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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方向 原行駛動線 改道路線 取消站位

往
(臺北車站)

信義路2段、1段-凱達格蘭大
道-公園路-襄陽路-館前路-忠孝
西路1段

中正紀念堂、捷運台大醫院
站、博物館(館前)、臺北車站
(忠孝)

返
(內湖)

忠孝西路1段-公園路-凱達格蘭
大道-信義路1段

臺北車站(公園)、捷運台大醫院
站、中正紀念堂

往
(金山)

公園路-忠孝西路1段
改「臺北車站(青島)」(往西站
位)發車-青島西路-公園路-原線

臺北車站(公園)

返
(臺北車站)

中山南路-常德街-公園路 中山南路-青島西路-往程 臺北車站(公園)

往
(捷運麟光站)

成都路-寶慶路-博愛路-忠孝西
路1段-中山南路-羅斯福路1段-
南海路

成都路-中華路1段-忠孝西路1
段-林森南路(地下道)-南海路-原
線

寶慶路、博愛路、臺北郵局、
臺大醫院、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中山)、捷運中正紀念堂站(勞

返
(萬華)

和平東路1段-羅斯福路1段-愛
國西路-公園路-襄陽路-館前路-
開封街1段-重慶南路1段-衡陽
路-成都路-西寧南路-桂林路

和平東路1段-和平西路1段~3
段-昆明街-桂林路-原線

潮州街口、羅斯福寧波街口、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羅斯福)、一
女中(公園)、捷運台大醫院站、
博物館(館前)、臺北車站(開
封)、重慶南路一段、二二八和
平公園、衡陽路、西門市場(成
都)、西寧南路、桂林昆明街口

往
(臺大醫院)

中山北路1段-中山南路 臺大醫院

返
(台北海大)

中山南路-凱達格蘭大道-公園
路-青島西路-中山南路-中山北
路1段-北平東路

捷運台大醫院站、臺北車站(青
島)、行政院

往
(青年公園)

信義路2段、1段-凱達格蘭大
道-公園路-襄陽路-重慶南路1
段-衡陽路-中華路1段

信義路2段-杭州南路-徐州路-中
山南路(快車道)-忠孝西路1段-
中華路1段-原線

中正紀念堂、捷運台大醫院
站、博物館(襄陽)、衡陽路口、
衡陽路

返
(永春高中)

中華路1段-寶慶路-重慶南路1
段-襄陽路-公園路-信義路1段

中華路1段-忠孝西路1段-林森
南路-信義路1段-原線

寶慶路、衡陽路口、博物館(襄
陽)、捷運台大醫院站、中正紀
念堂

往
(麥帥新城)

寧波西街-南昌路1段-公園路-凱
達格蘭大道-信義路1段、2段

寧波西街-寧波東街-愛國東路-
杭州南路2段-信義路2段-原線

南昌路、財政大樓、一女中(公
園)、中正紀念堂、信義杭州路

返
(東園)

信義路2段、1段-凱達格蘭大
道-公園路-南昌路1段-南海路

信義路2段-杭州南路2段-仁愛
路1段(南側慢車道)-林森南路
(地下道)-南海路-原線

中正紀念堂、一女中(公園)、市
立大學附小、財政大樓

往
(中華路)

中華路1段-愛國西路 無

返
(天母)

愛國西路-中華路1段 小南門(和平院區)

208
往

(大直)
羅斯福路2段、1段-中山南路-
徐州路-林森南路

羅斯福路2段-杭州南路2段、1
段-徐州路-林森南路-原線

潮州街口、羅斯福寧波街口、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羅斯福)、捷
運中正紀念堂站、景福門、臺

往
(衡陽路)

信義路2段、1段-中山南路-忠
孝西路1段-館前路-北平西路-重
慶北路1段-重慶南路1段-衡陽

中正紀念堂、臺大醫院、臺北
車站(重慶)、重慶南路一段、二
二八和平公園

返
(吳興街)

衡陽路-博愛路-忠孝西路1段 博愛路、臺北郵局

往
(衡陽路)

