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校園周邊學生聚集熱點彙整表(彰化分區-彰化市)             製表單位：彰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1100401 

項目 校名 偏差行為類別 熱點(地點) 地點（詳細地址，至少寫到「巷」） 聚集時段 
危險程度 校外會評估 

巡邏方式 強 中 弱 

1 彰化高中 吸菸、出入不正當場所 大衛營撞球廣場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153號地下一樓 17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 彰化高中 吸菸、出入不正當場所 e吧網路休閒館_彰化民生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 431號 17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3 彰化高中 吸菸、出入不正當場所 全友撞球訓練中心 彰化縣彰化市永福街 36號地下室 17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4 彰化高中 吸菸、出入不正當場所 華陽公園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370號 17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5 彰化高中 吸菸、出入不正當場所 中央保齡球館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南路 27號 17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6 彰化高商 吸菸 學校正門前附近巷子 彰化縣彰化市公園路一段 362 巷 0700-073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7 彰師附工 
吸菸、飲酒、疑似藥物濫

用、易滋事場所 
飛梭網咖 彰化縣彰化市力行路 71號 1800-24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8 彰師附工 吸菸、出入不正當場所 沁煙 電子蒸氣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三段 162巷 2號 晚上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9 彰師附工 吸菸、易滋事場所 全家便利超商(彰化順風店) 彰化縣彰化市實踐路 48號 1800-24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10 彰師附工 吸菸、易滋事場所 歐芙娜咖啡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85號 17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11 彰師附工 吸菸、聚集地區 85度 C咖啡-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679號 1樓 17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12 彰化藝術高中 易滋事場所 
KTV(八卦山棒球場周邊私人

停車場)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11號 18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13 彰化藝術高中 易滋事場所 八卦山兒童體能遊戲區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11號 18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14 精誠中學 青少年聚集地區 精誠夜市週邊 彰化縣彰化市林森路 146號 
星期三五六 

晚上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15 精誠中學 青少年聚集地區 85度 C咖啡-彰化金馬店 彰化縣彰化市鋹馬路三段 784號 每日 17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彰化縣校園周邊學生聚集熱點彙整表(彰化分區-彰化市)             製表單位：彰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1100401 

項目 校名 偏差行為類別 熱點(地點) 地點（詳細地址，至少寫到「巷」） 聚集時段 
危險程度 校外會評估 

巡邏方式 強 中 弱 

16 精誠中學 吸菸、聚集地區 彰化火車站天橋附近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 1號 每日 17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17 彰安國中 易滋事場所 校園周邊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525巷-小順豐義式

美食 
1700-20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18 彰安國中 易滋事場所 7-ELEVEN 鑫彰安門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611號(鑫彰安

7-11) 
1700-20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19 彰安國中 易滋事場所 
安和天橋、曉陽地下道、南北

管音樂戲曲館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 301巷(安和天橋下+曉

陽地下道人行步道) 
1700-20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0 彰安國中 易滋事場所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七街 66號(南北管音樂戲

曲館) 
1700-20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1 陽明國中 易滋事場所 陽明運動公園 彰化縣彰化市陽明運動公園 17:00~19: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2 陽明國中 易滋事場所 彰化市老人會館周邊 彰化市老人會館與霖園餐館中間停車場 17:00~19: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3 彰德國中 易滋事場所 7-ELEVEN 彰德門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 510號 17:00-19: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4 彰德國中 
學生與畢業校友易聚眾

處 
早餐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 512巷 94號 0700-073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5 彰興國中 易滋事場所 彰化延和運動公園(籃球場) 彰化縣彰化市埔西街 111號 1700-183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6 彰興國中 易滋事場所 冷飲店 彰化縣彰化市埔西街 51號 1700-183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7 彰興國中 聚眾 
彰化市延平社區延平公園暨

發展協會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彰化市文心街 55號 17:00-20: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28 彰泰國中 吸菸 金馬公園 彰化縣彰化市泰安二街 146號 1800-2100平日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9 彰泰國中 不良少年聚集/聚眾 彰泰 7-11 彰化縣彰化市安平街 58號 1700-18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30 彰泰國中 

與高職中輟生或休學生

群聚，抽菸、吃檳榔、聚

眾、未成年騎車 

金馬公園內涼亭 彰化縣彰化市安平街 96號 1700~23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彰化縣校園周邊學生聚集熱點彙整表(彰化分區-彰化市)             製表單位：彰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1100401 

項目 校名 偏差行為類別 熱點(地點) 地點（詳細地址，至少寫到「巷」） 聚集時段 
危險程度 校外會評估 

巡邏方式 強 中 弱 

31 彰泰國中 

與高職中輟生或休學生

群聚，抽菸、吃檳榔、聚

眾、未成年騎車 

中輟生家門口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 328巷 18號（中輟生家） 1700~23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32 彰泰國中 
吸菸吸菸、高中生及不良

