)

無清運

08:25~08:30
08:30~08:35
08:25~08:30
(08:25~08:30) (08:30~08:35)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336巷 7號

沿街

08:30~08:35
08:33~08:38
(08:30~08:35) (08:33~08:38)

無清運

08:30~08:35
08:33~08:38
08:30~08:35
(08:30~08:35) (08:33~08:38)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179號

沿街

08:33~08:38
08:35~08:40
(08:33~08:38) (08:35~08:40)

無清運

08:33~08:38
08:35~08:40
08:33~08:38
(08:33~08:38) (08:35~08:40) (08:33~08:38)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北 田 路 160號

沿街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北 田 路 30巷 1號

沿街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北 田 路 23號

沿街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北 田 路 1號

沿街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二 段 1號

沿街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一 段 615號

沿街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頭汴里

312-UE

長 龍 路 一 段 509號

沿街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平 路 152號

沿街

09:05~09:10
09:05~09:10
(09:05~09:10) (09:05~09:10)

無清運

09:05~09:10
09:05~09:10
09:05~09:10
(09:05~09:10) (09:05~09:10)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平 路 396號

沿街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477號

沿街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457巷 18號

沿街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342巷 13號

沿街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421巷 42號

沿街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405巷 36號

沿街

09:30~09:35
09:28~09:33
(09:30~09:35) (09:28~09:33)

無清運

09:30~09:35
09:28~09:33
09:28~09:33
(09:30~09:35)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平 路 456號

沿街

09:33~09:38
09:30~09:35
(09:33~09:38) (09:30~09:35)

無清運

09:33~09:38
09:30~09:35
09:30~09:35
(09:33~09:38)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村 路 19號

沿街

09:35~09:40
09:33~09:38
(09:35~09:40) (09:33~09:38)

無清運

09:35~09:40
09:33~09:38
09:33~09:38
(09:35~09:40) (09:33~09:38) (09:33~09:38)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90巷 27號

沿街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無清運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90巷 2號

沿街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無清運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村 六 街 22巷 2號

沿街

09:43~09:48
09:40~09:45
(09:43~09:48) (09:40~09:45)

無清運

09:43~09:48
09:40~09:45
09:40~09:45
(09:43~09:48)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村 路 36巷 11號

沿街

09:48~09:53
09:45~09:50
(09:48~09:53) (09:45~09:50)

無清運

09:48~09:53
09:45~09:50
09:45~09:50
(09:48~09:53)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村 路 132號

沿街

09:51~09:56
09:50~09:55
(09:51~09:56) (09:50~09:55)

無清運

09:51~09:56
09:50~09:55
09:50~09:55
(09:51~09:56)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村 八 街 56號

沿街

09:56~10:01
09:55~10:00
(09:56~10:01) (09:55~10:00)

無清運

09:56~10:01
09:55~10:00
09:55~10:00
(09:56~10:01) (09:55~10:00)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315號

沿街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195號

沿街

10:05~10:10
10:03~10:08
(10:05~10:10) (10:03~10:08)

無清運

10:05~10:10
10:03~10:08
10:03~10:08
(10:05~10:10) (10:03~10:08) (10:03~10:08)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村 三 街 12號

沿街

10:15~10:20
10:08~10:13
(10:15~10:20) (10:08~10:13)

無清運

10:15~10:20
10:08~10:13
10:08~10:13
(10:15~10:20) (10:08~10:13)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村 路 22巷 45號

沿街

10:20~10:25
10:13~10:18
(10:20~10:25) (10:13~10:18)

無清運

10:20~10:25
10:13~10:18
10:13~10:18
(10:20~10:25) (10:13~10:18) (10:13~10:18)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93號

沿街

10:25~10:30
10:18~10:23
(10:25~10:30) (10:18~10:23)

無清運

10:25~10:30
10:18~10:23
10:18~10:23
(10:25~10:30)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38巷 13號

沿街

10:30~10:35
10:23~10:28
(10:30~10:35) (10:23~10:28)

無清運

10:30~10:35
10:23~10:28
10:23~10:28
(10:30~10:35) (10:23~10:28) (10:23~10:28)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47號

沿街

10:35~10:40
10:28~10:33
(10:35~10:40) (10:28~10:33)

無清運

10:35~10:40
10:28~10:33
10:28~10:33
(10:35~10:40) (10:28~10:33) (10:28~10:3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中 和 街 1號

沿街

10:40~10:45
10:33~10:38
(10:40~10:45) (10:33~10:38)

無清運

10:40~10:45
10:33~10:38
10:33~10:38
(10:40~10:45) (10:33~10:38) (10:33~10:38)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平 路 427號

沿街

10:50~10:55
10:40~10:45
(10:50~10:55) (10:40~10:45)

無清運

10:50~10:55
10:40~10:45
10:40~10:45
(10:50~10:55) (10:40~10:45) (10:40~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12-UE

東 平 路 600號

沿街

10:55~11:00
10:45~10:50
(10:55~11:00) (10:45~10:50)

無清運

10:55~11:00
10:45~10:50
10:45~10:50
(10:55~11:00) (10:45~10:50) (10:45~10:5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890巷 21號

沿街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無清運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太平區

光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890巷 7弄 6號

沿街

06:05~06:05
06:05~06:05
(06:05~06:05) (06:05~06:05)

無清運

06:05~06:05
06:05~06:05
06:05~06:05
(06:05~06:05) (06:05~06:05) (06:05~06:0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637巷 18號

沿街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無清運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隆里

322-UR

興 隆 路 53號

沿街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無清運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597巷 47號

沿街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無清運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597巷 7號

沿街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無清運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隆里

322-UR

光 明 路 73號

沿街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無清運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06:25~06:3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隆里

322-UR

光 明 路 53號

沿街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興 隆 路 47號

沿街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興 隆 路 91號

沿街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086號

沿街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無清運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06:40~06:45)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興 隆 路 一 段 39巷 37號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146號

沿街

08:03~08:05
08:03~08:05
(08:03~08:05) (08:03~08:05)

無清運

08:03~08:05
08:03~08:05
08:03~08:05
(08:03~08:05) (08:03~08:05) (08:03~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901巷 18號

沿街

08:05~08:10
08:08~08:13
(08:05~08:10) (08:08~08:13)

無清運

08:05~08:10
08:08~08:13
08:08~08:13
(08:05~08:10)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733巷 30號

沿街

08:04~08:09
(08:04~08:09)

無清運

08:04~08:09
08:04~08:09
(08:04~08:09) (08:04~08:09)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興 隆 路 25號

沿街

08:08~08:13
08:10~08:15
(08:08~08:13) (08:10~08:15)

無清運

08:08~08:13
08:10~08:15
08:10~08:15
(08:08~08:13)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興 隆 路 7號

沿街

08:10~08:15
08:13~08:15
(08:10~08:15) (08:13~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13~08:15
08:13~08:15
(08:10~08:15) (08:13~08:15) (08:13~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興 隆 路 67-2號

沿街

08:13~08:18
08:15~08:20
(08:13~08:18) (08:15~08:20)

無清運

08:13~08:18
08:15~08:20
08:15~08:20
(08:13~08:18)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190號

沿街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新 坪 農 路 29號

沿街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新 坪 農 路 21號

沿街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新 坪 農 路 60巷 5號

沿街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新 坪 農 路 60巷 6弄 1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32巷 107弄 2
號

沿街

08:35~08:40
08:33~08:38
(08:35~08:40) (08:33~08:38)

無清運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32巷 107弄 48
號

沿街

08:38~08:43
08:35~08:40
(08:38~08:43) (08:35~08:40)

無清運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32巷 30號

沿街

08:40~08:45
08:38~08:43
(08:40~08:45) (08:38~08:43)

無清運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32巷 1號

沿街

08:43~08:48
08:40~08:45
(08:43~08:48) (08:40~08:45)

無清運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32巷 13號

沿街

08:48~08:53
08:43~08:48
(08:48~08:53) (08:43~08:48)

無清運

08:48~08:53
08:43~08:48
08:43~08:48
(08:48~08:53)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80巷 67號

沿街

08:50~08:55
08:45~08:50
(08:50~08:55) (08:45~08:50)

無清運

08:50~08:55
08:45~08:50
08:45~08:50
(08:50~08:55)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80巷 11號

沿街

08:55~09:00
08:45~08:50
(08:55~09:00) (08:45~08:50)

無清運

08:55~09:00
08:48~08:53
08:48~08:53
(08:55~09:00)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80巷 59弄 18
號

沿街

09:00~09:05
08:48~08:53
(09:00~09:05) (08:48~08:53)

無清運

09:00~09:05
08:50~08:55
08:50~08:55
(09:00~09:05)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78巷 86弄 47
號

沿街

09:05~09:10
08:50~08:55
(09:05~09:10) (08:50~08:55)

無清運

09:05~09:10
08:55~09:00
08:55~09:00
(09:05~09:10)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362號

沿街

09:10~09:15
08:53~08:58
(09:10~09:15) (08:53~08:58)

無清運

09:10~09:15
08:58~09:03
08:58~09:03
(09:10~09:15)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378巷 36號

沿街

09:45~09:50
08:55~09:00
(09:45~09:50) (08:55~09:00)

無清運

09:45~09:50
09:03~09:08
09:03~09:08
(09:45~09:50)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12號

沿街

09:48~09:53
09:00~09:05
(09:48~09:53) (09:00~09:05)

無清運

09:48~09:53
09:06~09:11
09:06~09:11
(09:48~09:53) (09:06~09:11) (09:06~09:11)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42號

沿街

09:50~09:55
09:03~09:08
(09:50~09:55) (09:03~09:08)

無清運

09:50~09:55
09:10~09:15
09:10~09:15
(09:50~09:5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165巷 21號

沿街

09:53~09:58
09:08~09:13
(09:53~09:58) (09:08~09:13)

無清運

09:53~09:58
09:15~09:20
09:15~09:20
(09:53~09:58)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576號

沿街

09:58~10:03
09:13~09:18
(09:58~10:03) (09:13~09:18)

無清運

09:58~10:03
09:18~09:23
09:18~09:23
(09:58~10:03)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245號

沿街

10:03~10:08
09:15~09:20
(10:03~10:08) (09:15~09:20)

無清運

10:03~10:08
09:20~09:25
09:20~09:25
(10:03~10:08)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648號

沿街

10:08~10:13
09:20~09:25
(10:08~10:13) (09:20~09:25)

無清運

10:08~10:13
09:23~09:28
09:23~09:28
(10:08~10:13)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343巷 1號

沿街

10:13~10:18
09:25~09:30
(10:13~10:18) (09:25~09:30)

無清運

10:13~10:18
09:28~09:33
09:28~09:33
(10:13~10:18)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718號

沿街

10:18~10:23
09:28~09:33
(10:18~10:23) (09:28~09:33)

無清運

10:18~10:23
09:33~09:38
09:33~09:38
(10:18~10:23) (09:33~09:38) (09:33~09:38)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716巷 11號

沿街

10:23~10:28
09:30~09:35
(10:23~10:28) (09:30~09:35)

無清運

10:23~10:28
09:35~09:40
09:35~09:40
(10:23~10:28) (09:35~09:4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732號

沿街

10:28~10:33
09:33~09:38
(10:28~10:33) (09:33~09:38)

無清運

10:28~10:33
09:40~09:45
09:40~09:45
(10:28~10:33)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興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63巷 2號

沿街

10:33~10:38
09:35~09:40
(10:33~10:38) (09:35~09:40)

無清運

10:33~10:38
09:45~09:50
09:45~09:50
(10:33~10:38)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福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63巷 33弄 100
號

沿街

無清運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無清運

09:45~09:50
09:45~09:50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福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463巷 33弄 160
號

沿街

無清運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無清運

09:50~09:55
09:50~09:55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福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886號

沿街

10:38~10:43
10:10~10:15
(10:38~10:43) (10:10~10:15)

無清運

10:38~10:43
09:50~09:55
09:50~09:55
(10:38~10:43)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福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1926號

沿街

10:43~10:48
10:15~10:20
(10:43~10:48) (10:15~10:20)

無清運

10:43~10:48
09:58~10:03
09:58~10:03
(10:43~10:48) (09:58~10:03) (09:58~10:03)

無清運

太平區

福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2140巷 18弄 3號

沿街

10:48~10:53
(10:48~10:53)

無清運

無清運

10:48~10:53
(10:48~10:53)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福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2140巷 60號

沿街

10:53~10:58
(10:53~10:58)

無清運

無清運

10:53~10:58
(10:53~10:58)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福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2140巷 100號

沿街

10:58~11:03
(10:58~11:03)

無清運

無清運

10:58~11:03
(10:58~11:03)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光隆里

322-UR

正 光 街 197巷 41號

沿街

無清運

11:05~11:10
(11:05~11:10)

無清運

無清運

11:05~11:10
11:05~11:10
(11:05~11:10) (11:05~11:1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隆里

322-UR

正 光 街 201巷 88號

沿街

無清運

11:09~11:14
(11:09~11:14)

無清運

無清運

11:09~11:14
11:09~11:14
(11:09~11:14) (11:09~11:14)

無清運

太平區

福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2140巷 138號

沿街

11:08~11:13
(11:08~11:13)

無清運

無清運

11:08~11:13
(11:08~11:13)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福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2140巷 79號

沿街

11:10~11:15
(11:10~11:15)

無清運

無清運

11:10~11:15
(11:10~11:15)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福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2228號

沿街

11:15~11:20
10:15~10:20
(11:15~11:20) (10:15~10:20)

無清運

11:15~11:20
10:03~10:08
10:03~10:08
(11:15~11:20) (10:03~10:08) (10:03~10:08)

無清運

太平區

福隆里

322-UR

光 興 路 2266號

沿街

11:18~11:23
10:18~10:23
(11:18~11:23) (10:18~10:23)

無清運

11:18~11:23
10:08~10:13
10:08~10:13
(11:18~11:23) (10:08~10:13)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22-UR

東 平 路 2巷 17-1號

沿街

11:23~11:28
(11:23~11:28)

無清運

無清運

11:23~11:28
(11:23~11:28)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22-UR

東 平 路 2巷 121號

沿街

11:25~11:30
(11:25~11:30)

無清運

無清運

11:25~11:30
(11:25~11:30)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22-UR

東 平 路 46號

沿街

11:28~11:33
10:20~10:25
(11:28~11:33) (10:20~10:25)

無清運

11:28~11:33
10:20~10:25
10:20~10:25
(11:28~11:33) (10:20~10:25) (10:20~10:2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東和里

322-UR

東 平 路 126號

沿街

11:30~11:35
10:25~10:30
(11:30~11:35) (10:25~10:30)

無清運

11:30~11:35
10:25~10:30
10:25~10:30
(11:30~11:35) (10:25~10:30) (10:25~10:3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22-UR

中 山 路 一 段 46號

沿街

11:33~11:38
10:27~10:32
(11:33~11:38) (10:27~10:32)

無清運

11:33~11:38
10:27~10:32
10:27~10:32
(11:33~11:38) (10:27~10:32) (10:27~10:32)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22-UR

中 山 路 一 段 162巷 2號

沿街

11:38~11:43
10:32~10:37
(11:38~11:43) (10:32~10:37)

無清運

11:38~11:43
10:32~10:37
10:32~10:37
(11:38~11:43) (10:32~10:37) (10:32~10:37)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22-UR

中 山 路 一 段 162巷 28號

沿街

11:40~11:45
10:35~10:40
(11:40~11:45) (10:35~10:40)

無清運

11:40~11:45
10:35~10:40
10:35~10:40
(11:40~11:45) (10:35~10:40) (10:35~10:4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322-UR

中 山 路 一 段 184號

沿街

11:45~11:50
10:40~10:45
(11:45~11:50) (10:40~10:45)

無清運

11:45~11:50
10:40~10:45
10:40~10:45
(11:45~11:50) (10:40~10:45) (10:40~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2-UR

東 平 路 149號

沿街

11:50~11:55
10:45~10:50
(11:50~11:55) (10:45~10:50)

無清運

11:50~11:55
10:45~10:50
10:45~10:50
(11:50~11:55) (10:45~10:50) (10:45~10:50)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2-UR

東 平 路 71號

沿街

11:53~11:58
10:50~10:55
(11:53~11:58) (10:50~10:55)

無清運

11:53~11:58
10:50~10:55
10:50~10:55
(11:53~11:58) (10:50~10:55) (10:50~10:5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325-UR

正 誠 街 62號

沿街

05:40~05:45
05:40~05:45
(05:40~05:45) (05:40~05:45)

無清運

05:40~05:45
05:40~05:45
05:40~05:45
(05:40~05:45) (05:40~05:45) (05:40~05:4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325-UR

正 誠 街 366號

沿街

05:45~05:50
05:45~05:50
(05:45~05:50) (05:45~05:50)

無清運

05:45~05:50
05:45~05:50
05:45~05:50
(05:45~05:50) (05:45~05:50) (05:45~05:50)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325-UR

建 興 路 221巷 7號

沿街

05:50~05:55
05:50~05:55
(05:50~05:55) (05:50~05:55)

無清運

05:50~05:55
05:50~05:55
05:50~05:55
(05:50~05:55) (05:50~05:55) (05:50~05:5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325-UR

建 興 路 221巷 88號

沿街

05:53~05:58
05:53~05:58
(05:53~05:58) (05:53~05:58)

無清運

05:53~05:58
05:53~05:58
05:53~05:58
(05:53~05:58) (05:53~05:58) (05:53~05:58)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325-UR

建 成 街 310巷 7號

沿街

05:55~06:00
05:55~06:00
(05:55~06:00) (05:55~06:00)

無清運

05:55~06:00
05:55~06:00
05:55~06:00
(05:55~06:00) (05:55~06:00) (05:55~06:00)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325-UR

建 成 街 382號

沿街

05:58~06:03
05:58~06:03
(05:58~06:03) (05:58~06:03)

無清運

05:58~06:03
05:58~06:03
05:58~06:03
(05:58~06:03) (05:58~06:03) (05:58~06:03)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325-UR

建 成 街 482號

沿街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無清運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鵬 儀 路 417巷 3號

沿街

06:03~06:08
06:03~06:08
(06:03~06:08) (06:03~06:08)

無清運

06:03~06:08
06:03~06:08
06:03~06:08
(06:03~06:08) (06:03~06:08) (06:03~06:08)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鵬 儀 路 461巷 160號

沿街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無清運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鵬 儀 路 461巷 186號

沿街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無清運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興 路 247巷 5號

沿街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無清運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興 路 247巷 50號

沿街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無清運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325-UR

東 平 路 842號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東 路 98巷 12號

沿街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東 路 98巷 35號

沿街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東 路 70巷 1號

沿街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永 平 南 路 80號

沿街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東 路 395巷 10號

沿街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路 97號

沿街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東 路 98巷 12號

沿街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路 423號

沿街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路 482號

沿街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路 458巷 6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路 376巷 9號

沿街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路 26號

沿街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路 382號

沿街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路 419號

沿街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325-UR

成 功 路 388號

沿街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興 路 60號

沿街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興 路 160號

沿街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325-UR

建 成 街 272號

沿街

09:03~09:08
09:03~09:08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09:03~09:08
09:03~09:08
09:03~09:08
(09:03~09:08)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325-UR

建 成 街 185號

沿街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無清運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精 美 路 301巷 65號

沿街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精 美 路 311號

沿街

09:15~09:20
09:13~09:18
(09:15~09:20) (09:13~09:18)

無清運

09:15~09:20
09:13~09:18
09:13~09:18
(09:15~09:20) (09:13~09:18) (09:13~09:18)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精 美 路 422號

沿街

09:18~09:23
09:15~09:20
(09:18~09:23) (09:15~09:20)

無清運

09:18~09:23
09:15~09:20
09:15~09:20
(09:18~09:23)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鵬 儀 路 305巷 1號

沿街

09:20~09:25
09:18~09:23
(09:20~09:25) (09:18~09:23)

無清運

09:20~09:25
09:18~09:23
09:18~09:23
(09:20~09:25)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鵬 儀 路 238巷 2弄 5號

沿街

09:25~09:30
09:20~09:25
(09:25~09:30) (09:20~09:25)

無清運

09:25~09:30
09:20~09:25
09:20~09:25
(09:25~09:30)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鵬 儀 路 214巷 3弄 15號

沿街

09:28~09:33
09:23~09:28
(09:28~09:33) (09:23~09:28)

無清運

09:28~09:33
09:23~09:28
09:23~09:28
(09:28~09:33)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鵬 儀 路 138巷 1號

沿街

09:30~09:35
09:28~09:33
(09:30~09:35) (09:28~09:33)

無清運

09:30~09:35
09:28~09:33
09:28~09:33
(09:30~09:35)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325-UR

太 平 六 街 71號

沿街

09:35~09:40
09:33~09:38
(09:35~09:40) (09:33~09:38)

無清運

09:35~09:40
09:33~09:38
09:33~09:38
(09:35~09:40) (09:33~09:38) (09:33~09:38)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325-UR

太 平 六 街 1號

沿街

09:40~09:45
09:35~09:40
(09:40~09:45) (09:35~09:40)

無清運

09:40~09:45
09:35~09:40
09:35~09:40
(09:40~09:45) (09:35~09:4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325-UR

精 美 路 108號

沿街

10:05~10:10
09:40~09:45
(10:05~10:10) (09:40~09:45)

無清運

10:05~10:10
09:40~09:45
09:40~09:45
(10:05~10:10)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325-UR

精 美 路 166巷 10號

沿街

10:08~10:13
09:45~09:50
(10:08~10:13) (09:45~09:50)

無清運

10:08~10:13
09:45~09:50
09:45~09:50
(10:08~10:13)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325-UR

精 美 路 166巷 41號

沿街

10:10~10:15
09:48~09:53
(10:10~10:15) (09:48~09:53)

無清運

10:10~10:15
09:48~09:53
09:48~09:53
(10:10~10:15) (09:48~09:53) (09:48~09:53)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325-UR

精 美 路 206號

沿街

10:15~10:20
09:50~09:55
(10:15~10:20) (09:50~09:55)

