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線 原動線 改道動線

281

(往西)忠孝東路-松仁路-信義路-

市府路-松高路-忠孝東路5段22巷-

忠孝東路

(往西)忠孝東路-松仁路-信義路-

市府路-松壽路-松智路-松高路-忠

孝東路5段22巷-忠孝東路

612
信義路-松仁路-松壽路-市府路-基

隆路

信義路-松仁路-松壽路-松智路-松

高路-基隆路

路線 原動線 改道動線

20
信義路5段-松仁路-松壽路-基隆

路1段-信義路4段
信義路5段-信義路4段-原線

37
莊敬路-信義路-基隆路-仁愛路4

段

莊敬路-信義路-光復南路-仁愛路

4段

46
松仁路-松壽路-松智路-松高路-

松仁路

松仁路-松高路-忠孝東路5段22

巷-忠孝東路-松仁路

270
(返)仁愛路-逸仙路-忠孝東路

(去)忠孝東路-逸仙路-仁愛路

(返)仁愛路-光復南路-忠孝東路

(去)忠孝東路-光復南路-仁愛路

281

(往西)忠孝東路-松仁路-信義路-

市府路-松高路-忠孝東路5段22

巷-忠孝東路

(往西)忠孝東路-松仁路-信義路-

市府路-松壽路-松智路-松高路-

忠孝東路5段22巷-忠孝東路

612
信義路-松仁路-松壽路-市府路-

基隆路
信義路-忠孝東路-基隆路

藍5
松智路-松高路-基隆路-忠孝東

路-松仁路-松高路-松智路

松智路-松壽路-松仁路-松勤街-

莊敬路-返程原線

市民小巴7
松智路-松高路-基隆路-忠孝東

路-松仁路-松高路-松智路

松智路-松壽路-松仁路-松勤街-

返程原線

2088(基隆

中正信義

－臺北市

信義區)

(2088往市府轉運站)：

原動線-忠孝東路-逸仙路-松高

路-基隆路-市府轉運站

(2088往市府轉運站)：

忠孝東路-忠孝東路5段22巷-松高

路-基隆路-市府轉運站

註：配合例假日市民廣場管制，仁愛幹線、270、311、651、939及967(直)路例假日皆不停靠「市政府（市

府）」站(不行經市府路)，依例假日動線(仁愛路-逸仙路-松高路-原線)行駛。

        為配合「2021臺北馬拉松」活動交通管制，本公司路線配合改道

行駛，如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管制時間(一)：110年12月18日20時至0時及110年12月19日8時至10時

●管制時間(二)：110年12月19日0時至8時

敬  告  乘  客

去程：

松壽路口、市政府(松壽)、市政府(市府)

返程：

市政府(市府)、市政府(松壽)、松壽路口

去程:市政府(松智)、捷運市政府站

返程:消防局(松仁)、市政府(松智)、101國際購

物中心

去程:市政府(松智)

返程:捷運市政府站、消防局(松仁)、市政府(松

智)、101國際購物中心

(往市府轉運站)：

聯合報

(往基隆女中/八斗子)：

無

取消站位

去程：信義行政中心（松仁）、松壽路口、市政

府（松壽）、世貿中心（基隆路）

去程:世貿中心(基隆路)、市議會、國父紀念

館、仁愛光復路口

去程:松壽路口、市政府(松智)

返程:市政府(松智)

返程:國父紀念館、市政府(市府)

去程:國父紀念館、仁愛光復路口

返程：

市政府(市府)

取消站位

返程：

市政府(市府)

去程：

市政府(松壽)、市政府(市府)

返程：

市政府(松壽)、市政府(市府)



