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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026桃園市桃園區廈門街66號7、
8樓
承辦人：林淑梅
電話：03-3322101#6863
電子信箱：10034694@mail.tycg.gov.tw

受文者：宜蘭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9月20日
發文字號：府交運字第111026465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736200H_1110264656_ATTACH1.pdf、

376736200H_1110264656_ATTACH2.pdf)

主旨：檢送本市轄區道路新增及修正管制砂石車開放路段及大貨

車禁行路段公告1份，請惠予協助張貼公告周知，請查

照。

說明：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條規定辦理。

正本：交通部、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交通部公路總局
新竹區監理所、桃園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
(桃園市政府除外)、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桃園市政府秘書處、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大溪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
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龍潭分局、本市各區公所、桃園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
會、桃園市汽車貨運貨櫃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砂石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建築
材料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

2.

3.

4.

5.

共 426 條路線

項次 行政區 禁行路段 禁行噸數 禁行時段 替代道路

1 桃園區

轄內縱貫鐵路以北，民生路、慈

文路、永安路、三民路、復興路

(以上道路非禁行路段)，環繞範

圍內為禁行大貨車區域，請改行

市區外圍道路

6.5噸以上 7-20

民生路、慈文路、永

安路、三民路、復興

路

2 桃園區 永康街→埔新路 6.5噸以上

7-8、1200-

1230、1530-

1600

三民路、永安路

3 桃園區 陽明五街、陽明十二街 6.5噸以上 6-8、16-18 長沙街

4 桃園區 衡陽二街 6.5噸以上 全日 無

5 桃園區 中山路685巷 30噸以上 全日 無

6 桃園區
春日路連接桃鶯路橋下路段「自

鎮東街至復興路」
6.5噸以上 全日 安東街、德育街

7 桃園區

國鼎二街「國聖一街至國際

路」、宏昌六街「國際路至中平

路」

6.5噸以上 7-8、15-18 無

8 桃園區
永佳街「自永星街至永佳街245號

區間」
6.5噸以上 22-06 無

9 桃園區
國際路一段414巷「桃園區國際路

一段起至八德區桃德路」
6.5噸以上 全日 國際路一段530巷

10 桃園區 大仁路40巷 3.5噸以上 全日 大仁路

11 桃園區 宏昌十三街 15噸以上 全日 台1線、國際路

12 桃園區
國道2號高架橋下沿線道路「八德

區東勇街至桃園區國際路一段」
6.5噸以上 全日

思源街、福林街、力

行街、玉山街

13 桃園區 龍安街 30噸以上 全日 國際路二段

14 桃園區
富國路962巷「單向禁止由富國路

進入」
6.5噸以上 全日 富國路一段

15 桃園區 龍泉二街、龍祥街、大慶街 20噸以上
7-9、11-13、

15-18
台1線、龍壽街

16 桃園區
德壽二街「單向禁止由玉山街進

入」
3.5噸以上 全日 力行街

大貨車禁行路段一覽表

桃園區

※注意事項：

大貨車請依下述道路管制禁止通行，否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條及第60條規定處

罰。

本表管制路段如與現場標誌、標線不符，請依現場標誌、標線行駛。

本表如有未臚列路段，如有管制必要，仍依現場標誌、標線行駛。

特種車輛非屬上列管制車種。

桃園機場範圍內道路(國2大園交流道至台4線)非本市所管轄，欲申請機場範圍之通行證請洽

桃園國際機場。

111年9月20日更新發布



17 桃園區

國際路一段413巷「桃園區國際路