無清運

10:15~10:20
09:50~09:55
09:50~09:55
(10:15~10:20)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325-UR

精 美 路 352巷 1號

沿街

10:20~10:25
09:53~09:58
(10:20~10:25) (09:53~09:58)

無清運

10:20~10:25
09:53~09:58
09:53~09:58
(10:20~10:25) (09:53~09:58) (09:53~09:58)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325-UR

精 美 路 378巷 2號

沿街

10:23~10:28
09:55~10:00
(10:23~10:28) (09:55~10:00)

無清運

10:23~10:28
09:55~10:00
09:55~10:00
(10:23~10:28) (09:55~10:00)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325-UR

精 美 路 378巷 26號

沿街

10:25~10:30
09:58~10:03
(10:25~10:30) (09:58~10:03)

無清運

10:25~10:30
09:58~10:03
09:58~10:03
(10:25~10:30) (09:58~10:03) (09:58~10:03)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成 街 131號

沿街

10:28~10:33
09:58~10:03
(10:28~10:33) (09:58~10:03)

無清運

10:28~10:33
09:58~10:03
09:58~10:03
(10:28~10:33) (09:58~10:03) (09:58~10:03)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成 街 110巷 3號

沿街

10:30~10:35
10:00~10:05
(10:30~10:35) (10:00~10:05)

無清運

10:30~10:35
10:00~10:05
10:00~10:05
(10:30~10:35)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成 街 110巷 78號

沿街

10:33~10:38
10:00~10:05
(10:33~10:38) (10:00~10:05)

無清運

10:33~10:38
10:00~10:05
10:00~10:05
(10:33~10:38)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正 誠 街 410號

沿街

10:35~10:40
10:05~10:10
(10:35~10:40) (10:05~10:10)

無清運

10:35~10:40
10:05~10:10
10:05~10:10
(10:35~10:40) (10:05~10:10)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和 街 17巷 3號

沿街

10:38~10:43
10:08~10:13
(10:38~10:43) (10:08~10:13)

無清運

10:38~10:43
10:08~10:13
10:08~10:13
(10:38~10:43) (10:08~10:13) (10:08~10:13)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精 美 一 街 42巷 27號

沿街

10:40~10:45
10:10~10:15
(10:40~10:45) (10:10~10:15)

無清運

10:40~10:45
10:10~10:15
10:10~10:15
(10:40~10:45) (10:10~10:15) (10:10~10:1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精 美 一 街 30巷 30號

沿街

10:43~10:48
10:13~10:18
(10:43~10:48) (10:13~10:18)

無清運

10:43~10:48
10:13~10:18
10:13~10:18
(10:43~10:48) (10:13~10:18) (10:13~10:18)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精 美 一 街 2號

沿街

10:48~10:53
10:15~10:20
(10:48~10:53) (10:15~10:20)

無清運

10:48~10:53
10:15~10:20
10:15~10:20
(10:48~10:53)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精 美 一 街 13巷 6號

沿街

10:50~10:55
10:18~10:23
(10:50~10:55) (10:18~10:23)

無清運

10:50~10:55
10:18~10:23
10:18~10:23
(10:50~10:55)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精 美 一 街 55巷 56號

沿街

10:55~11:00
10:23~10:28
(10:55~11:00) (10:23~10:28)

無清運

10:55~11:00
10:23~10:28
10:23~10:28
(10:55~11:00) (10:23~10:28) (10:23~10:28)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和 街 11巷 32號

沿街

11:00~11:05
10:28~10:33
(11:00~11:05) (10:28~10:33)

無清運

11:00~11:05
10:28~10:33
10:28~10:33
(11:00~11:05) (10:28~10:33) (10:28~10:33)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祥 街 7號

沿街

11:05~11:10
10:30~10:35
(11:05~11:10) (10:30~10:35)

無清運

11:05~11:10
10:30~10:35
10:30~10:35
(11:05~11:10)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功 街 1號

沿街

11:08~11:13
10:33~10:38
(11:08~11:13) (10:33~10:38)

無清運

11:08~11:13
10:33~10:38
10:33~10:38
(11:08~11:13) (10:33~10:38) (10:33~10:38)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成 二 街 26號

沿街

11:10~11:15
10:35~10:40
(11:10~11:15) (10:35~10:40)

無清運

11:10~11:15
10:35~10:40
10:35~10:40
(11:10~11:15) (10:35~10:40) (10:35~10:40)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功 街 57號

沿街

11:13~11:18
10:38~10:43
(11:13~11:18) (10:38~10:43)

無清運

11:13~11:18
10:38~10:43
10:38~10:43
(11:13~11:18) (10:38~10:43) (10:38~10:43)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成 路 86號

沿街

11:15~11:20
10:40~10:45
(11:15~11:20) (10:40~10:45)

無清運

11:15~11:20
10:40~10:45
10:40~10:45
(11:15~11:20) (10:40~10:45) (10:40~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建 祥 街 31號

沿街

11:18~11:23
10:45~10:50
(11:18~11:23) (10:45~10:50)

無清運

11:18~11:23
10:45~10:50
10:45~10:50
(11:18~11:23) (10:45~10:50) (10:45~10:50)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中 平 九 街 109巷 33弄 10
號

沿街

11:20~11:25
10:50~10:55
(11:20~11:25) (10:50~10:55)

無清運

11:20~11:25
10:50~10:55
10:50~10:55
(11:20~11:25) (10:50~10:55) (10:50~10:5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國里

325-UR

中 平 九 街 109巷 1號

沿街

11:25~11:30
10:55~11:00
(11:25~11:30) (10:55~11:00)

無清運

11:25~11:30
10:55~11:00
10:55~11:00
(11:25~11:30) (10:55~11:00) (10:55~11:0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溪 洲 路 16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欣 一 路 151號

沿街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欣 一 路 117號

沿街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欣 十 街 8號

沿街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昌 路 438號

沿街

08:15~08:20
08:13~08:18
(08:15~08:20) (08:13~08:18)

無清運

08:15~08:20
08:13~08:18
08:13~08:18
(08:15~08:20)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宜 昌 東 路 15號 (斜 對 面

)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昌 路 598號

沿街

08:20~08:25
08:15~08:20
(08:20~08:25) (08:15~08:20)

無清運

08:20~08:25
08:15~08:20
08:15~08:20
(08:20~08:25)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昌 路 387號

沿街

08:25~08:30
08:17~08:22
(08:25~08:30) (08:17~08:22)

無清運

08:25~08:30
08:17~08:22
08:17~08:22
(08:25~08:30) (08:17~08:22) (08:17~08:22)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昌 路 477號

沿街

08:25~08:30
08:18~08:23
(08:25~08:30) (08:18~08:23)

無清運

08:25~08:30
08:18~08:23
08:18~08:23
(08:25~08:30)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欣 四 街 2號

沿街

08:28~08:33
08:20~08:25
(08:28~08:33) (08:20~08:25)

無清運

08:28~08:33
08:20~08:25
08:20~08:25
(08:28~08:33)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欣 四 街 2~1巷 28號

沿街

08:30~08:35
08:22~08:27
(08:30~08:35) (08:22~08:27)

無清運

08:30~08:35
08:22~08:27
08:22~08:27
(08:30~08:35) (08:22~08:27) (08:22~08:27)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昌 路 510巷 15號

沿街

08:32~08:37
08:25~08:30
(08:32~08:37) (08:25~08:30)

無清運

08:32~08:37
08:25~08:30
08:25~08:30
(08:32~08:37)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欣 一 街 28號

沿街

08:35~08:40
08:28~08:33
(08:35~08:40) (08:28~08:33)

無清運

08:35~08:40
08:28~08:33
08:28~08:33
(08:35~08:40)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欣 一 街 64巷 15號

沿街

08:38~08:43
08:30~08:35
(08:38~08:43) (08:30~08:35)

無清運

08:38~08:43
08:30~08:35
08:30~08:35
(08:38~08:43)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欣 三 街 47號

沿街

08:40~08:45
08:33~08:38
(08:40~08:45) (08:33~08:38)

無清運

08:40~08:45
08:33~08:38
08:33~08:38
(08:40~08:45) (08:33~08:38) (08:33~08:3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欣 二 路 8號

沿街

08:43~08:48
08:35~08:40
(08:43~08:48) (08:35~08:40)

無清運

08:43~08:48
08:35~08:40
08:35~08:40
(08:43~08:48)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欣 二 路 74號

沿街

08:46~08:51
08:38~08:43
(08:46~08:51) (08:38~08:43)

無清運

08:46~08:51
08:38~08:43
08:38~08:43
(08:46~08:51)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欣 二 路 114號

沿街

08:50~08:55
08:43~08:48
(08:50~08:55) (08:43~08:48)

無清運

08:50~08:55
08:43~08:48
08:43~08:48
(08:50~08:55)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欣 二 路 152號

沿街

08:55~09:00
08:50~08:55
(08:55~09:00) (08:50~08:55)

無清運

08:55~09:00
08:50~08:55
08:50~08:55
(08:55~09:00)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欣 一 路 171號

沿街

09:00~09:05
08:53~08:58
(09:00~09:05) (08:53~08:58)

無清運

09:00~09:05
08:53~08:58
08:53~08:58
(09:00~09:05)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欣 一 路 101號

沿街

09:03~09:08
08:55~09:00
(09:03~09:08) (08:55~09:00)

無清運

09:03~09:08
08:55~09:00
08:55~09:00
(09:03~09:08)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欣 一 路 27號

沿街

09:05~09:10
08:58~09:03
(09:05~09:10) (08:58~09:03)

無清運

09:05~09:10
08:58~09:03
08:58~09:03
(09:05~09:10)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欣 路 61號

沿街

09:10~09:15
09:00~09:05
(09:10~09:15) (09:00~09:05)

無清運

09:10~09:15
09:00~09:05
09:00~09:05
(09:10~09:15)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欣 路 10號

沿街

09:12~09:17
09:05~09:10
(09:12~09:17) (09:05~09:10)

無清運

09:12~09:17
09:05~09:10
09:05~09:10
(09:12~09:17) (09:05~09:10)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宜 欣 路 67巷 60弄 11號

沿街

09:15~09:20
09:10~09:15
(09:15~09:20) (09:10~09:15)

無清運

09:15~09:20
09:10~09:15
09:10~09:15
(09:15~09:20)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中 山 路 三 段 81巷 45號

沿街

09:18~09:23
09:13~09:18
(09:18~09:23) (09:13~09:18)

無清運

09:18~09:23
09:13~09:18
09:13~09:18
(09:18~09:23) (09:13~09:18) (09:13~09:18)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中 山 路 三 段 67巷 50號

沿街

09:20~09:25
09:15~09:20
(09:20~09:25) (09:15~09:20)

無清運

09:20~09:25
09:15~09:20
09:15~09:20
(09:20~09:25)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中 山 路 三 段 53巷 30弄 9
號

沿街

09:25~09:30
09:18~09:23
(09:25~09:30) (09:18~09:23)

無清運

09:25~09:30
09:18~09:23
09:18~09:23
(09:25~09:30)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中 山 路 三 段 53巷 9號

沿街

09:27~09:32
09:18~09:23
(09:27~09:32) (09:18~09:23)

無清運

09:27~09:32
09:18~09:23
09:18~09:23
(09:27~09:32)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富 宜 路 248巷 4號

沿街

09:30~09:35
09:20~09:25
(09:30~09:35) (09:20~09:25)

無清運

09:30~09:35
09:20~09:25
09:20~09:25
(09:30~09:35)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富 宜 路 232巷 28號

沿街

09:35~09:40
09:25~09:30
(09:35~09:40) (09:25~09:30)

無清運

09:35~09:40
09:25~09:30
09:25~09:30
(09:35~09:40)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富 宜 路 233號

沿街

09:38~09:43
09:27~09:32
(09:38~09:43) (09:27~09:32)

無清運

09:38~09:43
09:27~09:32
09:27~09:32
(09:38~09:43) (09:27~09:32) (09:27~09:32)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中 山 路 三 段 25巷 26弄 3
號

沿街

09:40~09:45
09:29~09:34
(09:40~09:45) (09:29~09:34)

無清運

09:40~09:45
09:29~09:34
09:29~09:34
(09:40~09:45) (09:29~09:34) (09:29~09:34)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中 山 路 三 段 19巷 40弄 5
號

沿街

09:42~09:47
09:30~09:35
(09:42~09:47) (09:30~09:35)

無清運

09:42~09:47
09:30~09:35
09:30~09:35
(09:42~09:47)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中 山 路 三 段 19巷 5號

沿街

09:45~09:50
09:33~09:38
(09:45~09:50) (09:33~09:38)

無清運

09:45~09:50
09:33~09:38
09:33~09:38
(09:45~09:50) (09:33~09:38) (09:33~09:3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中 山 路 三 段 1巷 46號

沿街

09:47~09:52
09:35~09:40
(09:47~09:52) (09:35~09:40)

無清運

09:47~09:52
09:35~09:40
09:35~09:40
(09:47~09:52) (09:35~09:4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409-VP

中 山 路 三 段 1巷 56弄 8
號

沿街

09:50~09:55
09:38~09:43
(09:50~09:55) (09:38~09:43)

無清運

09:50~09:55
09:38~09:43
09:38~09:43
(09:50~09:55) (09:38~09:43) (09:38~09:4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富 宜 路 190巷 6號

沿街

09:55~10:00
09:42~09:47
(09:55~10:00) (09:42~09:47)

無清運

09:55~10:00
09:42~09:47
09:42~09:47
(09:55~10:00) (09:42~09:47) (09:42~09:47)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富 宜 路 146巷 3弄 4號

沿街

09:58~10:03
09:43~09:48
(09:58~10:03) (09:43~09:48)

無清運

09:58~10:03
09:43~09:48
09:43~09:48
(09:58~10:03) (09:43~09:48) (09:43~09:4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富 宜 路 194號

沿街

09:53~09:58
09:40~09:45
(09:53~09:58) (09:40~09:45)

無清運

09:53~09:58
09:40~09:45
09:40~09:45
(09:53~09:58)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182號

沿街

10:00~10:05
09:45~09:50
(10:00~10:05) (09:45~09:50)

無清運

10:00~10:05
09:45~09:50
09:45~09:50
(10:00~10:05)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115號

沿街

10:02~10:07
09:50~09:55
(10:02~10:07) (09:50~09:55)

無清運

10:02~10:07
09:50~09:55
09:50~09:55
(10:02~10:07)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160巷 12號

沿街

10:05~10:10
09:55~10:00
(10:05~10:10) (09:55~10:00)

無清運

10:05~10:10
09:55~10:00
09:55~10:00
(10:05~10:10) (09:55~10:00)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富 宜 路 146巷 2號

沿街

10:08~10:13
09:58~10:03
(10:08~10:13) (09:58~10:03)

無清運

10:08~10:13
09:58~10:03
09:58~10:03
(10:08~10:13) (09:58~10:03) (09:58~10:0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富 宜 路 85號

沿街

10:12~10:17
10:00~10:05
(10:12~10:17) (10:00~10:05)

無清運

10:12~10:17
10:00~10:05
10:00~10:05
(10:12~10:17)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富 宜 路 13號

沿街

10:16~10:21
10:05~10:10
(10:16~10:21) (10:05~10:10)

無清運

10:16~10:21
10:05~10:10
10:05~10:10
(10:16~10:21) (10:05~10:10) (10:05~10:10)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溪 洲 路 74之 2號

沿街

10:20~10:25
10:08~10:13
(10:20~10:25) (10:08~10:13)

無清運

10:20~10:25
10:08~10:13
10:08~10:13
(10:20~10:25) (10:08~10:13)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溪 洲 路 86號

沿街

10:23~10:28
10:10~10:15
(10:23~10:28) (10:10~10:15)

無清運

10:23~10:28
10:10~10:15
10:10~10:15
(10:23~10:28) (10:10~10:15) (10:10~10:1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41號

沿街

10:28~10:33
10:15~10:20
(10:28~10:33) (10:15~10:20)

無清運

10:28~10:33
10:15~10:20
10:15~10:20
(10:28~10:33)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72號

沿街

10:28~10:33
10:15~10:20
(10:28~10:33) (10:15~10:20)

無清運

10:28~10:33
10:15~10:20
10:15~10:20
(10:28~10:33)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仁 和 街 32之 1巷 9弄 43
號

沿街

10:30~10:35
10:18~10:23
(10:30~10:35) (10:18~10:23)

無清運

10:30~10:35
10:18~10:23
10:18~10:23
(10:30~10:35)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富 平 路 8號

沿街

10:33~10:38
10:18~10:23
(10:33~10:38) (10:18~10:23)

無清運

10:33~10:38
10:18~10:23
10:18~10:23
(10:33~10:38)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富 平 路 20號

沿街

10:35~10:40
10:20~10:25
(10:35~10:40) (10:20~10:25)

無清運

10:35~10:40
10:20~10:25
10:20~10:25
(10:35~10:40) (10:20~10:25) (10:20~10:2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富 平 路 37巷 2號

沿街

10:38~10:43
10:22~10:27
(10:38~10:43) (10:22~10:27)

無清運

10:38~10:43
10:22~10:27
10:22~10:27
(10:38~10:43) (10:22~10:27) (10:22~10:27)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富 平 路 37巷 62號

沿街

10:40~10:45
10:23~10:28
(10:40~10:45) (10:23~10:28)

無清運

10:40~10:45
10:23~10:28
10:23~10:28
(10:40~10:45) (10:23~10:28) (10:23~10:2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11巷 7號

沿街

10:42~10:47
10:25~10:30
(10:42~10:47) (10:25~10:30)

無清運

10:42~10:47
10:25~10:30
10:25~10:30
(10:42~10:47) (10:25~10:30) (10:25~10:3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20號

沿街

10:44~10:49
10:25~10:30
(10:44~10:49) (10:25~10:30)

無清運

10:44~10:49
10:25~10:30
10:25~10:30
(10:44~10:49) (10:25~10:30) (10:25~10:3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5巷 2號

沿街

10:45~10:50
10:27~10:32
(10:45~10:50) (10:27~10:32)

無清運

10:45~10:50
10:27~10:32
10:27~10:32
(10:45~10:50) (10:27~10:32) (10:27~10:32)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富 平 路 13巷 8號

沿街

10:46~10:51
10:30~10:35
(10:46~10:51) (10:30~10:35)

無清運

10:46~10:51
10:30~10:35
10:30~10:35
(10:46~10:51)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23巷 49弄 13
號

沿街

10:48~10:53
10:32~10:37
(10:48~10:53) (10:32~10:37)

無清運

10:48~10:53
10:32~10:37
10:32~10:37
(10:48~10:53) (10:32~10:37) (10:32~10:37)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23巷 2弄 1號

沿街

10:50~10:55
10:32~10:37
(10:50~10:55) (10:32~10:37)

無清運

10:50~10:55
10:32~10:37
10:32~10:37
(10:50~10:55) (10:32~10:37) (10:32~10:37)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23~1號

沿街

10:53~10:58
10:35~10:40
(10:53~10:58) (10:35~10:40)

無清運

10:53~10:58
10:35~10:40
10:35~10:40
(10:53~10:58) (10:35~10:40) (10:35~10:4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409-VP

宜 昌 東 路 116號

沿街

10:58~11:03
10:40~10:45
(10:58~11:03) (10:40~10:45)

無清運

10:58~11:03
10:40~10:45
10:40~10:45
(10:58~11:03) (10:40~10:45) (10:40~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太 平 三 街 9號

沿街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無清運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太 平 三 街 81號

沿街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無清運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永 康 街 18號

沿街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永 華 路 254號

沿街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無清運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06:45~06:5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410-VP

永 華 街 288號 對 面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410-VP

永 富 街 42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410-VP

長 億 六 街 122號

沿街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410-VP

永 成 北 路 201號

沿街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410-VP

永 昌 街 7號

沿街

08:10~08:15
08:12~08:17
(08:10~08:15) (08:12~08:17)

無清運

08:10~08:15
08:12~08:17
08:12~08:17
(08:10~08:15) (08:12~08:17) (08:12~08:17)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410-VP

永 康 街 18號

沿街

08:15~08:20
08:16~08:21
(08:15~08:20) (08:16~08:21)

無清運

08:15~08:20
08:16~08:21
08:16~08:21
(08:15~08:20) (08:16~08:21) (08:16~08:21)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410-VP

永 成 北 路 178號

沿街

08:25~08:30
08:20~08:25
(08:25~08:30) (08:20~08:25)

無清運

08:25~08:30
08:20~08:25
08:20~08:25
(08:25~08:30)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410-VP

長 億 五 街 47號

沿街

08:30~08:35
08:25~08:30
(08:30~08:35) (08:25~08:30)

無清運

08:30~08:35
08:25~08:30
08:25~08:30
(08:30~08:35)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410-VP

長 億 四 街 54號

沿街

08:35~08:40
08:30~08:35
(08:35~08:40) (08:30~08:35)

無清運

08:35~08:40
08:30~08:35
08:30~08:35
(08:35~08:40)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太 平 三 街 136號

沿街

08:40~08:45
08:35~08:40
(08:40~08:45) (08:35~08:40)

無清運

08:40~08:45
08:35~08:40
08:35~08:40
(08:40~08:45)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太 平 三 街 273號

沿街

08:43~08:48
08:40~08:45
(08:43~08:48) (08:40~08:45)

無清運

08:43~08:48
08:40~08:45
08:40~08:45
(08:43~08:48)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十 街 18號

沿街

08:48~08:53
08:45~08:50
(08:48~08:53) (08:45~08:50)

無清運

08:48~08:53
08:45~08:50
08:45~08:50
(08:48~08:53)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十 街 72號

沿街

08:53~08:58
08:50~08:55
(08:53~08:58) (08:50~08:55)

無清運

08:53~08:58
08:50~08:55
08:50~08:55
(08:53~08:58)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十 街 33巷 7弄 巷 2
號

沿街

08:58~09:03
08:53~08:58
(08:58~09:03) (08:53~08:58)