路線 原動線 改道動線 取消站位 減班情形

(往)：

民權東路6段11巷-民權東路6段-

瑞光路-港墘路-內湖路1段-文德

路-成功路3段-民權東路6段

(返)：

民權東路6段-成功路3段-文德路-

內湖路1段-港墘路-瑞光路-接原

線回內湖站

(往)：

南昌路-公園路-青島西路-中山南

北路-南京東路-原線

(往)：

重慶南路-福州街-牯嶺街-寧波西

街-南昌路-愛國西路(調撥車道

(過重慶南路切快車道))-中華路

(公車專用道)-忠孝西路(車行地

下道)-忠孝東路-新生南北路-松

江路-接原線至行天宮

(往)：

一女中(公園)、捷運台大醫院

站、臺北車站(青島)、行政

院、中山市場、南京林森路

口、南京吉林路口、捷運松江

南京站

(返)：

松江路-南京東路-中山北南路-青

島西路-公園路-南昌路-南海路-

重慶南路-原線

(返)：

松江路-新生南北路-忠孝東路-忠

孝西路(車行地下道)-中華路(快

車道)-愛國西路-南昌路-接原線

回中和站

(返)：

南京吉林路口、南京林森路

口、中山市場、行政院、臺北

車站(青島)、臺北車站(公

園)、捷運台大醫院站、一女中

(公園)、市立大學附小

(往)：

中華路-塔城街-長安西路-重慶北

路-南京西東路-松江路-接原線至

民生社區

(往)：

中華路-忠孝西路-忠孝西路(車行

地下道)-忠孝東路-新生南北路-

松江路-接原線至民生社區

(往)：

捷運北門站、延平一站(長

安)、圓環(重慶)、圓環(南

京)、捷運中山站(志仁高中)、

南京林森路口、南京吉林路

口、捷運松江南京站

(返)：

松江路-南京東西路-承德路-長安

西路-塔城街-中華路-接原線回東

園站

(返)：

松江路-新生北南路-忠孝東路-忠

孝西路(車行地下道)-中華路-接

原線回東園站

(返)：

南京吉林路口、南京林森路

口、捷運中山站(志仁高中)、

後車站、延平一站(長安)、聯

合醫院中興院區(塔城)、捷運

北門站

(往)：

信義路-松仁路-松壽路-基隆路-

信義路-凱達格蘭大道-公園路-襄

陽路-重慶南路-衡陽路-中華路-

原線

(往)：

信義路-金山南路-金華街-羅斯福

路-愛國西路(調撥車道(過重慶南

路切快車道))-中華路接原線

(往)：

信義行政中心(松仁)、松壽路

口、市政府(松壽)、世貿中心

(基隆路)、捷運東門站、信義

杭州路口、中正紀念堂、捷運

台大醫院站、博物館(襄陽)、

衡陽路口、衡陽路、捷運西門

站、小南門

(返)：

中華路-寶慶路-重慶南路-襄陽

路-公園路-凱達格蘭大道-信義

路-基隆路-松壽路-松仁路-信義

路-福德街-林口街-松山路-永春

高中

(返)：

中華路-愛國西東路-金山南路-信

義路-福德街-林口街-松山路-永

春高中

(返)：

小南門、捷運西門站、寶慶

路、衡陽路口、博物館(襄

陽)、捷運台大醫院站、中正紀

念堂、信義杭州路口、捷運東

門站、世貿中心(基隆路)、市

政府(松壽)、松壽路口、信義

行政中心(松仁)

●管制時間(三)：110年12月19日6時30分至12時

管制期間停駛 管制期間皆不停靠
12:00以前

班次停駛
0東

5 不減班

12 不減班

20 不減班



(往)：

莊敬路-信義路-中山南路-忠孝西

路-館前路-北平西路-重慶北南

路-衡陽路

(往)：

捷運東門站、信義杭州路口、

中正紀念堂、臺大醫院、臺北

車站(忠孝)、臺北車站(重

慶)、重慶南路一段、二二八和

平公園

(返)：

衡陽路-博愛路-忠孝西東路-林森

南路-信義路-原線

(返)：

博愛路、臺北郵局、開南中

學、仁愛林森路口、信義杭州

路口、捷運東門站、信義永康

街口(捷運東門站)、信義新生

路口

(往)：

信義路-松仁路-莊敬路-信義路-

敦化南北路-接原線至大直美麗華

(往)：

信義路-松仁路-莊敬路-信義路-

松仁路-忠孝東路-敦化南路-敦化

北路(過八德路行駛快車道)(過南

京東路行駛慢車道)接原線

(往)：

信義光復路口、信義通化街

口、捷運信義安和站(信義)、

信義敦化路口、仁愛國中、安

和敦化路口、市民大道口、市

立體育場

不減班

(返)：

敦化北南路-信義路-莊敬路-松仁

路-信義路-接原線回永春高中

(返)：

敦化北路(過南京東路切慢車道)-

八德路-長安東路-建國北路-建國

高架橋(長安東路入口、信義路出

口)-信義路-原線

(返)：

八德敦化路口、市民敦化路

口、忠孝敦化路口、仁愛敦化

路口、信義敦化路口

37
信義路－安和路－仁愛路－凱達

格蘭大道－公園路

管制期間停駛 沿線站位交管不停靠
停駛

38

(返)：

信義路-凱達格蘭大道-公園路-貴

陽街-延平南路-愛國西路-桂林

路-接原線回環南市場

(返)：

信義路-金山南路-金華街-羅斯福

路-愛國西路(調撥車道(過重慶南

路切快車道))-桂林路-接原線回

環南市場

(返)：

捷運東門站、信義杭州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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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減班

