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閉類比訊號數位升級_日期及路段

關閉日 村里 光點 路段

S15
新屋區：石牌里、下埔里、下田
里

新屋區：東興路2段1號至870號(全)、東興路1段1506號至1542號(全)

S17
新屋區：後湖里、坑尾里、藍埔
里、石磊里
觀音區：新興里

新屋區：中華路915號至1329號(全)、華興路(全)
觀音區；文化路692號至870號(全)，金橋路新興段133號至206號(全)

S18
新屋區：深圳里、蚵間里、後庄
里、笨港里

新屋區：東福路2段286號至1236號(全)、東福路3段(全)、文化路1段(全)、文化路2段1號至1060號(全)

S19
新屋區：社子里、大坡里、望間
里

新屋區：興福路1號至730號(全)

S21 新屋區：九斗里、頭洲村

新屋區：中山東路2段397號至833號(單)、中山東路2段352號至822號(雙)、校前一街(全)、快速路6段359號至383號(全)、快速路6段682號至918號
(全)、九斗里8鄰50-5號至50-21號、九斗里8鄰上青埔50-5號至50-21號、九斗里8鄰上青埔51號至51號、九斗里8鄰54號至54-6號、九斗里8鄰上青埔56
號至56號、九斗里8鄰58-15號上青埔至58-15號上青埔、頭洲里2、3、4、5、6鄰、梅高路3段2號至506號(雙)、梅高路3段1號至471號(單)、新洲一街2
號至5號、新洲路1號至37號(全)、新洲東路40至135號(全)、新洲五街11至132號(全)、新洲三街42號至66號(雙)、福洲三街1至99號(全)、福洲五街1至59
號(全)、福洲六街46號至60號、民族路6段677號至685號(單)

S3
新屋區：石磊里、清華里
觀音區：藍埔里、大堀里

新屋區：大湖路2段1號至906號(全)、新華路2段1至317號(單)、2號至292號(雙)、金華路1號至628號(全)、新華路(全)
觀音區；大堀里4鄰~10鄰

S4
新屋區：後湖里、赤欗里、東明
里、下田里

新屋區：中山路550號至620號(雙)、457-2號至765號(單)、東興路1段1至1342號(全)、中山西路一段(全)、中山西路二段2號至696號(雙)、1號至553號
(單)、東福路1號至29號(全)，興芝路1號至39號(全)

S5
新屋區：笨港里、永安里、下埔
里，永興里

新屋區：中山西路3段118號至1160號(雙)、225號至1165號(單)、永慶路(全)、永福路(全)、文化路3段1號至773號(全)、永一路、永三街、永慶一街

S6
新屋區：笨港里、槺榔里、大坡
里、後庒里、望間里

新屋區：東福路1段215號至1360號(全)、東福路2段1號至139號(全)、文化路2段1229號至1758號(全)，民有二路2段29號至70號(全)

S9 新屋區：大坡里、望間里 新屋區：大坡里、望間里，民有二路1號至666號(全)，民有二路1段286號至948號(全)

Y14
楊梅區：富岡里、上湖里、富豐
里

楊梅區：富元街(全)、楊湖路三段442號848至(雙)、419號875號至(單)、富裕街1號至308號(全)、富豐三路2段120號至250號(全)

Y16
楊梅區：員笨里
新屋區：望間里 社子里

楊梅區：民生街509號至730號、民有路1段327號至民有路2段688號、民有一路105至367號(全)，員本路826巷1號至15號 ，員笨里5、6、7、8、9、17
鄰，瑞原里4鄰                                                                                                                                                                                                                           新屋
區：中興路807號至880號(全)，社子里2、7、10鄰，望間里1、2、9鄰

Z100
中壢區：內定里、永福里、水尾
里

中壢區：中園路2段309號至543號(單)、中園路2段312號至808號(雙)、中壢區中園路2段368巷1號至1號、中壢區中園路2段506號至506-99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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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45
中壢區：過嶺里
觀音區：上大村

中壢區：福嶺路26號至476號(全)、高鐵南路5段1號至538號(全)、過嶺里2鄰~4鄰，7鄰~10鄰

Z48 中壢區：山東里
中壢區：山東一路237號至398號(全)、山東路1號至997號(單)、2號至1010號(雙)、山大一路362號至396號(雙)、295號至551號(單)、山大路412號至
890號(全)、山坡路312號至346號(全)、大莊路1號至31號(全)，山東里4鄰、12鄰~14鄰