無清運

08:58~09:03
08:53~08:58
08:53~08:58
(08:58~09:03)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十 街 33巷 19弄 15
號

沿街

09:03~09:08
08:55~09:00
(09:03~09:08) (08:55~09:00)

無清運

09:03~09:08
08:55~09:00
08:55~09:00
(09:03~09:08)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十 街 22號

沿街

09:08~09:13
09:00~09:05
(09:08~09:13) (09:00~09:05)

無清運

09:08~09:13
09:00~09:05
09:00~09:05
(09:08~09:13)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永 安 街 116號

沿街

09:13~09:18
09:05~09:10
(09:13~09:18) (09:05~09:10)

無清運

09:13~09:18
09:05~09:10
09:05~09:10
(09:13~09:18) (09:05~09:10)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永 安 街 89號

沿街

09:15~09:20
09:08~09:13
(09:15~09:20) (09:08~09:13)

無清運

09:15~09:20
09:08~09:13
09:08~09:13
(09:15~09:20) (09:08~09:13) (09:08~09:13)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九 街 23號

沿街

09:18~09:23
09:12~09:17
(09:18~09:23) (09:12~09:17)

無清運

09:18~09:23
09:12~09:17
09:12~09:17
(09:18~09:23) (09:12~09:17) (09:12~09:17)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八 街 20號

沿街

09:23~09:28
09:15~09:20
(09:23~09:28) (09:15~09:20)

無清運

09:23~09:28
09:15~09:20
09:15~09:20
(09:23~09:28)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永 樂 街 7號

沿街

09:28~09:33
09:18~09:23
(09:28~09:33) (09:18~09:23)

無清運

09:28~09:33
09:18~09:23
09:18~09:23
(09:28~09:33)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七 街 78號

沿街

09:33~09:35
09:20~09:25
(09:33~09:35) (09:20~09:25)

無清運

09:33~09:35
09:20~09:25
09:20~09:25
(09:33~09:35)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七 街 6號

沿街

09:35~09:38
09:23~09:28
(09:35~09:38) (09:23~09:28)

無清運

09:35~09:38
09:23~09:28
09:23~09:28
(09:35~09:38)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六 街 5號

沿街

09:38~09:43
09:28~09:33
(09:38~09:43) (09:28~09:33)

無清運

09:38~09:43
09:28~09:33
09:28~09:33
(09:38~09:43)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六 街 14號

沿街

10:25~10:30
09:33~09:38
(10:25~10:30) (09:33~09:38)

無清運

10:25~10:30
09:33~09:38
09:33~09:38
(10:25~10:30) (09:33~09:38) (09:33~09:38)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六 街 36號

沿街

10:30~10:35
09:35~09:40
(10:30~10:35) (09:35~09:40)

無清運

10:30~10:35
09:35~09:40
09:35~09:40
(10:30~10:35) (09:35~09:4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五 街 78號

沿街

10:35~10:40
09:40~09:45
(10:35~10:40) (09:40~09:45)

無清運

10:35~10:40
09:40~09:45
09:40~09:45
(10:35~10:40)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四 街 54號

沿街

10:40~10:45
09:45~09:50
(10:40~10:45) (09:45~09:50)

無清運

10:40~10:45
09:45~09:50
09:45~09:50
(10:40~10:45)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南 二 街 5號

沿街

10:43~10:48
09:50~09:55
(10:43~10:48) (09:50~09:55)

無清運

10:43~10:48
09:50~09:55
09:50~09:55
(10:43~10:48)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二 街 31號

沿街

10:45~10:50
09:55~10:00
(10:45~10:50) (09:55~10:00)

無清運

10:45~10:50
09:55~10:00
09:55~10:00
(10:45~10:50) (09:55~10:00)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一 街 25號

沿街

10:50~10:55
09:58~10:03
(10:50~10:55) (09:58~10:03)

無清運

10:50~10:55
09:58~10:03
09:58~10:03
(10:50~10:55) (09:58~10:03) (09:58~10:03)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二 街 25巷 23號

沿街

11:00~11:05
10:00~10:05
(11:00~11:05) (10:00~10:05)

無清運

11:00~11:05
10:00~10:05
10:00~10:05
(11:00~11:05)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一 街 1巷 3號

沿街

11:05~11:10
10:03~10:08
(11:05~11:10) (10:03~10:08)

無清運

11:05~11:10
10:03~10:08
10:03~10:08
(11:05~11:10) (10:03~10:08) (10:03~10:08)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路 3號

沿街

11:10~11:15
10:05~10:10
(11:10~11:15) (10:05~10:10)

無清運

11:10~11:15
10:05~10:10
10:05~10:10
(11:10~11:15) (10:05~10:10)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路 19號

沿街

11:13~11:18
10:10~10:15
(11:13~11:18) (10:10~10:15)

無清運

11:13~11:18
10:10~10:15
10:10~10:15
(11:13~11:18) (10:10~10:15) (10:10~10:1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太 平 三 街 5號

沿街

11:15~11:20
10:15~10:20
(11:15~11:20) (10:15~10:20)

無清運

11:15~11:20
10:15~10:20
10:15~10:20
(11:15~11:20)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二 街 7號

沿街

11:18~11:23
10:18~10:23
(11:18~11:23) (10:18~10:23)

無清運

11:18~11:23
10:18~10:23
10:18~10:23
(11:18~11:23)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一 街 如 意 巷 15號

沿街

11:23~11:28
10:23~10:28
(11:23~11:28) (10:23~10:28)

無清運

11:23~11:28
10:23~10:28
10:23~10:28
(11:23~11:28) (10:23~10:28) (10:23~10:28)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太 平 三 街 81號

沿街

11:28~11:33
10:25~10:30
(11:28~11:33) (10:25~10:30)

無清運

11:28~11:33
10:25~10:30
10:25~10:30
(11:28~11:33) (10:25~10:30) (10:25~10:30)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太 平 一 街 167號

沿街

11:30~11:35
10:30~10:35
(11:30~11:35) (10:30~10:35)

無清運

11:30~11:35
10:30~10:35
10:30~10:35
(11:30~11:35)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太 平 一 街 99號

沿街

11:33~11:38
10:35~10:40
(11:33~11:38) (10:35~10:40)

無清運

11:33~11:38
10:35~10:40
10:35~10:40
(11:33~11:38) (10:35~10:40) (10:35~10:4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五 街 47號

沿街

11:38~11:43
10:38~10:43
(11:38~11:43) (10:38~10:43)

無清運

11:38~11:43
10:38~10:43
10:38~10:43
(11:38~11:43) (10:38~10:43) (10:38~10:43)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六 街 5號

沿街

11:40~11:45
10:40~10:45
(11:40~11:45) (10:40~10:45)

無清運

11:40~11:45
10:40~10:45
10:40~10:45
(11:40~11:45) (10:40~10:45) (10:40~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東 五 街 73號

沿街

11:43~11:48
10:43~10:48
(11:43~11:48) (10:43~10:48)

無清運

11:43~11:48
10:43~10:48
10:43~10:48
(11:43~11:48) (10:43~10:48) (10:43~10:48)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410-VP

長 億 東 三 街 69號

沿街

11:48~11:53
10:45~10:50
(11:48~11:53) (10:45~10:50)

無清運

11:48~11:53
10:45~10:50
10:45~10:50
(11:48~11:53) (10:45~10:50) (10:45~10:5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426-VP

永 平 路 一 段 5號 (中 興
立體停車場前)

定點

19:00~20:00
(19:00~20:00)

無清運

19:00~20:00
(19:00~20: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53-UE

中 山 路 四 段 23號 旁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53-UE

旱 溪 西 路 230巷 53弄 1
號

沿街

無清運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無清運

06:30~06:40
06:20~06:25
(06:30~06:40) (06:20~06:2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853-UE

東 平 路 618巷 2號

沿街

無清運

08:57~09:02
(08:57~09:02)

無清運

無清運

08:57~09:02
(08:57~09:02)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853-UE

中 和 街 51巷 1號

沿街

無清運

09:05~09:10
(09:05~09:10)

無清運

無清運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聖和里

853-UE

長 龍 路 一 段 中 山 巷 2號

沿街

無清運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10:25~10:30
(10:25~10:30)

無清運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聖和里

853-UE

長龍路一段中山二巷2
3號

沿街

無清運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10:23~10:28
(10:23~10:2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3-UE

振 福 路 499巷 1號

沿街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無清運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3-UE

新 光 路 46號

沿街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無清運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853-UE

中 山 路 二 段 362巷 2號

沿街

06:40~06:45
(06:40~06:45)

無清運

無清運

06:40~06:45
(06:40~06:45)

無清運

06:40~06:45
(06:40~06:4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3-UE

新 光 路 新 生 巷 10號

沿街

06:40~06:45
(06:40~06:45)

無清運

無清運

06:40~06:45
(06:40~06:45)

無清運

06:45~06:50
(06:45~06:5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53-UE

福 興 街 3號

沿街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53-UE

福 興 街 24巷 1號

沿街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3-UE

中 山 路 三 段 170巷 10號

沿街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新吉里

853-UE

祥 順 路 211號

沿街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無清運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3-UE

溪 洲 西 路 58巷 2號

沿街

08:45~08:50
08:30~08:35
(08:45~08:50) (08:30~08:35)

無清運

08:45~08:50
08:30~08:35
08:45~08:50
(08:45~08:50) (08:30~08:35)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3-UE

溪 洲 西 路 58巷 50號

沿街

08:48~08:53
08:33~08:38
(08:48~08:53) (08:33~08:38)

無清運

08:48~08:53
08:32~08:37
08:48~08:53
(08:48~08:53) (08:32~08:37)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853-UE

宜 昌 東 路 5巷 3號

沿街

08:55~09:00
08:38~08:43
(08:55~09:00) (08:38~08:43)

無清運

08:55~09:00
08:38~08:43
08:55~09:00
(08:55~09:00) (08:38~08:43)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853-UE

新 平 路 一 段 35巷 3號

沿街

09:10~09:15
08:45~08:50
(09:10~09:15) (08:45~08:50)

無清運

09:10~09:15
08:50~08:55
08:58~09:03
(09:10~09:15) (08:50~08:55)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3-UE

太 平 七 街 3號

沿街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無清運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3-UE

太 平 七 街 17號

沿街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無清運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853-UE

長 億 一 街 3號

沿街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無清運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長億里

853-UE

太 平 一 街 3號

沿街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無清運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隆里

853-UE

光 明 路 9號

沿街

09:55~10:00
10:20~10:25
(09:55~10:00) (10:20~10:25)

無清運

09:55~10:00
10:15~10:20
09:40~09:45
(09:55~10:00) (10:15~10:20)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隆里

853-UE

光 明 路 9~23號

沿街

10:00~10:05
10:25~10:30
(10:00~10:05) (10:25~10:30)

無清運

10:00~10:05
10:20~10:25
09:45~09:50
(10:00~10:05) (10:20~10:25)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53-UE

東 平 路 267巷 1號

沿街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53-UE

東 平 路 267巷 15號

沿街

10:35~10:40
(10:35~10:40)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53-UE

東 平 路 308巷 2號

沿街

10:40~10:45
(10:40~10:45)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53-UE

東 平 路 308巷 22號

沿街

10:45~10:50
(10:45~10:50)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09:33~09:38
(09:33~09:38)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853-UE

東 村 十 二 街 2號

沿街

10:48~10:53
(10:48~10:53)

無清運

無清運

10:50~10:55
(10:50~10:55)

無清運

10:35~10:40
(10:35~10:4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853-UE

東 村 十 二 街 26號

沿街

10:51~10:56
(10:51~10:56)

無清運

無清運

10:53~10:58
(10:53~10:58)

無清運

10:38~10:43
(10:38~10:4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853-UE

東 村 十 二 街 54號

沿街

10:55~11:00
(10:55~11:00)

無清運

無清運

10:55~11:00
(10:55~11:00)

無清運

10:40~10:45
(10:40~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853-UE

東 村 路 139巷 1號

沿街

10:58~11:03
(10:58~11:03)

無清運

無清運

10:58~11:03
(10:58~11:03)

無清運

10:43~10:48
(10:43~10:48)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和里

853-UE

東 村 路 139巷 19號

沿街

10:59~11:04
(10:59~11:04)

無清運

無清運

11:00~11:05
(11:00~11:05)

無清運

10:45~10:50
(10:45~10:50)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中山里

853-UE

中 山 路 二 段 477巷 3號

沿街

11:00~11:05
09:05~09:10
(11:00~11:05) (09:05~09:10)

無清運

11:05~11:10
09:05~09:10
10:50~10:55
(11:05~11:10) (09:05~09:10) (10:50~10:5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53-UE

中 山 路 二 段 477巷 25號

沿街

11:05~11:10
09:10~09:15
(11:05~11:10) (09:10~09:15)

無清運

11:08~11:13
09:10~09:15
10:55~11:00
(11:08~11:13) (09:10~09:15) (10:55~11:00)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853-UE

大 興 七 街 1號

沿街

11:18~11:23
(11:18~11:23)

無清運

無清運

11:20~11:25
(11:20~11:25)

無清運

11:05~11:10
(11:05~11:10)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853-UE

大 興 七 街 20號

沿街

11:20~11:25
(11:20~11:25)

無清運

無清運

11:25~11:30
(11:25~11:30)

無清運

11:08~11:13
(11:08~11:13)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853-UE

廍 仔 坑 路 7號

沿街

11:30~11:35
(11:30~11:35)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853-UE

廍 仔 坑 路 95號

沿街

11:35~11:40
(11:35~11:40)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853-UE

大 興 二 十 二 街 6號

沿街

11:45~11:50
(11:45~11:50)

無清運

無清運

11:35~11:40
(11:35~11:40)

無清運

11:20~11:25
(11:20~11:25)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853-UE

大 興 二 十 二 街 38號

沿街

11:48~11:53
(11:48~11:53)

無清運

無清運

11:40~11:45
(11:40~11:45)

無清運

11:25~11:30
(11:25~11:30)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853-UE

坪 林 路 54號

沿街

11:55~12:00
(11:55~12:00)

無清運

無清運

11:50~11:55
(11:50~11:55)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856-UE

光 興 路 153號 對 面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856-UE

光 德 路 458巷 5弄 16號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856-UE

華 安 街 102號

沿街

08:02~08:07
08:02~08:07
(08:02~08:07) (08:02~08:07)

無清運

08:02~08:07
08:02~08:07
08:02~08:07
(08:02~08:07) (08:02~08:07) (08:02~08:07)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856-UE

華 安 街 26號

沿街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856-UE

華 安 街 136巷 12號

沿街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無清運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856-UE

華 安 街 136巷 3號

沿街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無清運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08:07~08:12)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856-UE

華 安 街 100巷 26號

沿街

08:12~08:17
08:10~08:15
(08:12~08:17) (08:10~08:15)

無清運

08:12~08:17
08:10~08:15
08:10~08:15
(08:12~08:17)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856-UE

華 安 街 100巷 8號

沿街

08:12~08:17
08:10~08:15
(08:12~08:17) (08:10~08:15)

無清運

08:12~08:17
08:10~08:15
08:10~08:15
(08:12~08:17)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856-UE

華 安 街 146號

沿街

08:17~08:23
08:13~08:17
(08:17~08:23) (08:13~08:17)

無清運

08:17~08:23
08:13~08:17
08:13~08:17
(08:17~08:23) (08:13~08:17) (08:13~08:17)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永 成 北 路 128巷 4號

沿街

08:25~08:30
08:17~08:22
(08:25~08:30) (08:17~08:22)

無清運

08:25~08:30
08:17~08:22
08:17~08:22
(08:25~08:30) (08:17~08:22) (08:17~08:22)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永 成 北 路 128巷 21弄 2
號

沿街

08:28~08:33
08:20~08:25
(08:28~08:33) (08:20~08:25)

無清運

08:28~08:33
08:20~08:25
08:20~08:25
(08:28~08:33)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永 成 北 路 128巷 21弄 38
號

沿街

08:30~08:35
08:20~08:25
(08:30~08:35) (08:20~08:25)

無清運

08:30~08:35
08:20~08:25
08:20~08:25
(08:30~08:3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永 成 北 路 186巷 67號

沿街

08:33~08:38
08:23~08:28
(08:33~08:38) (08:23~08:28)

無清運

08:33~08:38
08:23~08:28
08:23~08:28
(08:33~08:3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永 成 北 路 186巷 83號

沿街

08:33~08:38
08:23~08:28
(08:33~08:38) (08:23~08:28)

無清運

08:33~08:38
08:23~08:28
08:23~08:28
(08:33~08:3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長 億 六 街 79巷 42號

沿街

08:35~08:40
08:25~08:30
(08:35~08:40) (08:25~08:30)

無清運

08:35~08:40
08:25~08:30
08:25~08:30
(08:35~08:4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長 億 路 258號

沿街

08:40~08:45
08:28~08:33
(08:40~08:45) (08:28~08:33)

無清運

08:40~08:45
08:28~08:33
08:28~08:33
(08:40~08:45)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永 成 北 路 66巷 26號

沿街

08:43~08:48
08:30~08:35
(08:43~08:48) (08:30~08:35)

無清運

08:43~08:48
08:30~08:35
08:30~08:35
(08:43~08:48)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永 成 北 路 66巷 55號

沿街

08:45~08:50
08:33~08:38
(08:45~08:50) (08:33~08:38)

無清運

08:45~08:50
08:33~08:38
08:33~08:38
(08:45~08:50) (08:33~08:38) (08:33~08:38)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長 億 六 街 79巷 125號

沿街

08:48~08:53
08:35~08:40
(08:48~08:53) (08:35~08:40)

無清運

08:48~08:53
08:35~08:40
08:35~08:40
(08:48~08:53)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永 成 北 路 128巷 43號

沿街

08:50~08:55
08:40~08:45
(08:50~08:55) (08:40~08:45)

無清運

08:50~08:55
08:40~08:45
08:40~08:45
(08:50~08:5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永 成 北 路 128巷 50弄 6
號

沿街

08:50~08:55
08:43~08:48
(08:50~08:55) (08:43~08:48)

無清運

08:50~08:55
08:43~08:48
08:43~08:48
(08:50~08:55)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永 成 北 路 66巷 1弄 63號

沿街

08:53~08:58
08:45~08:50
(08:53~08:58) (08:45~08:50)

無清運

08:53~08:58
08:45~08:50
08:45~08:50
(08:53~08:58)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永 成 北 路 66巷 1弄 15號

沿街

08:55~09:00
08:48~08:53
(08:55~09:00) (08:48~08:53)

無清運

08:55~09:00
08:48~08:53
08:48~08:53
(08:55~09:00)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長 億 六 街 79巷 77號

沿街

08:55~09:00
08:50~08:55
(08:55~09:00) (08:50~08:55)

無清運

08:55~09:00
08:50~08:55
08:50~08:55
(08:55~09:00)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中 南 路 80號

沿街

09:10~09:15
09:00~09:05
(09:10~09:15) (09:00~09:05)

無清運

09:10~09:15
09:00~09:05
09:00~09:05
(09:10~09:15)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6-UE

中 南 路 20號

沿街

09:15~09:20
09:05~09:10
(09:15~09:20) (09:05~09:10)

無清運

09:15~09:20
09:05~09:10
09:05~09:10
(09:15~09:20) (09:05~09:10)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太 平 十 七 街 8號

沿街

09:55~10:00
09:10~09:15
(09:55~10:00) (09:10~09:15)

無清運

09:55~10:00
09:10~09:15
09:10~09:15
(09:55~10:00)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太 平 十 五 街 10號

沿街

10:00~10:05
09:15~09:20
(10:00~10:05) (09:15~09:20)

無清運

10:00~10:05
09:15~09:20
09:15~09:20
(10:00~10:05)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太 平 十 九 街 2號

沿街

10:05~10:10
09:20~09:25
(10:05~10:10) (09:20~09:25)

無清運

10:05~10:10
09:20~09:25
09:20~09:25
(10:05~10:10)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豐 路 28巷 2之 1號

沿街

10:10~10:15
09:25~09:30
(10:10~10:15) (09:25~09:30)

無清運

10:10~10:15
09:25~09:30
09:25~09:30
(10:10~10:15)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豐 路 永 新 巷 42號

沿街

10:13~10:18
09:28~09:33
(10:13~10:18) (09:28~09:33)

無清運

10:13~10:18
09:28~09:33
09:28~09:33
(10:13~10:18)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豐 路 永 新 巷 2之 1號

沿街

10:15~10:20
09:30~09:35
(10:15~10:20) (09:30~09:35)

無清運

10:15~10:20
09:30~09:35
09:30~09:35
(10:15~10:20)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豐 路 永 新 巷 7號

沿街

10:18~10:23
09:30~09:35
(10:18~10:23) (09:30~09:35)

無清運

10:18~10:23
09:30~09:35
09:30~09:35
(10:18~10:23)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豐 路 永 新 巷 6弄 2號

沿街

10:20~10:25
09:33~09:38
(10:20~10:25) (09:33~09:38)

無清運

10:20~10:25
09:33~09:38
09:33~09:38
(10:20~10:25) (09:33~09:38) (09:33~09:3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豐 路 永 新 巷 16弄 1號

沿街

10:23~10:28
09:35~09:40
(10:23~10:28) (09:35~09:40)

無清運

10:23~10:28
09:35~09:40
09:35~09:40
(10:23~10:28) (09:35~09:4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豐 路 永 新 巷 16弄 16
號

沿街

10:25~10:30
09:35~09:40
(10:25~10:30) (09:35~09:40)

無清運

10:25~10:30
09:35~09:40
09:35~09:40
(10:25~10:30) (09:35~09:4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豐 路 18巷 2號

沿街

10:30~10:35
09:40~09:45
(10:30~10:35) (09:40~09:45)

無清運

10:30~10:35
09:40~09:45
09:40~09:45
(10:30~10:35)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豐 路 18巷 24號

沿街

10:33~10:38
09:43~09:48
(10:33~10:38) (09:43~09:48)

無清運

10:33~10:38
09:43~09:48
09:43~09:48
(10:33~10:38) (09:43~09:48) (09:43~09:4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義 路 270號