一段413巷起至八德市皮寮溪橋、

國際路一段413巷57號」

6.5噸以上 全日 國際路一段494巷

18 桃園區 民富三街 10噸以上 全日 三元街、民光東路

19 桃園區 榮華街44巷19弄 3.5噸以上 全日 榮華街64巷37弄

20 桃園區
大原路53巷「大原路至榮華街64

巷」
6.5噸以上 全日 榮華街

21 桃園區 仁和街248巷 6.5噸以上 全日 桃鶯路

22 桃園區 榮華街 6.5噸以上 全日 樹仁三街

23 桃園區 復興路328巷 3.5噸以上 全日 復興路

24 桃園區
龍泉六街「龍壽街至大慶街(裕和

街17巷)」
20噸以上 全日 台1線

25 桃園區 中山路1216巷5弄 6.5噸以上 全日 國強二街

26 桃園區 介新街 6.5噸以上
0630-0830、

16-19
無

27 桃園區 德壽二街 3.5噸以上 全日 無

28 桃園區 龍祥街與大慶街口旁水圳便道 3.5噸以上 全日 無

29 桃園區
樹仁三街與國道二號橋下道路間

無名道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30 桃園區 鹽庫街 10噸以上 全日 無

31 桃園區 龍壽街 3.5噸以上 7-9、16-18 無

32 桃園區 益壽二街12巷 3.5噸以上 全日 無

1 龜山區 中興路「山鶯路至自強南路段」 30噸以上 全日 山鶯路、萬壽路

2 龜山區 明興街「山鶯路至中興路」 10噸以上 全日 山鶯路、萬壽路

3 龜山區

頂興路「萬壽路至中興路間，全

日禁止由萬壽路二段進入頂興

路」

6.5噸以上 全日 中興路、自強南路

4 龜山區 頂興路「萬壽路至中興路」 10噸以上
7-8、12-13、

15-18

山鶯路、萬壽路、自

強南路、中興路

5 龜山區
大同路「萬壽路二段至自強東路

間」
6.5噸以上 全日 自強南、東、北路

6 龜山區

自強南、西、北路、文化七路、

復興街、新興街、文興路、公園

路、文昌一至五街、文二一、二

街、文化東路、文東一至五街、

文七一街至九街、文康街、文武

街、文安街、文光街、長庚醫護

新村、龍興街、宏慶街、自由

街、龍華街

30噸以上 全日 無

7 龜山區 萬壽路二段660巷 30噸以上 全日 長壽路、萬壽路

8 龜山區 龍校街 30噸以上 7-9、17-19 無

9 龜山區 自強南路301巷 6.5噸以上 全日 中興路

10 龜山區 中興路182巷 6.5噸以上 全日 自強南路

龜山區



11 龜山區
東萬壽路309巷「單向禁止由萬壽

路進入」
30噸以上 全日 東萬壽路、萬壽路

12 龜山區
大同路570巷「單向禁止由湖山街

進入」
15噸以上 全日 湖山街、大同路

13 龜山區 陸光二村陸光路 15噸以上 全日 台1線、自強西路

14 龜山區 青山路 6.5噸以上 全日 台1線

15 龜山區
樂安街「文明路與桃7線（樂善

街）區間」
15噸以上 全日 文化一路

16 龜山區 文東五街 6.5噸以上 全日 無

17 龜山區 光峰路「長壽路至大同路區間」 15噸以上 全日 台1線、台1甲線

18 龜山區

頂湖一街「頂湖一街16號前」與

文東五街「文東五街71巷前」間

之道路

3.5噸以上 全日
忠義路二段（市105

線）

19 龜山區 復興街304巷 8噸以上 7-9、16-19 復興街

20 龜山區 忠義路三段208巷 6.5噸以上 全日 忠義路

21 龜山區 同心ㄧ路、同心二路 15噸以上 全日 台1線、自強西路

22 龜山區 新嶺三街 6.5噸以上 全日 無

23 龜山區 復興三路247巷270弄 8噸以上 全日 無

24 龜山區
新興一街「新興街至忠義路二

段」
30噸以上 全日 忠義路二489巷

25 龜山區 大坑里南上路520巷6弄 15噸以上 全日 大坑里南上路520巷

26 龜山區

文化三路564巷「文化七路182巷

至文化三路564巷75弄」、文化三

路620巷80弄「文化七路182巷至

文化三路564巷75弄」

30噸以上 全日 文化七路182巷26弄

27 龜山區
文化七路「復興一路至文化三

路」
20噸以上

7-8、12-13、

15-16
無

28 龜山區 文三二街5號旁道路 全日 文化三路78巷37弄

29 龜山區 西勢湖路 19-07 無

30 龜山區
忠義路二段351巷「忠義路至忠義

路二段311巷」
3.5噸以上 全日 無

31 龜山區 中興路115巷、頂興路157巷 10噸以上

每日7-8時、

12-13時及15-

18時

無

1 中壢區
培英路「新生路至中福路口」（

6.5噸以上殯葬車輛除外）
6.5噸以上 7-12

新生路、環北路、中

福路

中壢區



2 中壢區

轄內環北路、環西路、民族路、

中正路、康樂路、延平路、中和

路、長江路、中山東路一段、普

義路（以上道路非禁行路段）環

繞範圍內為禁行大貨車區域（貫

穿中壢市區之道路尚有元化路、

元化路二段、元化路三段、新明

路、志廣路、中山路、民族路、

延平路、新生路、中豐路、民權

路二段、義民路等路段，以上道

路非禁行路段)