濟南路1段-中山南路-常德街-公
園路-襄陽路-重慶南路1段-衡陽
路

臺大醫院、捷運台大醫院站、
博物館(襄陽)、衡陽路口、衡陽
路

返
(內湖)

衡陽路-延平南路-寶慶路-重慶
南路1段-襄陽路-公園路-青島西
路-青島東路

寶慶路、衡陽路口、博物館(襄
陽)、臺北車站(青島)

223
往

(青年公園)
重慶北路1段-重慶南路1段-開
封街1段-中華路1段

重慶北路1段-忠孝西路1段-中
華路1段-原線

臺北車站(重慶)、臺北郵局(撫
臺街洋樓)

往
(永和)

中山南路-愛國西路-南昌路1段-
南海路

中山南路-青島西路-公園路-忠
孝西路1段-忠孝東路1段-林森
南路(地下道)-南海路-原線

臺大醫院、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中山)、財政大樓

22

信義路2段-杭州南路1段-忠孝
東路1段-忠孝西路1段-館前路-
北平西路-重慶北路1段-忠孝西
路1段-返程

222
濟南路1段-中山南路-青島東路-
返程

227

18

2
中山北路1段-忠孝西路1段-公
園路-北平西路-北平東路-原線

20

204

206
中華路1段(過捷運西門站轉慢車
道)-長沙街2段-西寧南路-貴陽
街2段-中華路1段-返程

「110年國慶慶祝大會」交通管制公車配合改道調整表(D)
改道時間：110年10月10日0時至13時(視現場實際管制時間提前或延後)
管制路段：詳範圍圖D

0東
信義路2段-杭州南路1段-仁愛
路1段(南側慢車道)-紹興南街-
信義路1段-返程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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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國慶慶祝大會」交通管制公車配合改道調整表(D)
改道時間：110年10月10日0時至13時(視現場實際管制時間提前或延後)
管制路段：詳範圍圖D

返
(三重)

寧波西街-南昌路1段-公園路-凱
達格蘭大道-中山南路

寧波西街-寧波東街-愛國東路-
杭州南路2段、1段-濟南路1段-
中山南路-原線

南昌路、財政大樓、一女中(公
園)、臺大醫院

232
往

(捷運善導寺站)
中華路1段-寶慶路-博愛路-忠孝
西路1段

中華路1段-忠孝西路1段-原線 寶慶路、博愛路、臺北郵局

往
(國父紀念館)

成都路-寶慶路-延平南路-貴陽
街1段-公園路-南昌路1段-南海
路-泉州街-寧波西街

成都路-中華路1段、2段-和平
西路2段-寧波西街-原線

臺北市憲兵隊、東吳大學城中
校區、一女中(貴陽)、一女中
(公園)、市立大學附小、財政大

返
(新莊)

南昌路1段-公園路-貴陽街1段-
博愛路-衡陽路-成都路

南昌路1段-南海路-和平西路2
段-中華路2段、1段(快車道)-成
都路-原線

財政大樓、一女中(公園)、一女
中(貴陽)、衡陽路

往
(博愛路)

南昌路1段-公園路-貴陽街1段-
博愛路

財政大樓、一女中(公園)、一女
中(貴陽)、博愛路

返
(中和)

博愛路-漢口街1段-重慶南路1
段-襄陽路-公園路-南昌路1段-
南海路

重慶南路一段、博物館(襄陽)、
捷運台大醫院站、一女中(公
園)、市立大學附小、財政大樓

往
(西門)

重慶南路2段-愛國西路-中華路
1段

中正二分局、臺北法院、小南
門(和平院區)、捷運西門站、中
華路北站

返
(中和)

中華路1段-漢口街1段-重慶南
路1段-襄陽路-公園路-南昌路1
段-南海路

重慶南路一段、博物館(襄陽)、
捷運台大醫院站、一女中(公
園)、市立大學附小、財政大樓

往
(捷運台大醫院站)

中華路1段-寶慶路-博愛路-漢口
街1段-重慶南路1段-襄陽路-公
園路

寶慶路、博愛路、重慶南路一
段、博物館(襄陽)、捷運台大醫
院站

返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公園路-貴陽街1段-中華路1段
一女中(貴陽)、東吳大學城中校
區