Z76 中壢區：青埔里
中壢區：青昇二街、領航南路4段186號至198號(雙)、領航南路4段(全)、青昇路255號至285號(全)、青峰路2段40號至162號(全)、青溪路2段121號至
139(全)、大成路1段162至162號、青昇一街12號至179號(全)、青昇二街39號至41號(全)

D13
大溪區：一德里、一德里、田心
里

大溪區：大漢街33號至35號(單)、大漢街36巷1號至48號、大漢街44巷1號至7號(單)、大漢街48號至50號(雙)、大漢街(全)、中正東路83號至89號、中華
路127巷18號至24號、中華路127巷23弄1號至55號(單)、中華路127巷23弄2號至22號(雙)、中華路127巷26弄1號至23號(單)、中華路127巷26弄2號至
26號(雙)、中華路150號至150號、中華路308號至314號(雙)、中華路346號至350號(雙)、中華路362號至372號(雙)、中華路435號至497號(單)、中華路
47號至421號、中華路70巷17號至41號(單)、天祥街38巷17號至23號(單)、文化路121巷2號至58號(雙)、文化路123號至123-10號、文化路125巷32號至
40號(雙)、文化路125巷7號至23號(單)、文化路129巷25弄17號至35號(單)、文化路129巷36弄1號至4號、文化路132巷17號至29號(單)、文化路132巷
33號至41號(單)、文化路153巷48弄2號至22號(雙)、文化路153巷50號至50號、文化路206號至216號(雙)、文化路59巷4號至16號(雙)、文化路59巷8弄1
號至11號、民權東路177號至181號(單)、民權東路185巷1號至8號、民權東路94巷12號至32號(雙)、民權東路58號至194號(全)、田心里2鄰19號至19-9
號、和二路79巷30號至38號(雙)、和二路79巷45弄5號至7號、東二路103號至133號(單)、復興路154號至201號、復興路65號至77號(單)、和一路1號至
17號、東一路73至8號、東和路3號至24號、田心里2鄰、7鄰

D2
大溪區：仁愛里、仁和里、仁武
里、仁善里

大溪區：公園三街161號至277號(單)、公園三街220號至328號(雙)、埔仁路111號~174號(全)、埔頂一街~埔頂六街、埔頂七街147~197號(全)、慈光街
79巷26號至32號(雙)、仁和路一段2~338號(雙)、1~311號(單)、埔頂路一段110號~500號(雙)、177號~447(單)、埔頂路1段245巷1號至31號(全)、隆德
街1~65號(全)、仁和二街157號至273號(全)、埔頂街(全)、仁和七街239~253號(單)、仁和一街(全)、慈光街111~209號(單)、118~190號(雙)、公園五街
1號至93號(全)、佳佳新村1號至55號、埔頂八街19號至73號

D24 大溪區：永福里 大溪區：永福里9鄰，12鄰~14鄰、信義路659號至1488號、日新路(全)、向榮街(全)

D26 大溪區：義和里、大平里 大溪區：福山二路至9999號、福山一路至9999號、康莊路五段163號至721號、榮安一村2號至35號(全)、榮安二村6-5號至6-21號(全)

D28 大溪區：瑞源里
大溪區：員林路3段(全)、瑞源里15鄰51號至51號(單)、瑞源里17鄰(全)、瑞源里18鄰(全)、瑞源里19鄰(全)、瑞源里20鄰(全)、瑞源里2鄰43號至43號
(單)、瑞源里3鄰(全)

D29 大溪區：瑞源里 大溪區：文化路817號至1123號(單)、文化路874號至1152號(雙)、石園路559至781號(單)、石園路552至952號(雙)、番仔寮

D8
大溪區：永福里、月眉里、美華
里、一心里、福仁里、瑞興里

大溪區：后尾一橫巷1號至25號、后尾三橫巷4號至4號、信義路95號至657號(單)、信義路104號至668號(雙)、中華路1號至46號(全)、月眉里5鄰(全)

D9
大溪區：一心里、福仁里、興和
里、一德里、田心里

大溪區：慈湖路1號至13號(全)、民生路1號至32號(全)、東一路1至60號、金城路2號至114號、後尾街1號至9號、得勝路1號至11號、大溪市場23號至87
號(全)、大漢市場3號至28號(全)、中山路1號至66號(全)、中山路1號至66號(全)