6.5噸以上 7-20 無

3 中壢區 文化路 15噸以上 全日 自強路、吉林路

4 中壢區 忠孝路 15噸以上 全日 自強路、吉林路

5 中壢區 南園二路 6.5噸以上 全日 福州二街

6 中壢區
福德路、成功路「僅內壢地區路

段」
30噸以上 全日 自強路、吉林路

7 中壢區
民權路三段382巷「下三座屋江

厝」
30噸以上 全日 無

8 中壢區
後興路一段「中山東路至龍慈

路」
15噸以上 全日 中山東路、龍慈路

9 中壢區 桃園大圳第三支線產業道路 10噸以上 全日 龍安街、文中路

10 中壢區 文化二路、長春路 30噸以上 7-8、12-18 台1線、自強一路

11 中壢區
西園路「南園二路至西園路77巷

區間」
15噸以上 全日 中園路

12 中壢區
內壢火車站南方平交道往聯勤通

基廠之路段
15噸以上 全日 台1線

13 中壢區 長興街 15噸以上 全日 自強一路

14 中壢區
復華街「中華路一段至復華街186

巷及復華街186巷」
15噸以上 全日 自強一路

15 中壢區 正光街 15噸以上 全日 環西路

16 中壢區 三樂二街 6.5噸以上 全日
三光路、環西路二段

（台1線）

17 中壢區 榮民南路350巷 10噸以上 全日 普忠路

18 中壢區 文化二路「長春路至元生三街」 15噸以上 全日 自強路、吉林路

19 中壢區
內定九街、內定二十二街至內定

二十街
6.5噸以上 全日 內定十一街

20 中壢區 興東路至中豐北路二段 6.5噸以上 全日 中豐北路一段

21 中壢區 育樂路 3.5噸以上 全日 中園路、延平路

22 中壢區 康樂路 3.5噸以上 全日 中正路、康樂路

23 中壢區 福祥路「中正路至福全路」 6.5噸以上
07-8:30、17-

19
無

24 中壢區 文化二路 30噸以上
7-8、12-13、

16-18
台1線

25 中壢區
大圳路一段「新生路三段至興東

路」
10噸以上 全日 無



26 中壢區
中壢區內定二街(內定三街至內定

二街巷底)
10噸以上 7-9、14-18 合圳北路、龍安街

27 中壢區
中正路1062巷、無名巷「中正路

1062巷至868巷」
10噸以上 全日

中正路、中正路868

巷

28 中壢區
成章三街「成章三街至內定一

街」
全禁 全日 大華路、忠孝路

29 中壢區
福嶺路(高鐵南路四段至中正路三

段)
15噸以上 全日

高鐵南路四段、中正

路三段

1 八德區

重慶街「和平路至重慶街53

巷」；介壽路二段190巷、212

巷；廣隆街；忠勇街「義勇街與

忠勇街街口至和平路」；東勇街

400巷；永福街；永福西街「永福

西街至公園路」；自強街；忠勇

街60巷；大圳邊

6.5噸以上 全日

重慶街57巷、福國

街、東勇街、和平

路、廣福路、忠勇西

街

2 八德區
介壽路1022巷、溝後路「自1022

巷口至興豐路」
6.5噸以上 7-20 介壽路、興豐路

3 八德區
介壽路901、933巷、933巷42弄

「瑞豐國小前」
6.5噸以上 7-9、17-19 介壽路、大興路

4 八德區 永固街「建國路至福國街口」 6.5噸以上 全日 建國路

5 八德區
富城街「永豐路口至中華路353

巷」
6.5噸以上 全日 永豐路、中華路

6 八德區 崁腳「崁腳12號至遠揚街39巷」 6.5噸以上 全日 忠義街

7 八德區 忠孝街「介壽路至大同路口」 6.5噸以上 全日 介壽路

8 八德區 廣福路20巷 6.5噸以上 全日 廣福路

9 八德區 新興路342巷 6.5噸以上 7-9、17-19 新興路

10 八德區 興隆街 15噸以上 全日 無