往
(衡陽路)

重慶北路1段-重慶南路1段-衡
陽路

重慶南路一段、二二八和平公
園

返
(東湖)

博愛路-忠孝西路1段 博愛路、臺北郵局

往
(臺北車站)

杭州南路1段-仁愛路1段-凱達
格蘭大道-公園路-襄陽路-館前
路-開封街1段

仁愛林森路口、仁愛中山路
口、捷運台大醫院站、博物館
(館前)、臺北車站(開封)

返
(華夏科技大學)

開封街1段-中華路1段 臺北郵局(撫臺街洋樓)

往
(臺北車站)

羅斯福路1段-愛國西路-公園路-
襄陽路-館前路-開封街1段

潮州街口、羅斯福寧波街口、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羅斯福)、一
女中(公園)、捷運台大醫院站、
博物館(館前)、臺北車站(開封)

返
(東南科技大學)

開封街1段-重慶南路1段-襄陽
路-公園路-愛國西路-羅斯福路1
段

重慶南路一段、博物館(襄陽)、
捷運台大醫院站、一女中(公
園)、市立大學附小、捷運中正
紀念堂站(勞保局)、捷運中正紀
念堂站(羅斯福)

247
重慶北路1段-忠孝西路1段-返
程

249
杭州南路1段-忠孝東路1段-忠
孝西路1段-中華路1段-返程

251
羅斯福路1段-杭州南路2段-潮
州街-羅斯福路1段-返程

241 南昌路1段-南海路-返程

243 重慶南路2段-南海路-返程

245
中華路1段-漢口街1段-博愛路-
開封街1段-中華路1段-返程

227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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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國慶慶祝大會」交通管制公車配合改道調整表(D)
改道時間：110年10月10日0時至13時(視現場實際管制時間提前或延後)
管制路段：詳範圍圖D

往
(臺北車站)

羅斯福路1段-愛國西路-中華路
1段-忠孝西路1段-重慶南路1
段-開封街1段

潮州街口、羅斯福寧波街口、捷運
中正紀念堂站(羅斯福)、臺北市立
大學、臺北法院、小南門(和平院
區)、捷運西門站、中華路北站、
臺北車站(重慶)、臺北郵局(撫臺街

返
(石壁坑)

中華路1段-愛國西路-羅斯福路
1段

中華路北站、捷運西門站、小南門
(和平院區)、捷運小南門站、捷運
中正紀念堂站(勞保局)、捷運中正
紀念堂站(羅斯福)

往
(南港花園社區)

成都路-寶慶路-博愛路-忠孝西
路1段

成都路-中華路1段-忠孝西路1
段-原線

寶慶路、博愛路、臺北郵局

返
(新莊高中)

忠孝西路1段-館前路-北平西路-
重慶北路1段-重慶南路1段-衡
陽路-成都路

忠孝西路-中華路1段(慢車道)-
成都路-原線

臺北車站(重慶)、重慶南路一
段、二二八和平公園、衡陽路

往
(市政府)

臺大醫院

返
(蘆洲)

臺大醫院

往
(民生社區)

重慶南路2段、1段-貴陽街1段-
博愛路-忠孝西路1段

重慶南路2段-南海路-和平西路
2段-中華路2段、1段-忠孝西路
1段-原線

中正二分局、一女中(重慶)、博
愛路、臺北郵局

返
(宏國德霖科技大

學、中和)

中華路1段-愛國西路-重慶南路
2段

中華路1段、2段-和平西路2段-
寧波西街-重慶南路2段-原線

小南門(和平院區)、捷運小南門
站、中正二分局

往
(捷運西門站)

仁愛路1段-凱達格蘭大道-公園
路-貴陽街1段-延平南路-愛國西
路-中華路1段

仁愛林森路口、仁愛中山路
口、一女中(貴陽)、東吳大學城
中校區、小南門(和平院區)、捷
運西門站

返
(中華科技大學)

