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權責科室 行政區
優先

路線

土石流防治科 內湖區 一 1 ●康樂街 2 ●安泰街 3
●大湖山莊街219巷

汐止往五子山方向
4 內湖路3段256巷 5 ●碧山路

森林遊憩科 中山區 一 1 ●劍南路(含巷弄) 2
●通北街145巷(含巷

弄)
 

一 1 成福路 2 福德街 3 東新街108巷 4 ●舊庄街2段

二 1

四分溪研究院內山區

道路（研究院路2段

102巷往山區方向）

2 研究院路3段61巷 3 ●研究院路4段

一 1
○只處理至善路一段

至三段的巷弄
2

○中社路1段至2段

(含巷弄)
3 ○明溪街(含巷弄) 4 翠山街(含巷弄)

至善路一段138巷24弄

至善路二段25巷

至善路二段86巷

至善路二段266巷

至善路二段377巷

至善路二段441巷

至善路三段71巷(平溪產

業道路)

至善路三段150巷(碧溪

支線1產業道路、萬溪主

線產業道路)

至善路三段150巷21弄(碧

溪支線2產業道路)

至善路三段181巷(礁坑橋

產業道路)

至善路三段181巷5弄

至善路三段290巷(萬溪支

線產業道路)

至善路三段336巷

至善路三段371巷(石牌坊

產業道路)

至善路三段371巷20弄

中社路一段11巷

中社路一段11巷31弄

中社路一段11巷99弄

中社路一段36巷

中社路一段60巷

中社路一段61巷

中社路二段85巷

中社路二段91巷

中社路二段185巷

明溪街11巷

明溪街35巷

二 1 ○平菁街(含巷弄) 2 菁山路(含巷弄) 3 新園街(含巷弄)

平菁街(陳厝產業道路、

平溪產業道路)

平菁街10巷(小下過溪產

業道路)

平菁街28巷(下過溪產業

道路)

平菁街42巷(平菁街42巷

產業道路)

平菁街43巷(平菁街43巷

產業道路)

平菁街50巷

平菁街64巷

平菁街67巷

平菁街84巷

平菁街93巷(內寮產業道

路)

平菁街95巷

平菁街105巷(平菁街105巷

產業道路)

平菁街106巷(平菁街106巷

產業道路)

平菁街106巷21弄

1
○仰德大道1段至4段

(含巷弄)
2 永公路(含巷弄) 3 ○格致路(含巷弄) 4

○中庸路（含1路、2

路、5路及巷弄）
5 中華路(含巷弄)

仰德大道一段91巷

仰德大道一段91巷3弄

仰德大道一段91巷5弄

仰德大道一段91巷7弄

仰德大道一段91巷25弄

仰德大道一段91巷26弄

仰德大道一段91巷34弄

仰德大道一段91巷36弄

仰德大道二段11巷

仰德大道二段32巷

仰德大道二段33巷

仰德大道二段41巷

仰德大道二段67巷

仰德大道二段70巷

仰德大道二段110巷

仰德大道二段131巷

仰德大道二段134巷

仰德大道二段148巷

仰德大道三段47巷

仰德大道三段48巷

仰德大道三段105巷

仰德大道三段106巷

仰德大道三段125巷

仰德大道三段250巷

仰德大道三段250巷11弄

仰德大道四段32巷

仰德大道四段42巷

格致路10巷

格致路36巷

格致路55巷

格致路56巷

中庸一路14巷

中庸一路16巷

中庸一路34巷

中庸一路35巷

6 仁明路(含巷弄) 7 ○光華路(含巷弄) 8 只處理東山路的巷弄 9 ○凱旋路(含巷弄) 10 ○莊頂路(含巷弄) 光華路26巷2弄 凱旋路25巷 莊頂路80巷

11 ○華岡路(含巷弄) 12 愛富1-3街(含巷弄) 13 ○新安路(含巷弄) 14 臨溪路(含巷弄) 15 華岡路47巷

新安路8巷

新安路30巷

新安路56巷

新安路70巷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颱風聯合救災作業支援公園處各科分工表

左列分工路段(○)涉本處山區道路八下權責範圍詳表

南港區

士林區

坡地整治科

三

公園處負責路段(數字為復原優先順序；●代表本處山區道路八下權責範圍；○代表部分屬本處山區道路八下權責範圍)