11 八德區 興豐路2345巷 15噸以上 全日 興豐路、富榮路

12 八德區 永豐路226巷 6.5噸以上 全日 永豐路、台1線

13 八德區 大忠街 15噸以上 7-8、16-18 無

14 八德區 忠誠街 15噸以上 7-8、16-18 和平路、介壽路

15 八德區

大興路「介壽路583巷-大興路276

巷」、忠勇街、福國街、大明

街、霄裡路

3.5噸以上 全日 榮興路

16 八德區
建國路「介壽路至福國街」、永

豐路
30噸以上 7-9、17-19 無

17 八德區 建安街 15噸以上 全日 長安街

18 八德區 福德一街177巷 30噸以上 7-9、16-18 鶯桃路、德昌街

19 八德區 長興路350號旁產業道路 6.5噸以上 全日 廣興路

20 八德區 福僑街 20噸以上 全日 福國街

21 八德區 高城路 15噸以上 全日 無

22 八德區
茄苳路「茄苳里七鄰瓦厝區1號至

中華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23 八德區

介壽路二段133及83巷「管制區間

自八德市介壽路二段至重慶街

口」

6.5噸以上 全日 台4線、和平路

八德區



24 八德區 義勇街 15噸以上 全日 和平路

25 八德區
中山路「三元宮旁建國路口至興

豐路口段」
15噸以上 全日 興豐路

26 八德區 介壽路二段1233巷 15噸以上 全日 台4線

27 八德區

國道2號高架橋下沿線道路「八德

區東勇街至桃園區國際路一段530

巷」

6.5噸以上 全日 思源街、福林街

28 八德區 長安街 20噸以上
7-8、1230-

1330、15-19
無

29 八德區 中山路292巷 10噸以上 全日 中山路、中山一路

30 八德區 竹園街 15噸以上 全日 無

31 八德區 興豐路1906巷 15噸以上 7-9、15-18 無

32 八德區 福國北街 3.5噸以上 18-06 台4線

33 八德區 建國路419巷 8噸以上 全日 廣興路410巷

34 八德區 和平路573巷、和平路991巷 6.5噸以上 全日 和強路

35 八德區 和義一街、和義二街 6.5噸以上 全日 和義街

36 八德區 陸光街 3.5噸以上 全日 永福西街

37 八德區
介壽路二段583巷「介壽路二段與

大興路區間」
3.5噸以上 全日

介壽路二段565巷及

685巷

38 八德區 廣福路「介壽路至福國北街間」 15噸以上 6-24 建國路

39 八德區 介壽路二段361巷 6.5噸以上 6-24 無

40 八德區
大興路「和平路276巷(重慶街以

南)及大興路全段禁行」
6.5噸以上 全日 無

41 八德區 介壽路二段361巷 6.5噸以上 全日 無

42 八德區
大興路「和平路276巷(重慶街以

南)及大興路全段禁行」
6.5噸以上 全日 無

43 八德區
國道二號橋下道路「和平路至東

勇街」
6.5噸以上 全日

八德市和強路、樹仁

三街

44 八德區 介壽路二段685巷 3.5噸以上 全日 無

45 八德區 興豐路600巷 8噸以上 全日 豐吉路

46 八德區 聯福巷 8噸以上 全日 豐吉路

47 八德區 仁德路「廣興路以西」 6.5噸以上 全日 無

48 八德區 和平路970巷 3.5噸以上 全日 無

49 八德區 廣興五街「建德路至廣興二路」 3.5噸以上 全日 無

50 八德區 廣興一路「廣興二路至建德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51 八德區 廣興三路「建德路至廣興五街」 6.5噸以上 全日 無