中華路1段-寶慶路-延平南路-貴
陽1段-公園路-凱達格蘭大道-仁
愛路1段

臺北市憲兵隊、東吳大學城中
校區、一女中(貴陽)、仁愛中山
路口、仁愛林森路口

往(衡陽路)
重慶北路1段-重慶南路1段-衡
陽路

重慶南路一段、二二八和平公
園

返
(舊莊)

衡陽路-博愛路-忠孝西路1段 博愛路、臺北郵局

往
(臺北車站)

南昌路1段-公園路-青島西路
南昌路、財政大樓、一女中(公
園)、捷運台大醫院站、臺北車
站(青島)

返
(捷運動物園站)

青島西路-青島東路-林森南路-
羅斯福路1段

青島林森路口、成功中學(林
森)、開南中學、仁愛林森路口

300
往

(衡陽路)
重慶北路1段-重慶南路1段-衡
陽路-中華路1段-塔城街

重慶北路1段-忠孝西路1段-塔
城街-原線

臺北車站(重慶)、重慶南路一
段、二二八和平公園、衡陽
路、中華路北站

往
(永和)

中華路1段-愛國西路-重慶南路
2段

中華路1段、2段-和平西路2段-
寧波西街-重慶南路2段-原線

小南門(和平院區)、捷運小南門
站、中正二分局

返
(故宮)

重慶南路2段-愛國西路-中華路
1段

重慶南路2段-南海路-和平西路
2段-中華路2段、1段-原線

中正二分局、臺北法院、小南
門(和平院區)

往
(捷運台大醫院站)

仁愛路1段-凱達格蘭大道-公園
路-青島西路

仁愛林森路口、仁愛中山路
口、捷運台大醫院站、臺北車
站(公園)、臺北車站(青島)

返
(松德站)

青島西路-中山南路-仁愛路1段
臺大醫院、仁愛中山路口、仁
愛林森路口

往
(大安國宅)

和平西路3段-南寧路-愛國西路-
南昌路1段-南海路-泉州街-寧波
西街

和平西路3段、2段-寧波西街-
原線

龍山國中、小南門(和平院區)、
捷運小南門站、財政大樓

返
(環南市場)

信義路1段-凱達格蘭大道-公園
路-貴陽街1段-延平南路-愛國西
路-桂林路

信義路1段-杭州南路1段-仁愛
路1段(南側慢車道)-林森南路
(地下道)-南海路-和平西路2
段、3段-昆明街-桂林路-原線

中正紀念堂、一女中(貴陽)、東
吳大學城中校區、小南門(和平
院區)、桂林昆明街口

304
(承德、重

慶)

37
仁愛路1段(過紹興南街轉北側慢
車道)-林森南路-徐州路-紹興南
街-仁愛路1段-返程

38

262(含區)

270
仁愛路1段(過紹興南街轉北側慢
車道)-林森南路-徐州路-紹興南
街-仁愛路1段-返程

276
重慶北路1段-忠孝西路1段-返
程

295
南昌路1段-寧波西街-羅斯福路
1段-返程

252
羅斯福路1段-杭州南路2段-潮
州街-羅斯福路1段-返程

257

261
中山南路-(景福門圓環)-中山南
路-返程

中山南路-徐州路-林森南路-濟
南路一段-中山南路-原線(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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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國慶慶祝大會」交通管制公車配合改道調整表(D)
改道時間：110年10月10日0時至13時(視現場實際管制時間提前或延後)
管制路段：詳範圍圖D

49
返

(建國北路)
中華路1段-寶慶路-博愛路-忠孝
西路1段

中華路1段-忠孝西路1段-原線 寶慶路、博愛路、臺北郵局

往
(行天宮)

寧波西街-南昌路1段-公園路-青
島西路-中山南路-中山北路1段

寧波西街-寧波東街-愛國東路-
杭州南路2段、1段-忠孝東路1
段-中山北路1段-原線

南昌路、財政大樓、一女中(公
園)、捷運台大醫院站、臺北車
站(青島)

返
(中和)