L19
龍潭區：三和里、三水里、高原
里

龍潭區：新埔路、大北坑街、小北坑街、南坑路、龍新路121號至1789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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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0 龍潭區：三林里、大平里
龍潭區：龍源路大平段1號至397號、民治十二街(全)、民治十六街(全)、民治四街(全)、民治八街(全)、民治十街、民治十四街(全)、民治路(全)、民有路
(全)、民治六街(全)、民治一街(全)、民治三街(全)、民治五街(全)、民治七街(全)、民治十四街(全)、民治十八街(全)、民治二十街(全)、民有一,二,三街
(全)、民富街(全)、民強街(全)、民治十一街(全)、

D18 大溪區：仁義里、僑愛里

大溪區：大綸街1號至133號(單)，大綸街2號至140號(雙)、大同街(全)、介壽路183巷1弄2號至20號(雙)、介壽路212巷58號至58號、介壽路212巷60弄2
號至12號(雙)、介壽路212巷66號至72號(雙)、介壽路212巷80弄2號至16號(雙)、介壽路22巷18弄1號至19號(單)、介壽路22巷19號至37號(單)、介壽路1
號至363號(單)、介壽路2號至238號(雙)、僑愛一街105巷(全)、僑愛一街108號至118號(雙)、僑愛一街130號至150號(雙)、僑愛一街1號至5號(單)、僑愛
一街2巷2號至10號(雙)、僑愛一街34巷(全)、僑愛一街35巷(全)、僑愛一街6巷1號至28號、僑愛一街72巷(全)、僑愛一街8巷1號至34號、僑愛一街9號至
23號(單)、僑愛一街(全)、僑愛巷26弄1號至24號、僑愛巷(全)、僑興新村4號至239號(全)、僑愛新村1號至620號(全)

D3
大溪區：員林里、光明里、三元
里

大溪區：三元一街19巷1號至51號(單)、三元一街19巷2弄1號至34號、三元一街19巷6弄1號至22號、三元一街32號至38號(雙)、三元一街67巷19號至23
號(單)、三元一街(全)、三元二街(全)、三元三街(全)、三元三街90號至112號(雙)、員林路2段215號至451號(單)、員林路2段216號至228號(雙)、員林路2
段246號至446號(雙)、員林路2段416巷40弄1衖2號至22號(雙)、員林路2段416巷40弄3衖1號至17號(單)、員林路2段416巷40弄3衖2號至22號(雙)、員
林路2段416巷40弄5衖1號至15號、員林路2段442巷36號至38號(雙)、員林路2段456巷48弄53號至61號(單)、齋明街38巷105號至107號(單)、齋明街8
號至8-12號、齋明街(全)、文武新村1號至242號(全)、大新新村1號至16號(全)、大新新村1號至16號(全)

D4
大溪區：南興里、瑞源里、三元
里

大溪區：石園路115巷1號至46號、石園路115巷47號至70號、石園路217號至231號(單)、石園路233巷13號至35號(單)、石園路233巷9弄1號至28號、
石園路331號至343號(單)、石園路39巷1號至20號、石園路412巷75號至89號、石園路2號至554號(雙)、石園路1號至557號(單)、石園路57巷7號至73號
(單)、石園路57巷8號至86號(雙)、員林路3段10號至10號、員林路3段152巷10號至38號(雙)、員林路3段152巷15號至17號(單)、員林路3段152巷19弄1
號至13號(單)、員林路3段152巷19弄2號至20號(雙)、員林路3段152巷21號至41號(單)、員林路3段154號至154號、員林路3段155巷19弄9號至24號、員
林路3段155巷50號至88號(雙)、員林路3段155巷90弄1號至77號(單)、員林路3段257巷32號至42號(雙)、員林路3段257巷33弄1號至53號(單)、員林路3
段257巷33弄2號至58號(雙)、員林路3段257巷33弄60衖1號至3號(單)、員林路3段257巷35弄18號至68號(雙)、員林路3段257巷35弄1號至65號(單)、員
林路3段257巷35弄60衖2號至10號(雙)、員林路3段413號至433號(單)、員林路3段(全)、瑞源里2鄰(全)、瑞源里3鄰(全)、瑞源里(全)、慈安六村47號至
70號(全)、慈祥二村1號至28號(全)、慈湖新村1號至40號(全)、至善新村1號至46號、忠勇三村1號至40號、忠勤三村3號至57號、明德新村1號至8號