52 八德區 廣興二路「建德路至廣興一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53 八德區 長興二路「廣興五街至長興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54 八德區 永豐路「中山路至廣福路」 20噸以上
6:30-7:30、

17-18
無

55 八德區
大興路「介壽路二段583巷至介壽

路二段361巷」
6.5噸以上 全日 榮興南路



56 八德區 長興一路 6.5噸以上 全日 廣興路

57 八德區 和平路1411巷 6.5噸以上 全日 和平路

58 八德區
八德區力霸街31巷2弄「廣興路

451巷至力霸街」
3.5噸以上 全日 無

59 八德區 桃德路200巷「桃德路至大明街」 6.5噸以上 全日 大明街

60 八德區
文昌街97巷「文昌街至97巷66

號」
15噸以上 全日 無

61 八德區 富榮街「和平路至後庄街」 30噸以上 全日 無

62 八德區 八德區中山一路 15噸以上
7-8、12-13、

17-18
台4線

1 平鎮區 中庸路 6.5噸以上 全日 新生路

2 平鎮區
湧安路、頂好街「自工業南路至

自由街口」
3.5噸以上 7-8、12-13 工業南路、自由街

3 平鎮區 德育路「自延平路至承德路口」 6.5噸以上 全日
金陵路、和平路、康

樂路

4 平鎮區
新光路「自新光路七二巷至新光

路二段八巷口」
6.5噸以上 全日 平德路、新光路二段

5 平鎮區
龍泉一街「自金陵路三段101巷至

龍泉街137巷」
6.5噸以上 全日 龍岡路、營德路

6 平鎮區 平東路189巷 3.5噸以上 全日 無

7 平鎮區
圳南路、營德路、明德路、龍德

路
30噸以上 全日 無

8 平鎮區 南豐路 30噸以上 7-9、16-18 無

9 平鎮區
新光路17巷、17巷2弄、新光路65

巷
30噸以上 全日 無

10 平鎮區
產業道路「南豐路底至中興路

間」
15噸以上 7-9、16-18

中興路、南豐路、中

豐路

11 平鎮區 自強街「東豐路至三興路區間」 6.5噸以上 全日 中豐路

12 平鎮區 環南路三段321巷 5噸以上 全日 環南路

13 平鎮區
華隆街「單向禁止由平東路進

入」
15噸以上 全日 金陵路

14 平鎮區 中正一、二路 6.5噸以上 全日 龍江路、貿東路

15 平鎮區 鎮興里11、12鄰產業道路 15噸以上 全日 中庸路

16 平鎮區 金陵路三段266、273巷 6.5噸以上 全日 金陵路三段

17 平鎮區 中山路96巷 3.5噸以上 全日 龍江路、貿東路

18 平鎮區
賦梅路「復旦路二段至快速路三

段」
15噸以上 全日 台1線

19 平鎮區 新光路四段 15噸以上 7-9、15-19 無

20 平鎮區
正義路「單向禁止由金陵路進

入」
15噸以上 7-9、16-18 大智街

21 平鎮區 東龍街579巷 15噸以上 全日 台66線

22 平鎮區 文化街 6.5噸以上 7-9、15-18 環南路

23 平鎮區 金陵路五段90巷 3.5噸以上 全日 三興路

24 平鎮區
賦梅北路「復旦路二段至賦梅路

二段」
15噸以上 7-9、16-18 台1線

平鎮區



25 平鎮區 快速路一段399巷 3.5噸以上 全日 洪圳路

26 平鎮區 延平路三段411巷與新光路二段 15噸以上 全日 無

27 平鎮區 湧光路154巷 3.5噸以上 全日 無

28 平鎮區 中豐路南勢二段346巷 20噸以上 全日 無

29 平鎮區
雙榮路「平鎮區民族路雙連三段

至楊梅區民族路5段107巷1弄」
30噸以上 6-9、16-19 民族路5段29巷

30 平鎮區
金陵路三段197巷「金陵路三段

197巷至營德路」
6.5噸以上 全日 平東路

31 平鎮區 南豐路410巷 3.5噸以上 全日 中豐路山頂段

32 平鎮區 工業南路「頂好街至新城路」 8.8噸以上 全日 南豐路

33 平鎮區 南平路二段32巷 10噸以上 全日 無

34 平鎮區

洪圳路「快速路一段至太平西

路」單向管制(禁止由太平西路端

進入)