附件1



大安區 一 1

臥龍街(216之1號、

臨214號、臨216號、

臨374之11號、臨378

之1號、臨445之2

號、426巷臨29之1

號、臨49號、臨52之

2號)

1

萬盛街(11號～151

號、51巷6之1號～6

之3號、156巷53號)

2 興德路(66巷) 3

萬美街(一段17號～

123號、一段19巷、

二段49～84號、二段

2巷、二段21巷)

4

萬利街(1號～70號、

2巷、30巷、32巷1

號、41巷、59巷)

5

萬寧街(1號～225

號、2巷、23巷、36

巷)

6
萬和街(1～8號、3巷

5～11號)
7

○萬安街(1號～123

號、12巷、16巷、21

巷、22巷、30巷、37

巷、44巷、56巷)

8

○萬芳路(6號～103

號、26巷4～6號、64

巷105巷)

9
萬樂街(附近山坡地

範圍)

萬安街12巷

萬安街21巷

萬安街22巷13弄

萬安街30巷

萬安街44巷

萬安街56巷

萬安街70號至72號

萬芳路-木柵路四段與萬芳

路交叉路口至萬芳路1-13

號底

1

仙岩路(16巷64號～

95號、16巷72弄1號

～52號)

2

○福興路(臨97之3號

～124號、4巷、78

巷、82巷、95巷、

106巷37號)

3
○木柵路一段70巷(1

之1號～11號)
4

○木柵路2段109巷(1

之1號～139號、25

弄、26弄、100弄)

5

○興隆路3段207巷(1

號～8號、5弄～7

弄、9弄～18弄)

福興路4巷5弄

福興路4巷6弄

福興路82巷3弄1至16號

福興路82巷5弄1至13號

福興路82巷7弄1至11號

木柵路一段59巷7弄

木柵路一段59巷9巷

木柵路一段59巷11巷

木柵路二段109巷100弄

興隆路三段185巷-興隆路

三段與興隆路三段185巷交

叉路口~福興宮前

興隆路三段185巷11弄

興隆路三段185巷13弄

興隆路三段185巷15弄

興隆路三段185巷1弄

興隆路三段185巷3弄

興隆路三段185巷5弄

興隆路三段185巷7弄

興隆路三段185巷9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

興隆路三段207巷5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6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7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9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10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11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12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13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14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15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16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17弄

興隆路三段207巷18弄

6

○興隆路3段221巷(1

號、2弄、4弄、6

弄、8弄)

7
辛亥路4段21巷(2號

～58號)
8

辛亥路4段101巷25號

～157號、13弄、23

弄、93弄、140弄)

9

辛亥路4段77巷(1號

～112號、31弄、92

弄)

10

景興路153巷及景華

街128巷2弄交叉口坡

地(山坡地範圍)

興隆路三段221巷

興隆路三段221巷4弄

興隆路三段221巷6弄

興隆路三段221巷8弄

11

○世新大學南側山坡

地(木柵路一段59巷

11弄1號～29號試院

路67號、71號、73

號、75號、83號、85

號、111號、113號)

木柵路一段59巷7弄

木柵路一段59巷9弄

木柵路一段59巷11弄

試院路144巷1弄

試院路144巷2弄

試院路144巷4弄

試院路154巷1弄

試院路154巷2弄1號至35

號

試院路154巷3弄2號至12

號

試院路154巷5弄

三 1

萬壽路 (36之1號～

115號、61巷、73巷6

號、75巷、107巷、

117巷)

2

政大(一街1號～392

號、一街45巷、一街

210巷33號～115號、

一街320巷、二街1號

～222號、二街99

巷、二街171巷、二

街206巷、二街215

巷、二街260巷、三

街1號～179號、三街

21巷2號～14號)

3

秀明路1段158巷(35

號～59號、34巷、57

巷)