D5 大溪區：仁文里、仁武里

大溪區：華興街1號至60號(全)、介壽路1147號1269號(單)、介壽路1249-1號至1257-3號、介壽路1259巷17弄1號至25號、介壽路1259巷27弄1號至11
號、介壽路1259巷7弄1號至36號、介壽路842號至940號(雙)、自強街(全)、員林路1段1號至1-1號、員林路1段3巷1號至49號(單)、員林路1段3巷58弄1
號至16號、員林路1段3巷86號至100號(雙)、員林路1段5-6號至5-11號、員林路1段7-1號至7-5號、員林路1段7巷10號至82號(雙)、員林路1段7巷13弄1
號至14號、員林路1段7巷25弄1號至14號、員林路1段7巷37弄13號至23號(單)、員林路1段7巷37弄1號至14號、員林路1段7巷43號至51號(單)、員林路1
段7巷86號至90號(雙)、員林路1段2號至140號(雙)、員林路1段1號至99號(單)、華興街(全)、新興街(全)、福居街(全)、慈光一村2號至20號(雙)

D6 大溪區：仁善里
大溪區：介壽路290號至606號(雙)、介壽路293號至753號(單)、埔仁路579號至675號(單)、埔仁路606號至680號(雙)、長興路2段271號至277號(單)、長
興路3段(全)、長興西街(全)、仁德二街302號至346號、長興東街(全)、仁美街(全)、仁德南街102號至155號、介壽路松樹腳543號至543號(全)、仁美一街
5號至57號(單)、仁德八街71至169號(單)

D7
大溪區：瑞興里、中新里、三元
里、康安里、瑞源里

大溪區：瑞仁路68號至518-9999號(全)、瑞興里1,4,7,13,17,20,21鄰、大鶯路8號至906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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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0 龍潭區：高平里、高原里

龍潭區：中原路1段506號至584號(雙)、中原路1段513號至585號(單)、中原路2段2號至22號(雙)、中豐路高平段123巷45弄1號至65號、中豐路高平段
123巷47號至138號、中豐路高平段1號至185號(單)、中豐路高平段2號至190號(雙)、龍潭區中豐路高平段(全)、休閒街146巷27弄1號至33號、休閒街
146巷9弄17號至37號(單)、休閒街146巷9弄1號至15號、休閒街62巷2號至62號(雙)、休閒街62巷3號至55號(單)、休閒街72巷1號至27號(單)、休閒街72
巷2號至24號(雙)、休閒街(全)、高揚北路1號至452號、高揚南路2號至520號(雙)、高揚南路15號至489號(單)、健康路51巷9弄2號至39號、健康路(全)

F2 復興區：澤仁里 復興區：三民里1鄰、澤仁里1,16,17鄰、中山路(全)、中正路(全)、忠孝路(全)、仁愛路(全)

Y11
楊梅區：水美里、大平里、三湖
里、瑞原里

楊梅區：楊湖路1段771號至925-9999號(單)、楊湖路1段682號至818-9999號(雙)、楊湖路2段3號至719-9999號(單)、楊湖路2段2號至916-9999號(雙)

Y12
楊梅區：高山里、水美里、楊梅
里、大同里

楊梅區：大模街1號至27號(單)、2號至34號(雙)、文德路、新梅一街、新梅二街、新梅三街、新梅五街、新梅六街、新梅七街1號至98號(全)、新梅八街、
新梅九街1號至96號(全)、金德街、成德一街、成德二街、南高山頂、梅山西街119號至159號(全)、梅高路1號至120號(全)、梅高路梅岡巷(全)、楊新路71
號至549號(全)

Y15
楊梅區：員笨里 、豐野里、富岡
里
新屋區：望間里

楊梅區：中正路1號至95號(單)、2號至100號(雙)、民生街(全)、成功路(全)、信義街(全)、富源街(全)、富聯路1號至400號、新明街1號至83號(單)、新明
街2號至50號(雙)、新富七街180號至232號、新富十一街1號至138號(全)、新富十三街(全)、新富十街15號至25號(單)、新富十街20巷12號至22號(雙)、
新富十街(全)、豐興街25號至180號、富豐北路99號至272號，民富路3段924巷(全)，中華街(全)，豐野里21鄰，22鄰，員笨里8鄰，10鄰

Y24
楊梅區：富岡里、上湖里、富豐
里

楊梅區：上湖里8鄰12號至12-21號、富民街275號至701號(單)、富民街274號至730號(雙)、新明街209號至927號(單)、新明街174號至968號(雙)、楊湖
路4段196巷200弄55號至155號(單)、富祥街200號至242號(全)、