(往)：

延平北路-涼州街-重慶北路-民權

西東路-松江路-新生北路-八德

路-敦化南路-信義路

(往)：

捷運民權西路站、民權中山路

口、捷運中山國小站、民權吉

林路口、捷運行天宮站、長春

松江路口、捷運松江南京站、

長安松江路口、光華商場、進

安公園、中影八德大樓、中

崙、臺安醫院、市民敦化路

口、忠孝敦化路口、仁愛敦化

路口、信義敦化路口、信義大

安路口、捷運大安站(信義)

(返)：

信義路-復興南北路-長安東路-松

江路-民權東西路-重慶北路-接原

線回兒童新樂園

(返)：

捷運大安站(復興)、和安里、

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捷運忠孝

復興站、復興南路(中崙里)、

中興中學、長安龍江路口、中

山女高、長安東路二段、捷運

松江南京站、長春松江路口、

捷運行天宮站、民權松江路

口、民權吉林路口、捷運中山

國小站、民權中山路口、捷運

民權西路站、大龍街口

33

41 不減班
延平北路-涼州街-重慶北路-接原

線回兒童新樂園

22

莊敬路-信義路-金山南路-金華

街-羅斯福路-愛國西路(調撥車道

(過重慶南路切快車道))-中華路

(公車專用道)-忠孝西路(車行地

下道)-忠孝東路-新生南路-信義

路-原線返吳興街

不減班



(往)：

松德站-松德路-信義路-松仁路-

松壽路-松智路-松高路-松仁路-

信義路-福德街-大道路-忠孝東

路-松山路-永吉路-東興路-南京

東西路-太原路-長安西路

(往)：

松德站-松德路-信義路-福德街-

大道路-忠孝東路-松山路-永吉

路-東興路-八德路-復興北路-南

京東路(過吉林路切慢車道)-新生

北路-長春路

(往)：

捷運象山站、信義行政中心(松

仁)、松壽路口、市政府(松

智)、興雅國中、信義行政中心

(松仁)、捷運象山站、東興路

一、南京公寓(捷運南京三

民)、南京三民路口、南京寧安

街口、南京敦化路口(小巨

蛋)、捷運南京復興站、南京林

森路口、捷運中山站(志仁高

中)、後車站

(返)：

長安西路-重慶北路-南京西東路-

東興路-永吉路-松山路-忠孝東

路-大道路-福德街-信義路-松仁

路-松高路-松智路-信義路-松德

路-松德站

(返)：

長春路-吉林路-南京東路(過復興

北路切慢車道)-敦化北路(公車專

用道)-八德路-東興路-永吉路-松

山路-忠孝東路-大道路-福德街-

信義路-松德路-松德站

(返)：

圓環(重慶)、圓環(南京)、捷

運中山站(志仁高中)、南京林

森路口、南京吉林路口、南京

敦化路口(小巨蛋)、南京寧安

街口、南京三民路口、南京公

寓(捷運南京三民)、東興路

一、捷運象山站、信義行政中

心(松仁)、興雅國中、市政府

(松智)

(往)：

林森北路-忠孝東西路-中華路-接

原線至東園

(往)：

林森北路-忠孝東路-忠孝西路(車

行地下道)-中華路-接原線至東園

(往)：

無

(返)：

長沙街-中華路(慢車道)-寶慶路-

博愛路-忠孝西東路-鎮江街-青島

東路-林森南北路-接原線回建國

北路

(返)：

長沙街-中華路(公車專用道)-忠

孝西路(車行地下道)-忠孝東路-

紹興南街-青島東路-林森南北路-

接原線回建國北路

(返)：

捷運西門站(改至公專道上下

客)、寶慶路、博愛路、臺北郵

局、行政院、青島林森路口

(往)：

八德路-塔悠路-民生東路-復興北

路-民權東西路-承德路-市民大道

(往)：

饒河街觀光夜市(塔悠)、南松

山(塔悠)、發電所(西松高

中)、新東里、新東街口、民生

社區活動中心、聯合二村、介

壽國中、公教住宅、民生敦化

路口、西華飯店、捷運中山國

小站、民權中山路口、捷運民

權西路口、成淵高中、民生西

路口、臺北車站(承德)

(返)：

市民大道-重慶北路-民權西東路-

復興北路-民生東路-塔悠路-八德

路-接原線回內湖站

(返)：

後車站、圓環(重慶)、民生重

慶路口、涼州重慶路口、捷運

大橋頭站、捷運民權西路站、

民權中山路口、捷運中山國小

站、西華飯店、民生敦化路

口、公教住宅、介壽國中、聯

合二村、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新東街口、新東里、發電所(西

松高中)、南松山(塔悠)