4
秀明路二段7巷8弄、

73巷(73巷33號)

坡地住宅科

二

文山區

一



四 1
○老泉街(26巷、45

巷)
2

○指南路3段 (52號

～209號、22巷9號、

24巷臨39號、32巷15

號、33巷、34巷、38

巷、40巷、75巷、

113巷1號、20號、

157巷、167巷)

老泉街-恆光橋與老泉街

交叉路口至北二高速公

路底下

老泉環山產業道路-老泉

街26巷(北二高下)至恆

光橋

泉南產業道路-老泉街45

巷分叉口至老泉街45巷

與34巷交叉口

春崎產業道路-老泉街26

巷大春養蜂場附近至瀝

青路面終點

指南路三段34巷、38巷、

40巷-指南路三段交叉口

(北二高旁)至草湳橋

指南路三段34巷、38巷-指

南路三段34巷、38巷交叉

口至三玄宮

指南路三段開天宮附近至

瀝青路面終點

指南路三段14巷13弄

指南路三段157巷-指南路

三段與指南路三段157巷交

叉路口至指南宮站

指南路三段53號至195號

指南路三段167巷

指南路三段2巷12-1號至

12-5號

指南路三段22巷8弄(到

17號)

指南路三段24巷1弄

指南路三段26巷

指南路三段33巷12號至

34號

指南路三段75巷

五 1
新光路1段159巷底

(附近山坡地範圍)
2

○新光路2段74巷(1

號～24號)
3

○木柵路4段159巷(1

號～130號、16弄)
4

木柵路5段43巷(1號

～1之1號、2弄1號)

新光路二段74巷14~16號

至瀝青路面終點

木柵路四段159巷1號至3號

木柵路四段159巷156號至

164號

六 1

和平東路四段(69號

～186號、61巷63之1

號～67號、67巷、

105巷、143巷、150

巷、188巷)

2
興順街(附近山坡地

範圍)

一 1

信義路5段150巷(含

巷弄)及(廟旁，象山

步道登山口處)

2 景雲街(1號～58號) 3
祥雲街(10號～67

號、47巷1號～4號)
4 紫雲街(12號～79號) 5

吳興街432巷、524巷

及600巷(432巷102號

～152號、524巷19號

～51號、600巷臨95

號～107號、600巷58

弄、600巷98弄、600

巷100弄)

二 1

崇德街(臨276號～臨

298號、348號、225

巷17弄臨1號～臨8

號、225巷27弄臨4號

～臨8號、225巷臨9

之1號～臨26號、15

號、19號)，從信安

街後往上(含崇德街

巷弄及富陽街55巷）

2

信義路六段76巷8弄

(21號、39號、39之1

號、臨41號、47號)

3

○松山路(永春高中

後)、松山路648之66

號、649號之59號旁

邊山壁、650巷1號後

方象山步道入口處

650巷19弄至21弄、

656巷內往天寶正道

宮方向、677之17

號、677之28號寒山

寺前

4

福德街含巷弄(51巷

內松山商職旁步道上

(往吉 福宮方向)、

221巷186-1號、186

號(翠華宮)及332

號、221巷(虎山步道

登山口處及虎山步道

由慈惠堂往上走)、

251巷33號進虎山步

道、310巷7號後方防

火巷等)

5
○和平東路三段677

之11號山坡地下

松山路656巷1號至35號

松山路650巷19弄2號至

12號

松山路650巷21弄2號至

18號

和平東路三段509巷7弄

北投區 一 1 ○行義路(含巷弄) 2 ○泉源路(含巷弄) 3 ○紗帽路(含巷弄) 4 ○湖底路(含巷弄) 5
陽明路1-2段(含巷

弄)

