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厚生市集無晚配路段 
 

台北市共 6區：士林區、內湖區、文山區、信義區、南港區、北投區  

士林區 中庸一路、中庸二路、 中庸五路、 中庸路、 中社路、 中華路、 仁民路、 仰德大道、 

光華路、 凱旋路、 劍南路、 國泰街、 大亨路、 富館街、 平菁街、 建業路、 建賢街、 

愛富一街、 愛富三街、 愛富二街、 新安路、 明溪街、 格致路、 永公路、 翠山街、 至

善路二段、 至善路三段、  草東街、 莊頂路、 菁山路、 華岡路、 長春街。  

內湖區 內湖路三段、 碧山路、 金龍路。  

文山區 恆光街、 指南路二段、 指南路三段、 政大一街、 政大二街、 政大三街、 新光路一段、 

新光路二段、 木柵路五段、 環山一道、 環山二道、 秀明路二段、 老泉街、 萬壽路、  

信義區 景雲街、瑞雲街、 祥雲街、 紫雲街、 青雲街。  

南港區 南深路、研究院路三段、 研究院路四段、 舊庄街二段。  

北投區 一德街、一心路、 七星街、 三合街、 中和街、 中央北路、 中央南路、 中山路、 中

心街、 中正街、 中興路、 中華街、 光明路、 光武路、 公館路、 北投路、 同德街、 

大同街、 大屯路、 大度路、 大業路、 大興街、 奇岩路、 奉賢路、 學園路、 宜山路、 

崇仁路、 崇仰一路、 崇仰七路、 崇仰三路、 崇仰九路、 崇仰二路、 崇仰五路、 崇

仰六路、 崇仰路、 崗山路、 幽雅路、 復興一路、 復興二路、 復興三路、 復興四路、 

承德路七段393巷、 承德路七段401巷、 文化一路、 文化三路、 新民街、 新興路、 杏

林一路、 杏林二路、 杏林三路、 東昇路、 樹林路、 樹梅坑、 民族街、 永興路、 泉

源路、 洲美街、 清仁路、 湖山路、 湖底路、 溫泉路、 珠海路、 登山路、 知行路、 

磺港路、 福美路、 秀山路、 稻香路、 立功街、 立德路、 立賢路、 竹子湖路、 紗帽

路、 義方街、 翠嶺路、 翠華街、 翠雲街、 聖景路、 育仁路、 自立路、 行義路、 西

園街、 豐年路、 進賢路、 重三路、 長壽路、 開明街、 關渡路、 陽明路、 雙全街。  

 

 

新北市共 8區：新店區、汐止區、樹林區、土城區、中和區、五股區、泰山區、新莊區  

泰山區  南林路、南泰路、 大科一路、 大科路、 泰山路、 泰林路三段、 黎專路、 黎明路。  

五股區  中直路、五福路、 六和街、 凌雲路、 壟鉤路、 外寮路、 天乙路、 孝義路、 御史路、 

成泰路四段、 民義路、 登林路。  

新莊區 壽山路路(單號>41號)、壽山路(雙號>162號)、 青山路。 

中和區  員山路路(單號<61號)、員山路(雙號<70號) 、 圓通路367巷、 圓通路369巷、 興南路二

段399巷、 興南路三段。 

土城區 南天母路、國際路、 忠義路、 承天路、 石門路、 龍泉路。 

樹林區 三興路、中佳路、 中和街、 中山路三段、中州街、 佳園路、 吉祥街、 味王街、 地政

街、 大學路、 大慶街、 大成路、 大有路、 大義路、 大雅路、 學勤路、 學府路、 學

成路、 學林路、 山佳街、 工興街、 德和街、 新興路、 東佳路、 東和街、 柑園街、 

桃子腳路、 民和街、 民權街、 田尾街、 福德街、 育德街、 西圳街、 龍興街。  

汐止區 保一街、保新街、 保長路、 內曾路、 八連路、 勤進路、 北勢街、 南勢街、 吉祥街、 

夢湖路、 大同路三段、 大安街、 姜子寮路、 孝一路、 孝二路、孝三路、 孝四路、 孝

五路、 孝六路、孝七路、 孝八路、 孝九路、 小坑路、 忠一路、 忠二路、 忠三路、

忠四路、 忠五路、 忠孝路、 東勢街、 東山路、 水源路二段、  永春一路、 永春二路、 

汐平路、 汐碇路、 汐萬路二段、 汐萬路三段、 瑞松街、 白雲路、 秀山路、 芳園街、 



茄安路、 茄福街、 茄興路、 茄苳路、 華新二路、 鄉友街、 鄉長路、 長安路、 長江

街、 長興街、 長青路、 鵠鵠崙路。  

新店區 下石厝路、中生路、 僑仁路、 僑信路、 僑愛一路、 僑愛二路、 僑愛三路、 僑愛四路、 

僑愛五路、 僑愛六路、 僑愛七路、 僑愛九路、 僑義路、 光華街、 北宜路、 合作路、 

吉安街、 吉祥街、 和成街、 大學街、 大榮路、 太平路、 如意街、 安一路、 安光路、 

安和路、 安平路、 安康路、 安德街、 安忠路、 安捷路、 安業街、 安民街、 安泰路、 

安祥路、 安興路、 安華路、 安豐路、 富貴街、 小坑一路、 小坑二路、小坑三路、  小

粗坑路、 屈尺路、 平廣路、 康雅崙路、 廣興路、 建業路、 成功路、 新和街、 新城

大道、 新潭路、 新烏路、 明山路、 松林路、 柴埕路、 桂山路、 桃李一路、 梅崗一

路、 梅崗二路、 梅崗三路、 梅花一路、 橘園一路、 櫻花街、 永安街、 永平街、 永

業路、 永福路、 涵碧路、 湖子內路、 湖興路、 溪洲路、 灣潭路、 玉山路、 玫瑰路、 

百齡一路、 百齡二路、 直潭一街、 直潭二街、 直潭三街、 直潭四街、 直潭五街、 直

潭六街、 直潭七街、 直潭八街、 直潭九街、 直潭十街、 直潭路、 碧安街、 碧潭路、 

祥和路、 禾和一街、 禾豐一路、 禾豐二路、 禾豐三路、 禾豐五路、 禾豐六路、 禾

豐七路、 禾豐九路、 禾豐十一路、 秀山路、 秀岡二街、 秀岡三街、 秀岡五街、 秀

岡六街、 秀峰路、 竹林路、 精忠路、 翠峰路、 自強路、 花園一路、 花園二路、 花

園三路、 花園五路、 花園六路、 花園七路、  花園十路、 花園十二路、莒光路、 華城

一路、 華城二路、 華城三路、 華城六街、 華城路、 華潭街、 蘭苑一路、 裕合街、 車

子路、 達觀路、 郵政路、 金龍路、 銀河路、 錦秀路、 長峰路、 長春路、 長興路、 

雙城路、 雙峰路、 青山路、 頂城一街、 頂城二街、 頂城三街、 頂城五街、 頂城六

街、 頂石厝路、 黎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