Y28
楊梅區：員笨里、富岡里、三湖
里、瑞原里

楊梅區：富豐三路1段402號至408號(全)、民富路3段2巷136號至9999-9999號、富元街375號至571-9999號(單)、富元街366號至610-9999號(雙)、富
豐二路259號至661-9999號

Y36 楊梅區：瑞原里 水美里 楊梅區：楊新路2段1號至719-9999號(單)、楊新路2段2號至552-9999號(雙)、民富路1段至796-9999號

Y37 楊梅區：高山里、上田里

楊梅區：三陽路368巷1號至116號、三陽路370巷1號至110號、三陽路372巷1號至21號(單)、三陽路372巷2號至18號(雙)、三陽路376巷17號至19號
(單)、三陽路376巷22號至50號(雙)、三陽路至9999號、幼獅路3段259號至9999號、高新街151號至173號(單)、高新街(全)、高鵬一街(全)、高鵬二街
(全)、高鵬三街(全)、高鵬路(全)、梅高路2段51巷1號至70號、梅高路2段61巷(全)、梅高路2段126巷(全)、梅高路2段136巷(全)、梅高路2段1號至140
號、梅高路128號至862號(全)

Y40 楊梅區：東流里 楊梅區：甡甡路127至917號(全)

Y48
楊梅區：富岡里、望間里、富豐
里

楊梅區：新明街52號至172-9999號(雙)、新明街85號至207-9999號(單)、富聯路4號至9999-9999號(全)、中正路101號至632-9999號(全)、富全街118
號至590-9999號(全)、富岡里10,11鄰、富岡里15鄰201號至202-9999號、富岡里19鄰229號至229-9999號

Y49 楊梅區：高山里 楊梅區：高青路10號至52-9999號(全)、高獅路138號至836-9999號(雙)、高獅路85號至889-9999號(單)、

Y13 楊梅區：上田里、瑞原里
楊梅區：民有路1段1號至325號、民豐路1號至185號、和平路(全)、楊新路2段723號至735號(單)、2段630號至648號(雙)，楊新路3段(全)、楊新路4段1
號至330號(全)，上田里2鄰~15鄰，高平路360號至475號(全)，長祥路335號

2016/11/14
星期一



Y19 楊梅區：永寧里
楊梅區：校前路298號至1102號(雙)、校前路295號至1195號(單、老莊路1號至303號(單)、老莊路2號至256號(雙)、永寧新村53號至112號、小楊梅1鄰
(全)、福人路71號至126號

Y20
楊梅區：瑞坪里、永寧里、裕成
里

老莊路415號至795號(單)、老莊路400號至800號(雙)、迎旭一街3號至51號、迎旭二街1號至119號、迎旭三街1號至42號、長青路35號至86號、長青一
街1號至40號、長青二街1號至37號、長青三街(全)、長青五街(全)、長青東街1號至214號、長青西街1號至101號、三民路2段1號至200號(全)、東森路45
號至105號(單)、東森路48號至162號(雙)

Y29
楊梅區：三湖里、上湖里、富岡
里

楊梅區：民安路、楊湖路三段101號至421號(全)、伯公一路、富豐一路1號至136號(全)、富豐三路1段1號至201號(全)

Y31 楊梅區：中山里、楊明里
楊梅區：行善路、金山街23號至298號(全)、環東路110號至298號(雙)、111號至297號(單)、新農街354號至380號(雙)、中山北路一段75號至425號
(單)、296號至526號(雙)

Y41
楊梅區：三湖里、水美里、瑞原
里

楊梅區：大平街165號至275號(單)、大平街242號至304號(雙)、楊湖路1段1號至639號(單)、楊湖路1段2號至676號(雙)

Y42 楊梅區：上湖里 三湖里 楊梅區：湖山街(全)、楊湖路二段1巷(全)

Y45
楊梅區：上田里、高上里、高榮
里
新屋區：頭洲里

楊梅區：梅高路二段345至668號(全)、青鼎一街(全)、青鼎二街(全)、高上路一段30號至362號(全)                                                                                     新屋
區：梅高路3段(全)，新榮路538號至768號(雙)、489號至489號(單)

