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閉日 光點 里里 路段

F1
大溪區：新峰里
復興區：三民里

大溪區：復興路2段518號至858號(雙)、復興路2段407號至763號(單)、新峰里1，3，15，16鄰(全)、新峰
里15鄰水流東巷(全)、新峰里16鄰水流東巷(全)、三民路1段1號至49號
復興區：三民里11鄰21號至55號、三民里三民路1段48號至98號(全)

F10 復興區：羅浮里 復興區：羅浮里7鄰33-1號至33-1號

F11 復興區：羅浮里 復興區：羅浮里7鄰22-1號至22-2號、羅浮里8鄰(全)

F12 復興區：羅浮里 復興區：羅浮里8鄰67-2號至67-5號

F40 大溪區：新峰里 大溪區：新峰里14鄰(全)、三民路2段8號至352號(全)

F14 復興區：澤仁里、羅浮里、霞雲里
復興區：澤仁里19鄰26號至37號(全)、澤仁里20鄰38號至48號(全)、澤仁里18鄰7號至25號(全)、羅浮里2
鄰58號至58號1樓至1樓(全)、羅浮里1，2鄰(全)、霞雲里1鄰(全)

F15 復興區：長興里 復興區：長興里10，11，12，13鄰(全)

F16 復興區：長興里 復興區：長興里5，6鄰(全)

F17 復興區：長興里 復興區：長興里7鄰(全)

F18 復興區：長興里 復興區：長興里8，9鄰(全)

F19 復興區：義盛里 復興區：義盛里1，2，3，6鄰(全)

F20 復興區：義盛里 復興區：義盛里7鄰(全)

F21 復興區：義盛里 復興區：義盛里4，5鄰(全)

F23 復興區：義盛里 復興區：義盛里8，9，10，11鄰(全)

F25 復興區：霞雲里 復興區：霞雲里2，3，6，8鄰(全)

F26 復興區：霞雲里 復興區：霞雲里9，10，11鄰(全)

F27 復興區：霞雲里 復興區：霞雲里4鄰(全)、霞雲里4鄰佳志巷(全)

F28 復興區：霞雲里 復興區：霞雲里5鄰(全)、霞雲里5鄰佳志巷(全)

F3
復興區：澤仁里、長興里、奎輝里、上奎輝、中
奎輝、下奎輝

復興區：澤仁里3鄰溪口台巷28號至41號(全)、澤仁里6鄰溪口台巷74號至87號(全)、澤仁里5鄰溪口台巷61
號至73號、澤仁里2鄰溪口台巷10號至27號(全)、澤仁里4鄰溪口台巷46號至69號(全)、長興里14，15，16
，17鄰(全)、奎輝里2，3，4，5，6，7，8，9鄰(全)、上奎輝5，6，7，8，9鄰(全)、中奎輝3，4鄰(全)、
下奎輝2鄰(全)

F38 大溪區：新峰里 大溪區：新峰里4，5鄰(全)

F39
大溪區：新峰里
復興區：三民里

大溪區：新峰里6，7鄰(全)、三民路1段501號至525號
復興區：三民里12鄰(全)、三民路1段105號至46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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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2 復興區：高義里 復興區：高義里9鄰(全)

F43 復興區：高義里 復興區：高義里7，8鄰(全)

F44 復興區：高義里 復興區：高義里11鄰(全)

F5 大溪區：新峰里 大溪區：新峰里8，9，10，11，12，13鄰(全)

F8 復興區：羅浮里 復興區：羅浮里3，4，5鄰(全)

F9 復興區：羅浮里 復興區：羅浮里6鄰(全)

Y17
楊梅區:四維里、瑞塘里、光華里、金龍里、瑞坪
里

楊梅區：文化街308號至336號(雙)、263號至357號(單)、四維二路209號至227號(單)、永美路445巷130號
至200號(全)、瑞溪路二段121號至217號(單)、166號至256號(雙)、福羚路200號至330號(雙)、205號至
303號(單)、瑞福街57號至118號(全)

Y3
平鎮區：鎮興里
楊梅區：金龍里、仁美里、埔心里、光華里、永
平里

楊梅區：永美路215號至367號(單)、208號至466號(雙)、新興街21號至162號(全)、漢昌街(全)、興南街
(全)、文化街2號至88號(雙)、1號至65號(單)、日新街1號至21號(單)、2號至16號、市場街(全)、中興路1號
至892號(全)、福德街67號至229號(單)
平鎮區：中興路平鎮段1號至567號(全)、興隆路(全)