30-40分/班

40-60分/班

49 不減班

63

八德路-復興北路-民權東路(過中

原街切慢車道)-林森北路-民族東

路-新生北路-民權東路-復興北

路-八德路-接原線回內湖舊宗路

46



(往)：

羅斯福路-新生南北路-松江路-接

原線至陽明山

(往)：

羅斯福路-新生南路(過金華街切

慢車道)-信義路(北側慢車道)-建

國南路-建國高架橋(信義路入

口、長安東路出口)-長安東路-松

江路-原線

(往)：

信義新生路口、仁愛新生路

口、捷運忠孝新生站、光華商

場、長安松江路口

(返)：

松江路-新生北南路-羅斯福路-接

原線回萬芳站

(返)：

松江路(過南京東路切慢車道)-長

安東路-吉林路-南京東路-建國北

路-建國高架橋(長安東路入口、

和平東路出口)-和平東路-新生南

路-原線

(返)：

長安松江路口、光華商場、捷

運忠孝新生站、仁愛新生路

口、信義新生路口、金華新生

路口、和平新生路口

(往)：

松江路-新生北南路-仁愛路-杭州

南路-濟南路-中山南路-常德街-

公園路-襄陽路-重慶南路-衡陽路

(往)：

捷運忠孝新生站、仁愛臨沂街

口、仁愛路二段、臺北商大(濟

南)、成功中學(濟南)、臺大醫

院、捷運台大醫院站、博物館

(襄陽)、衡陽路口、衡陽路

(返)：

衡陽路-延平南路-寶慶路-重慶南

路-襄陽路-公園路-青島西東路-

林森南路-濟南路-新生南北路-松

江路-接原線回內湖站

(返)：

寶慶路、衡陽路口、博物館(襄

陽)、臺北車站(青島)、青島林

森路口、成功中學(濟南)、濟

南路二段、濟南金山路口、新

生南路一段、捷運忠孝新生站

(往)：

中正路-中山北路-忠孝西路-中華

路-接原線至東園

(往)：

中正路-中山北路-新生高架橋(八

德路出口)-金山北路-八德路-忠

孝東路-忠孝西路(車行地下道)-

中華路-原線

(往)：

臺北市立美術館、大同大學、

大同公司(晴光市場)、台泥大

樓(馬偕醫院)、國賓飯店、中

山市場、行政院

(返)：

中華路-塔城街-鄭州路-市民大

道-中山北路-中正路-接原線回陽

明山站

(返)：

中華路-忠孝西路-忠孝西路(車行

地下道)-忠孝東路-八德路-金山

北路-新生高架橋-中山北路-中正

路-原線

(返)：

捷運北門站、臺北車站(鄭

州)、中山市場、國賓飯店、台

泥大樓(馬偕醫院)、大同公司

(晴光市場)、大同大學、臺北

市立美術館

(往)：

中正路-中山北路-忠孝西路

(往)：

中正路-中山北路-新生高架橋(八

德路出口)-金山北路-八德路-忠

孝東路-忠孝西路(車行地下道)-

忠孝西路

(往)：

臺北市立美術館、大同大學、

大同公司(晴光市場)、台泥大

樓(馬偕醫院)、國賓飯店、中

山市場、行政院

(返)：

忠孝西路-館前路-北平西路-承德

路-市民大道-中山北路-中正路-

接原線回陽明山站

(返)：

忠孝西路-館前路-北平西路-重慶

北路-忠孝西路(車行地下道)-忠

孝東路-八德路-金山北路-新生高

架橋-中山北路-中正路-原線

(返)：

臺北車站(鄭州)、中山市場、

國賓飯店、台泥大樓(馬偕醫

院)、大同公司(晴光市場)、大

同大學、臺北市立美術館

109 不減班

222

松江路-新生北南路-忠孝東路-金

山北路-八德路-新生北路-松江

路-接原線回內湖站

不減班

260 不減班

260區 不減班



(往)：

重慶南路-貴陽街-博愛路-忠孝西

東路-敦化南路-敦化北路-接原線

至民生社區

(往)：

重慶南路-愛國西路(快車道)-中

華路(公車專用道)-忠孝西路-忠

孝西路(車行地下道)-忠孝東路-

敦化南路(過八德路切快車道)-敦

化北路(過南京東路切慢車道)-接

原線至民生社區

(返)：

敦化南路-忠孝東西路-中華路-愛

國西路-接原線

(返)：

敦化南路-忠孝東路-忠孝西路(車

行地下道)-中華路-愛國西路-接

原線

(往)：

忠孝東路-逸仙路-仁愛路-凱達格

蘭大道-公園路-貴陽街-延平南

路-愛國西路-中華路

(往)：

聯合報、國父紀念館、仁愛光

復路口、仁愛延吉街口、仁愛

國泰醫院、仁愛安和路口、仁

愛敦化路口、仁愛復興路口(福

華飯店)、仁愛建國路口一、幸

安國小、仁愛新生路口、仁愛

臨沂街口、仁愛杭州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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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路-寶慶路-延平南路-貴陽