沿街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10:30~10:35
09:48~09:53
(10:30~10:35) (09:48~09:5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義 路 225巷 27號

沿街

10:35~10:40
09:45~09:50
(10:35~10:40) (09:45~09:50)

無清運

10:35~10:40
09:45~09:50
09:45~09:50
(10:35~10:40)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856-UE

永 義 路 225巷 1號

沿街

10:40~10:45
09:48~09:53
(10:40~10:45) (09:48~09:53)

無清運

10:40~10:45
09:48~09:53
09:48~09:53
(10:40~10:45) (09:48~09:53) (09:48~09:5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856-UE

太 平 路 678巷 2號

沿街

10:43~10:48
09:50~09:55
(10:43~10:48) (09:50~09:55)

無清運

10:43~10:48
09:50~09:55
09:50~09:55
(10:43~10:48)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856-UE

太 平 二 十 八 街 2號

沿街

10:45~10:50
09:55~10:00
(10:45~10:50) (09:55~10:00)

無清運

10:45~10:50
09:55~10:00
09:55~10:00
(10:45~10:50) (09:55~10:00)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856-UE

太 平 二 十 六 街 58號

沿街

10:48~10:53
09:55~10:00
(10:48~10:53) (09:55~10:00)

無清運

10:48~10:53
09:55~10:00
09:55~10:00
(10:48~10:53) (09:55~10:00)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6-UE

成 功 東 路 6號

沿街

11:00~11:05
10:05~10:10
(11:00~11:05) (10:05~10:10)

無清運

11:00~11:05
10:05~10:10
10:05~10:10
(11:00~11:05) (10:05~10:10)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6-UE

成 功 東 路 42巷 48號

沿街

11:05~11:10
10:08~10:13
(11:05~11:10) (10:08~10:13)

無清運

11:05~11:10
10:08~10:13
10:08~10:13
(11:05~11:10) (10:08~10:13)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6-UE

成 功 東 56巷 2號

沿街

11:10~11:15
10:10~10:15
(11:10~11:15) (10:10~10:15)

無清運

11:10~11:15
10:10~10:15
10:10~10:15
(11:10~11:15) (10:10~10:15) (10:10~10:1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6-UE

成 功 東 路 70巷 10號

沿街

11:15~11:20
10:13~10:18
(11:15~11:20) (10:13~10:18)

無清運

11:15~11:20
10:13~10:18
10:13~10:18
(11:15~11:20) (10:13~10:18) (10:13~10:1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6-UE

成 功 東 路 166巷 32號

沿街

11:18~11:23
10:15~10:20
(11:18~11:23) (10:15~10:20)

無清運

11:18~11:23
10:15~10:20
10:15~10:20
(11:18~11:23)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56-UE

成 功 東 路 302號

沿街

11:20~11:25
10:20~10:25
(11:20~11:25) (10:20~10:25)

無清運

11:20~11:25
10:20~10:25
10:20~10:25
(11:20~11:25) (10:20~10:25) (10:20~10:25)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56-UE

成 功 東 路 412巷 1號

沿街

11:23~11:28
10:25~10:30
(11:23~11:28) (10:25~10:30)

無清運

11:23~11:28
10:25~10:30
10:25~10:30
(11:23~11:28) (10:25~10:30) (10:25~10:30)

無清運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成功里

856-UE

成 功 東 路 396號

沿街

11:25~11:30
10:30~10:35
(11:25~11:30) (10:30~10:35)

無清運

11:25~11:30
10:30~10:35
10:30~10:35
(11:25~11:30)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56-UE

成 功 東 路 456巷 6號

沿街

11:28~11:33
10:33~10:38
(11:28~11:33) (10:33~10:38)

無清運

11:28~11:33
10:33~10:38
10:33~10:38
(11:28~11:33) (10:33~10:38) (10:33~10:38)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56-UE

成 功 東 路 468號

沿街

11:30~11:35
10:35~10:40
(11:30~11:35) (10:35~10:40)

無清運

11:30~11:35
10:35~10:40
10:35~10:40
(11:30~11:35) (10:35~10:40) (10:35~10:4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7-UE

永 成 北 路 383號

沿街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7-UE

永 成 北 路 213號

沿街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7-UE

太 平 五 街 250號

沿街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08~08:13
08:08~08:13
(08:10~08:15)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7-UE

太 平 五 街 77號

沿街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08:13~08:18
08:10~08:15
08:10~08:15
(08:13~08:18)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7-UE

長 億 二 街 48號

沿街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成里

857-UE

長 億 一 街 76號

沿街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中 平 九 街 10號

沿街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中 平 九 街 68號

沿街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08:23~08:28
08:22~08:27
08:22~08:27
(08:23~08:28) (08:22~08:27) (08:22~08:27)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中 平 九 街 96巷 1號

沿街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08:25~08:30
08:24~08:29
08:24~08:29
(08:25~08:30) (08:24~08:29) (08:24~08:29)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中 平 九 街 96巷 17號

沿街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08:28~08:33
08:25~08:30
08:25~08:30
(08:28~08:33)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太 平 二 十 街 86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0~08:35
08:27~08:32
08:27~08:32
(08:30~08:35) (08:27~08:32) (08:27~08:32)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太 平 二 十 街 10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太 平 二 十 街 39號

沿街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無清運

08:33~08:38
08:32~08:37
08:32~08:37
(08:33~08:38) (08:32~08:37) (08:32~08:37)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太 平 路 351號

沿街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08:35~08:40
08:33~08:38
08:33~08:38
(08:35~08:40) (08:33~08:38) (08:33~08:3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太 平 路 281號

沿街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08:40~08:45
08:35~08:40
08:35~08:40
(08:40~08:45)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太 平 路 241號

沿街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08:43~08:48
08:36~08:41
08:36~08:41
(08:43~08:48) (08:36~08:41) (08:36~08:41)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太 平 十 二 街 1號

沿街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08:45~08:50
08:38~08:43
08:38~08:43
(08:45~08:50)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太 平 十 二 街 53號

沿街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08:48~08:53
08:38~08:43
08:38~08:43
(08:48~08:53)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中 平 九 街 188號

沿街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08:50~08:55
08:40~08:45
08:40~08:45
(08:50~08:5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中 平 九 街 131號

沿街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08:53~08:58
08:42~08:47
08:42~08:47
(08:53~08:58) (08:42~08:47) (08:42~08:47)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太 平 十 八 街 72號

沿街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08:55~09:00
08:45~08:50
08:45~08:50
(08:55~09:00)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57-UE

太 平 十 八 街 41號

沿街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08:58~09:03
08:45~08:50
08:45~08:50
(08:58~09:03)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永 成 北 路 421號

沿街

09:03~09:08
09:03~09:08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09:03~09:08
08:47~08:52
08:47~08:52
(09:03~09:08) (08:47~08:52) (08:47~08:52)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太 平 路 199號

沿街

09:05~09:10
09:05~09:10
(09:05~09:10) (09:05~09:10)

無清運

09:05~09:10
08:50~08:55
08:50~08:55
(09:05~09:10)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太 平 路 176巷 18號

沿街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09:10~09:15
08:50~08:55
08:50~08:55
(09:10~09:15)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太 平 十 街 51號

沿街

09:13~09:18
09:13~09:18
(09:13~09:18) (09:13~09:18)

無清運

09:13~09:18
08:52~08:57
08:52~08:57
(09:13~09:18) (08:52~08:57) (08:52~08:57)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太 平 十 街 9號

沿街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09:15~09:20
08:55~09:00
08:55~09:00
(09:15~09:20)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太 平 路 158號

沿街

09:18~09:23
09:18~09:23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09:18~09:23
08:57~09:02
08:57~09:02
(09:18~09:23) (08:57~09:02) (08:57~09:02)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太 平 路 105號

沿街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09:20~09:25
09:00~09:05
09:00~09:05
(09:20~09:25)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太 平 路 50號

沿街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09:23~09:28
09:05~09:10
09:05~09:10
(09:23~09:28) (09:05~09:10)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鵬 儀 路 14號

沿街

09:40~09:45
09:40~09:45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09:40~09:45
09:10~09:15
09:10~09:15
(09:40~09:4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鵬 儀 路 106號

沿街

09:43~09:48
09:43~09:48
(09:43~09:48) (09:43~09:48)

無清運

09:43~09:48
09:15~09:20
09:15~09:20
(09:43~09:48)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鵬 儀 路 180號

沿街

09:45~09:50
09:45~09:50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09:45~09:50
09:20~09:25
09:20~09:25
(09:45~09:50)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鵬 儀 路 244號

沿街

09:48~09:53
09:48~09:53
(09:48~09:53) (09:48~09:53)

無清運

09:48~09:53
09:22~09:27
09:22~09:27
(09:48~09:53) (09:22~09:27) (09:22~09:27)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鵬 儀 路 296巷 1號

沿街

09:50~09:55
09:50~09:55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09:50~09:55
09:25~09:30
09:25~09:30
(09:50~09:55)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鵬 儀 路 296巷 6弄 67號

沿街

09:53~09:58
09:53~09:58
(09:53~09:58) (09:53~09:58)

無清運

09:53~09:58
09:28~09:33
09:28~09:33
(09:53~09:58)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鵬 儀 路 296巷 16弄 10號

沿街

09:55~10:00
09:55~10:00
(09:55~10:00) (09:55~10:00)

無清運

09:55~10:00
09:30~09:35
09:30~09:35
(09:55~10:00)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鵬 儀 路 214巷 6弄 8之 15
號

沿街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10:00~10:05
09:35~09:40
09:35~09:40
(10:00~10:05) (09:35~09:4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鵬 儀 路 308號

沿街

10:03~10:08
10:03~10:08
(10:03~10:08) (10:03~10:08)

無清運

10:03~10:08
09:40~09:45
09:40~09:45
(10:03~10:08)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鵬 儀 路 366號

沿街

10:06~10:11
10:06~10:11
(10:06~10:11) (10:06~10:11)

無清運

10:06~10:11
09:45~09:50
09:45~09:50
(10:06~10:11)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平安里

857-UE

鵬 儀 路 461巷 8號

沿街

10:09~10:14
10:09~10:14
(10:09~10:14) (10:09~10:14)

無清運

10:09~10:14
09:50~09:55
09:50~09:55
(10:09~10:14)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857-UE

正 誠 街 58號

沿街

10:12~10:17
10:12~10:17
(10:12~10:17) (10:12~10:17)

無清運

10:12~10:17
09:55~10:00
09:55~10:00
(10:12~10:17) (09:55~10:00)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857-UE

正 誠 街 14巷 24號

沿街

10:15~10:20
10:15~10:20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10:15~10:20
09:57~10:02
09:57~10:02
(10:15~10:20) (09:57~10:02) (09:57~10:02)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857-UE

儀 東 路 102號

沿街

10:18~10:23
10:18~10:23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10:18~10:23
10:00~10:05
10:00~10:05
(10:18~10:23)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857-UE

儀 東 路 36巷 8號

沿街

10:21~10:26
10:21~10:26
(10:21~10:26) (10:21~10:26)

無清運

10:21~10:26
10:02~10:07
10:02~10:07
(10:21~10:26) (10:02~10:07) (10:02~10:07)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857-UE

鵬 儀 路 342巷 9弄 1號

沿街

10:24~10:29
10:24~10:29
(10:24~10:29) (10:24~10:29)

無清運

10:24~10:29
10:05~10:10
10:05~10:10
(10:24~10:29) (10:05~10:10)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857-UE

鵬 儀 路 320巷 141號

沿街

10:27~10:32
10:27~10:32
(10:27~10:32) (10:27~10:32)

無清運

10:27~10:32
10:08~10:13
10:08~10:13
(10:27~10:32) (10:08~10:13)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857-UE

鵬 儀 路 312巷 9號

沿街

10:30~10:35
10:30~10:35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10:30~10:35
10:10~10:15
10:10~10:15
(10:30~10:35) (10:10~10:15) (10:10~10:15)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857-UE

鵬 儀 路 312巷 2之 1號

沿街

10:33~10:38
10:33~10:38
(10:33~10:38) (10:33~10:38)

無清運

10:33~10:38
10:13~10:18
10:13~10:18
(10:33~10:38) (10:13~10:18) (10:13~10:18)

無清運

太平區

建興里

857-UE

鵬 儀 路 320巷 141號

沿街

10:38~10:43
10:38~10:43
(10:38~10:43) (10:38~10:43)

無清運

10:38~10:43
10:15~10:20
10:15~10:20
(10:38~10:43)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昌 路 248號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昌 路 185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福 街 43號

沿街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福 街 5號

沿街

08:07~08:12
08:04~08:09
(08:07~08:12) (08:04~08:09)

無清運

08:07~08:12
08:04~08:09
08:04~08:09
(08:07~08:12) (08:04~08:09) (08:04~08:09)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文 街 139號

沿街

08:13~08:18
08:10~08:15
(08:13~08:18) (08:10~08:15)

無清運

08:13~08:18
08:10~08:15
08:10~08:15
(08:13~08:18)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文 街 31號

沿街

08:16~08:21
08:13~08:18
(08:16~08:21) (08:13~08:18)

無清運

08:16~08:21
08:13~08:18
08:13~08:18
(08:16~08:21)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昌 路 277號

沿街

08:18~08:23
08:16~08:21
(08:18~08:23) (08:16~08:21)

無清運

08:18~08:23
08:16~08:21
08:16~08:21
(08:18~08:23) (08:16~08:21) (08:16~08:21)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昌 路 107號

沿街

08:22~08:27
08:20~08:25
(08:22~08:27) (08:20~08:25)

無清運

08:22~08:27
08:20~08:25
08:20~08:25
(08:22~08:27)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昌 路 87巷 41號

沿街

08:25~08:30
08:22~08:27
(08:25~08:30) (08:22~08:27)

無清運

08:25~08:30
08:22~08:27
08:22~08:27
(08:25~08:30) (08:22~08:27) (08:22~08:27)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昌 路 87巷 9號

沿街

08:26~08:31
08:23~08:28
(08:26~08:31) (08:23~08:28)

無清運

08:26~08:31
08:23~08:28
08:23~08:28
(08:26~08:31)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昌 路 73號

沿街

08:27~08:32
08:25~08:30
(08:27~08:32) (08:25~08:30)

無清運

08:27~08:32
08:25~08:30
08:25~08:30
(08:27~08:32)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昌 路 19號

沿街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新 平 路 二 段 125巷 2號

沿街

08:29~08:34
08:29~08:34
(08:29~08:34) (08:29~08:34)

無清運

08:29~08:34
08:29~08:34
08:29~08:34
(08:29~08:34) (08:29~08:34) (08:29~08:34)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佳 街 9巷 11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佳 街 8巷 2號

沿街

08:33~08:38
08:31~08:36
(08:33~08:38) (08:31~08:36)

無清運

08:33~08:38
08:31~08:36
08:31~08:36
(08:33~08:38) (08:31~08:36) (08:31~08:36)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新 平 路 二 段 219巷 14號

沿街

08:34~08:39
08:32~08:37
(08:34~08:39) (08:32~08:37)

無清運

08:34~08:39
08:32~08:37
08:32~08:37
(08:34~08:39) (08:32~08:37) (08:32~08:37)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新 平 路 二 段 146巷 20號

沿街

08:35~08:40
08:34~08:39
(08:35~08:40) (08:34~08:39)

無清運

08:35~08:40
08:34~08:39
08:34~08:39
(08:35~08:40) (08:34~08:39) (08:34~08:39)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新 平 路 二 段 209號

沿街

08:41~08:46
08:37~08:42
(08:41~08:46) (08:37~08:42)

無清運

08:41~08:46
08:37~08:42
08:37~08:42
(08:41~08:46) (08:37~08:42) (08:37~08:42)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新 平 路 二 段 129號

沿街

08:42~08:47
08:39~08:42
(08:42~08:47) (08:39~08:42)

無清運

08:42~08:47
08:39~08:42
08:39~08:42
(08:42~08:47) (08:39~08:42) (08:39~08:42)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昌 路 14號

沿街

08:44~08:49
08:40~08:45
(08:44~08:49) (08:40~08:45)

無清運

08:44~08:49
08:40~08:45
08:40~08:45
(08:44~08:49)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昌 路 284號

沿街

08:47~08:52
08:43~08:48
(08:47~08:52) (08:43~08:48)

無清運

08:47~08:52
08:43~08:48
08:43~08:48
(08:47~08:52)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文 街 21號

沿街

08:51~08:56
08:45~08:50
(08:51~08:56) (08:45~08:50)

無清運

08:51~08:56
08:45~08:50
08:45~08:50
(08:51~08:56)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宜 昌 路 386號

沿街

08:56~09:01
08:48~08:52
(08:56~09:01) (08:48~08:52)

無清運

08:56~09:01
08:48~08:52
08:48~08:52
(08:56~09:01) (08:48~08:52) (08:48~08:52)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新 平 路 二 段 401號

沿街

08:58~09:03
08:50~08:55
(08:58~09:03) (08:50~08:55)

無清運

08:58~09:03
08:50~08:55
08:50~08:55
(08:58~09:03)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新 平 路 二 段 251號

沿街

09:02~09:07
08:55~09:00
(09:02~09:07) (08:55~09:00)

無清運

09:02~09:07
08:55~09:00
08:55~09:00
(09:02~09:07)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溪 洲 西 路 6號

沿街

09:03~09:08
08:57~09:02
(09:03~09:08) (08:57~09:02)

無清運

09:03~09:08
08:57~09:02
08:57~09:02
(09:03~09:08) (08:57~09:02) (08:57~09:02)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溪 洲 西 路 50號

沿街

09:04~09:09
08:57~09:02
(09:04~09:09) (08:57~09:02)

無清運

09:04~09:09
08:57~09:02
08:57~09:02
(09:04~09:09) (08:57~09:02) (08:57~09:02)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溪 洲 西 路 68巷 2號

沿街

09:05~09:10
08:58~09:03
(09:05~09:10) (08:58~09:03)

無清運

09:05~09:10
08:58~09:03
08:58~09:03
(09:05~09:10)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佳里

858-UE

溪 洲 西 路 68巷 23號

沿街

09:05~09:10
08:58~09:03
(09:05~09:10) (08:58~09:03)

無清運

09:05~09:10
08:58~09:03
08:58~09:03
(09:05~09:10)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858-UE

宜 昌 路 386巷 10號

沿街

09:09~09:14
09:02~09:07
(09:09~09:14) (09:02~09:07)

無清運

09:09~09:14
09:02~09:07
09:02~09:07
(09:09~09:14) (09:02~09:07) (09:02~09:07)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858-UE

宜 昌 路 465巷 41號

沿街

09:09~09:14
09:03~09:08
(09:09~09:14) (09:03~09:08)

無清運

09:09~09:14
09:03~09:08
09:03~09:08
(09:09~09:14)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858-UE

宜 昌 路 465巷 8號

沿街

09:11~09:16
09:06~09:11
(09:11~09:16) (09:06~09:11)

無清運

09:11~09:16
09:06~09:11
09:06~09:11
(09:11~09:16) (09:06~09:11) (09:06~09:11)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858-UE

中 山 路 三 段 85號

沿街

09:17~09:22
09:08~09:13
(09:17~09:22) (09:08~09:13)

無清運

09:17~09:22
09:08~09:13
09:08~09:13
(09:17~09:22) (09:08~09:13) (09:08~09:13)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858-UE

中 山 路 三 段 43號

沿街

09:22~09:24
09:11~09:14
(09:22~09:24) (09:11~09:14)

無清運

09:22~09:24
09:11~09:14
09:11~09:14
(09:22~09:24) (09:11~09:14) (09:11~09:14)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昌里

858-UE

中 山 路 三 段 11號

沿街

09:22~09:27
09:13~09:18
(09:22~09:27) (09:13~09:18)

無清運

09:22~09:27
09:13~09:18
09:13~09:18
(09:22~09:27) (09:13~09:18) (09:13~09:1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58-UE

中 山 路 二 段 553號

沿街

09:25~09:30
09:15~09:20
(09:25~09:30) (09:15~09:20)

無清運

09:25~09:30
09:15~09:20
09:15~09:20
(09:25~09:30)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58-UE

中 山 路 二 段 381號

沿街

09:30~09:33
09:18~09:22
(09:30~09:33) (09:18~09:22)

無清運

09:30~09:33
09:18~09:22
09:18~09:22
(09:30~09:33) (09:18~09:22) (09:18~09:22)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58-UE

中 山 路 二 段 251號

沿街

09:32~09:37
09:22~09:27
(09:32~09:37) (09:22~09:27)

無清運

09:32~09:37
09:22~09:27
09:22~09:27
(09:32~09:37) (09:22~09:27) (09:22~09:27)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8-UE

中 山 路 三 段 2~10號

沿街

09:38~09:43
09:30~09:35
(09:38~09:43) (09:30~09:35)

無清運

09:38~09:43
09:30~09:35
09:30~09:35
(09:38~09:43)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8-UE

中 山 路 三 段 56號

沿街

09:40~09:45
09:34~09:39
(09:40~09:45) (09:34~09:39)

無清運

09:40~09:45
09:34~09:39
09:34~09:39
(09:40~09:45) (09:34~09:39) (09:34~09:39)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8-UE

中 山 路 三 段 130號

沿街

09:43~09:48
09:36~09:41
(09:43~09:48) (09:36~09:41)

無清運

09:43~09:48
09:36~09:41
09:36~09:41
(09:43~09:48) (09:36~09:41) (09:36~09:41)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8-UE

中 山 路 三 段 218號

沿街

09:45~09:50
09:37~09:42
(09:45~09:50) (09:37~09:42)

無清運

09:45~09:50
09:37~09:42
09:37~09:42
(09:45~09:50) (09:37~09:42) (09:37~09:42)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22號

沿街

09:52~09:57
09:44~09:59
(09:52~09:57) (09:44~09:59)

無清運

09:52~09:57
09:44~09:59
09:44~09:59
(09:52~09:57) (09:44~09:59) (09:44~09:59)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100號

