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東區 109 年度小型工程工區一至工區

九施工中照片 

109 年 7 月 27 日拍攝 
 

工區一振興里振興路 68 巷道路改善工程  第一頁、工區二東南里精武路 1-16 號前巷弄道路改

善工程  第二頁、工區三東門里東門路 109 巷道路改善工程 東門路至東福路  第三頁、工區四

十甲里東英八街  旱溪東路至一心街口  道路改善工程  第四頁、工區五富仁里尚武路（雙十路

至自由二街）道路改善工程  第五頁（因水利局下水道施工故本次道路改善工程不施作）、工區

六泉源里樂業國小對面 湖森湖美中間聯外道路改善工程  第六頁、工區七東信里振興路 296 巷  

振興路至 280 巷 53 弄 道路改善工程  第七頁、工區八旱溪里東光路 76 巷 3 弄排水改善工程  

第八頁至第十一頁、工區九東橋里建功街 118 巷 1 弄道路改善工程  第十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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