青島西路-公園路-南昌路1段-南
海路

青島西路-公園路-忠孝西路1段-
忠孝東路1段-林森南路(地下
道)-南海路-原線

臺北車站(公園)、捷運台大醫院
站、一女中(公園)、市立大學附
小、財政大樓

604
往

(民生社區)
中華路2段-愛國西路-公園路-青
島西路

中華路2段、1段-忠孝西路1段-
公園路-青島西路-原線

小南門(和平院區)、捷運小南門
站、一女中(公園)、捷運台大醫
院站

605
往

(臺北車站)
重慶北路1段-重慶南路1段-襄
陽路-館前路-忠孝西路1段

重慶北路1段-忠孝西路1段-返
程

臺北車站(重慶)、重慶南路一
段、博物館(館前)

往
(東湖)

寧波西街-南昌路1段-公園路-凱
達格蘭大道-仁愛路1段、2段

寧波西街-寧波東街-愛國東路-
杭州南路2段、1段-仁愛路2段-
原線

南昌路、財政大樓、一女中(公
園)、仁愛中山路口、仁愛林森
路口、仁愛紹興街口

返
(東園)

仁愛路1段-凱達格蘭大道-公園
路-南昌路1段-南海路

仁愛路1段(過金山南路轉北側慢
車道-杭州南路1段-徐州路-林森
南路(地下道)-南海路-原線

仁愛杭州路口、仁愛林森路
口、仁愛中山路口、一女中(公
園)、市立大學附小、財政大樓

635
往

(臺北)
中華路1段-寶慶路-博愛路

中華路1段-漢口街1段-博愛路-
原線

寶慶路、博愛路

637
往

(臺北)
中華路1段-寶慶路-博愛路

中華路1段-漢口街1段-博愛路-
原線

寶慶路、博愛路

往
(捷運台大醫院站)

成都路-寶慶路-重慶南路1段-襄
陽路

寶慶路、衡陽路口、博物館(襄
陽)

返
(五股)

襄陽路-公園路-凱達格蘭大道-
懷寧街-衡陽路-博愛路

捷運台大醫院站、二二八和平
公園、博愛路

往
(博愛路)

杭州南路2段-愛國東路-愛國西
路-博愛路

潮州街口、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愛國)、臺北市立大學、臺北法
院、臺北地院、博愛路

返
(青潭)

博愛路-漢口街1段-重慶南路1
段-襄陽路-公園路-愛國西路-羅
斯福路1段

重慶南路一段、博物館(襄陽)、
捷運台大醫院站、一女中(公
園)、市立大學附小、捷運中正
紀念堂站(勞保局)、捷運中正紀
念堂站(羅斯福)

往
(臺北車站)

杭州南路2段-愛國東路-愛國西
路-公園路-青島西路-中山南路

潮州街口、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愛國)、一女中(公園)、捷運台
大醫院站、臺北車站(青島)、臺

返
(錦繡山莊)

中山南路-羅斯福路1段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中山)、捷運
中正紀念堂站(勞保局)、捷運中
正紀念堂站(羅斯福)

往
(臺北市政府)

中華路1段-寶慶路-重慶南路1
段-襄陽路-公園路-凱達格蘭大
道-仁愛路1段

中華路1段-忠孝西路1段-忠孝
東路1段-林森南路-仁愛路1段-
原線

寶慶路、衡陽路口、博物館(襄
陽)、捷運台大醫院站、仁愛中
山路口、仁愛林森路口

返
(板橋)

仁愛路1段-凱達格蘭大道-公園
路-襄陽路-重慶南路1段-衡陽
路-中華路1段

仁愛路1段(過金山南路轉北側慢
車道-杭州南路1段-忠孝東路
2、1段-忠孝西路1段-中華路1
段-原線

仁愛杭州路口、仁愛林森路
口、仁愛中山路口、捷運台大
醫院站、博物館(襄陽)、衡陽路
口、衡陽路

651

640
成都路-中華路1段(慢車道)-漢
口街1段-博愛路-返程

644
杭州南路2段-潮州街-羅斯福路
1段-返程

648
杭州南路2段-潮州街-羅斯福路
1段-返程

5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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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路段：詳範圍圖D

往
(捷運台大醫院站)

中華路1段-寶慶路-博愛路 寶慶路、博愛路

返
(宏國德霖科技大

學)