沿街

09:56~10:01
09:46~09:51
(09:56~10:01) (09:46~09:51)

無清運

09:56~10:01
09:46~09:51
09:46~09:51
(09:56~10:01) (09:46~09:51) (09:46~09:51)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200號

沿街

09:58~10:03
09:48~09:53
(09:58~10:03) (09:48~09:53)

無清運

09:58~10:03
09:48~09:53
09:48~09:53
(09:58~10:03) (09:48~09:53) (09:48~09:5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300號

沿街

10:05~10:10
09:50~09:55
(10:05~10:10) (09:50~09:55)

無清運

10:05~10:10
09:50~09:55
09:50~09:55
(10:05~10:10)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450號

沿街

10:09~10:14
09:54~09:59
(10:09~10:14) (09:54~09:59)

無清運

10:09~10:14
09:54~09:59
09:54~09:59
(10:09~10:14) (09:54~09:59) (09:54~09:59)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新坪里

858-UE

育 德 路 6號

沿街

10:14~10:19
09:59~10:04
(10:14~10:19) (09:59~10:04)

無清運

10:14~10:19
09:59~10:04
09:59~10:04
(10:14~10:19) (09:59~10:04) (09:59~10:04)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8-UE

育 賢 路 2號

沿街

10:17~10:22
10:03~10:08
(10:17~10:22) (10:03~10:08)

無清運

10:17~10:22
10:03~10:08
10:03~10:08
(10:17~10:22) (10:03~10:08) (10:03~10:0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8-UE

育 賢 路 27號

沿街

10:18~10:23
10:04~10:09
(10:18~10:23) (10:04~10:09)

無清運

10:18~10:23
10:04~10:09
10:04~10:09
(10:18~10:23) (10:04~10:09) (10:04~10:09)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8-UE

育 城 街 2號

沿街

10:19~10:24
10:05~10:10
(10:19~10:24) (10:05~10:10)

無清運

10:19~10:24
10:05~10:10
10:05~10:10
(10:19~10:24) (10:05~10:10)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8-UE

育 誠 街 118號

沿街

10:21~10:26
10:07~10:12
(10:21~10:26) (10:07~10:12)

無清運

10:21~10:26
10:07~10:12
10:07~10:12
(10:21~10:26) (10:07~10:12) (10:07~10:12)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8-UE

育 賢 路 219號

沿街

10:23~10:28
10:09~10:14
(10:23~10:28) (10:09~10:14)

無清運

10:23~10:28
10:09~10:14
10:09~10:14
(10:23~10:28) (10:09~10:14) (10:09~10:14)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8-UE

太 順 路 345號

沿街

10:26~10:31
10:11~10:16
(10:26~10:31) (10:11~10:16)

無清運

10:26~10:31
10:11~10:16
10:11~10:16
(10:26~10:31) (10:11~10:16) (10:11~10:16)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8-UE

建 和 路 一 段 33號

沿街

10:27~10:32
10:12~10:27
(10:27~10:32) (10:12~10:27)

無清運

10:27~10:32
10:12~10:27
10:12~10:27
(10:27~10:32) (10:12~10:27) (10:12~10:27)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育 賢 路 216號

沿街

10:28~10:33
10:13~10:18
(10:28~10:33) (10:13~10:18)

無清運

10:28~10:33
10:13~10:18
10:13~10:18
(10:28~10:33) (10:13~10:18) (10:13~10:1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455號

沿街

10:29~10:34
10:15~10:20
(10:29~10:34) (10:15~10:20)

無清運

10:29~10:34
10:15~10:20
10:15~10:20
(10:29~10:34)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131號

沿街

10:33~10:38
10:18~10:23
(10:33~10:38) (10:18~10:23)

無清運

10:33~10:38
10:18~10:23
10:18~10:23
(10:33~10:38)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115巷 12弄 1號

沿街

10:36~10:41
10:20~10:25
(10:36~10:41) (10:20~10:25)

無清運

10:36~10:41
10:20~10:25
10:20~10:25
(10:36~10:41) (10:20~10:25) (10:20~10:2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115巷 12弄 15號

沿街

10:36~10:41
10:20~10:25
(10:36~10:41) (10:20~10:25)

無清運

10:36~10:41
10:20~10:25
10:20~10:25
(10:36~10:41) (10:20~10:25) (10:20~10:2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93號

沿街

10:40~10:45
10:25~10:30
(10:40~10:45) (10:25~10:30)

無清運

10:40~10:45
10:25~10:30
10:25~10:30
(10:40~10:45) (10:25~10:30) (10:25~10:3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31號

沿街

10:41~10:46
10:28~10:33
(10:41~10:46) (10:28~10:33)

無清運

10:41~10:46
10:28~10:33
10:28~10:33
(10:41~10:46) (10:28~10:33) (10:28~10:3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城里

858-UE

樹 孝 路 67巷 14號

沿街

10:43~10:48
10:30~10:35
(10:43~10:48) (10:30~10:35)

無清運

10:43~10:48
10:30~10:35
10:30~10:35
(10:43~10:48)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新 安 街 2號

沿街

10:48~10:53
10:33~10:38
(10:48~10:53) (10:33~10:38)

無清運

10:48~10:53
10:33~10:38
10:33~10:38
(10:48~10:53) (10:33~10:38) (10:33~10:3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新 安 街 68號

沿街

10:49~10:54
10:34~10:39
(10:49~10:54) (10:34~10:39)

無清運

10:49~10:54
10:34~10:39
10:34~10:39
(10:49~10:54) (10:34~10:39) (10:34~10:39)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太 文 路 76號

沿街

10:50~10:55
10:35~10:40
(10:50~10:55) (10:35~10:40)

無清運

10:50~10:55
10:35~10:40
10:35~10:40
(10:50~10:55) (10:35~10:40) (10:35~10:4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太 文 路 71巷 16號

沿街

10:51~10:56
10:36~10:41
(10:51~10:56) (10:36~10:41)

無清運

10:51~10:56
10:36~10:41
10:36~10:41
(10:51~10:56) (10:36~10:41) (10:36~10:41)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太 文 路 71巷 68號

沿街

10:53~10:58
10:37~10:42
(10:53~10:58) (10:37~10:42)

無清運

10:53~10:58
10:37~10:42
10:37~10:42
(10:53~10:58) (10:37~10:42) (10:37~10:42)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新 安 街 190號

沿街

10:54~10:59
10:38~10:43
(10:54~10:59) (10:38~10:43)

無清運

10:54~10:59
10:38~10:43
10:38~10:43
(10:54~10:59) (10:38~10:43) (10:38~10:4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太 順 路 816號

沿街

10:55~11:00
10:39~10:44
(10:55~11:00) (10:39~10:44)

無清運

10:55~11:00
10:39~10:44
10:39~10:44
(10:55~11:00) (10:39~10:44) (10:39~10:44)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太 順 路 870號

沿街

10:57~11:02
10:40~10:45
(10:57~11:02) (10:40~10:45)

無清運

10:57~11:02
10:40~10:45
10:40~10:45
(10:57~11:02) (10:40~10:45) (10:40~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太 興 路 65號

沿街

10:59~11:04
10:42~10:47
(10:59~11:04) (10:42~10:47)

無清運

10:59~11:04
10:42~10:47
10:42~10:47
(10:59~11:04) (10:42~10:47) (10:42~10:47)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太 興 路 1號

沿街

11:01~11:06
10:43~10:48
(11:01~11:06) (10:43~10:48)

無清運

11:01~11:06
10:43~10:48
10:43~10:48
(11:01~11:06) (10:43~10:48) (10:43~10:4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新 興 二 街 24號

沿街

11:02~11:07
10:44~10:49
(11:02~11:07) (10:44~10:49)

無清運

11:02~11:07
10:44~10:49
10:44~10:49
(11:02~11:07) (10:44~10:49) (10:44~10:49)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58-UE

新 興 二 街 122號

沿街

11:05~11:10
10:50~10:55
(11:05~11:10) (10:50~10:55)

無清運

11:05~11:10
10:50~10:55
10:50~10:55
(11:05~11:10) (10:50~10:55) (10:50~10:5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育 才 路 2-1號 (樂 安 宮
旁)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育 才 路 57號

沿街

08:00~08:03
08:00~08:03
(08:00~08:03) (08:00~08:03)

無清運

08:00~08:03
08:00~08:03
08:00~08:03
(08:00~08:03) (08:00~08:03) (08:00~08:0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育 才 路 118巷 17號

沿街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育 賢 路 168巷 12號

沿街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育 德 路 42巷 27號

沿街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育 德 路 41巷 1號

沿街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403巷 1弄 4
號

沿街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新 平 路 三 段 415號

沿街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394巷 2號

沿街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346巷 22弄 2
6號

沿街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346巷 19號

沿街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新 平 路 三 段 267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232巷 16號

沿街

08:35~08:40
08:33~08:38
(08:35~08:40) (08:33~08:38)

無清運

08:35~08:40
08:33~08:38
08:35~08:40
(08:35~08:40) (08:33~08:38)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258巷 3號

沿街

08:38~08:43
08:35~08:40
(08:38~08:43) (08:35~08:40)

無清運

08:38~08:43
08:35~08:40
08:38~08:43
(08:38~08:43) (08:35~08:40) (08:38~08:4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平 路 三 段 186號

沿街

08:41~08:46
08:37~08:42
(08:41~08:46) (08:37~08:42)

無清運

08:41~08:46
08:37~08:42
08:41~08:46
(08:41~08:46) (08:37~08:42) (08:41~08:46)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160巷 1號

沿街

08:45~08:50
08:40~08:45
(08:45~08:50) (08:40~08:45)

無清運

08:45~08:50
08:40~08:45
08:45~08:50
(08:45~08:50) (08:40~08:45)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民 路 90號

沿街

08:50~08:55
08:43~08:48
(08:48~08:53) (08:43~08:48)

無清運

08:50~08:55
08:43~08:48
08:50~08:55
(08:48~08:53) (08:43~08:48)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中 山 路 3段 2巷 60號

沿街

08:50~08:55
08:46~08:51
(08:50~08:55) (08:46~08:51)

無清運

08:53~08:58
08:46~08:51
08:53~08:58
(08:50~08:55) (08:46~08:51)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英 街 2之 11號

沿街

08:55~09:00
08:50~08:55
(08:55~09:00) (08:50~08:55)

無清運

08:55~09:00
08:50~08:55
08:55~09:00
(08:55~09:00) (08:50~08:55)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英 街 37號

沿街

09:00~09:05
08:53~08:58
(09:00~09:05) (08:53~08:58)

無清運

08:56~09:01
08:53~08:58
08:56~09:01
(09:00~09:05) (08:53~08:58)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206巷 17號

沿街

09:03~09:08
08:55~09:00
(09:03~09:08) (08:55~09:00)

無清運

08:58~09:03
08:55~09:00
08:58~09:03
(09:03~09:08) (08:55~09:00) (09:03~09:0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英 街 86號

沿街

09:05~09:10
08:58~09:03
(09:05~09:10) (08:58~09:03)

無清運

09:00~09:05
08:58~09:03
09:00~09:05
(09:05~09:10) (08:58~09:03)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210巷 1號

沿街

09:08~09:13
09:03~09:08
(09:08~09:13) (09:03~09:08)

無清運

09:03~09:08
09:03~09:08
09:03~09:08
(09:08~09:13) (09:03~09:08) (09:08~09:1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215巷 29號

沿街

09:10~09:15
09:03~09:08
(09:10~09:15) (09:03~09:08)

無清運

09:04~09:09
09:03~09:08
09:04~09:09
(09:10~09:15) (09:03~09:08)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育 仁 路 181巷 11號

沿街

09:13~09:18
09:00~09:05
(09:13~09:18) (09:05~09:10)

無清運

09:05~09:10
09:00~09:05
09:05~09:10
(09:13~09:18) (09:05~09:10) (09:13~09:1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181號

沿街

09:15~09:20
09:05~09:10
(09:15~09:20) (09:08~09:13)

無清運

09:08~09:13
09:05~09:10
09:08~09:13
(09:15~09:20) (09:08~09:13)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187巷 2號

沿街

09:18~09:23
09:08~09:13
(09:18~09:23) (09:10~09:15)

無清運

09:10~09:15
09:08~09:13
09:10~09:15
(09:18~09:23) (09:10~09:15) (09:18~09:2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育 德 路 220號

沿街

09:20~09:25
09:13~09:18
(09:20~09:25) (09:15~09:20)

無清運

09:13~09:18
09:13~09:18
09:13~09:18
(09:20~09:25) (09:15~09:20)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育 德 路 242之 1號

沿街

09:23~09:30
09:15~09:20
(09:23~09:30) (09:18~09:23)

無清運

09:18~09:23
09:15~09:20
09:18~09:23
(09:23~09:30) (09:18~09:23) (09:23~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育 仁 南 路 56號

沿街

09:30~09:35
09:18~09:23
(09:30~09:35) (09:23~09:28)

無清運

09:20~09:25
09:18~09:23
09:20~09:25
(09:30~09:35) (09:23~09:28)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民 路 31號

沿街

10:33~10:38
09:20~09:25
(10:30~10:35) (09:25~09:30)

無清運

09:25~09:30
09:20~09:25
09:25~09:30
(09:35~09:40) (09:25~09:3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143號

沿街

10:35~10:40
09:23~09:28
(10:33~10:38) (09:28~09:33)

無清運

09:30~09:35
09:23~09:28
09:30~09:35
(09:38~09:43) (09:28~09:33) (09:38~09:43)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17號

沿街

10:38~10:43
09:25~09:30
(10:35~10:40) (09:30~09:35)

無清運

09:35~09:40
09:25~09:30
09:35~09:40
(09:40~09:45) (09:30~09:3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明 街 13號

沿街

10:43~10:48
09:28~09:33
(10:40~10:45) (09:35~09:40)

無清運

09:40~09:45
09:28~09:33
09:40~09:45
(09:43~09:48) (09:35~09:40) (09:43~09:4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明 街 59巷 48號

沿街

10:48~10:53
09:33~09:38
(10:43~10:48) (09:38~09:43)

無清運

09:45~09:50
09:33~09:38
09:45~09:50
(09:45~09:50) (09:38~09:43)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明 街 69巷 15號

沿街

10:53~10:58
09:35~09:40
(10:48~10:53) (09:40~09:45)

無清運

09:48~09:53
09:35~09:40
09:48~09:53
(09:48~09:53) (09:40~09:45) (09:48~09:5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和 街 71號

沿街

10:55~11:00
09:38~09:43
(10:53~10:58) (09:43~09:48)

無清運

09:50~09:55
09:38~09:43
09:50~09:55
(09:50~09:55) (09:43~09:48)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明 街 61號

沿街

10:58~11:03
09:40~09:45
(10:55~11:00) (09:43~09:48)

無清運

09:50~09:55
09:40~09:45
09:50~09:55
(09:50~09:55) (09:43~09:48)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明 街 40巷 5號

沿街

11:00~11:05
09:43~09:48
(10:58~11:03) (09:45~09:50)

無清運

09:53~09:58
09:43~09:48
09:53~09:58
(09:58~10:03) (09:45~09:50) (09:58~10:0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和 街 17巷 19號

沿街

11:05~11:10
09:45~09:50
(11:00~11:05) (09:48~09:53)

無清運

09:55~10:00
09:45~09:50
09:55~10:00
(10:00~10:05) (09:48~09:53)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和 街 7號

沿街

11:10~11:15
09:48~09:53
(11:03~11:08) (09:50~09:55)

無清運

10:00~10:05
09:48~09:53
10:00~10:05
(10:03~10:08) (09:50~09:55) (10:03~10:0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88巷 4號

沿街

11:15~11:20
09:53~09:58
(11:05~11:10) (09:53~10:00)

無清運

10:05~10:10
09:53~09:58
10:05~10:10
(10:05~10:10) (09:53~10:00)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平 路 3段 69巷 38號

沿街

11:20~11:25
09:55~10:00
(11:08~11:13) (09:58~10:03)

無清運

10:10~10:15
09:55~10:00
10:10~10:15
(10:08~10:13) (09:58~10:03)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育 德 路 280號

沿街

11:25~11:30
10:00~10:05
(11:13~11:18) (10:00~10:05)

無清運

10:20~10:25
10:00~10:05
10:20~10:25
(10:10~10:15) (10:00~10:05) (10:10~10:1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育 仁 路 148號

沿街

11:30~11:35
10:05~10:10
(11:18~11:23) (10:05~10:10)

無清運

10:25~10:30
10:05~10:10
10:25~10:30
(10:13~10:18) (10:05~10:10) (10:13~10:1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育 德 路 120巷 50號

沿街

11:33~11:38
10:10~10:15
(11:23~11:28) (10:10~10:15)

無清運

10:30~10:35
10:10~10:15
10:30~10:35
(10:18~10:23) (10:10~10:15)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樹 孝 路 336巷 7弄 5號

沿街

11:35~11:40
10:12~10:17
(11:25~11:30) (10:12~10:17)

無清運

10:33~10:38
10:12~10:17
10:33~10:38
(10:23~10:28) (10:12~10:17) (10:23~10:2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樹 孝 路 274巷 9弄 27號

沿街

11:37~11:42
10:15~10:20
(11:28~11:33) (10:15~10:20)

無清運

10:35~10:40
10:15~10:20
10:35~10:40
(10:28~10:33) (10:15~10:20) (10:28~10:3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育 德 路 162巷 23號

沿街

11:40~11:45
10:18~10:23
(11:30~11:35) (10:18~10:23)

無清運

10:38~10:43
10:18~10:23
10:38~10:43
(10:30~10:35) (10:18~10:23) (10:30~10:3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859-UE

育 德 路 192號

沿街

11:43~11:48
10:20~10:25
(11:33~11:38) (10:20~10:25)

無清運

10:40~10:45
10:20~10:25
10:40~10:45
(10:33~10:38) (10:20~10:25) (10:33~10:3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樹 孝 路 274巷 47號

沿街

11:45~11:50
10:23~10:28
(11:35~11:40) (10:23~10:28)

無清運

10:43~10:48
10:23~10:28
10:43~10:48
(10:38~10:43) (10:23~10:28) (10:40~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樹 孝 路 271巷 8弄 8號

沿街

11:48~11:53
10:25~10:30
(11:38~11:43) (10:25~10:30)

無清運

10:45~10:50
10:25~10:30
10:45~10:50
(10:40~10:45) (10:25~10:30) (10:38~10:43)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樹 孝 路 274巷 8弄 41號

沿街

11:50~11:55
10:25~10:30
(11:43~11:48) (10:30~10:35)

無清運

10:45~10:50
10:25~10:30
10:45~10:50
(10:44~10:49) (10:30~10:35) (10:44~10:49)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吉 路 54巷 9弄 64號

沿街

11:53~11:58
10:28~10:32
(11:48~11:53) (10:35~10:40)

無清運

10:47~10:52
10:28~10:32
10:47~10:52
(10:47~10:52) (10:35~10:40) (10:47~10:52)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吉里

859-UE

新 吉 路 46號

沿街

11:55~12:00
10:30~10:35
(11:50~11:55) (10:40~10:45)

無清運

10:50~10:55
10:30~10:35
10:50~10:55
(10:50~10:55) (10:40~10:45) (10:50~10:5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樹 德 路 65號 旁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860-UE

樹 德 五 街 15號

沿街

08:03~08:08
08:01~08:06
(08:03~08:08) (08:01~08:06)

無清運

08:01~08:06
08:03~08:08
08:01~08:06
(08:01~08:06) (08:03~08:08) (08:01~08:06)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860-UE

樹 德 五 街 26巷 6號

沿街

08:05~08:10
08:03~08:08
(08:05~08:10) (08:03~08:08)

無清運

08:03~08:08
08:05~08:10
08:03~08:08
(08:03~08:08) (08:05~08:10) (08:03~08:0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860-UE

樹 德 五 街 52號

沿街

08:08~08:13
08:05~08:10
(08:08~08:13) (08:05~08:10)

無清運

08:05~08:10
08:08~08:13
08:05~08:10
(08:05~08:10) (08:08~08:13)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860-UE

振 福 路 642巷 5號

沿街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860-UE

振 福 路 642巷 2弄 2號

沿街

無清運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860-UE

新 高 路 25號

沿街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860-UE

新 高 路 37號

沿街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860-UE

新 高 路 63號

沿街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860-UE

新 高 東 路 51號

沿街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光里

860-UE

樹 德 路 96號

沿街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廣 三 街 4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廣 三 街 20號

沿街

08:31~08:36
08:31~08:36
(08:31~08:36) (08:31~08:36)

無清運

08:31~08:36
08:31~08:36
08:31~08:36
(08:31~08:36) (08:31~08:36) (08:31~08:36)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立 功 路 79號

沿街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無清運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立 功 路 39號

沿街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立 德 街 47號

沿街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立 德 街 10巷 1號

沿街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立 德 街 2號

沿街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立 德 街 38巷 11號

沿街

08:44~08:49
08:44~08:49
(08:44~08:49) (08:44~08:49)

無清運

08:44~08:49
08:44~08:49
08:44~08:49
(08:44~08:49) (08:44~08:49) (08:44~08:49)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中 山 路 四 段 28巷 17弄 2
號

沿街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中 山 路 四 段 28巷 15弄 9
號

沿街

08:46~08:51
08:46~08:51
(08:46~08:51) (08:46~08:51)

無清運

08:46~08:51
08:46~08:51
08:46~08:51
(08:46~08:51) (08:46~08:51) (08:46~08:51)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樹 德 路 51號

沿街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樹 德 一 街 2號

沿街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樹 德 一 街 32號

沿街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樹 德 一 街 18巷 4號

沿街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樹 德 一 街 48巷 13弄 10
號

沿街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樹 德 一 街 73巷 2號

沿街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無清運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樹 德 一 街 45巷 1號

沿街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樹 德 一 街 14巷 2號

沿街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樹 德 路 7號

沿街

09:18~09:23
09:18~09:23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09:18~09:23
09:18~09:23
09:18~09:23
(09:18~09:23)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中 山 路 四 段 91號