10噸以上 全日 東龍街、縣112甲線

35 平鎮區
賦梅路「快速路三段至水廠路148

巷」
15噸以上 7-9、16-18 台1線

36 平鎮區 水廠路、水廠路148巷 15噸以上 7-9、16-18 台1線

37 平鎮區 平安路8巷 3.5噸以上 全日 復旦路、新興路

38 平鎮區
三興路單向管制(禁止由中豐路進

入)
15噸以上 7-9、17-19 南東路、東豐路

39 平鎮區 洪圳路「東光路至龍南路」 15噸以上 7-9、16-19 無

40 平鎮區 東光路 15噸以上 全日 洪圳路

41 平鎮區 湧東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42 平鎮區 新光路四段「南京路至中庸路」 10噸以上 7-9、16-19 無

43 平鎮區 湧東路 6.5噸以上 全日 中豐路南勢二段

44 平鎮區

育達路、延平路二段及環南路環

繞範圍內(育達路、育英路、延平

路二段、環南路及復旦路非禁行

路段)為禁行大貨車區域

10噸以上 全日

育達路、育英路、延

平路二段、環南路、

復旦路

1 楊梅區
金華街、大平街「自楊新路一段

至楊湖路一段路口」
6.5噸以上 7-8、12-18 楊新北路、環東路

2 楊梅區 大成路、新成路 6.5噸以上 全日 環東路、楊新北路

3 楊梅區 金華街「大平街至武營街」 6.5噸以上 全日 無

4 楊梅區 大平街「大模路至大成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5 楊梅區 大模路「大平街至武營街」 6.5噸以上 全日 無