博愛路-漢口街1段-重慶南路1
段-襄陽路-公園路-貴陽街1段-
中華路1段

重慶南路一段、博物館(襄陽)、
捷運台大醫院站、一女中(貴
陽)、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往
(圓環)

羅斯福路1段-愛國西路-中華路
1段-塔城街

羅斯福路1段-杭州南路2段、1
段-忠孝東路1段-忠孝西路1段-
塔城街-原線

潮州街口、羅斯福寧波街口、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羅斯福)、臺
北市立大學、臺北法院、小南
門(和平院區)、捷運西門站、中

返
(深坑)

中華路1段-愛國西路-羅斯福路
1段

中華路1段、2段-和平西路2段-
寧波西街-羅斯福路1段-原線

小南門(和平院區)、捷運小南門
站、捷運中正紀念堂站(勞保局)

往
(臺北車站)

中華路1段-忠孝西路1段 無

返
(板橋)

忠孝西路1段-重慶南路1段-開
封街1段-中華路1段

臺北車站(重慶)、臺北郵局(撫
臺街洋樓)

往
(臺北車站)

忠孝西路1段-重慶南路1段 臺北車站(重慶)

返
(華夏科技大學)

重慶南路1段-襄陽路-公園路-凱
達格蘭大道-信義路1段

重慶南路一段、博物館(襄陽)、
捷運台大醫院站、中正紀念堂

往
(西門)

重慶南路2段-愛國西路-中華路
1段

中正二分局、臺北法院、小南
門(和平院區)、捷運西門站、中
華路北站

返
(三峽)

中華路1段-漢口街1段-重慶南
路1段-襄陽路-公園路-南昌路1
段-南海路

重慶南路一段、博物館(襄陽)、
捷運台大醫院站、一女中(公
園)、市立大學附小、財政大樓

783
往

(臺北北門)
成都路-寶慶路-博愛路

成都路-中華路1段(慢車道)-漢
口街1段-博愛路-原線

寶慶路、博愛路

往
(捷運台大醫院站)

貴陽街2段-中華路1段-寶慶路-
博愛路-忠孝西路1段-重慶南路
1段-襄陽路-公園路

捷運西門站、寶慶路、博愛
路、臺北郵局、臺北車站(重
慶)、重慶南路一段、博物館(襄
陽)、捷運台大醫院站

返
(新北產業園區)

公園路-凱達格蘭大道-懷寧街-
衡陽路-成都路

二二八和平公園、衡陽路

往
(臺北)

杭州南路2段-愛國東路-愛國西
路-公園路

潮州街口、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愛國)、一女中(公園)、捷運台
大醫院站

返
(烏來)

公園路-青島西路-中山南路-羅
斯福路1段

臺北車站(公園)、臺北車站(青
島)、臺大醫院、捷運中正紀念
堂站(中山)、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勞保局)、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羅斯福)

往
(臺北車站)

信義路2段、1段-凱達格蘭大
道-公園路-青島西路

中正紀念堂、捷運台大醫院
站、臺北車站(青島)

返
(重陽路、南港花

園社區)
青島西路-中山南路-信義路1段 臺大醫院、中正紀念堂

往
(南港花園社區)

中華路1段-寶慶路-重慶南路1
段-襄陽路-公園路-凱達格蘭大
道-仁愛路1段

中華路1段-忠孝西路1段-忠孝
東路1段-林森南路-仁愛路1段-
原線

寶慶路、衡陽路口、博物館(襄
陽)、捷運台大醫院站、仁愛中
山路口、仁愛林森路口

返
(五福新村)

仁愛路1段-凱達格蘭大道-公園
路-襄陽路-重慶南路1段-衡陽
路-中華路1段

仁愛路1段(過金山南路轉北側慢
車道-杭州南路1段-忠孝西路1
段-中華路1段-原線

仁愛杭州路口、仁愛林森路
口、仁愛中山路口、捷運台大
醫院站、博物館(襄陽)、衡陽路
口、衡陽路

849
杭州南路2段-潮州街-羅斯福路
1段-返程

88(含區)
信義路2段-杭州南路1段-仁愛
路1段(南側慢車道)-紹興南街-
信義路1段-返程

仁愛
幹線

670
忠孝西路1段-忠孝東路1段-林
森南路-信義路1段-返程

706 重慶南路2段-南海路-返程

835
貴陽街2段-中華路1段(快車道)-
成都路-返程

656
中華路1段-漢口街1段-博愛路-
開封街1段-中華路1段-返程

660

667
中華路1段-塔城街-鄭州路-延平
北路-忠孝西路-中華路1段-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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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衡陽路)