Y30
中壢區：過嶺里
楊梅區：高榮里、新榮里、上田里
新屋區：頭洲里

楊梅區：新榮路1號至369號(單)、富榮路1號至43號(全)、裕榮路220號至331號(全)
中壢區：民族路6段2號至210號(雙)、松勤路2號至88-1號(雙)
新屋區：新榮路2號至460號(雙)、民族路6段1號至203號(單)、頭洲里5鄰20號、7鄰、8鄰、9鄰、10鄰、
12鄰、高鐵南路6段592巷36號(全)

Y43
楊梅區：仁美里、埔心里
平鎮區：振興里

楊梅區：福德街1號至159號(全)、日新街24號至110號(雙)、永美路33號至57號(單)、永美路79號至207號
(單)、新興街2號至 20號(雙)、陸橋南路1段159巷(全)

Y26 楊梅區:瑞塘里、瑞坪里、梅溪里

楊梅區：梅獅路2段166巷1號至61號(單)、梅獅路2段168號至182號(雙)、梅獅路2段186號至198號(雙)、
梅獅路2段232巷1號至23號(單)、梅獅路2段232巷2號至36號(雙)、梅獅路2段249巷1號至23號、梅獅路2
段349巷3號至3號、梅獅路2段445巷108弄10衖15號至45號、梅獅路2段445巷108弄2衖25號至89號
(單)、梅獅路2段445巷108弄2衖28號至102號(雙)、梅獅路2段445巷108弄6衖21號至77號(單)、梅獅路2
段445巷108弄6衖28號至92號(雙)、梅獅路2段445巷108弄8衖18號至62號(雙)、梅獅路2段445巷108弄8
衖21號至57號(單)、梅獅路2段445巷2號至80號(雙)、梅獅路2段445巷82號至192號(雙)、梅獅路2段447號
至515號(單)、梅獅路2段517巷1號至25號(單)、梅獅路2段171號至977號、梅獅路2段789巷12弄51號至51
號、瑞坪路2-1號至2-6號、蘋果路(全)

Y33 楊梅區:四維里、光華里、金龍里
楊梅區：永美路371巷31號至43號(單)、文化街85號至187號(單)、文化街102號至256號(雙)、益新三街1號
至84號(全)、益新一街115號至157號(全)、益新二街1號至82號(全)

Y38 楊梅區:楊明里、中山里、大同里
楊梅區：新農街311號至733號(單)、新農街312號至352號(雙)、新農街382號至736號(雙)、楊新北路160
號至216號(雙)、楊新北路277號至393號(單)、環東路432號至510號(雙)、環東路437號至499號(單)、中山
北路1段390巷77號至87號(單)、金山街300號至393號(全)

Y44 楊梅區：高榮里、新榮里、雙榮里 楊梅區：民族路5段551巷1號至220號(全)，裕榮路108號至200號(雙)，電研路1號至250號(全)

Y8 楊梅區:秀才里、大平里、永寧里 楊梅區：秀才路1號至57號(單),秀才路59號至69號(單),秀才路71號至1200號,甡甡路1號至1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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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3 龍潭區：佳安里、三林里
龍潭區：民族路231號至699號(單)、民族路264號至830號(雙)、龍門街(全)、石園二村(全)、八德路(全)、
仁愛路(全)、忠孝路(全)、實踐路(全)、信義路(全)、愛國路(全)、禮賢路(全)、富華街三林段310號至781號
(全)

L14 龍潭區：大平里、三坑里
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304號至779號(全)、永福街(全)、永昌路(全)、永康路(全)、石門路(全)、紅橋路1號
至70號(全)、二坪路95號至219號(全)、三坑老街8號至942號(全)、永平路10號至116號(全)、永和路47號
至116號(全)

L18 龍潭區：中正里、上林里、九龍里
龍潭區：向陽一街(全)、向陽二街(全)、向陽三街(全)、祥雲街(全)、秀峰一街(全)、渴望路(全)、渴望一路
(全)、渴望二路(全)、中原路2段42號至716號(全)、中原路3段(全)、福源路(全)、高原路367號至891號
(全)、新和路(全)、新原路3號至3號(全)、六槓寮路350號至519號(全)

L24
龍潭區：三和里、三水里
楊梅區：永寧里

龍潭區：店湖一路(全)、店湖路(全)、朝鳳路(全)、楊銅路2段538號至1030號(全)、北坑街31號至51號(全)
楊梅區：老莊路938號至1253號(全)、楊昇路301號至354號(全)