沿街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中 山 路 四 段 55巷 4號

沿街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中 山 路 四 段 86-1號

沿街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樹 德 路 8號

沿街

09:40~09:45
09:40~09:45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09:40~09:45
09:35~09:40
09:40~09:45
(09:40~09:45) (09:35~09:40)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樹 德 路 133號

沿街

09:42~09:47
09:42~09:47
(09:42~09:47) (09:42~09:47)

無清運

09:42~09:47
09:38~09:43
09:42~09:47
(09:42~09:47) (09:38~09:43) (09:42~09:47)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樹 德 路 137巷 8弄 25號

沿街

09:47~09:52
09:47~09:52
(09:47~09:52) (09:47~09:52)

無清運

09:47~09:52
09:43~09:48
09:47~09:52
(09:47~09:52) (09:43~09:48) (09:47~09:52)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樹 德 十 二 街 53號

沿街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10:00~10:05
09:50~09:55
10:00~10:05
(10:00~10:05) (09:50~09:55) (10:00~10:0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立 文 街 230號

沿街

10:05~10:10
10:05~10:10
(10:05~10:10) (10:05~10:10)

無清運

10:05~10:10
09:55~10:00
10:05~10:10
(10:05~10:10) (09:55~10:00)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高里

860-UE

立 文 街 270號

沿街

10:10~10:15
10:10~10:15
(10:10~10:15) (10:10~10:15)

無清運

10:10~10:15
09:58~10:03
10:10~10:15
(10:10~10:15) (09:58~10:03) (10:10~10:1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樹 德 路 249號

沿街

10:15~10:20
10:15~10:20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10:15~10:20
10:05~10:10
10:15~10:20
(10:15~10:20) (10:05~10:10)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樹 德 路 65號

沿街

10:20~10:25
10:20~10:25
(10:20~10:25) (10:20~10:25)

無清運

10:20~10:25
10:10~10:15
10:20~10:25
(10:20~10:25) (10:10~10:15) (10:20~10:2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中 山 路 四 段 110號

沿街

10:25~10:30
10:25~10:30
(10:25~10:30) (10:25~10:30)

無清運

10:25~10:30
10:15~10:20
10:25~10:30
(10:25~10:30) (10:15~10:20) (10:25~10:3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振 福 路 260號

沿街

10:40~10:45
10:40~10:45
(10:40~10:45) (10:40~10:45)

無清運

10:40~10:45
10:25~10:30
10:40~10:45
(10:40~10:45) (10:25~10:30) (10:40~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振 福 路 290號

沿街

10:45~10:50
10:45~10:50
(10:45~10:50) (10:45~10:50)

無清運

10:45~10:50
10:28~10:33
10:45~10:50
(10:45~10:50) (10:28~10:33) (10:45~10:5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振 福 路 300巷 5號

沿街

10:48~10:53
10:48~10:53
(10:48~10:53) (10:48~10:53)

無清運

10:48~10:53
10:30~10:35
10:48~10:53
(10:48~10:53) (10:30~10:35) (10:48~10:5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振 福 路 326號

沿街

10:50~10:55
10:50~10:55
(10:50~10:55) (10:50~10:55)

無清運

10:50~10:55
10:33~10:38
10:50~10:55
(10:50~10:55) (10:33~10:38) (10:50~10:5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振 福 路 366巷 1弄 2號

沿街

10:53~10:58
10:53~10:58
(10:53~10:58) (10:53~10:58)

無清運

10:53~10:58
10:33~10:38
10:53~10:58
(10:53~10:58) (10:33~10:38) (10:53~10:58)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860-UE

振 福 路 420號

沿街

10:55~11:00
10:55~11:00
(10:55~11:00) (10:55~11:00)

無清運

10:55~11:00
10:35~10:40
10:55~11:00
(10:55~11:00) (10:35~10:40) (10:55~11: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60-UE

樹 德 九 街 15號

沿街

11:00~11:05
11:00~11:05
(11:00~11:05) (11:00~11:05)

無清運

11:00~11:05
10:35~10:40
11:00~11:05
(11:00~11:05) (10:35~10:40) (11:00~11:05)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60-UE

樹 德 八 街 5號

沿街

11:05~11:10
11:05~11:10
(11:05~11:10) (11:05~11:10)

無清運

11:05~11:10
10:38~10:43
11:05~11:10
(11:05~11:10) (10:38~10:43) (11:05~11:1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60-UE

樹 德 八 街 76號

沿街

11:08~11:13
11:08~11:13
(11:08~11:13) (11:08~11:13)

無清運

11:08~11:13
10:38~10:43
11:08~11:13
(11:08~11:13) (10:38~10:43) (11:08~11:13)

無清運

太平區

新興里

860-UE

樹 德 八 街 126巷 30弄 20
號

沿街

11:10~11:15
11:10~11:15
(11:10~11:15) (11:10~11:15)

無清運

11:10~11:15
10:40~10:45
11:10~11:15
(11:10~11:15) (10:40~10:45) (11:10~11:1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61-UE

太 平 二 十 二 街 10號

沿街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61-UE

中 平 路 117號

沿街

06:33~06:38
06:33~06:38
(06:33~06:38) (06:33~06:38)

無清運

06:33~06:38
06:33~06:38
06:33~06:38
(06:33~06:38) (06:33~06:38) (06:33~06:3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中 興 東 路 6號

沿街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東 平 路 435號

沿街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06:35~06:4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中 興 東 路 161號

沿街

06:38~06:43
06:38~06:43
(06:38~06:43) (06:38~06:43)

無清運

06:38~06:43
06:38~06:43
06:38~06:43
(06:38~06:43) (06:38~06:43) (06:38~06:43)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永 平 路 一 段 5號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中 興 東 路 35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中 興 東 路 7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中 平 路 118號

沿街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中 興 路 10號

沿街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61-UE

中 平 七 街 21號

沿街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61-UE

中 平 七 街 8號

沿街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61-UE

太 平 路 348號

沿街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61-UE

太 平 22街 1號

沿街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61-UE

太 平 22街 80號

沿街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61-UE

中 平 路 173號

沿街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61-UE

中 平 路 144號

沿街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平里

861-UE

中 平 路 125號

沿街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順 昌 巷 65弄 1號

沿街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順 昌 巷 7弄 2號

沿街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中 平 路 115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中 興 東 路 6號

沿街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無清運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政里

861-UE

中 興 東 路 100號

沿街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61-UE

中 興 東 路 196號

沿街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61-UE

建 興 路 6號

沿街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太平區

成功里

861-UE

復 興 街 8號

沿街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61-UE

復 興 街 93號

沿街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61-UE

永 平 南 路 50號

沿街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61-UE

中 興 東 路 224號

沿街

09:55~10:00
08:50~08:55
(09:55~10:00) (08:50~08:55)

無清運

09:55~10:00
08:50~08:55
08:50~08:55
(09:55~10:00)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61-UE

中 興 東 路 284號

沿街

10:00~10:05
08:53~08:58
(10:00~10:05) (08:53~08:58)

無清運

10:00~10:05
08:53~08:58
08:53~08:58
(10:00~10:05)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61-UE

東 平 路 309號

沿街

10:05~10:10
08:58~09:03
(10:05~10:10) (08:58~09:03)

無清運

10:05~10:10
08:58~09:03
08:58~09:03
(10:05~10:10)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61-UE

東 平 路 375巷 23號

沿街

10:10~10:15
09:03~09:08
(10:10~10:15) (09:03~09:08)

無清運

10:10~10:15
09:03~09:08
09:03~09:08
(10:10~10:15)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太平區

成功里

861-UE

東 平 路 375巷 80號

沿街

10:15~10:20
09:05~09:10
(10:15~10:20) (09:05~09:10)

無清運

10:15~10:20
09:05~09:10
09:05~09:10
(10:15~10:20) (09:05~09:10)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平里

861-UE

建 興 北 路 57號

沿街

10:18~10:23
09:08~09:12
(10:18~10:23) (09:08~09:12)

無清運

10:18~10:23
09:08~09:12
09:08~09:12
(10:18~10:23) (09:08~09:12) (09:08~09:12)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平里

861-UE

建 興 北 路 17巷 15號

沿街

10:20~10:25
09:10~09:15
(10:20~10:25) (09:10~09:15)

無清運

10:20~10:25
09:10~09:15
09:10~09:15
(10:20~10:2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平里

861-UE

建 興 北 路 45巷 33號

沿街

10:23~10:28
09:10~09:15
(10:23~10:28) (09:10~09:15)

無清運

10:23~10:28
09:10~09:15
09:10~09:15
(10:23~10:28)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平里

861-UE

中 平 路 1巷 1-4號

沿街

10:25~10:30
09:13~09:18
(10:25~10:30) (09:13~09:18)

無清運

10:25~10:30
09:13~09:18
09:13~09:18
(10:25~10:30) (09:13~09:18) (09:13~09:18)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平里

861-UE

東 平 路 726號

沿街

10:28~10:33
09:15~09:20
(10:28~10:33) (09:15~09:20)

無清運

10:28~10:33
09:15~09:20
09:15~09:20
(10:28~10:33)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平里

861-UE

東 平 路 826號

沿街

10:33~10:38
09:18~09:23
(10:33~10:38) (09:18~09:23)

無清運

10:33~10:38
09:18~09:23
09:18~09:23
(10:33~10:38)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平里

861-UE

東 平 路 948號

沿街

10:38~10:43
09:20~09:25
(10:38~10:43) (09:20~09:25)

無清運

10:38~10:43
09:20~09:25
09:20~09:25
(10:38~10:43)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平里

861-UE

東 平 路 767號

沿街

10:45~10:50
09:25~09:30
(10:45~10:50) (09:25~09:30)

無清運

10:45~10:50
09:25~09:30
09:25~09:30
(10:45~10:50)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東平里

861-UE

東 平 路 741巷 2弄 11號

沿街

10:50~10:55
(10:50~10:55)

無清運

無清運

10:50~10:55
(10:50~10:55)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861-UE

東 平 路 741巷 4號

沿街

10:53~10:58
(10:53~10:58)

無清運

無清運

10:53~10:58
(10:53~10:58)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861-UE

東 平 路 717號

沿街

10:58~11:03
09:28~09:33
(10:58~11:03) (09:28~09:33)

無清運

10:58~11:03
09:28~09:33
09:28~09:33
(10:58~11:03)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861-UE

東 平 路 715巷 11號

沿街

11:00~11:05
(11:00~11:05)

無清運

11:00~11:05
(11:00~11:05)

無清運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中興里

861-UE

東 平 路 699號

沿街

11:08~11:13
09:30~09:35
(11:08~11:13) (09:30~09:35)

無清運

11:08~11:13
09:30~09:35
09:30~09:35
(11:08~11:13)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興里

861-UE

東 平 路 591號

沿街

11:13~11:18
09:35~09:40
(11:13~11:18) (09:35~09:40)

無清運

11:13~11:18
09:35~09:40
09:35~09:40
(11:13~11:18) (09:35~09:4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東 平 路 435號

沿街

11:15~11:20
09:40~09:45
(11:15~11:20) (09:40~09:45)

無清運

11:15~11:20
09:40~09:45
09:40~09:45
(11:15~11:20)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中 平 路 20-3號

沿街

11:20~11:25
09:45~09:50
(11:20~11:25) (09:45~09:50)

無清運

11:20~11:25
09:45~09:50
09:45~09:50
(11:20~11:25)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中 平 路 24-6號

沿街

11:23~11:28
09:48~09:53
(11:23~11:28) (09:48~09:53)

無清運

11:23~11:28
09:48~09:53
09:48~09:53
(11:23~11:28) (09:48~09:53) (09:48~09:53)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大 智 街 44號

沿街

11:28~11:33
09:50~09:55
(11:28~11:33) (09:50~09:55)

無清運

11:28~11:33
09:50~09:55
09:50~09:55
(11:28~11:33)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新 平 路 1段 32巷 2號

沿街

11:30~11:35
09:55~10:00
(11:30~11:35) (09:55~10:00)

無清運

11:30~11:35
09:55~10:00
09:55~10:00
(11:30~11:35) (09:55~10:00)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永 平 路 一 段 20號

沿街

11:35~11:40
09:58~10:03
(11:35~11:40) (09:58~10:03)

無清運

11:35~11:40
09:58~10:03
09:58~10:03
(11:35~11:40) (09:58~10:03) (09:58~10:03)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新 平 路 一 段 126巷 28號

沿街

11:40~11:45
10:00~10:05
(11:40~11:45) (10:00~10:05)

無清運

11:40~11:45
10:00~10:05
10:00~10:05
(11:40~11:45)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大 富 街 15號

沿街

11:43~11:48
10:05~10:10
(11:43~11:48) (10:05~10:10)

無清運

11:43~11:48
10:05~10:10
10:05~10:10
(11:43~11:48) (10:05~10:10)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大 勇 街 136號

沿街

11:48~11:53
10:08~10:13
(11:48~11:53) (10:08~10:13)

無清運

11:48~11:53
10:08~10:13
10:08~10:13
(11:48~11:53) (10:08~10:13)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大 勇 街 150號

沿街

11:50~11:55
10:08~10:13
(11:50~11:55) (10:08~10:13)

無清運

11:50~11:55
10:08~10:13
10:08~10:13
(11:50~11:55) (10:08~10:13)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中 平 路 26巷 2號

沿街

11:53~11:58
10:10~10:15
(11:53~11:58) (10:10~10:15)

無清運

11:53~11:58
10:10~10:15
10:10~10:15
(11:53~11:58) (10:10~10:15) (10:10~10:15)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中 平 路 26巷 47號

沿街

11:55~12:00
10:13~10:18
(11:55~12:00) (10:13~10:18)

無清運

11:55~12:00
10:13~10:18
10:13~10:18
(11:55~12:00) (10:13~10:18) (10:13~10:18)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中 平 路 26巷 17弄 9號

沿街

11:58~12:03
10:15~10:20
(11:58~12:03) (10:15~10:20)

無清運

11:58~12:03
10:15~10:20
10:15~10:20
(11:58~12:03)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永平里

861-UE

中 平 路 26巷 17弄 44號

沿街

12:00~12:05
10:18~10:23
(12:00~12:05) (10:18~10:23)

無清運

12:00~12:05
10:18~10:23
10:18~10:23
(12:00~12:05)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477巷 186
弄 19號

沿街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無清運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06:00~06:0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477巷 180
號

沿街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無清運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06:05~06:1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477巷 106
號

沿街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無清運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06:08~06:1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大 源 二 街 50號

沿街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無清運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541巷 58號
(義 昌 祠 前 )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541巷 1弄 2
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533號

沿街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499巷 12號

沿街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499巷 58號

沿街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541巷 5弄 1
5號

沿街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345巷 2弄 4
號

沿街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259巷 1號

沿街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259巷 21弄
18號

沿街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311巷 3弄 1
4號

沿街

08:25~08:30
08:23~08:28
(08:25~08:30) (08:23~08:28)

無清運

08:25~08:30
08:23~08:28
08:23~08:28
(08:25~08:30)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399巷 一 弄
3號

沿街

08:30~08:35
08:28~08:33
(08:30~08:35) (08:28~08:33)

無清運

08:30~08:35
08:25~08:30
08:28~08:33
(08:30~08:35) (08:25~08:30)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大 源 路 2號

沿街

09:40~09:45
08:45~08:50
(09:40~09:45) (08:45~08:50)

無清運

09:40~09:45
08:45~08:50
08:45~08:50
(09:40~09:45)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街 2號

沿街

09:43~09:48
08:48~08:53
(09:43~09:48) (08:48~08:53)

無清運

09:43~09:48
08:48~08:53
08:48~08:53
(09:43~09:48)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街 37號

沿街

09:48~09:53
08:50~08:55
(09:48~09:53) (08:50~08:55)

無清運

09:48~09:53
08:50~08:55
08:50~08:55
(09:48~09:53)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路 20~3號

沿街

09:53~09:58
08:53~08:58
(09:53~09:58) (08:53~08:58)

無清運

09:53~09:58
08:55~09:00
08:53~08:58
(09:53~09:58) (08:55~09:00) (08:53~08:58)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路 20~19號

沿街

09:58~10:03
08:55~09:00
(09:58~10:03) (08:55~09:00)

無清運

09:58~10:03
08:58~09:03
08:55~09:00
(09:58~10:03) (08:58~09:03)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路 42號

沿街

10:03~10:08
09:00~09:05
(10:03~10:08) (09:00~09:05)

無清運

10:03~10:08
09:00~09:05
09:00~09:05
(10:03~10:08)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路 96號

沿街

10:08~10:13
09:05~09:10
(10:08~10:13) (09:05~09:10)

無清運

10:08~10:13
09:03~09:08
09:05~09:10
(10:08~10:13) (09:03~09:08)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路 116巷 10號

沿街

10:13~10:18
09:10~09:15
(10:13~10:18) (09:10~09:15)

無清運

10:13~10:18
(10:13~10:18)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十 一 街 24號

沿街

10:18~10:23
09:12~09:17
(10:18~10:23) (09:12~09:17)

無清運

10:18~10:23
09:05~09:10
09:12~09:17
(10:18~10:23) (09:05~09:10) (09:12~09:17)

無清運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十 九 街 14號

沿街

10:23~10:28
09:15~09:20
(10:23~10:28) (09:15~09:20)

無清運

10:23~10:28
09:08~09:13
09:15~09:20
(10:23~10:28) (09:08~09:13)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十 九 街 38號

沿街

10:28~10:33
09:15~09:20
(10:28~10:33) (09:15~09:20)

無清運

10:28~10:33
09:10~09:15
09:15~09:20
(10:28~10:33) (09:10~09:15)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十 七 街 61巷 7號

沿街

10:30~10:35
09:18~09:23
(10:30~10:35) (09:18~09:23)

無清運

10:30~10:35
09:13~09:18
09:18~09:23
(10:30~10:35) (09:13~09:18) (09:18~09:23)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十 一 街 24號

沿街

10:33~10:38
09:20~09:25
(10:33~10:38) (09:20~09:25)

無清運

10:33~10:38
09:18~09:23
09:20~09:25
(10:33~10:38) (09:18~09:23)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十 三 街 12號

沿街

10:35~10:40
09:23~09:28
(10:35~10:40) (09:23~09:28)

無清運

10:35~10:40
09:20~09:25
09:23~09:28
(10:35~10:40) (09:20~09:25) (09:23~09:28)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十 五 街 10號

沿街

10:38~10:43
09:25~09:30
(10:38~10:43) (09:25~09:30)

無清運

10:38~10:43
09:23~09:28
09:25~09:30
(10:38~10:43) (09:23~09:28)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十 九 街 1巷 16號

沿街

10:40~10:45
09:28~09:33
(10:40~10:45) (09:28~09:33)

無清運

10:40~10:45
09:25~09:30
09:28~09:33
(10:40~10:45) (09:25~09:30) (09:28~09:33)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十 九 街 3巷 3號

沿街

10:43~10:48
09:30~09:35
(10:43~10:48) (09:30~09:35)

無清運

10:43~10:48
09:25~09:30
09:30~09:35
(10:43~10:48) (09:25~09:30)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十 七 街 13號

沿街

10:45~10:50
09:35~09:40
(10:45~10:50) (09:35~09:40)

無清運

10:45~10:50
09:28~09:33
09:35~09:40
(10:45~10:50) (09:28~09:33)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十 五 街 13號

沿街

10:50~10:55
09:38~09:43
(10:50~10:55) (09:38~09:43)

無清運

10:50~10:55
09:30~09:35
09:38~09:43
(10:50~10:55) (09:30~09:35) (09:38~09:43)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十 三 街 17號

沿街

10:55~11:00
09:40~09:45
(10:55~11:00) (09:40~09:45)

無清運

10:55~11:00
09:33~09:38
09:40~09:45
(10:55~11:00) (09:33~09:38)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九 街 20號

沿街

10:58~11:03
09:43~09:48
(10:58~11:03) (09:43~09:48)

無清運

10:58~11:03
09:35~09:40
09:43~09:48
(10:58~11:03) (09:35~09:40) (09:43~09:48)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七 街 35號

沿街

11:00~11:05
09:45~09:50
(11:00~11:05) (09:45~09:50)

無清運

11:00~11:05
09:38~09:43
09:45~09:50
(11:00~11:05) (09:38~09:43)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五 街 29號

沿街

11:03~11:08
09:50~09:55
(11:03~11:08) (09:50~09:55)

無清運

11:03~11:08
09:40~09:45
09:50~09:55
(11:03~11:08) (09:40~09:4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五 街 11號

沿街

11:05~11:10
09:53~09:58
(11:05~11:10) (09:53~09:58)

無清運

11:05~11:10
09:43~09:48
09:53~09:58
(11:05~11:10) (09:43~09:48) (09:53~09:58)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四 街 19號

沿街

11:08~11:13
09:55~10:00
(11:08~11:13) (09:55~10:00)

無清運

11:08~11:13
09:45~09:50
09:55~10:00
(11:08~11:13) (09:45~09:50)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六 街 17號

沿街

11:10~11:15
09:57~10:02
(11:10~11:15) (09:57~10:02)

無清運

11:10~11:15
09:48~09:53
09:57~10:02
(11:10~11:15) (09:48~09:53) (09:57~10:02)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八 街 17號

沿街

11:10~11:15
09:59~10:04
(11:10~11:15) (09:59~10:04)

無清運

11:10~11:15
09:50~09:55
09:59~10:04
(11:10~11:15) (09:50~09:55) (09:59~10:04)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十 街 17號

沿街

11:13~11:18
10:00~10:05
(11:13~11:18) (10:00~10:05)

無清運

11:13~11:18
09:50~09:55
10:00~10:05
(11:13~11:18) (09:50~09:55)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路 12號

沿街

11:15~11:20
10:03~10:08
(11:15~11:20) (10:03~10:08)

無清運

11:15~11:20
09:53~09:58
10:03~10:08
(11:15~11:20) (09:53~09:58) (10:03~10:08)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路 30號

沿街

11:16~11:21
10:05~10:10
(11:16~11:21) (10:05~10:10)