街-公園路-凱達格蘭大道-仁愛

路-市府路-松高路-忠孝東路5段

22巷-忠孝東路-接原線回中華科

技大學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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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

紹興街口、仁愛臨沂街口、仁

愛新生路口、幸安國小、仁愛

建國路口一、仁愛建國路口

二、仁愛復興路口(福華飯

店)、仁愛大安路口(仁愛醫

院)、仁愛敦化路口、仁愛安和

路口、仁愛國泰醫院、仁愛延

吉街口、仁愛光復路口、國父

紀念館、市政府(市府)、捷運

市政府站

(往)：

忠孝東西路-館前路-北平西路-重

慶北南路-衡陽路

(返)：

衡陽路-博愛路-忠孝西東路-接原

線回舊莊站

(往)：

松山路-永吉路-東興路-南京東

路-敦化北路-民生東路-松江路-

民權東路-中山北路-原線

(往)：

松山路-永吉路-東興路-八德路4

段-敦化北路(快車道，過南京東

路切慢車道)-民生東路-松江路-

民權東路(過中原街切慢車道)-新

生北路-新生高架橋-中山北路-原

線

(往)：

東興路一、南京公寓(捷運南京

三民)、南京三民路口、南京寧

安街口、捷運中山國小站、大

同公司(晴光市場)、大同大

學、臺北市立美術館

40-60分/班

(返)：

敦化北路-南京東路-東興路-永吉

路-松山路-原線

(返)：

敦化北路-八德路3段-東興路-原

線

(返)：

南京寧安街口、南京三民路

口、南京公寓(捷運南京三

民)、東興路一

262(含區)

(往)：

一女中(重慶)、博愛路、臺北

郵局、市民大道口、市立體育

場

不減班

270

忠孝東路-基隆路-松隆路-永吉

路-松信路-忠孝東路-接原線回中

華科技大學

不減班

276 管制期間停駛 管制期間停駛 管制期間停駛

277



281

忠孝東路-松仁路-信義路-市府

路-興雅路-忠孝東路5段22巷-忠

孝東路-松山路

忠孝東路-松仁路-信義路-松德

路-松山路接原線回東湖

(往程)：

信義行政中心(信義)、捷運台

北101/世貿站(信義)、捷運台

北101/世貿站(市府)

(返)：

市政府(市府)、捷運市政府

站、市立工農、捷運永春站(忠

孝)

不減班

(往)：

松山路-松隆路-永吉路-基隆路-

塔悠路-撫遠街-原線

(往)：

松山路-松隆路-永吉路-基隆路-

八德路-成美橋-舊宗路-行忠路-

行愛路-民權東路-原線

(往)：

南松山(塔悠)、發電所(西松高

中)、新東里、民生國中、新益

里

(返)：

撫遠街-塔悠路-基隆路-松隆路-

松山路-原線

(返)：

民權東路-舊宗路-成美橋-八德

路-基隆路-松隆路-松山路-原線

(返)：

新益里、民生國中、新東里、

發電所(西松高中)、南松山(塔

悠)、基隆路口一

(往)：

北安路-中山北路-民族西路-玉門

街-民族西路-承德路-原線

(往)：

臺北市立美術館、捷運圓山站

(返)：

重慶北路-民族西路-玉門街-民族

西路-中山北路-北安路-原線

(返)：

臺北市立美術館、圓山大飯

店、中央電台、忠烈祠、七海

文化園區

(往)：

捷運古亭站(杭州)、潮州街

口、愛國東路口、金甌女中、

仁愛杭州路口、仁愛路二段、

臺北商大(濟南)、成功中學(濟

南)

(返)：

開南中學、仁愛林森路口、捷

運中正紀念堂(羅斯福)、福州

街口

299

忠孝西、東路-基隆路-原線 忠孝西路(車行地下道)-忠孝東

路-基隆路-原線

無

不減班

306

(往)：

正義南路-環河南路-福德南路-台

北橋

正義南路-環河南路-福德南路-重

新路1、2段-正義北路-返程原線

(往)：

涼州重慶路口、民生重慶路

口、朝陽公園(鈕釦街)、圓環

(南京)、捷運中山站(志仁高

中)、南京林森路口、南京吉林

路口、捷運松江南京站、南京

建國路口、南京龍江路口、捷

運南京復興站、南京敦化路口

(小巨蛋)、南京寧安街口、南

京三民路口、南京公寓(捷運南

京三民)、南松山(南京)