Y46 楊梅區：上湖里

楊梅區：上湖里10鄰下四湖巷21-8號至21-21號、上湖里10鄰下四湖巷29-2號至29-28號、上湖里10鄰下四湖巷29-55號至29-63號、上湖里8鄰下四湖
弄21-54號至21-54號、上湖里8鄰下四湖巷21-22號至21-34號、上湖里8鄰下四湖巷21-47號至21-70號、上湖里8鄰下四湖巷21-48號至21-48號、上湖
里8鄰下四湖巷21-53號至21-53號、上湖里8鄰下四湖巷21-57號至21-57號、上湖里8鄰下四湖巷21-62號至21-62號、上湖里8鄰下四湖巷21-63號至21-
63號、上湖里8鄰下四湖巷21-64號至21-64號、上湖里8鄰下四湖巷21-65號至21-65號、上湖里8鄰下四湖巷21-68號至21-68號、楊湖路4段565號至
585號(單)、楊湖路4段587巷1號至15號(單)、楊湖路4段587巷2號至4號(雙)、楊湖路4段92巷86弄1號至37號(單)、楊湖路4段92巷88號至108號(雙)、楊
湖路4段92號至116-32號(雙)、楊湖路4段(全)、富豐三路2段256號至359號(全)

Y9
楊梅區：東流里、三湖里、大平
里、秀才里

楊梅區：中山路214號至238號(雙)、中山路145號至181號(單)、校前路1號31號(單)、校前路2號至18號(雙)、秀才路1號至61號(單)、秀才路2號至68號
(雙)、中山南路1號至999號(全)

F30 復興區：華陵里 復興區：華陵里11鄰189號至189號、華陵里11鄰145-5號至145-5號、華陵里11鄰141號至229號

F31 復興區：澤仁里 復興區：澤仁里16鄰16號至18號

F32 復興區：三民里、奎輝里 復興區：三民里8鄰27號至37號、三民里7鄰10號至26號、三民里8鄰38號至42號、奎輝里1鄰1號至9號

F33 復興區：三民里 復興區：三民里1鄰22號至26號、三民里2鄰1號至14號、三民里3鄰15號至26號、三民里4鄰27號至39號

F34 復興區：三民里 復興區：三民里5鄰40號至56號、三民里6鄰1號至7號、三民里9鄰41號至58號、三民里10鄰2號至20號

F35 復興區：三民里 復興區：三民里15鄰1號至25號

F36 復興區：三民里 復興區：三民里13鄰(全)、三民里14鄰(全)、三民里16鄰31號至51號、三民里17鄰56號至76號

F37 復興區：三民里 復興區：三民里18鄰1號至100號、三民里19鄰101號至120號

F4 復興區：華陵里
復興區：華陵里8鄰30號至59號、華陵里9鄰60號至109號、華陵里10鄰111號至160號、華陵里11鄰203號至203號1樓至2樓、華陵里11鄰193-9號至
193-9號、華陵里8鄰巴陵巷32號至32號1樓至1樓、華陵里9鄰105-1號至105-1號1樓至1樓、華陵里10鄰143號至143號1樓至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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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6 復興區：高義里 復興區：高義里3鄰(全)

F47 復興區：高義里 復興區：高義里4鄰(全)、高義里5鄰(全)、高義里6鄰(全)

F48 復興區：高義里 復興區：高義里1鄰(全)、高義里2鄰(全)

F49 復興區：三光里 復興區：三光里7鄰(全)

F6 復興區：華陵里 復興區：華陵里1鄰1號至9號、華陵里2鄰11號至18號、華陵里3鄰19號至25號、華陵里4鄰1號至12號、華陵里5鄰16號至21號、華陵里6鄰22號至37號

F50 復興區：三光里 復興區：三光里6鄰(全)

F51 復興區：三光里 復興區：三光里5鄰(全)

F52 復興區：三光里 復興區：三光里3鄰(全)、三光里4鄰(全)

F53 復興區：三光里 復興區：三光里1鄰(全)、三光里2鄰(全)

F54 復興區：三光里
復興區：三光里8鄰(全)、三光里9鄰(全)、三光里10鄰(全)、三光里11鄰(全)、三光里12鄰(全)、三光里8鄰爺亨巷1號至15號、三光里12鄰爺亨巷27號至
39號

F55 復興區：華陵里 復興區：華陵里7鄰3號至22號

F7 復興區：澤仁里 復興區：澤仁里18鄰1號至6號

Y10
楊梅區：大同里、楊明里、中山
里

楊梅區：大平街1號至134號(全)、大成市場、光復街、光復北街、自立街、自立東街、大成路94號至254號(雙)、89號至255號(單)、大模街29號至129號
(單)、10號至186號(雙)、中山北路2號至74號(雙)、154號至280號(雙)、光前街1號至6號(全)、自強街、武營街1巷(全)、金山街1號至5號(單)、梅山西街
89號至159號(全)、新成路1號至94號(全)、新農街101號至310號(全)、楊新北路1號至159號(單)、2號至158號(雙)、楊新路1號至70號(全)

