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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路段 人行道 
寬度 

執行長度 

西屯區 

朝富路(臺灣大道-市政路) 2.2公尺 1000m(雙側) 

河南路(臺灣大道-市政路) 2.8公尺 1000m(雙側) 

大墩路(臺灣大道-大墩十七街) 2.8公尺 650m(雙側) 

福科路(黎明路-環中路)、 2.4公尺 250m(雙側) 

中清路(清武巷-大雅區交界) 2.8公尺 1200m(雙側) 

惠中路(市政北一路-市政北三路) 3.6公尺 220m(雙側) 

逢甲路(青海路-福星路) 2.1公尺 800m(雙側) 

北屯區 

柳楊東西街(天津路-文心路) 2公尺 220m(雙側) 

北屯路(舊社公園-北平路) 3公尺 140m(單側) 

豐樂路二段(豐樂三街至豐樂五
街) 

3公尺 1500m(雙側) 

中清路二段(后庄路至中清路二
段906號) 

3公尺 220m(雙側) 

南屯區 

豐樂停車場(向心南路-豐偉路) 7公尺 1200m(單側) 

環中路四段魚市場外(五權西路
二段-向上路三段) 

7公尺 200m(單側) 

向心南路(南屯路-文心南五路) 3公尺 700m(雙側) 

精誠南路(五權南路至三民西路) 2.1公尺 500m(單側) 

中區 自由路(雙十路-民權路) 1.5公尺 850m(雙側) 

行政區 路段 人行道 
寬度 

執行長度 

南區 

南平路(美村路二段-新和街) 2公尺 150m(雙側) 

忠明南路(三民西路-南屯路一段)  2.4公尺 400m(單側) 

南平路(南平路228號-南平路236
號) 

2公尺 400m(雙側) 

仁和路(國光路-正義街)  2公尺 180m(雙側) 

東區 

精武東路(振福路-東英路) 2.2公尺 140m(雙側) 

精武東路(精武東路150巷-十甲東
路) 

2.2公尺 170m(雙側) 

進化路(力行路-進化路303巷) 2.7公尺 130m(雙側) 

雙十路(自由路-南京路) 1.5-4公
尺 

350m(單側) 

西區 

大忠南路(五權西路-南屯路) 2.4公尺 550m(單側) 

五權路(篤行路 – 五權西路) 2公尺 1400m(雙側) 

五權路(五權西路 – 三民西路) 2公尺 1100m(雙側) 

五權西路(五權路-五權新一巷) 2公尺 75m(單側) 

忠眀南路(公益路-忠誠街) 2.4公尺 180m(雙側) 

館前路(台灣大道-博館路) 1.5公尺 210m(單側) 

臺灣大道二段(美村路-中興街) 3-4公尺 160m(雙側) 

健行路(臺灣大道-博館路) 2公尺 250m(雙側) 

北區 
雙十路(精武路-電台街)(體大前) 2.4公尺 550m(單側) 

梅川東西路(太原路-青島路) 2公尺 400m(雙側) 

豐原區 
圓環南路(含騎樓)(中正路-西安
街、安和路) 

2.8公尺 170m(雙側) 

跨5個區 文心路(建國北路-北屯路) 5公尺 10200m(雙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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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部分總計執行長度 27.815 公里 



行政區 路段 執行長度 

西區  
美村路一段(昇平街至存中街) 450m(雙側) 
五權西路(五權路至忠明南路) 850m(雙側) 

南屯區 
公益路二段(黎明東街至惠文路) 750m(雙側) 
大業路(河南路四段至惠文路) 700m(雙側) 
永春東路(永春東三路至永春東路801巷) 400m(雙側) 

北區 
學士路(五權路至美德街) 550m(單側) 

北平路一段(陝西路至北平四街) 300m(雙側) 

陝西路(天津路一段至北平路一段) 180m(單側) 

潭子區 
頭家路(頭家路底至頭家路192巷) 140m(雙側) 
得福街(頭家路至得福街82巷) 250m(雙側) 