不減班

287區

北安路-中山北路-劍潭路-承德

路-民權西路-重慶北路-民族西

路-玉門街-民族西路-承德路-劍

潭路-中山北路-北安路(調撥車

道)-北安路-原線

※由東湖先經臺北橋再往捷運圓

山站後直接返回東湖

297 不減班

羅斯福路－杭州南路－濟南路－

中山南路－南京東路－林森北路

－羅斯福路

羅斯福路－愛國東路－杭州南路2

段－羅斯福路

286(含副)

不減班



306

(返)：

台北橋-重新路1、2段-正義北路

(返)：

南松山(南京)、南京公寓(捷運

南京三民)、南京三民路口、南

京寧安街口、南京敦化路口(小

巨蛋)、捷運南京復興站、南京

龍江路口、南京建國路口、捷

運松江南京站、南京吉林路

口、南京林森路口、捷運中山

站(志仁高中)、圓環(南京)、

民生重慶路口、涼州重慶路

口、捷運大橋頭站、昌吉重慶

路口、民族重慶路口、蘭州國

中、民族承德路口、大同國

小、民權大龍街口

(往)：

八德路4段-塔悠路-南京東路-南

京西路-重慶北路-接原線至臺北

橋

八德路-敦化北路(快車道)-南京

東路(過吉林路切慢車道)-新生北

路-長春路-吉林路-南京東路(過

龍江路切慢車道)-復興北路-八德

路2、3、4段接原線返舊莊

(往)：

饒河街觀光夜市(塔悠)、南松

山(南京)、南京公寓(捷運南京

三民)、南京三民路口、南京寧

安街口、南京敦化路口(小巨

蛋)、南京林森路口、捷運中山

站(志仁高中)、圓環(南京)、

民生重慶路口、涼州重慶路口

(返)：

延平北路-涼州街-南京西東路-八

德路4段

(返)：

臺北橋、涼州重慶路口、民生

重慶路口、朝陽公園(鈕釦

街)、圓環(南京)、捷運中山站

(志仁高中)、南京林森路口、

南京吉林路口、捷運南京復興

站、南京敦化路口(小巨蛋)、

南京寧安街口、南京三民路

口、南京公寓(捷運南京三

民)、南松山(南京)、饒河街觀

光夜市(塔悠)

(往)：

松江路-新生北南路-羅斯福路-接

原線至景美

(往)：

松江路(過南京東路切慢車道)-長

安東路-吉林路-南京東路-建國北

路-建國高架橋(長安東路入口、

和平東路出口)-和平東路-新生南

路-原線

(往)：

長安松江路口、光華商場、捷

運忠孝新生站、仁愛新生路

口、信義新生路口、金華新生

路口、和平新生路口

(返)：

羅斯福路-新生南北路-松江路-接

原線回撫遠街

(返)：

羅斯福路-新生南路(過金華街切

慢車道)-信義路(北側慢車道)-建

國南路-建國高架橋(信義路入

口、長安東路出口)-長安東路-松

江路-原線

(返)：

信義新生路口、仁愛新生路

口、捷運忠孝新生站、光華商

場、長安松江路口

(往)：

羅斯福路-和平東路-金山南路-新

生高架橋-新生北路-接原線至榮

總

(往)：

和平東路-金山南路-信義路(北側

慢車道)-建國南路-建國高架橋

(信義路入口、長安東路出口)-長

安東路-新生北路-原線

(往)：

仁愛路二段、金山泰安街口

(返)：

新生北路-新生高架橋-金山南路-

和平東路-羅斯福路-接原線回萬

芳站

(返)：

新生北路-長安東路-建國北路-建

國高架橋(長安東路入口、和平東

路出口)-建國南路-和平東路-羅

斯福路-原線

(返)：

金山泰安街口、仁愛路二段、

捷運東門站(金山)、公企中

心、金山潮州街口

606 不減班

306區 20-30分/班

505 不減班



(往)：

1.松仁路－松壽路－市府路－基

隆路

2.東興路-三民路-民生東路-松江

路-民權東路－中山北路

(往)：

松仁路－忠孝東路－基隆路－原

線－東興路－八德路－敦化北路

(快車道)－民生東路－原線－新

生北路高架橋－中山北路

(往)：

松壽路口、市政府(松壽)、市

政府(市府)、東興路一、南京

公寓(南京三民)、西松國小、

三民健康路口(西松高中)、三

民路、民生社區活動中心、聯

合二村、介壽國中、公教住

宅、捷運中山國小站、大同公

司(晴光市場)、大同大學、臺

北市立美術館

(返):