少年聚集 
彰泰國中大門斜對面商家 彰化市自強路 360號 1700-16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33 信義國中小 
吸菸、飲酒、疑似藥物濫

用、易滋事場所 
家長接送區(駐車彎) 彰化縣彰化市向陽里向陽街 168號 

1600-1800、

2100-24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34 信義國中小 
吸菸、飲酒、疑似藥物濫

用 
彰化市向陽公園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南路 2100-24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35 信義國中小 
吸菸、飲酒、疑似藥物濫

用 
崙仔平福德祠 彰化縣彰化市崙平南路 146巷 9號 2100-24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36 民生國小 學生聚集等家長 全家便利商店彰化新三民店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 270號 1600-18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37 平和國小 學生聚集 3C通訊數碼創意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479號 放假期間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38 平和國小 學生聚集 十元勝太郎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 放假期間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39 平和國小 學生聚集 飛碟電競館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575號 放假期間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40 南郭國小 易滋事場所 延平公園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622號 1800~20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41 南興國小 吸菸 校門口天橋下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213號(門口天橋

下) 
1800~21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42 泰和國小 吸菸 泰和公園 彰化縣彰化市阿夷里建國東路 2000-2400、假日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43 泰和國小 學生聚集 
自強路茄苳路一段交叉路夾

娃娃機店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 243號 放學後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44 三民國小 易滋事場所 彰化市田中里萬興宮 彰化縣彰化市田中里田中路 
假日，不定期廟

會活動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45 三民國小 吸菸 彰化市田中社區公園 彰化縣彰化市田中里田中路 1700-22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彰化縣校園周邊學生聚集熱點彙整表(彰化分區-彰化市)             製表單位：彰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1100401 

項目 校名 偏差行為類別 熱點(地點) 地點（詳細地址，至少寫到「巷」） 聚集時段 
危險程度 校外會評估 

巡邏方式 強 中 弱 

46 國聖國小 易滋事場所 OK國聖門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三段 512號一樓 假日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47 快官國小 易滋事場所 校園周邊春風橋上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四段 566號至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五段 2巷中間 
2000-24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48 石牌國小 吸菸 土地公廟 彰化縣彰化市石牌路一段 假日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49 忠孝國小 吸菸 夾娃娃屋(校門口斜對面)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與西勢街路口邊 1900-22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50 大成國小 吸菸、飲酒 籃球場校門口周邊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 299巷 假日、18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51 聯興國小 不遵守交通規則 一心南街 208號 T字路口 
彰化縣彰化市一心南街 208號 T字路口-家長

接送區 
1230-1300 

1550-161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彰化縣校園周邊學生聚集熱點彙整表(彰化分區-花壇鄉)             製表單位：彰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1100401 

項目 校名 偏差行為類別 熱點(地點) 地點（詳細地址，至少寫到「巷」） 聚集時段 
危險程度 校外會評估 

巡邏方式 強 中 弱 

1 花壇國中 易滋事場所 學校周邊百姓公廟口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 1號 對面 
0650-0720 

1650-173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 花壇國中 吸菸 橋頭磚彫藝術公園 彰化縣花壇鄉 137縣道 17：30左右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3 花壇國中 吸菸、易滋事場所 學校旁小廟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 2號 17：10左右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4 花壇國中 易滋事場所 7-ELEVEN 薪世麥門市 彰化縣花壇鄉學前路 106號 17：10左右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5 花壇國中 易滋事場所 7-ELEVEN 長沙門市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 130號 17：30左右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6 花壇國小 易滋事場所 7-ELEVEN 長沙門市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學前路 105號 1800-2400、假日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7 華南國小 吸菸 中庄福安宮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 123號 假日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8 三春國小 易滋事場所 楓腳巷 彰化縣花壇鄉楓腳巷、三芬路交叉口 2300-04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9 三春國小 易滋事場所 7-ELEVEN 三春門市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一段 551號 1800-2400、假日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10 白沙國小 吸菸 7-ELEVEN 本鈿門市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二段臨 1138號 假日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11 白沙國小 易滋事場所 全家便利商店花壇白沙坑店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二段 1208號 假日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彰化縣校園周邊學生聚集熱點彙整表(彰化分區-芬園鄉)             製表單位：彰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1100401 

項目 校名 偏差行為類別 熱點(地點) 地點（詳細地址，至少寫到「巷」） 聚集時段 
危險程度 校外會評估 

巡邏方式 強 中 弱 

1 芬園國中 吸菸 芬園鄉立圖書館後方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 4段 25號 16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2 芬園國小 易滋事場所 芬園鄉環保公園 彰化縣芬園鄉公園一街 129號 1700-1900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3 芬園國中 吸菸 芬園鄉立圖書館後方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 4段 25號 1600-22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4 富山國小 吸菸 校園外圍 彰化縣芬園鄉大埔路 6號 假日     V 列為警方巡邏線 

5 茄荖國小 易滋事場所 7-ELEVEN 彰化縣芬園鄉芬草路一段 607號 1700-2100     V 列校外聯巡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