無清運

11:16~11:21
09:56~10:01
10:05~10:10
(11:16~11:21) (09:56~10:01)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十 街 17號

沿街

11:17~11:22
10:08~10:13
(11:17~11:22) (10:08~10:13)

無清運

11:17~11:22
10:00~10:05
10:08~10:13
(11:17~11:22) (10:00~10:05)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十 二 街 17號

沿街

11:18~11:23
10:10~10:15
(11:18~11:23) (10:10~10:15)

無清運

11:18~11:23
10:01~10:06
10:10~10:15
(11:18~11:23) (10:01~10:06) (10:10~10:15)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十 四 街 17號

沿街

11:19~11:24
10:13~10:18
(11:19~11:24) (10:13~10:18)

無清運

11:19~11:24
10:02~10:07
10:13~10:18
(11:19~11:24) (10:02~10:07) (10:13~10:18)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十 六 街 23號

沿街

11:20~11:25
10:15~10:20
(11:20~11:25) (10:15~10:20)

無清運

11:20~11:25
10:03~10:08
10:15~10:20
(11:20~11:25) (10:03~10:08)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十 八 街 15號

沿街

11:21~11:26
10:16~10:21
(11:21~11:26) (10:16~10:21)

無清運

11:21~11:26
10:04~10:09
10:16~10:21
(11:21~11:26) (10:04~10:09) (10:16~10:21)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三 十 街 38號

沿街

11:23~11:28
10:18~10:23
(11:23~11:28) (10:18~10:23)

無清運

11:23~11:28
10:05~10:10
10:18~10:23
(11:23~11:28) (10:05~10:10)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十 六 街 55號

沿街

11:25~11:30
10:20~10:25
(11:25~11:30) (10:20~10:25)

無清運

11:25~11:30
10:06~10:11
10:20~10:25
(11:25~11:30) (10:06~10:11) (10:20~10:25)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二 十 二 街 38號

沿街

11:28~11:33
10:25~10:30
(11:28~11:33) (10:25~10:30)

無清運

11:28~11:33
10:07~10:12
10:25~10:30
(11:28~11:33) (10:07~10:12) (10:25~10:30)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十 二 街 23號

沿街

11:33~11:38
10:28~10:33
(11:33~11:38) (10:28~10:33)

無清運

11:33~11:38
10:10~10:15
10:28~10:33
(11:33~11:38) (10:10~10:15) (10:28~10:33)

無清運

太平區

豐年里

862-UE

大 源 路 1號

沿街

11:38~11:43
10:30~10:35
(11:38~11:43) (10:30~10:35)

無清運

11:38~11:43
10:15~10:20
10:30~10:35
(11:38~11:43) (10:15~10:20) (10:30~10:35)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山 路 二 段 477巷 186
巷 43號

沿街

11:43~11:48
10:35~10:40
(11:43~11:48) (10:35~10:40)

無清運

11:43~11:48
10:18~10:23
10:35~10:40
(11:43~11:48) (10:18~10:23) (10:35~10:40)

無清運

太平區

中山里

862-UE

中 源 街 2號 (社 區 )

沿街

11:45~11:50
10:38~10:43
(11:45~11:50) (10:38~10:43)

無清運

11:45~11:50
10:23~10:28
10:38~10:43
(11:45~11:50) (10:23~10:28) (10:38~10:43)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159巷 7號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192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236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282巷 14號

沿街

08:05~08:10
08:03~08:08
(08:05~08:10) (08:03~08:08)

無清運

08:05~08:10
08:03~08:08
08:03~08:08
(08:05~08:10) (08:03~08:08) (08:03~08:08)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215巷 2號

沿街

08:10~08:15
08:08~08:13
(08:10~08:15) (08:08~08:13)

無清運

08:10~08:15
08:08~08:13
08:08~08:13
(08:10~08:15)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159巷 73號

沿街

08:15~08:20
08:13~08:18
(08:15~08:20) (08:13~08:18)

無清運

08:15~08:20
08:13~08:18
08:13~08:18
(08:15~08:20)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159巷 44號

沿街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159巷 298
號

沿街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322巷 3號

沿街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322巷 89號

沿街

08:28~08:33
08:33~08:38
(08:28~08:33) (08:33~08:38)

無清運

08:28~08:33
08:33~08:38
08:33~08:38
(08:28~08:33) (08:33~08:38) (08:33~08:38)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322巷 113
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322巷 61弄
8號

沿街

08:33~08:38
08:30~08:35
(08:33~08:38) (08:30~08:35)

無清運

08:33~08:38
08:30~08:35
08:30~08:35
(08:33~08:38)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334號

沿街

08:35~08:40
08:33~08:38
(08:35~08:40) (08:33~08:38)

無清運

08:35~08:40
08:33~08:38
08:33~08:38
(08:35~08:40) (08:33~08:38) (08:33~08:38)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396號

沿街

08:38~08:43
08:35~08:40
(08:38~08:43) (08:35~08:40)

無清運

08:38~08:43
08:35~08:40
08:35~08:40
(08:38~08:43)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10號

沿街

08:40~08:45
08:38~08:43
(08:40~08:45) (08:38~08:43)

無清運

08:40~08:45
08:38~08:43
08:38~08:43
(08:40~08:45)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88號

沿街

08:43~08:48
08:40~08:45
(08:43~08:48) (08:40~08:45)

無清運

08:43~08:48
08:40~08:45
08:40~08:45
(08:43~08:48)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102號

沿街

08:45~08:50
08:43~08:48
(08:45~08:50) (08:43~08:48)

無清運

08:45~08:50
08:43~08:48
08:43~08:48
(08:45~08:50)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32巷 78號

沿街

08:48~08:53
08:45~08:50
(08:48~08:53) (08:45~08:50)

無清運

08:48~08:53
08:45~08:50
08:45~08:50
(08:48~08:53)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32巷 13號

沿街

08:50~08:55
08:45~08:50
(08:50~08:55) (08:45~08:50)

無清運

08:50~08:55
08:45~08:50
08:45~08:50
(08:50~08:55)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坪 林 路 2號

沿街

08:50~08:55
08:48~08:53
(08:50~08:55) (08:48~08:53)

無清運

08:50~08:55
08:48~08:53
08:48~08:53
(08:50~08:55) (08:48~08:53)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坪 林 路 31號

沿街

08:55~09:00
08:50~08:55
(08:55~09:00) (08:50~08:55)

無清運

08:55~09:00
08:50~08:55
08:50~08:55
(08:55~09:00)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100巷 16弄
2號

沿街

09:50~10:00
08:55~09:00
(09:50~10:00) (08:55~09:00)

無清運

09:50~10:00
08:55~09:00
08:55~09:00
(09:50~10:00)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100巷 21號

沿街

09:55~10:00
08:58~09:03
(09:55~10:00) (08:58~09:03)

無清運

09:55~10:00
08:58~09:03
08:58~09:03
(09:55~10:00)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100巷 24弄
4號

沿街

10:00~10:05
09:00~09:05
(10:00~10:05) (09:00~09:05)

無清運

10:00~10:05
09:00~09:05
09:00~09:05
(10:00~10:05)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100巷 26弄
23號

沿街

10:06~10:11
09:20~09:25
(10:06~10:11) (09:20~09:25)

無清運

10:06~10:11
09:20~09:25
09:20~09:25
(10:06~10:11)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100巷 26弄
5號

沿街

10:08~10:13
09:23~09:28
(10:08~10:13) (09:23~09:28)

無清運

10:08~10:13
09:23~09:28
09:23~09:28
(10:08~10:13)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坪 林 路 17號

沿街

10:10~10:15
09:23~09:28
(10:10~10:15) (09:23~09:28)

無清運

10:10~10:15
09:23~09:28
09:23~09:28
(10:10~10:15)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坪 林 路 58號

沿街

10:12~10:17
09:03~09:08
(10:12~10:17) (09:03~09:08)

無清運

10:12~10:17
09:03~09:08
09:03~09:08
(10:12~10:17)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坪 林 路 61之 6號

沿街

10:13~10:18
09:05~09:10
(10:13~10:18) (09:05~09:10)

無清運

10:13~10:18
09:05~09:10
09:05~09:10
(10:13~10:18) (09:05~09:10)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坪 林 路 48之 3號

沿街

10:15~10:20
09:10~09:15
(10:15~10:20) (09:10~09:15)

無清運

10:15~10:20
09:10~09:15
09:10~09:15
(10:15~10:20)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坪 林 路 44號

沿街

10:18~10:23
09:25~09:30
(10:18~10:23) (09:25~09:30)

無清運

10:18~10:23
09:25~09:30
09:25~09:30
(10:18~10:23)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坪 林 路 42之 3號

沿街

10:20~10:23
09:13~09:18
(10:20~10:23) (09:13~09:18)

無清運

10:20~10:23
09:13~09:18
09:13~09:18
(10:20~10:23) (09:13~09:18) (09:13~09:18)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坪 林 路 45之 11巷 5號

沿街

10:22~10:27
09:28~09:33
(10:22~10:27) (09:28~09:33)

無清運

10:22~10:27
09:28~09:33
09:28~09:33
(10:22~10:27)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376巷 22號

沿街

10:25~10:30
09:15~09:20
(10:25~10:30) (09:15~09:20)

無清運

10:25~10:30
09:15~09:20
09:15~09:20
(10:25~10:30) (09:15~09:20)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45號

沿街

10:27~10:32
09:30~09:35
(10:27~10:32) (09:30~09:35)

無清運

10:27~10:32
09:30~09:35
09:30~09:35
(10:27~10:32)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154巷 7號

沿街

10:30~10:35
09:33~09:38
(10:30~10:35) (09:33~09:38)

無清運

10:30~10:35
09:33~09:38
09:33~09:38
(10:30~10:35) (09:33~09:38) (09:33~09:38)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164號

沿街

10:32~10:37
09:33~09:38
(10:32~10:37) (09:33~09:38)

無清運

10:32~10:37
09:33~09:38
09:33~09:38
(10:32~10:37) (09:33~09:38) (09:33~09:38)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路 62號

沿街

10:35~10:40
09:34~09:39
(10:35~10:40) (09:34~09:39)

無清運

10:35~10:40
09:34~09:39
09:35~09:40
(10:35~10:40) (09:34~09:39)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路 142號

沿街

10:38~10:43
09:35~09:40
(10:38~10:43) (09:35~09:40)

無清運

10:38~10:43
09:35~09:40
09:38~09:43
(10:38~10:43) (09:35~09:40) (09:38~09:43)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路 180號

沿街

10:40~10:45
09:37~09:43
(10:40~10:45) (09:37~09:43)

無清運

10:40~10:45
09:37~09:43
09:40~09:45
(10:40~10:45) (09:37~09:43)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六 街 19號

沿街

10:42~10:47
09:40~09:45
(10:42~10:47) (09:40~09:45)

無清運

10:42~10:47
09:40~09:45
09:45~09:50
(10:42~10:47) (09:40~09:45)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六 街 75號

沿街

10:45~10:50
09:40~09:45
(10:45~10:50) (09:40~09:45)

無清運

10:45~10:50
09:40~09:45
09:45~09:50
(10:45~10:50) (09:40~09:45)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路 212號

沿街

10:48~10:53
09:42~09:47
(10:48~10:53) (09:42~09:47)

無清運

10:48~10:53
09:42~09:47
09:43~09:48
(10:48~10:53) (09:42~09:47) (09:43~09:48)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路 300號

沿街

10:50~10:55
09:43~09:48
(10:50~10:55) (09:43~09:48)

無清運

10:50~10:55
09:43~09:48
09:50~09:55
(10:50~10:55) (09:43~09:48)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八 街 9號

沿街

10:53~10:58
09:45~09:50
(10:53~10:58) (09:45~09:50)

無清運

10:53~10:58
09:45~09:50
09:53~09:58
(10:53~10:58) (09:45~09:50) (09:53~09:58)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十 街 3巷 2號

沿街

10:55~11:00
09:48~09:51
(10:55~11:00) (09:48~09:51)

無清運

10:55~11:00
09:48~09:51
09:55~10:00
(10:55~11:00) (09:48~09:51)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路 368號

沿街

10:58~11:03
09:49~09:52
(10:58~11:03) (09:49~09:52)

無清運

10:58~11:03
09:49~09:52
09:58~10:03
(10:58~11:03) (09:49~09:52) (09:58~10:03)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十 六 街 2號

沿街

11:00~11:05
09:50~09:56
(11:00~11:05) (09:50~09:56)

無清運

11:00~11:05
09:50~09:56
10:00~10:05
(11:00~11:05) (09:50~09:56)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路 426號

沿街

11:03~11:08
09:52~09:57
(11:03~11:08) (09:52~09:57)

無清運

11:03~11:08
09:52~09:57
10:03~10:08
(11:03~11:08) (09:52~09:57) (10:03~10:08)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路 780號

沿街

11:05~11:10
09:53~09:58
(11:05~11:10) (09:53~09:58)

無清運

11:05~11:10
09:53~09:58
10:05~10:10
(11:05~11:10) (09:53~09:58)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廍 仔 坑 路 12巷 1號

沿街

11:05~11:10
09:55~09:59
(11:05~11:10) (09:55~09:59)

無清運

11:05~11:10
09:55~09:59
10:08~10:13
(11:05~11:10) (09:55~09:59)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路 185號

沿街

11:18~11:23
10:00~10:03
(11:18~11:23) (09:58~10:03)

無清運

11:18~11:23
09:58~10:03
10:13~10:18
(11:18~11:23) (09:58~10:03) (10:13~10:18)

無清運

太平區

大興里

AAK-157

大 興 路 151之 1號

沿街

11:10~11:15
10:02~10:07
(11:10~11:15) (10:02~10:07)

無清運

11:10~11:15
10:02~10:07
10:15~10:20
(11:10~11:15) (10:02~10:07)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155號

沿街

11:13~11:18
10:05~10:10
(11:13~11:18) (10:05~10:10)

無清運

11:13~11:18
10:05~10:10
10:18~10:23
(11:13~11:18) (10:05~10:10)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79號

沿街

11:15~11:20
10:10~10:15
(11:15~11:20) (10:10~10:15)

無清運

11:15~11:20
10:10~10:15
10:20~10:25
(11:15~11:20) (10:10~10:15) (10:20~10:25)

無清運

太平區

坪林里

AAK-157

中 山 路 二 段 45號

沿街

11:15~11:20
10:12~10:17
(11:15~11:20) (10:12~10:17)

無清運

11:15~11:20
10:12~10:17
10:23~10:28
(11:15~11:20) (10:12~10:17) (10:23~10:28)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313巷 16號

沿街

11:20~11:25
10:15~10:20
(11:20~11:25) (10:15~10:20)

無清運

11:20~11:25
10:15~10:20
10:25~10:30
(11:20~11:25) (10:15~10:20) (10:25~10:30)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313巷 2號

沿街

11:20~11:25
10:20~10:25
(11:20~11:25) (10:20~10:25)

無清運

11:20~11:25
10:20~10:25
10:20~10:25
(11:20~11:25) (10:20~10:25) (10:20~10:25)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279巷 2號

沿街

11:25~11:30
10:25~10:30
(11:25~11:30) (10:25~10:30)

無清運

11:25~11:30
10:25~10:30
10:25~10:30
(11:25~11:30) (10:25~10:30) (10:25~10:30)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268號

沿街

11:30~11:35
10:30~10:35
(11:30~11:35) (10:30~10:35)

無清運

11:30~11:35
10:30~10:35
10:30~10:35
(11:30~11:35)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太平區

勤益里

AAK-157

中 山 路 一 段 229號

沿街

11:35~11:45
10:35~10:45
(11:35~11:45) (10:35~10:45)

無清運

11:35~11:45
10:35~10:45
10:35~10:45
(11:35~11:45) (10:35~10:45) (10:35~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394號

沿街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無清運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06:10~06:15)

無清運

太平區

宜欣里

KED-9076

宜 昌 東 路 1號 前

定點

無清運

18:30~19:20
(18:30~19:20)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18:30~19:20
(18:30~19:2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坪里

KED-9076

育 才 路 2-1號 (樂 安 宮
旁)

定點

無清運

18:00~18:30
(18:00~18:30)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18:00~18:30
(18:00~18:3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D-9076

環 太 東 路 301號 斜 對 面

定點

無清運

19:00~20:00
(19:00~20:00)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19:00~20:00
(19:00~20:00)

無清運

太平區

新福里

KED-9076

新 福 路 65號 對 面

定點

無清運

19:40~20:00
(19:40~20:00)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19:40~20:00
(19:40~20:0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新 仁 路 一 段 154號

沿街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無清運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06:13~06:18)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新 仁 路 一 段 206巷 2-1
號

沿街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無清運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06:15~06:2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新 仁 路 一 段 206巷 25號

沿街

06:18~06:23
06:18~06:23
(06:18~06:23) (06:18~06:23)

無清運

06:18~06:23
06:18~06:23
06:18~06:23
(06:18~06:23) (06:18~06:23) (06:18~06:2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398巷 13號

沿街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無清運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06:20~06:2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398巷 1號

沿街

06:24~06:28
06:24~06:28
(06:24~06:28) (06:24~06:28)

無清運

06:24~06:28
06:24~06:28
06:24~06:28
(06:24~06:28) (06:24~06:28) (06:24~06:2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355號

沿街

06:28~06:33
06:28~06:33
(06:28~06:33) (06:28~06:33)

無清運

06:28~06:33
06:28~06:33
06:28~06:33
(06:28~06:33) (06:28~06:33) (06:28~06:3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322號

沿街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06:30~06:3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287號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402號

沿街

08:01~08:06
08:01~08:06
(08:01~08:06) (08:01~08:06)

無清運

08:01~08:06
08:01~08:06
08:01~08:06
(08:01~08:06) (08:01~08:06) (08:01~08:06)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新 仁 路 一 段 22巷 1號

沿街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新 仁 路 一 段 22巷 99號

沿街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新 仁 路 一 段 28號

沿街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新 仁 路 一 段 42號

沿街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新 仁 路 一 段 138號

沿街

08:18~08:22
08:18~08:22
(08:18~08:22) (08:18~08:22)

無清運

08:18~08:22
08:18~08:22
08:18~08:22
(08:18~08:22) (08:18~08:22) (08:18~08:22)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337巷 5號

沿街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無清運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08:22~08:27)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337巷 14號

沿街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327巷 19號

沿街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08:30~08:35
08:30~08:35
08:25~08:30
(08:30~08:35) (08:30~08:35) (08:25~08:3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317巷 2號

沿街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08:33~08:38)

無清運

08:33~08:38
08:33~08:38
08:28~08:33
(08:33~08:38) (08:33~08:38)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291巷 6號

沿街

08:36~08:41
08:36~08:41
(08:36~08:41) (08:36~08:41)

無清運

08:36~08:41
08:36~08:41
08:30~08:35
(08:36~08:41) (08:36~08:41)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291巷 10弄 1號

沿街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08:40~08:45
08:40~08:45
08:33~08:38
(08:40~08:45) (08:40~08:45) (08:33~08:3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291巷 26弄 1號

沿街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08:43~08:48
08:43~08:48
08:35~08:40
(08:43~08:48) (08:43~08:48) (08:35~08:40)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277巷 6號

沿街

08:46~08:50
08:46~08:50
(08:46~08:50) (08:46~08:50)

無清運

08:46~08:50
08:46~08:50
08:38~08:43
(08:46~08:50) (08:46~08:50) (08:38~08:4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271號

沿街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08:50~08:55
08:50~08:55
08:40~08:45
(08:50~08:55) (08:50~08:55) (08:40~08:4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成 路 60巷 31號

沿街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無清運

08:53~08:58
(08:53~08:58)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成 路 60巷 21號

沿街

08:54~08:59
(08:54~08:59)

無清運

無清運

08:54~08:59
(08:54~08:59)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成 路 99巷 6號

沿街

08:57~09:02
(08:57~09:02)

無清運

無清運

08:57~09:02
(08:57~09:02)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245-2號

沿街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08:58~09:03
08:58~09:03
08:48~08:53
(08:58~09:03) (08:58~09:03) (08:48~08:5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95巷 2號

沿街

09:03~09:08
09:03~09:08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09:03~09:08
09:03~09:08
08:50~08:55
(09:03~09:08) (09:03~09:08)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91號

沿街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09:08~09:13)

無清運

09:08~09:13
09:08~09:13
08:55~09:00
(09:08~09:13) (09:08~09:13)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74-1號

沿街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09:10~09:15
09:10~09:15
08:56~09:01
(09:10~09:15) (09:10~09:15) (08:56~09:01)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57巷 36號

沿街

09:13~09:18
09:13~09:18
(09:13~09:18) (09:13~09:18)

無清運

09:13~09:18
09:13~09:18
08:58~09:03
(09:13~09:18) (09:13~09:18)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47號

沿街

09:16~09:21
09:16~09:21
(09:16~09:21) (09:16~09:21)

無清運

09:16~09:21
09:16~09:21
09:00~09:05
(09:16~09:21) (09:16~09:21)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37巷 8號

沿街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09:20~09:25
09:20~09:25
09:03~09:07
(09:20~09:25) (09:20~09:25) (09:03~09:07)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31巷 2號

沿街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09:23~09:28)

無清運

09:23~09:28
09:23~09:28
09:05~09:10
(09:23~09:28) (09:23~09:28)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31巷 11號

沿街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09:25~09:30
09:25~09:30
09:05~09:10
(09:25~09:30) (09:25~09:30) (09:05~09:1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27號

沿街

09:28~09:33
09:28~09:33
(09:28~09:33) (09:28~09:33)

無清運

09:28~09:33
09:28~09:33
09:08~09:13
(09:28~09:33) (09:28~09:33) (09:08~09:1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09巷 7號

沿街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無清運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23巷 9號

沿街

無清運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無清運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85巷 1號

沿街

09:33~09:38
09:33~09:38
(09:33~09:38) (09:33~09:38)

無清運

09:33~09:38
09:33~09:38
09:10~09:15
(09:33~09:38) (09:33~09:38)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85巷 25號

