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西區緊急災害替代交通道路路線規劃地點一覽表 

行政區 西區 

避難收容處所 忠孝國小 忠孝國小 忠孝國小 

里別  民生里 利民里 三民里 

人口數 2695 2153 3189 

進出道路 民權路 府後街 四維街 

避難路線 民權路→ 三民路一段 府後街→四維街→ 三民路一段 四維街→ 三民路一段 

避難收容處所地址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替代路線 綠川西街→ 民生路 → 三民路一段 民權路→ 三民路一段 → 忠孝國小 大明街 → 自治街 → 忠孝國小(後門) 

備註 

   



臺中市西區緊急災害替代交通道路路線規劃地點一覽表 

行政區 西區 

避難收容處所 忠信國小 西區區公所 忠信國小 

里別 東昇里 平和里 公民里 

人口數 2892 2560 5511 

進出道路 樂群街 民生路 五廊街 

避難路線 樂群街→ 林森路 民生路→ 金山路 五廊街→ 林森路 

避難收容處所地址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155號 臺中市西區金山路 11號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155號 

替代路線 
樂群街 →公館路→柳川西路二段→林

森路 155號 

民權路→中華路一段→ 四維街 →

金山路 →西區區公所 

公館路→柳川西路二段→林森路 

→ 忠信國小 

備註 

   



臺中市西區緊急災害替代交通道路路線規劃地點一覽表 

行政區 西區 

避難收容處所 忠信國小 忠信國小 和龍民龍聯合活動中心 

里別 藍興里 公館里 和龍里 

人口數 5078 6697 2738 

進出道路 大全街 樂群街 西屯路 

避難路線 
大全街→樂群街→公館路→ 柳川西路

→ 林森路 → 忠信國小 

樂群街→南屯路→ 柳川西路二段 →

林森路 → 忠信國小 
西屯路→ 民權路 

避難收容處所地址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155 號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155 號 臺中市西區西屯路一段 169 號 

替代路線 五權路→ 林森路 → 忠信國小 
樂群街→五權路→ 林森路 →

忠信國小 

梅川西路二段 → 博館二街 → 

民權路(和龍民龍聯合活動中心) 

備註 

   



臺中市西區緊急災害替代交通道路路線規劃地點一覽表 

行政區 西區 

避難收容處所 和龍民龍聯合活動中心 中正國小 西區區公所 

里別 民龍里 後龍里 安龍里 

人口數 3834 4225 3308 

進出道路 民權路 民權路 民生路 

避難路線 民權路→ 西屯路 民權路→ 公益路→ 英才路 民生路→ 金山路 

避難收容處所地址 臺中市西區西屯路一段 169 號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423 號 臺中市西區金山路 11 號 

替代路線 
博館二街 → 大仁街 → 西屯路 

→和龍民龍聯合活動中心 

梅川西路一段 → 向上路→ 英才路 

→ 中正國小 

民生路→ 五權路 → 中華路 → 四維街 →

金山路 →西區區公所 

備註 

   



臺中市西區緊急災害替代交通道路路線規劃地點一覽表 

行政區 西區 

避難收容處所 大勇國小 中正國小 忠明高中 

里別 吉龍里 昇平里 忠明里 

人口數 7756 6603 6798 

進出道路 美村路 向上街 臺灣大道 

避難路線 
五權八街→ 美村路 → 南屯路→

忠明南路 → 大勇國小 

華美街→ 向上路 → 英才路 

→ 中正國小 
中美街→ 美村路 → 健行路 → 忠明高中 

避難收容處所地址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 515 號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423 號 臺中市西區博館路 166 號 

替代路線 
五權八街→ 五權七街 → 忠明南路 

→ 大勇國小 

民生路 → 美村路一段 → 公益路 

→ 中正國小 

中美街→ 臺灣大道二段 → 健行路 

→ 忠明高中 

備註 

   



臺中市西區緊急災害替代交通道路路線規劃地點一覽表 

行政區 西區 

避難收容處所 大新活動中心 大勇國小 忠明國小 

里別 公正里 土庫里 忠誠里 

人口數 7562 6650 6733 

進出道路 東興路三段 忠明南路 忠明路 

避難路線 
大墩十街→ 東興路三段 →

大墩十一街 → 大新活動中心 

五權西五街→ 五權五街路→

忠明南路 →大勇國小 

明義街 → 忠明路 → 臺灣大道二段

→ 忠明國小 

避難收容處所地址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 64 號 3 樓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 515 號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556 號 

替代路線 
大墩十街→ 大進街 → 大墩十一街 

→ 大新活動中心 
五權西路→ 忠明南路 → 大勇國小 

忠義街 → 太原路 → 臺灣大道二段

→ 忠明國小 

備註 

   



臺中市西區緊急災害替代交通道路路線規劃地點一覽表 

行政區 西區 

避難收容處所 中正國小 中正國小 忠明國小 

里別 公益里 中興里 公平里 

人口數 3251 4283 5760 

進出道路 美村路 英才路 臺灣大道 

避難路線 公正路→ 英才路 → 中正國小 
中興街→ 向上路 → 英才路 

→ 中正國小 

大業北路→ 精誠路 → 臺灣大道 

→ 忠明國小 

避難收容處所地址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423 號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423 號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556 號 

替代路線 
向上北路→ 美村路 → 公益路 →

英才路 → 中正國小 

中興街→ 公益路 → 英才路 →

中正國小 

大隆路→ 東興路三段 → 臺灣大道二段 

→ 忠明國小 

備註 

   



臺中市西區緊急災害替代交通道路路線規劃地點一覽表 

行政區 西區 

避難收容處所 大新活勎中心 3樓(南屯區) 中正國小 大勇國小 

里別 公德里 双龍里 大忠里 

人口數 5078 3245 5184 

進出道路 東興路 英才路 忠明南路 

避難路線 
精誠路→ 公益路 → 東興路三段 →

大墩十一街 → 大新活勎中心 

模範街→ 公益路→ 英才路 

→ 中正國小 
五權西六街→ 忠明南路 → 大勇國小 

避難收容處所地址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 64 號 3 樓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423 號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 515 號 

替代路線 
向上南路 → 東興路二段 

→ 大墩十一街 → 大新活勎中心 
模範街9 巷 → 英才路 → 中正國小 

大忠南街 → 南屯路一段 

→ 忠明南路 → 大勇國小 

備註 

   



臺中市西區緊急災害替代交通道路路線規劃地點一覽表 

行政區 西區 

避難收容處所 西區區公所   

里別 廣民里   

人口數 1902   

進出道路 四維街   

避難路線 
自治街 → 大明街 → 四維街 → 金山路

→ 西區區公所 
  

避難收容處所地址 臺中市西區金山路 11號   

替代路線 自治街 → 金山路 → 西區區公所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