1.新生北路-民權東路-松江路-民

生東路-三民路-東興路

2.基隆路-市府路-松壽路-松仁路

(返)：

民生東路-敦化北路-八德路-東興

路-原線-基隆路－忠孝東路－松

仁路

(返)：

公教住宅、介壽國中、聯合二

村、民生社區活動中心、三民

路、三民健康路口(西松高

中)、西松國小、南京公寓(捷

運南京三民)、東興路一、市政

府(市府)、市政府(松壽)、松

壽路口

(往東湖)：

南昌路-公園路-凱達格蘭大道-仁

愛路-敦化南北路-接原線至東湖

(往東湖)：

南昌路-愛國西路(調撥車道(過重

慶南路切快車道))-中華路(公車

專用道)-忠孝西路-忠孝西路(車

行地下道)-忠孝東路-敦化南路

(過市民大道切快車道)-敦化北路

(過南京東路切慢車道)-原線

(往東湖)：

一女中(公園)、仁愛中山路

口、仁愛林森路口、仁愛紹興

街口、仁愛臨沂街口、仁愛新

生路口、幸安國小、仁愛建國

路口一、仁愛建國路口二、仁

愛復興路口(福華飯店)、仁愛

大安路口(仁愛醫院)、仁愛敦

化路口、安和敦化路口、市民

大道口、市立體育場

(往東園)：

敦化北南路-仁愛路-凱達格蘭大

道-公園路-南昌路-南海路-接原

線至東園

(往東園)：

敦化北南路(過市民大道切慢車

道)-忠孝東路-忠孝西路(車行地

下道)-忠孝西路-中華路(快車

道)-愛國西路-南昌路-南海路-原

線

(往東園)：

忠孝敦化路口、仁愛敦化路

口、仁愛敦化路口、仁愛復興

路口(福華飯店)、仁愛建國路

口一、幸安國小、仁愛新生路

口、仁愛臨沂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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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和平東路-復興南北路-民權東路-

接原線至天母

(往)：

和平東路-建國南路-建國高架橋

(信義路入口、南京東路出口)-建

國北路-長春路-復興北路-接原線

至天母

(往)：

捷運科技大樓站、開平餐飲學

校、大安高工、捷運大安站(復

興)、和安里、聯合醫院仁愛院

區、捷運忠孝復興站、復興南

路(中崙里)、芝麻大廈、捷運

南京復興站

(返)：

民權東路-復興北南路-和平東路-

接原線回麟光站

(返)：

復興北路-長安東路-建國北路-建

國高架橋(長安東路入口、和平東

路出口)-建國南路-和平東路-接

原線回麟光站

(返)：

復興南路(埤頭里)、捷運忠孝

復興站、懷生國中、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和安里、大安高

工、開平餐飲學校、捷運科技

大樓站

612 60分/班

630 不減班

685 不減班



(往)：

敦化北南路-基隆路-接原線至中

和成功路

(往)：

敦化北路(過南京東路切慢車道)-

八德路-長安東路-建國北路-建國

高架橋(長安東路入口、和平東路

出口)-和平東路-敦化南路-基隆

路-原線

(往)：

八德敦化路口、市民敦化路

口、忠孝敦化路口、仁愛敦化

路口、信義敦化路口、大安國

中、成功國宅、鳳雛公園

(返)：

羅斯福路-新生南路-和平東路-敦

化南北路-接原線回建北站

(返)：

和平東路-建國南路-建國高架橋

(信義路入口、南京東路出口)-南

京東路-敦化北路-民權東路-原線

(返)：

龍門國中(和平)、復興南路

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臥龍

街、成功國宅、大安國中、信

義敦化路口、仁愛國中、安和

敦化路口、捷運忠孝敦化站、

市民大道口、市立體育場

(往)：

羅斯福路-中山南路-忠孝西路-館

前路-北平西路-重慶北南路-衡陽

路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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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陽路-博愛路-忠孝西東路-林森

南路-原線

(往)：

復興北南路-和平東路-接原線至

景美

(往)：

復興北路-長安東路-建國北路-建

國高架橋(長安東路入口、和平東

路出口)-和平東路-原線

(往)：

復興南路(埤頭里)、捷運忠孝

復興站、懷生國中、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和安里、大安高

工、開平餐飲學校、捷運科技

大樓站、復興南路口、國北教

大實小、龍門國中(和平)