L27 龍潭區：九龍里 龍潭區：民主街(全)、中興路340巷(全)、民豐一街(全)、民豐六街(全)、自由街(全)、九座寮路(全)

L4 龍潭區：龍祥里、凌雲里、干城里
龍潭區：竹林路(全)、仁愛街(全)、信義街(全)、和平街(全)、竹籠路(全)、靶場路(全)、富榮新村(全)、復興
路(全)、誠實路2號至26號(雙)、聖亭路30-1~272-1號(雙)、35~245號(單)、龍城路126-1號、128號、竹
源街1至81號(全)、干城路1~284號(全)、315巷(全)

L15 龍潭區：九龍里、黃塘里、中興里
龍潭區：國聯街(全)、武漢路(全)、中興路466號至670號(雙)、491號至709號(單)、485號至487號(單)、健
行路1號至287號(單)、2號至100號(雙)、健行路131號至525號(全)

L17 龍潭區：三坑里、佳安里
龍潭區：中正路382號至525號(全)、富山一，二，三街(全)、大同路1號至168號(全)、神龍路268號、龍華
街304號、東龍路1號至54號(全)、新龍路1號至145號(單)、富華街1號至108號(全)、大順路1號至360號
(全)、金龍路58號至520號(雙)、金龍路71號至513號(單)

L28 龍潭區：黃唐里、九龍里、中興里
龍潭區：中興路392巷106號至122號(雙)、龍安一街(全)、龍安二街(全)、龍安三街(全)、成功路1號至37號
(單)、2號至682號(雙)、成功路39巷1號至58號(全)、41號至771號(單)、福龍路2段1號至385號(單)、2號至
356號(雙)、358巷1號至3號(全)、龍平路426號至1337號(全)

L6 龍潭區：凌雲里、上林里、三和里、高原里
龍潭區：中原路1段1號至500號(全)、中豐路上林段(全)、誠實路118號至290號(全)、竹源街110號至151號
(全)、六槓寮路1號至220號(全)、金龍路112巷268號至139-1號(全)、楊銅路一段(全)、楊銅路二段1號至
500號(全)、新龍路316號至836號(全)、六槓寮路1號至220號(全)

L21 龍潭區：烏林里
龍潭區：中豐路475號至489號(單)、中豐路491巷(全)、中豐路533巷(全)、中豐路543巷(全)、中央街1號至
257號(全)、聖德街58巷(全)、工二路305巷(全)、工二路286號至298號(雙)

L23 龍潭區：三林里
龍潭區：民族路1號至236號(全)、建國路1號至232號(全)、中正路三林段500號至616號(雙)、中正路佳安
段2巷201號至205號(全)、十一分路301號至319號(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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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5 龍潭區：九龍里、中興里、黃唐里

龍潭區：中興路288巷212弄2號至12號(雙)、中興路288巷218弄1號至11號(單)、中興路288巷224弄2號至
12號(雙)、中興路290巷13號至23號(單)、中興路290巷38號至38號(全)、中興路290巷(全)、中興路336巷
125弄2號至40號(雙)、中興路336巷135弄2號至34號(雙)、中興路336巷182弄17衖8號至10號(雙)、中興
路336巷185號至193號(單)、中興路336巷186弄1號至21號(全)、中興路336巷196弄1號至26號(全)、中興
路336巷28號至28號(全)、中興路336巷30弄20號至24-1號(雙)、中興路336巷70弄3號至3號(全)、中興路
336巷78弄20號至20號(全)、中興路336巷88號至88號(全)、中興路336巷93弄18號至18號(全)、中興路
336巷(全)、中興路天龍一巷(全)、中興路天龍二巷(全)、中興路天龍三巷(全)、中興路天龍四巷(全)、武中路
177號至500號(全)

L26
龍潭區：中山里、龍星里、龍潭里、黃唐里、烏
樹林里

龍潭區：光明路(全)、大同路171號(全)、中正路109號至337號(單)、中正路112號至326號(雙)、五福街1號
至241號(單)、五福街2號至236號(雙)、公園路(全)、龍興路79號至109號(單)、龍興路98號至118號(雙)、
龍興路78巷2號至18號(雙)、北龍路225號、北龍路242號、百福街(全)、福龍路二段466號、福龍路三段
(全)、大昌路一段75巷(全)、大昌路一段60號至106號(雙)、大昌路一段111號至159號(單)、華南路一段117
號至9999號(全)

L29 龍潭區：九龍里、中正里 龍潭區：中正路599號至665號(全)、中正路上華段(全)、雙連街(全)、賴華街(全)、富華街172巷(全)