重慶北路1段-重慶南路1段-衡
陽路-博愛路

重慶南路一段、二二八和平公
園

返
(東湖)

博愛路-忠孝西路1段 博愛路、臺北郵局

往
(衡陽路)

羅斯福路1段-中山南路-忠孝西
路1段-館前路-北平西路-重慶北
路1段-重慶南路1段-衡陽路-博
愛路

潮州街口、羅斯福寧波街口、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羅斯福)、捷
運中正紀念堂站、景福門、臺
大醫院、臺北車站(忠孝)、重慶
南路一段、二二八和平公園、
博愛路、臺北郵局

返
(萬芳社區)

博愛路-忠孝西路1段-林森南路-
羅斯福路1段-福州街

臺北車站(忠孝)、捷運善導寺
站、開南中學、仁愛林森路
口、捷運中正紀念堂站(羅斯福)

往
(臺北車站)

信義路2段、1段-凱達格蘭大
道-公園路-青島西路

中正紀念堂、捷運台大醫院站

返
(捷運昆陽站)

青島西路-中山南路-信義路1段
臺北車站(青島)、臺大醫院、中
正紀念堂

重慶
幹線

往
(東園)

重慶北路1段-重慶南路1段-開
封街1段-中華路1段

重慶北路1段-忠孝西路1段-中
華路1段-原線

臺北車站(重慶)、臺北郵局(撫
臺街洋樓)

往
(臺北車站)

羅斯福路1段-愛國西路-公園路-
襄陽路-館前路-開封街1段

潮州街口、羅斯福寧波街口、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羅斯福)、一
女中(公園)、捷運台大醫院站、
博物館(館前)、臺北車站(開封)

返
(捷運動物園站)

開封街1段-重慶南路1段-襄陽
路-公園路-愛國西路-羅斯福路1
段

重慶南路一段、博物館(襄陽)、
捷運台大醫院站、一女中(公
園)、市立大學附小、捷運中正
紀念堂站(勞保局)、捷運中正紀
念堂站(羅斯福)

觀光巴士
紅線

往
(台北101)

忠孝西路1段-中華路1段-(經小
南門-龍山寺)-貴陽街1段-重慶
南路1段-凱達格蘭大道-信義路
1段

忠孝西路1段-館前路-北平西路-
重慶北路1段-忠孝西路1段-忠
孝東路1段-林森南路-信義路1
段-原線

捷運西門站、小南門(雙向)、捷
運龍山寺站、中正紀念堂

藍2
返

(新莊)
貴陽街2段-中華路1段-寶慶路-
博愛路-衡陽路-成都路

貴陽街2段-中華路1段(快車道)-
成都路-返程

捷運西門站、寶慶路、衡陽路

往
(捷運古亭站)

中華路2段-愛國西路、東路
中華路2段-和平西路2段-寧波
西街、東街-愛國東路-原線

捷運小南門站、捷運中正紀念
堂站(愛國)

返
(桃園)

和平東路1段-羅斯福路1段-愛
國西路-中華路2段

和平東路1段-和平西路1段、2
段-艋舺大道-原線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羅斯福)、臺
北法院

公路、國道客運

9089

※財政大樓站位自109年9月30日更名為南門站位

和平
幹線

羅斯福路1段-杭州南路2段-潮
州街-福州街-返程

信義
幹線

信義路2段-杭州南路1段-仁愛
路1段(南側慢車道)-紹興南街-
信義路1段-返程

羅斯福路
幹線

羅斯福路1段-杭州南路2段-潮
州街-羅斯福路1段-返程

內湖
幹線

重慶北路1段-忠孝西路1段-返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