Y22 楊梅區：裕成里 楊梅區：裕成路11號至250號(全)、光裕南街2號至219號(全)、光裕北街1號至187號(全)

Y23
楊梅區：員笨里、豐野里、富岡
里、瑞原里

楊梅區：民豐路205號至817號(單)、民豐路272號至804號(雙)、民富路2段2號至456號(全)、民富路3段2號至922號(全)、民富路3段926號至928號(全)、
民隆路5號至43號(全)、員本路1至715號(全)、豐興街23巷1號至7號(全)、新富二街15號至80號(全)、新富三街30號至229號(全)、新富八街2號至36號
(全)、新富七街11號至73號(單)、新富七街2號至128號(雙)、新富十一街197號至219號(全)、新富十一街220號至230號(雙)、新富十一街221巷1號至11號
(單)、新富十一街223號至235號(單)、新富一街5號至141號(全)、新富五街13號至51號(全)、新富六街21號至48號(全)、員德路58號至95號(全)、富豐北
路2號至16號(全)、富豐南路1號至111號(全)

Y27
楊梅區：高榮里、永平里、青山
里

楊梅區：獅一路1號至19號(全)、梅獅路(全)、獅三路1號至7號(全)、青山一街1號至101號(全)、幼獅路5至28號(全)、幼獅路1段1號至458號(全)、獅二路1
號至16號(全)、獅二路209號至241號(單)、獅四路1號至8號(全)、獅五路1號至4號(全)、永平路1號至653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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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47 楊梅區：永寧里、紅梅里

楊梅區：民族街40巷6號至12號(雙)、民族街(全)、永寧路1巷1號至41號(單)、永寧路1巷2號至16號(雙)、永寧路(全)、校前路276巷21號至37號(單)、校
前路22號至294號(雙)、校前路27號至263號(單)、環東路2號至52號、環南路102號至128號(雙)、環南路109號至113號(單)、環南路141巷11弄46號至
58-5號(雙)、環南路141巷11弄60號至62號(雙)、環南路141巷1號至27號(單)、環南路141巷2號至30號(雙)、環南路158號至180號(雙)、環南路171巷21
號至23號(單)、環南路171巷3號至7號(單)、環南路171巷9弄1號至3號(單)、環南路1號至345號、環南路219巷51號至87號(單)、環南路219巷52號至98
號(雙)、環南路223巷17弄20號至62號(雙)、環南路223巷17弄23號至35號(單)、環南路223巷17弄2號至12號(雙)、環南路223巷19號至19號(單)、環南
路223巷2號至14號(雙)、環南路223巷37號至43號(單)、環南路223巷9號至15號(單)、環南路225號至239號(單)、環南路255巷1號至28號、環南路57號
至73號(單)、環南路75巷1號至5號(單)、環南路75巷2弄2號至12號(雙)、環南路75巷36弄20號至38號(雙)、環南路75巷36弄7號至31號(單)、環南路75巷
38號至50號(雙)、環南路75巷52弄10號至40號(雙)、環南路75巷52弄1號至29號(單)、環南路75巷56弄2號至38號(雙)、環南路75巷6號至8號(雙)、環南
路77號至81號(單)、環南路89號至97號(單)、環南路99巷1弄1號至8號、環南路99巷3號至5號(單)、環南路(全)

Y25
楊梅區：金溪里、梅溪里、瑞塘
里

楊梅區：中山北路2段265巷38號至42號(雙)、中山北路2段229號至287號(單)、梅獅路2段59號至69號(單)、梅獅路2段72號至72-1號、梅獅路2段17號至
163號、瑞梅街151號至177號(單)、瑞梅街2號至190號(雙)、瑞梅街19號至177號(單)、瑞溪路1段176巷1號至17號(單)、瑞溪路1段176巷2號至10號
(雙)、瑞溪路1段178巷1號至15號(單)、瑞溪路1段178巷2號至26號(雙)、瑞溪路1段180巷1號至23號(單)、瑞溪路1段180巷2號至26號(雙)、瑞溪路1段
182巷13號至69號(單)、瑞溪路1段182巷2號至30號(雙)、瑞溪路1段256巷16號至28號(雙)、瑞溪路1段259號至285號(單)、瑞溪路1段310巷212號至226
號(雙)、瑞溪路1段340號至338號、瑞溪路2段80號至92號(雙)、瑞溪路2段96巷6號至36號(雙)、瑞溪路2段18號至62號(雙)