L31 龍潭區：高平里
龍潭區：高揚南路800號至842號(雙)、高揚南路619號至841號(單)、民族路1381號(全)、清水坑街121至
202號(全)、湳窩路8號至66號(全)、龍源路245號至1258號(全)、十股路1號至101號(全)

L2 龍潭區：三和里、三水里
龍潭區：百年一街(全)、百年二街(全)、百年三街(全)、百年五街(全)、百年路(全)、育樂路(全)、中豐路樹林
段257號至375號(單)、工一路134號至268號(全)、中央街269號至315號(全)、干城路292號至414號(雙)、
337號至393號(單)、中豐路烏林段1號至253號(單)、中豐路烏林段2號至452號(雙)

L22
龍潭區：聖德里、八德里
平鎮區：湧安里、鎮興里

龍潭區：聖亭路八德段631號至672號(全)、聖亭路八德段675巷(全)、湧光路537號至665號(單)、龍園三路
101號至101號(全)
平鎮區：中興路平鎮段527號至969號(全)

L3
龍潭區：烏林里、樹林里、中山里、龍祥里、龍
潭里

龍潭區：宏遠路(全)、大昌路1段1號至59號(全)、東龍路250號至420號(雙)、281號至393號(單)、北龍路
111號至218號(全)、百福街(全)、華南路(全)、華南路一段1號至91號(全)、龍華路1號至23號(單)、2號至18
號(雙)、龍華路一段(全)、中豐路2號至452號(雙)、1號至271號(單)、中豐路中山段1號至54號(全)、中正路
1號至107號(單)、2號至110號(雙)

L8 龍潭區：黃塘里
龍潭區：中興路464號(雙)、中興路485號(單)、永興街(全)、永安街(全)、五龍街(全)、東興街(全)、成功路
39巷82號(全)、健行路277號至289號(單)、健行路76號至78號(雙)、五福街241號(單)、五福街238號(雙)、
大昌路二段33號至129號(單)、大昌路二段28號至108號(雙)、大昌路一段277號至311號(單)

L9 龍潭區：黃唐里、九龍里
龍潭區：中興路336巷23弄(全)，中興路338~438號(雙)，中興路339~483號(單)、中興路489巷1~65號
(單)、中興路489巷10~40號(雙)

P10 平鎮區：金星里、鎮興里
平鎮區：上海路167號至322號(全)、大連街37號至154號(全)、中庸路116巷1號至3號(單)、118號至172號
(雙)、武昌街(全)、金園街(全)、南安路67號至109號(單)、70號至138號(雙)、南京路125號至137號(單)、
220號至332號(雙)、迪化街(全)、開封街347號至428號(全)、新光路4段(全)

P13 平鎮區：湧豐里、湧光里、湧安里
平鎮區：工業一路(全)、中豐路山頂段156號至170號(雙)、南豐路1號至263號(全)、湧峰路36巷(全)、湧峰
路52巷17號至38號(全)、湧興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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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 平鎮區：湧光里、福林里

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214號至342號(雙)、中豐路山頂段271號至441號(單)、東豐路100巷(全)、東豐路60
巷(全)、東豐路36巷5弄6弄(全)、湧光路71號至115號(單)、湧光路90號至134號(雙)、湧光路138號至206
號(雙)、湧光路208巷7弄12弄17弄(全)、湧東路(全)、湧峰路1號至35號(全)、湧峰路38號至51號(全)、湧峰
路56號至126號(全)、湧峰路52巷1號至15號(全)、湧興路87號至155號(單)、湧興路110號至148號(雙)、學
園街(全)

P22 平鎮區：建安里、東勢里、福林里、東社里

平鎮區：華隆街2號至400號(全)、平東路688號至723號(全)、平東路1段1號至202號(全)、平東路2段1號至
208號(全)、圳南路2號至101號(全)、建明路1號至23號(全)、建明路1段1號至272號(全)、建安里23鄰149-
5號至149-25號(全)、建安里11，21，23鄰(全)、建安里13鄰57-3號至57-3號(全)、營德路1號至31號
(全)、明德路1號至43號(單)、明德路2號至68號(雙)、金陵路4段409至485號(全)、金陵路5段1號至123號
(單)、金陵路5段2號至134號(雙)、三興路東勢段1號至47號(單)、三興路東勢段2號至80號(雙)、快速路2段
138號至616號(雙)、快速路2段795號至957號(單)、廟前路56號至212號(全)、龍祥路88號至326號(雙)、建
安路51號至239號(全)、興東路1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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