(返)：

師大路-和平東路-復興南北路-接

原線回建國北路

(返)：

和平東路-建國南路-建國高架橋

(信義路入口、南京東路出口)-建

國北路-長春路-復興北路-原線

(返)：

龍門國中(和平)、復興南路

口、捷運科技大樓站、開平餐

飲學校、大安高工、捷運大安

站(復興)、聯合醫院仁愛院

區、捷運忠孝復興站、復興南

路(中崙里)、芝麻大廈、捷運

南京復興站

(往)：

和平東路-敦化南北路-民權東路-

接原線至榮總

(往)：

和平東路-建國南路-建國高架橋

(信義路入口、南京東路出口)-建

國北路-南京東路-敦化北路-民權

東路-原線

(往)：

成功國宅、大安國中、信義敦

化路口、仁愛國中、安和敦化

路口、捷運忠孝敦化站、市民

大道口、市立體育場

(返)：

民權東路-敦化北南路-和平東路-

接原線回麟光站

(返)：

民權東路-敦化北路(過南京東路

切慢車道)-八德路-長安東路-建

國北路-建國高架橋(長安東路入

口、和平東路出口)-和平東路-原

線

(返)：

八德敦化路口、市民敦化路

口、忠孝敦化路口、仁愛敦化

路口、信義敦化路口、大安國

中、成功國宅、鳳雛公園

和平幹線 不減班

羅斯福路-愛國西路(調撥車道(過

重慶南路切快車道))-中華路-忠

孝西路(車行地下道)-忠孝東路-

林森南路-接原線回萬芳站

688 不減班

敦化幹線 不減班

復興幹線 不減班



(往)：

北安路-中山北路-忠孝西路-館前

路-北平西路-重慶北南路-衡陽路

(往)：

臺北市立美術館、大同大學、

大同公司(晴光市場)、台泥大

樓(馬偕醫院)、國賓飯店、中

山市場、行政院、重慶南路一

段、二二八和平公園

(返)：

衡陽路-博愛路-忠孝西路-中山北

路-北安路-接原線回東湖站

(返)：

博愛路、臺北郵局、行政院、

中山市場、國賓飯店、台泥大

樓(馬偕醫院)、大同公司(晴光

市場)、大同大學、臺北市立美

術館、圓山大飯店、中央電

臺、忠烈祠、七海文化園區、

空軍司令部、大直高中

重慶幹線

(往)：

重慶北南路-開封街-中華路-接原

線至東園

(往)：

重慶北路-忠孝西路-中華路-接原

線至東園

(往)：

臺北車站(重慶)、臺北郵局(撫

臺街洋樓)
不減班

藍5

(往吳興街)：

忠孝東路-松仁路-松高路-松智

路-松勤街-莊敬路-接原線回吳興

街站

(往吳興街)：

忠孝東路-松仁路-松勤街-莊敬

路-接原線回吳興街站

(往吳興街)：

市政府(松智)、101國際購物中

心
不減班

市民小巴7

(返)：

忠孝東路-松仁路-松高路-松智

路-接原線回麟光站

(返)：

忠孝東路-松仁路-松勤街-松智

路-接原線回麟光站

(返)：

市政府(松智)、101國際購物中

心
不減班

2088(基隆

中正信義－

臺北市信義

區)

(2088往市府轉運站)：原動線-忠

孝東路-逸仙路-松高路-基隆路-

市府轉運站

(2088往市府轉運站)：忠孝東路-

忠孝東路5段22巷-松高路-基隆

路-市府轉運站

往程:聯合報

不減班

路線 原動線 改道動線

306
南京東路3段-南京東路4段-南京

東路5段

南京東路3段-敦化北路-民生東路

4段-光復北路-南京東路5段(返程

反向)

46

306區

南京東路3段-南京東路4段-南京

東路5段

南京東路3段-敦化北路-民生東路

4段-光復北路-南京東路5段(去程

反向)

277
民生東路3段-敦化北路-南京東路

4段-南京東路5段

民生東路3段-民生東路4段-光復

北路-南京東路5段(去程反向)

652
南京東路3段-南京東路4段-光復

北路-民生東路5段

南京東路3段-敦化北路-民生東路

4段-民生東路5段(返程反向)

註：改道時間及實際管制情況依現場彈性調整

內湖幹線

北安路-新生高架橋(八德路出

口)-金山北路-八德路1段-忠孝東

路-忠孝西路(車行地下道)-館前

路-北平西路-重慶北路-忠孝西路

(車行地下道)-忠孝東路-八德路1

段-金山北路-新生高架橋(民生東

路出口)-新生北路-民族東路-復

北地下道-大直橋-北安路-原線

不減班

●管制時間(四)：110年12月19日00時至6時30分及12時至14時

去程：

南京寧安街口、南京敦化路口(小巨蛋)(往西)

返程:

南京寧安街口(12時後不取消，並以原動線行駛)

去程:

南京寧安街口(12時後不取消，並以原動線行駛)

返程：

南京寧安街口、南京敦化路口(小巨蛋)(往西)

去程：

南京寧安街口、南京新村、松山新城

返程:

松山新城、南京新村、南京寧安街口、南京敦化

路口(小巨蛋)(往西)(12時後不取消，並以原動

線行駛)

取消站位

去程：

南京寧安街口(12時後不取消，並以原動線行駛)

返程:

南京寧安街口、南京敦化路口(小巨蛋)(往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