行義路260巷1號至8號、

行義路155巷、行義路

137巷2號至10號、行義

路117巷2號至8號、行義

路112巷1號至6號

泉源路與十八份產業道路

交叉口至十八份產業道路

與東昇路交叉口

紗帽路與湖底路交叉口

（紗帽橋）至湖底路81

號、往湖底路4之5號標

示牌叉路口至橫嶺古道

路口

紗帽路(上半嶺)66-5

號、紗帽路84號

紗帽路臨22-7號、紗帽

路22號至36號

翠峰橋至與紗帽路交叉

口

湖底路40號、湖底路70

號、湖底路56號、湖底路

4-11號

坡地住宅科

道路步道科

信義區

文山區



6 ○陽金公路(含巷弄) 7 ○竹子湖路(含巷弄) 8 中興路(含巷弄) 9 湖山路(含巷弄) 10 東昇路(含巷弄)

竹子湖路與陽金公路交

叉口(竹子湖派出所)至

中正山第二登山步道口

陽金公路往竹子湖路79

之1號叉路口

陽金公路與竹子湖路83

號交叉口、竹子湖路97

號前方路叉路口至與陽

金公路交叉口（馬槽

橋）、

竹子湖路67-68號叉路口至

竹子湖路67之8號

竹子湖路8之8-17號路標牌

叉路口至竹子湖路8之16號

竹子湖路11-1號至臨9-6

號、湖田國小右側路口至

竹子湖路22-3號、竹子湖

路29-1號至巷底、竹子湖

路30號

竹子湖路風櫃口公車站路

口至巷底、竹子湖路60-8

號至巷底、竹子湖路56-3

號

竹子湖路29-8號、竹子

湖路38-1號、竹子湖路

50號至巷底、竹子湖路

37-1號至33-7號

竹子湖山中園餐廳巷口

至巷底、竹子湖路55-11

號至巷底、竹子湖路55-

6號、竹子湖路8號、竹

子湖(頂湖段)-石板路

竹子湖路83號、竹子湖

路86號

11 ○登山路(含巷弄)

登山路與東昇路交叉口

（泉源三號橋）至登山

路、復興三路133巷與西

園街交叉口

往登山路69~81之43號路

標叉路口至巷底

登山路51號至71號、登

山路98號、登山路108號

至143號、登山路116號

至116-7號。

登山路122-1號至122-4

號、登山路157號至165

號、東昇路15號至17號、

登山路8-9號至17-16號

詹氏大宗祠左側路口至巷

底、登山路69-1號至69-5

號、登山路40-5號、東昇

路27號至31號、東昇路67

號至69號、東昇路77號至

89-1號

1
崇仰一路至九路(含

巷弄)
2 奇岩路(含巷弄) 3 溫泉路(含巷弄) 4 銀光巷(含巷弄) 5 ○幽雅路(含巷弄)

幽雅路杏林巷2-2號至2-

7號、幽雅路杏林巷巷口

至巷底

6 杏林路(含巷弄) 7 中心街(含巷弄) 8 中山路(含巷弄) 9 珠海路(含巷弄) 10 ○翠雲街(含巷弄)

翠雲街、西園街7號至19

號、西園街36號至66

號、翠華街1號至11號、

西園街133巷2號至8號、

復興三路100-6號至西園

街133巷8號、

11 西園街(含巷弄) 12 翠華街(含巷弄) 13 ○復興三路(含巷弄) 14 ○秀山路(含巷弄) 15 錫安巷(含巷弄)

近復興三路363號至復興

三路521巷底與521巷16

弄附近

復興三路與復興三路521

巷16弄交叉口至清天宮

復興三路與復興三路300

巷交叉口至復興三路300

巷43號

復興三路與復興三路152巷

交叉口至復興三路152巷87

號

復興三路152巷34弄、復興

三路152巷38弄、復興三路

152巷30弄、復興三路310

巷

復興三路521巷16弄至巷

底、復興三路522號至復興

三路520巷1號、復興三路

521巷1號至復興山路526號

秀山路159巷8-1號至12-

1號、秀山路85巷60弄1

號至53號、

16 石仙路(含巷弄) 17 樹林路(含巷弄) 18 ○崗山路(含巷弄) 19 中央北路3段236巷 20 中央北路4段18巷
崗山路28號至35號、崗

山路17巷

21 學園路(含巷弄) 22 只處理一德街的巷弄 23 一心路(含巷弄)

二

北投區道路步道科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