沿街

09:35~09:40
09:35~09:40
(09:35~09:40) (09:35~09:40)

無清運

09:35~09:40
09:35~09:40
09:10~09:15
(09:35~09:40) (09:35~09:40) (09:10~09:1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71號

沿街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09:38~09:43)

無清運

09:38~09:43
09:38~09:43
09:13~09:18
(09:38~09:43) (09:38~09:43) (09:13~09:18)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67巷 11號

沿街

09:40~09:45
09:40~09:45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09:40~09:45
09:40~09:45
09:15~09:20
(09:40~09:45) (09:40~09:45) (09:15~09:2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53號

沿街

09:45~09:50
09:45~09:50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09:45~09:50
09:45~09:50
09:18~09:23
(09:45~09:50) (09:45~09:50) (09:18~09:2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29巷 5弄 1號

沿街

09:55~10:00
09:55~10:00
(09:55~10:00) (09:55~10:00)

無清運

09:55~10:00
09:55~10:00
09:20~09:25
(09:55~10:00) (09:55~10:00)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29巷 5弄 9號

沿街

09:58~10:03
09:58~10:03
(09:58~10:03) (09:58~10:03)

無清運

09:58~10:03
09:58~10:03
09:23~09:28
(09:58~10:03) (09:58~10:03) (09:23~09:2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34號

沿街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10:00~10:05
10:00~10:05
09:25~09:30
(10:00~10:05) (10:00~10:05)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平 路 三 段 211號

沿街

10:05~10:10
10:05~10:10
(10:05~10:10) (10:05~10:10)

無清運

10:05~10:10
10:05~10:10
09:25~09:30
(10:05~10:10) (10:05~10:10)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太 平 23街 29之 1號

沿街

10:08~10:13
(10:08~10:13)

無清運

10:08~10:13
(10:08~10:1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平 路 三 段 15號

沿街

10:10~10:15
10:10~10:15
(10:10~10:15) (10:10~10:15)

無清運

10:10~10:15
10:10~10:15
09:28~09:33
(10:10~10:15) (10:10~10:15) (09:28~09:3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平 路 三 段 52巷 20號

沿街

10:13~10:18
10:13~10:18
(10:13~10:18) (10:13~10:18)

無清運

10:13~10:18
10:13~10:18
09:30~09:35
(10:13~10:18) (10:13~10:18)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平 路 三 段 52巷 3號

沿街

10:15~10:20
10:15~10:20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10:15~10:20
10:15~10:20
09:30~09:35
(10:15~10:20) (10:15~10:20)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平 路 三 段 222號

沿街

10:18~10:23
10:18~10:23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10:18~10:23
10:18~10:23
09:33~09:38
(10:18~10:23) (10:18~10:23) (09:33~09:3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平 路 三 段 132巷 3號

沿街

10:23~10:28
10:23~10:28
(10:23~10:28) (10:23~10:28)

無清運

10:23~10:28
10:23~10:28
09:33~09:38
(10:23~10:28) (10:23~10:28) (09:33~09:3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平 路 三 段 132巷 68號

沿街

10:25~10:30
10:25~10:30
(10:25~10:30) (10:25~10:30)

無清運

10:25~10:30
10:25~10:30
09:35~09:40
(10:25~10:30) (10:25~10:3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平 路 三 段 92巷 2號

沿街

10:30~10:35
10:30~10:35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10:30~10:35
10:30~10:35
09:35~09:40
(10:30~10:35) (10:30~10:35)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平 路 三 段 92巷 50號

沿街

10:35~10:40
10:35~10:40
(10:35~10:40) (10:35~10:40)

無清運

10:35~10:40
10:35~10:40
09:38~09:43
(10:35~10:40) (10:35~10:40) (09:38~09:4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合 利 街 一 段 4號

沿街

10:40~10:45
10:40~10:45
(10:40~10:45) (10:40~10:45)

無清運

10:40~10:45
10:40~10:45
09:40~09:45
(10:40~10:45) (10:40~10:4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合 利 街 2號

沿街

10:42~10:47
10:42~10:47
(10:42~10:47) (10:42~10:47)

無清運

10:42~10:47
10:42~10:47
09:43~09:48
(10:42~10:47) (10:42~10:47) (09:43~09:4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合 利 街 10巷 1號

沿街

10:47~10:52
10:47~10:52
(10:47~10:52) (10:47~10:52)

無清運

10:47~10:52
10:47~10:52
09:48~09:53
(10:47~10:52) (10:47~10:52) (09:48~09:5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合 利 街 15巷 14號

沿街

10:50~10:55
10:50~10:55
(10:50~10:55) (10:50~10:55)

無清運

10:50~10:55
10:50~10:55
09:50~09:55
(10:50~10:55) (10:50~10: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合 利 街 15巷 51號

沿街

10:55~11:00
10:55~11:00
(10:55~11:00) (10:55~11:00)

無清運

10:55~11:00
10:55~11:00
09:55~10:00
(10:55~11:00) (10:55~11:00) (09:55~10:00)

無清運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無清運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合 利 街 24巷 3號

沿街

11:00~11:05
11:00~11:05
(11:00~11:05) (11:00~11:05)

無清運

11:00~11:05
11:00~11:05
10:00~10:05
(11:00~11:05) (11:00~11:05)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合 利 街 58號

沿街

11:05~11:10
11:05~11:10
(11:05~11:10) (11:05~11:10)

無清運

11:05~11:10
11:05~11:10
10:03~10:08
(11:05~11:10) (11:05~11:10) (10:03~10:0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08巷 56號

沿街

11:15~11:20
11:15~11:20
(11:15~11:20) (11:15~11:20)

無清運

11:15~11:20
11:15~11:20
10:18~10:23
(11:15~11:20) (11:15~11:20)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08巷 13號

沿街

11:20~11:25
11:20~11:25
(11:20~11:25) (11:20~11:25)

無清運

11:20~11:25
11:20~11:25
10:23~10:28
(11:20~11:25) (11:20~11:25) (10:23~10:2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08巷 12弄 3號

沿街

11:23~11:28
11:23~11:28
(11:23~11:28) (11:23~11:28)

無清運

11:23~11:28
11:23~11:28
10:28~10:33
(11:23~11:28) (11:23~11:28) (10:28~10:3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08巷 12弄 36號

沿街

11:28~11:33
11:28~11:33
(11:28~11:33) (11:28~11:33)

無清運

11:28~11:33
11:28~11:33
10:33~10:38
(11:28~11:33) (11:28~11:33) (10:33~10:38)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豐 路 108巷 12-23弄 1
號

沿街

11:33~11:38
11:33~11:38
(11:33~11:38) (11:33~11:38)

無清運

11:33~11:38
11:33~11:38
10:38~10:43
(11:33~11:38) (11:33~11:38) (10:38~10:43)

無清運

太平區

太平里

KED-9076

永 平 路 三 段 296號

沿街

11:38~11:42
11:38~11:42
(11:38~11:42) (11:38~11:42)

無清運

11:38~11:42
11:38~11:42
10:40~10:45
(11:38~11:42) (11:38~11:42) (10:40~10:4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中 山 路 二 段 388巷 11號

沿街

06:00~06:05
06:10~06:15
(06:00~06:05) (06:10~06:15)

無清運

06:00~06:05
06:10~06:15
06:10~06:15
(06:00~06:05) (06:10~06:15) (06:10~06:1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中 山 路 二 段 388巷 33號

沿街

06:03~06:08
06:10~06:15
(06:03~06:08) (06:10~06:15)

無清運

06:03~06:08
06:10~06:15
06:03~06:08
(06:03~06:08) (06:10~06:15) (06:03~06:08)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中 山 路 二 段 388巷 57號

沿街

06:08~06:13
06:13~06:18
(06:08~06:13) (06:13~06:18)

無清運

06:08~06:13
06:13~06:18
06:08~06:13
(06:08~06:13) (06:13~06:18) (06:08~06:1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長 安 十 一 街 18號

沿街

06:13~06:18
06:18~06:23
(06:13~06:18) (06:18~06:23)

無清運

06:13~06:18
06:18~06:23
06:13~06:18
(06:13~06:18) (06:18~06:23) (06:13~06:18)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長 安 十 一 街 7巷 15號

沿街

06:18~06:23
06:23~06:28
(06:18~06:23) (06:23~06:28)

無清運

06:18~06:23
06:23~06:28
06:18~06:23
(06:18~06:23) (06:23~06:28) (06:18~06:2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一 街 123號

沿街

06:23~06:28
06:25~06:30
(06:23~06:28) (06:25~06:30)

無清運

06:23~06:28
06:25~06:30
06:23~06:28
(06:23~06:28) (06:25~06:30) (06:23~06:28)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二 十 一 街 42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路 647號

沿街

08:03~08:08
08:01~08:06
(08:03~08:08) (08:01~08:06)

無清運

08:03~08:08
08:01~08:06
08:03~08:08
(08:03~08:08) (08:01~08:06) (08:03~08:08)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路 601號

沿街

08:05~08:10
08:03~08:08
(08:05~08:10) (08:03~08:08)

無清運

08:05~08:10
08:03~08:08
08:05~08:10
(08:05~08:10) (08:03~08:08) (08:05~08:1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路 577號

沿街

08:08~08:13
08:05~08:10
(08:08~08:13) (08:05~08:10)

無清運

08:08~08:13
08:05~08:10
08:08~08:13
(08:08~08:13) (08:05~08:10)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二 十 一 街 106號

沿街

08:10~08:15
08:08~08:13
(08:10~08:15) (08:08~08:13)

無清運

08:10~08:15
08:08~08:13
08:08~08:13
(08:10~08:15) (08:08~08:13) (08:08~08:1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二 十 一 街 226號

沿街

08:12~08:17
08:10~08:15
(08:12~08:17) (08:10~08:15)

無清運

08:12~08:17
08:10~08:15
08:10~08:15
(08:12~08:17)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五 街 50巷 33號

沿街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五 街 58巷 21號

沿街

08:15~08:20
08:13~08:18
(08:15~08:20) (08:13~08:18)

無清運

08:15~08:20
08:13~08:18
08:13~08:18
(08:15~08:20)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五 街 51號

沿街

08:17~08:22
08:15~08:20
(08:17~08:22) (08:15~08:20)

無清運

08:17~08:22
08:15~08:20
08:15~08:20
(08:17~08:22)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五 街 17號

沿街

08:18~08:23
08:15~08:20
(08:18~08:23) (08:15~08:20)

無清運

08:18~08:23
08:15~08:20
08:15~08:20
(08:18~08:23)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七 街 40號

沿街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08:20~08:2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七 街 108號

沿街

08:25~08:30
08:23~08:28
(08:25~08:30) (08:23~08:28)

無清運

08:25~08:30
08:23~08:28
08:23~08:28
(08:25~08:30)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路 497號

沿街

08:30~08:35
08:28~08:33
(08:30~08:35) (08:28~08:33)

無清運

08:30~08:35
08:28~08:33
08:28~08:33
(08:30~08:35)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大 興 路 309號

沿街

08:35~08:40
08:30~08:35
(08:35~08:40) (08:30~08:35)

無清運

08:35~08:40
08:30~08:35
08:30~08:35
(08:35~08:40) (08:30~08:35) (08:30~08:3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東 路 80號

沿街

09:35~09:40
08:35~08:40
(09:35~09:40) (08:35~08:40)

無清運

09:35~09:40
08:35~08:40
08:35~08:40
(09:35~09:40) (08:35~08:40) (08:35~08:4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路 10號

沿街

09:37~09:42
08:38~08:43
(09:37~09:42) (08:38~08:43)

無清運

09:37~09:42
08:38~08:43
08:38~08:43
(09:37~09:42) (08:38~08:43) (08:38~08:4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路 72號

沿街

09:39~09:44
08:40~08:45
(09:39~09:44) (08:40~08:45)

無清運

09:39~09:44
08:40~08:45
08:40~08:45
(09:39~09:44) (08:40~08:45) (08:40~08:4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路 172號

沿街

09:41~09:46
08:43~08:48
(09:41~09:46) (08:43~08:48)

無清運

09:41~09:46
08:43~08:48
08:43~08:48
(09:41~09:46) (08:43~08:48) (08:43~08:48)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路 216號

沿街

09:43~09:48
08:45~08:50
(09:43~09:48) (08:45~08:50)

無清運

09:43~09:48
08:45~08:50
08:45~08:50
(09:43~09:48) (08:45~08:50) (08:45~08:5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八 街 21號

沿街

09:45~09:50
08:50~08:55
(09:45~09:50) (08:50~08:55)

無清運

09:45~09:50
08:50~08:55
08:50~08:55
(09:45~09:50) (08:50~08:55) (08:50~08:5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六 街 87號

沿街

09:48~09:53
08:55~09:00
(09:48~09:53) (08:55~09:00)

無清運

09:48~09:53
08:55~09:00
08:55~09:00
(09:48~09:53) (08:55~09:00) (08:55~09:0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六 街 43號

沿街

09:50~09:55
08:58~09:03
(09:50~09:55) (08:58~09:03)

無清運

09:50~09:55
08:58~09:03
08:58~09:03
(09:50~09:55) (08:58~09:03) (08:58~09:0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六 街 1號

沿街

09:53~09:58
09:00~09:05
(09:53~09:58) (09:00~09:05)

無清運

09:53~09:58
09:00~09:05
09:00~09:05
(09:53~09:58) (09:00~09:05) (09:00~09:0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路 252號

沿街

09:55~10:00
09:03~09:08
(09:55~10:00) (09:03~09:08)

無清運

09:55~10:00
09:03~09:08
09:03~09:08
(09:55~10:00) (09:03~09:08) (09:03~09:08)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路 306號

沿街

09:58~10:03
09:08~09:13
(09:58~10:03) (09:08~09:13)

無清運

09:58~10:03
09:08~09:13
09:08~09:13
(09:58~10:03) (09:08~09:13) (09:08~09:1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路 313巷 38號

沿街

10:00~10:05
09:10~09:15
(10:00~10:05) (09:10~09:15)

無清運

10:00~10:05
09:10~09:15
09:10~09:15
(10:00~10:05) (09:10~09:15) (09:10~09:1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光華里

KEG-7971

長 安 路 384號

沿街

10:05~10:10
09:13~09:18
(10:05~10:10) (09:13~09:18)

無清運

10:05~10:10
09:13~09:18
09:13~09:18
(10:05~10:10) (09:13~09:18) (09:13~09:18)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長 安 路 481巷 6號

沿街

10:10~10:15
09:18~09:23
(10:10~10:15) (09:18~09:23)

無清運

10:10~10:15
09:18~09:23
09:18~09:23
(10:10~10:15) (09:18~09:23) (09:18~09:2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長 安 路 449巷 5號

沿街

10:15~10:20
09:20~09:25
(10:15~10:20) (09:20~09:25)

無清運

10:15~10:20
09:20~09:25
09:20~09:25
(10:15~10:20) (09:20~09:25) (09:20~09:2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長 安 十 一 街 7號

沿街

10:20~10:25
09:25~09:30
(10:20~10:25) (09:25~09:30)

無清運

10:20~10:25
09:25~09:30
09:25~09:30
(10:20~10:25) (09:25~09:30) (09:25~09:3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長 安 十 一 街 68號

沿街

10:23~10:28
09:30~09:35
(10:23~10:28) (09:30~09:35)

無清運

10:23~10:28
09:30~09:35
09:30~09:35
(10:23~10:28) (09:30~09:35) (09:30~09:3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一 街 125號

沿街

10:30~10:35
09:35~09:40
(10:30~10:35) (09:35~09:40)

無清運

10:30~10:35
09:35~09:40
09:35~09:40
(10:30~10:35) (09:35~09:40) (09:35~09:4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長 安 七 街 40巷 2號

沿街

10:40~10:45
09:40~09:45
(10:40~10:45) (09:40~09:45)

無清運

10:40~10:45
09:40~09:45
09:40~09:45
(10:40~10:45) (09:40~09:45) (09:40~09:4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長 安 五 街 26巷 2號

沿街

10:45~10:50
09:45~09:50
(10:45~10:50) (09:45~09:50)

無清運

10:45~10:50
09:45~09:50
09:45~09:50
(10:45~10:50) (09:45~09:50) (09:45~09:5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三 街 13巷 96號

沿街

10:50~11:00
09:50~09:55
(10:50~11:00) (09:50~09:55)

無清運

10:50~11:00
09:50~09:55
09:50~09:55
(10:50~11:00) (09:50~09:55) (09:50~09:5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三 街 13巷 3號

沿街

11:00~11:05
09:55~10:00
(11:00~11:05) (09:55~10:00)

無清運

11:00~11:05
09:55~10:00
09:55~10:00
(11:00~11:05) (09:55~10:00) (09:55~10:0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三 街 76號

沿街

11:05~11:10
10:00~10:05
(11:05~11:10) (10:00~10:05)

無清運

11:05~11:10
10:00~10:05
10:00~10:05
(11:05~11:10) (10:00~10:05) (10:00~10:0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三 街 150號

沿街

11:15~11:20
10:05~10:10
(11:15~11:20) (10:05~10:10)

無清運

11:15~11:20
10:05~10:10
10:05~10:10
(11:15~11:20) (10:05~10:10) (10:05~10:1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十 一 街 16號

沿街

11:18~11:23
10:15~10:20
(11:18~11:23) (10:15~10:20)

無清運

11:18~11:23
10:15~10:20
10:15~10:20
(11:18~11:23) (10:15~10:20) (10:15~10:2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一 街 8號

沿街

11:20~11:25
10:18~10:23
(11:20~11:25) (10:18~10:23)

無清運

11:20~11:25
10:18~10:23
10:18~10:23
(11:20~11:25) (10:18~10:23) (10:18~10:2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一 街 78號

沿街

11:23~11:28
10:20~10:25
(11:23~11:28) (10:20~10:25)

無清運

11:23~11:28
10:20~10:25
10:20~10:25
(11:23~11:28) (10:20~10:25) (10:20~10:2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三 街 70號

沿街

11:26~11:31
10:25~10:30
(11:26~11:31) (10:25~10:30)

無清運

11:26~11:31
10:25~10:30
10:25~10:30
(11:26~11:31) (10:25~10:30) (10:25~10:3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三 街 8號

沿街

11:30~11:35
10:30~10:35
(11:30~11:35) (10:30~10:35)

無清運

11:30~11:35
10:30~10:35
10:30~10:35
(11:30~11:35) (10:30~10:35) (10:30~10:35)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五 街 10號

沿街

11:33~11:38
10:35~10:40
(11:33~11:38) (10:35~10:40)

無清運

11:33~11:38
10:35~10:40
10:35~10:40
(11:33~11:38) (10:35~10:40) (10:35~10:40)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五 街 48巷 1號

沿街

11:35~11:40
10:38~10:43
(11:35~11:40) (10:38~10:43)

無清運

11:35~11:40
10:38~10:43
10:38~10:43
(11:35~11:40) (10:38~10:43) (10:38~10:43)

無清運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九 街 47號

沿街

11:38~11:43
10:40~10:45
(11:38~11:43) (10:40~10:45)

無清運

11:38~11:43
10:40~10:45
10:40~10:45
(11:38~11:43) (10:40~10:45) (10:40~10:45)

無清運

臺中市太平區清運班表
垃圾 (回收 )
週二抵達時間

(更新日期： 108年 11月 07日 )

行政區

里別

車牌

清運點

清運
方式

垃圾 (回收 )
週一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三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四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五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六抵達時間

垃圾 (回收 )
週日抵達時間

太平區

光明里

KEG-7971

大 興 九 街 11號

沿街

11:40~11:45
10:45~10:50
(11:40~11:45) (10:45~10:50)

無清運

11:40~11:45
10:45~10:50
10:45~10:50
(11:40~11:45) (10:45~10:50) (10:45~10:50)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KEG-7972

德 隆 路 12之 1號

定點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07:00~08:00)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KEG-7972

德 利 路 104號

沿街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08:00~08:05)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KEG-7972

德 利 路 53號

沿街

08:02~08:07
08:02~08:07
(08:02~08:07) (08:02~08:07)

無清運

08:02~08:07
08:00~08:05
08:02~08:07
(08:02~08:07) (08:00~08:05) (08:02~08:07)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KEG-7972

光 興 路 130號

沿街

08:04~08:09
08:04~08:09
(08:04~08:09) (08:04~08:09)

無清運

08:04~08:09
08:02~08:07
08:04~08:09
(08:04~08:09) (08:02~08:07) (08:04~08:09)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KEG-7972

光 興 路 101號

沿街

08:06~08:11
08:06~08:11
(08:06~08:11) (08:06~08:11)

無清運

08:06~08:11
08:04~08:09
08:06~08:11
(08:06~08:11) (08:04~08:09) (08:06~08:11)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KEG-7972

德 明 路 2號

沿街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08:10~08:15)

無清運

08:10~08:15
08:06~08:11
08:10~08:15
(08:10~08:15) (08:06~08:11) (08:10~08:15)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KEG-7972

德 明 路 117號

沿街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08:13~08:18)

無清運

08:13~08:18
08:10~08:15
08:13~08:18
(08:13~08:18) (08:10~08:15) (08:13~08:18)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KEG-7972

德 明 路 137巷 161號

沿街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08:15~08:20)

無清運

08:15~08:20
08:13~08:18
08:15~08:20
(08:15~08:20) (08:13~08:18) (08:15~08:20)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KEG-7972

德 明 路 137巷 318號

沿街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08:18~08:23)

無清運

08:18~08:23
08:15~08:20
08:18~08:23
(08:18~08:23) (08:15~08:20) (08:18~08:23)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KEG-7972

光 德 路 32號

沿街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08:23~08:28)

無清運

08:23~08:28
08:18~08:23
08:23~08:28
(08:23~08:28) (08:18~08:23) (08:23~08:28)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KEG-7972

光 德 路 247巷 2號

沿街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08:28~08:33)

無清運

08:28~08:33
08:23~08:28
08:28~08:33
(08:28~08:33) (08:23~08:28) (08:28~08:33)

無清運

太平區

德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