Y32 楊梅區：四維里、光華里 楊梅區：永美路387號至401號(單)、文化街189號至259號(單)、文化街258號至306號(雙)、四維路1號至256號(全)、四維二路91號至185號(單)

Y34 楊梅區：裕成里 楊梅區：裕成南路(全)

Y4 楊梅區：瑞塘里
楊梅區：永美路403號至473號(單)、484號至530號(雙)、中山北路二段350號至384號(雙)、353號至453號(單)、萬福街、瑞福街1號至47號(單)、2號至
58號(雙)、萬大路、福羚路55號至153號(單)、四維二街1號至41號(全)

Y5 楊梅區：金溪里、瑞坪里 楊梅區：三民東路(全)、金溪路(全)、梅獅路2段232巷31號至37號(單)、瑞坪路4號至576號(全)

Y7
楊梅區：梅新里、紅梅里、楊梅
里、楊江里、中山里

楊梅區：大成路2號至92號(雙)、1號至99號(單)、中山北路1段1號至53號(單)、82號至106號(雙)、武營街、光華街、大華街、梅山東街、新成路101號至
227號(全)、復華街、市場街、貴山街、梅山西街1號至85號(全)、新農街1號至100號(全)、中山路2號至200號(雙)、1號至133號(單)、武營街

Y1
楊梅區：高山里、高榮里、高上
里

楊梅區：高上路1段1號至381號(單)、2號至332號(雙)、梅獅路2段(全)、幼獅路3段1號至233號(全)、青年路2段(全)、榮平路、幼一路、幼二路、幼三
路、幼四路、幼五路、幼平街、高獅路915號至935號(全)

Y18 楊梅區：青山里 楊梅區：青年路3巷(全)、青山一街、青山二街、青山三街、青山五街、青山六街

Y2
楊梅區：高榮里、仁美里
平鎮區：平鎮里、鎮興里、宋屋
里

楊梅區：永美路19巷1號至1號5樓至5樓、永美路19巷2號至2號1樓至1樓、永美路2號至200號(雙)、永美路1號至75號(單)
平鎮區：平德路1號至57號(單)、2號至72號(雙)、南平路2段367號至681號、陸橋北街(全)、陸橋南路19巷13號至55號(單)、陸橋南路19巷3弄1號至23號
(單)、陸橋南路19巷5弄13號至29號(單)、陸橋南路19巷5弄16號至38號(雙)、陸橋南路19巷6號至292號(雙)、陸橋南路7號至17-1號(單)、陸橋南路(全)、
鎮德路201號至251號(單)、鎮德路(全)、鎮鏞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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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1
楊梅區：雙榮里、新榮里
中壢區：過嶺里

楊梅區：電研路、快速路五段630巷(全)、民族路5段1號至485號(單)、裕榮路1號至200號(全)、雙榮路1號至60號(全)、平鎮區民族路雙連三段113號至
127號(單)、36號至42號(雙)、雙福路
中壢區：過嶺路一段1號至392號(全)、民族路五段2號至508號(全)、松勇路、松德路、松仁路、松德一街、松義三街、松義二街、松義一街、松義路，松
智路、松智二街、松智三街、松至一街、松勤路、松信路、松信一街、松信二街、中壢區松勇一街65號至219號(全)、成德新村3號至37號(全)、過嶺里1
鄰

Y35 楊梅區：高榮里、新榮里
楊梅區：高榮里1鄰、2鄰、4鄰，5鄰、7鄰、9鄰、10鄰、11鄰、12鄰、13鄰，快速路5段119號至915號(單)，190號至428號(雙)，885號至915號(單)，
高榮路1號至841號(全)，榮平路1號至586號(全)

Y6
楊梅區：永平里、瑞塘里、梅溪
里、金溪里、三民里

楊梅區：三元街1號至232號(全)、三民路1號至41號(全)、45號至55號(全)、瑞梅街1號至17號(單)、中山北路2段1號至209號(單)、2號至218號(雙)、元化
路、裕成路3巷(全)、瑞溪路1段1號至162號(全)、三民北路1號至35號(全)、瑞梅街1號至17號(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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