西屯區 
西屯路三段(玉門路至西屯路三段宏福五巷)  600m(雙側) 
寧夏路(文心路三段至成都路) 550m(雙側) 
國安一路(玉門路至東大路一段) 500m(雙側) 

南區 福田三街(樹義五巷至福田路) 190m(雙側) 

中區 
三民路(民權路至公園路) 650m(雙側) 

光復路(市府路至興中街) 400m(雙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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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部分總計執行長度 7.4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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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部分 

•依交通局公告寬度三公尺以下之人行道全面禁止停車 

•移動式路障由警察局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裁處 

•固定式路障由建設局依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裁處 

•人行道不得擺放未經核准設置之座椅，以淨空為原則 

騎樓部分 

•依交通局公告寬度三公尺以上騎樓得停放機車(需留設行人、機車或自
行車進出之空間、停車方式應垂直於道路方向) 

•騎樓柱與柱之間得擺放簡易盆栽及供行人休息之椅子，惟至少仍需於建
築物側留設1.5公尺以上之通行空間 

•騎樓不得擺放與營利相關之器具 

•騎樓範圍內，為留設行人空間設置之移動式車阻，原則不取締，惟需擺
放整齊 

＊餘部分依臺中市道路範圍(騎樓、人行道、車道)違規樣態處理權責分工表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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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範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道路係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
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範圍細分 建築基地內(騎樓(地)、無遮簷人行道) 建築基地外(人行道、車道) 

違規態樣
(舉例) 

違建 路障但非屬違建 騎樓(含無遮簷人行
道)地平面高低不平 

擅自建築(定著) 非定著式路
障 

鐵捲門 
固定式圍牆(1.2公
尺以上) 

固定式路障如ㄇ型鋼管、柵欄、矮牆、
景觀設施(如花台)、冷氣主機、娃娃機、
昇降台、攤架、排煙設施、通風口、廣
告物、昇降平台等工作機具及其它類似
物，與高度是否超過1.2公尺無涉。 

地坪墊高或局部墊高 設置斜坡、廟宇牌樓 

法令規定 「建築法」 
「違章建築處理

辦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自
96年1月1日施行) 

「市區道路條例」第9、
33-1條 

「市區道路條例」第6、
33條 

「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82

條 

相關函釋 本府96年11月20
日「本市清除道
路違規路障暨權
責規屬協調」會
議紀錄權責劃分 

行政院秘書長95.7.10院臺交字第
0950028486號函 

內政部96.12.11內授營工
程字第0960189173號函、

96.12.6營署工程字第
0960064911號函 

內政部95.12.18台內
營字第0950807568號 

裁罰方式 強制拆除 一. 責令行為人及時停止並消除障礙外，
處行為人或其雇主新臺幣1200已上
2400元以下罰鍰。 

二. 經勸導行為人不即時清除或行為人
或行為人不在場，視同廢棄物，依
廢棄物法令清除之。第十款之攤棚、
攤架得沒入之。 

處新臺幣5000元已上
25000元以下罰款 

「市區道路條例」 
一. 勒令拆除。 
二. 處新臺幣3萬元以

上15萬元以下罰鍰。 

法定權責
機關 

都市發展局 警察局 建設局 建設局 警察局 

裁處機關 都市發展局 警察局 
(由都市發展局配合「清道專案」，依
行政執行法第29條協助代履行執行拆除) 

建設局 建設局 警察局 



依交通局公告人行道寬度三米以下之人行道全面
禁止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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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交通局公告禁止停車區之人行道全面禁止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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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路障由警察局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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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擺放雜物 人行道違規停車 



固定式路障由建設局依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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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斜坡道 固定式路障 



人行道不得擺放未經核准設置之座椅，以淨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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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於人行道擺放座椅 民眾於人行道擺放座椅 



依交通局公告寬度在三公尺以上騎樓得停放機車 

*需留設行人、機車或自行車進出之空間 

*停車方式應垂直於道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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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柱與柱之間得擺放簡易盆栽及供行人休息之椅子，
惟至少仍需於建築物側留設1.5公尺以上之通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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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不得擺放與營利相關之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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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範圍內，為留設行人空間設置之移動式車阻，
原則不取締，惟需擺放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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