6 楊梅區 福德街 6.5噸以上 全日 台1線、中興路

7 楊梅區 新農街379巷 15噸以上 全日 無

8 楊梅區
金山街「環東路至中山北路390

巷」
6.5噸以上 全日 台1線、環東路

9 楊梅區 大模路「大平街至楊新路」 15噸以上 全日 楊新北路、台1線

10 楊梅區 大平街「大模路至金華街」 15噸以上 全日 金華街、楊新路

楊梅區



11 楊梅區

新農街「環東路至大成路」、校

前路「環東路至中山路」、新農

街一段「環東路至高速公路間涵

洞」、自立街、文化街261巷。

30噸以上 全日 無

12 楊梅區
中正路、信義街、富源街、中華

街
30噸以上 全日 無

13 楊梅區
校前路（桃71線）「老莊路口起

至市界止」
30噸以上 全日 桃67線、市115 線

14 楊梅區
三元街「三民北路至新農街二

段」
30噸以上 全日 新農街、三民北路

15 楊梅區 甡甡路 30噸以上
23-08、1630-

1830
無

16 楊梅區 行善路 6.5噸以上 全日 環東路

17 楊梅區 仁美里幼獅路28巷 6.5噸以上 全日 永平路

18 楊梅區 永美路371巷、益新一街 15噸以上 全日 台1線

19 楊梅區

梅獅高架橋北端「銜接幼獅路一

段：南向橋下道路下坡路段約20

公尺」

6.5噸以上 全日 永平路、幼獅路一段

20 楊梅區 民族街 3.5噸以上 全日 環南路

21 楊梅區 民治街及永寧路 3.5噸以上 7-9、15-19 環南路

22 楊梅區
梅獅路一段(單向禁止由幼獅路一

段進入)
15噸以上 全日

梅獅路一段、永平路

橋

23 楊梅區 四維路及四維二路 15噸以上 全日 萬大路

24 楊梅區 福羚路 3.5噸以上 全日 瑞梅街

25 楊梅區

青山一街65巷、青山一街103巷、

青山一街205巷、青山三街、青山

五街、青山六街

10噸以上 全日
幼獅路一段（桃72

線）

26 楊梅區
快速路五段630巷「電研路10巷至

台66線間」
15噸以上 全日 電研路

27 楊梅區 文化街及文化街189巷 6.5噸以上 全日 中興路

28 楊梅區 楊新路二段337巷 10噸以上 全日
民富路一段、楊新路

二段

29 楊梅區 甡甡路「產業道路至甡甡路」 15噸以上 全日 中山南路、秀才路

30 楊梅區 校前路高速公路便道 20噸以上 全日 無

31 楊梅區 裕成路與裕成南路交叉口 6.5噸以上 全日 無

32 楊梅區 秀才路175巷 10噸以上 全日 無

33 楊梅區
金溪路「三民東路至金溪路380

巷」
20噸以上 全日 瑞坪路、梅獅路

34 楊梅區 三民東路「瑞溪路至瑞坪路」 20噸以上 全日 無

35 楊梅區
秀才路1081巷對面「往長安球場

道
35噸以上 全日 無

36 楊梅區 高榮路「快速路五段至高榮路」 10噸以上 全日 快速路五段715巷

37 楊梅區
民富路三段68巷「高鐵南路八段

至民富路三段」
3.5噸以上 全日

高鐵南路八段、民富

路三段



38 楊梅區
富豐三路一段、楊湖路二段916巷

「高鐵南路八段至楊湖路三段」
3.5噸以上 全日

高鐵南路八段、楊湖

路三段

39 楊梅區 民族路五段147巷 10噸以上 全日 無

40 楊梅區

梅高路、楊新路一段、新梅一

街、新梅九街、新梅三街、新梅

五街環繞範圍內(梅高路、楊新路

一段非禁行路段)為禁行大貨車區

域

10噸以上 全日 楊新路一段、梅高路

41 楊梅區
楊新路三段25巷、民富路一段796

巷
3.5噸以上 全日 民豐路

42 楊梅區 金龍三路 6.5噸以上 全日 金龍一路、五守街

43 楊梅區 楊新北路188巷 30噸以上 全日 楊新北路

44 楊梅區
梅獅路「幼獅路一段至仁美華德

福實驗國中小」
6.5噸以上

7-8:30、

12:30-16:30
北側梅獅路

45 楊梅區 梅獅路539巷 6.5噸以上 全日 無

1 蘆竹區
山腳里黃帝街「武聖街至南山北

路口」
6.5噸以上 7-9、16-19 武聖街

2 蘆竹區 光復路「中正路至南竹路口」 6.5噸以上 全日 光明路

3 蘆竹區

忠孝西路「中正路至奉化路

口」、奉化路「忠孝西路至南竹

路口」、南昌路「南福街至南竹

路口」

6.5噸以上
0630-09、15-

19
台4線

4 蘆竹區
南崁路「南上路口至南山路口

間」
6.5噸以上 全日 台4線、南山路

5 蘆竹區
六福路「長興路一段路口、中山

路口至新北市林口區八德一路」
15噸以上 全日 國道1號

6 蘆竹區

大華街、光華街、桃園街、光明

路、吉林路、南福街、南崁路(一

段)「南山路一段至台茂」、大竹

路「314巷至大新路區間」、大新

路-五青路「桃42線」、五福一、

六路、中山路、內溪路、南上

路、南山路三段「山外路起至長

興路二、三段止」

30噸以上 全日 無

7 蘆竹區
山林路（市108線)「自山腳街起

至市界止」
30噸以上 全日 台4線、南山路

8 蘆竹區
新南路一段「南華一街起至南崁

路止」
30噸以上 全日 中正路、忠孝東路

9 蘆竹區 中山路43巷 15噸以上 全日 無

10 蘆竹區 南山路二段357巷 15噸以上 全日 南山路二段

11 蘆竹區 洛陽街 20噸以上 全日 大竹路、台4線

12 蘆竹區

仁愛路三段及羊稠坑道路「單向

禁止由仁愛路二段及中山路進

入」

15噸以上 全日 台4線、國道一號

蘆竹區



13 蘆竹區
南竹路一段、二段「中正路至中

正北路」
30噸以上

7-8、1530-

1630

台4線、中正路延伸

段

14 蘆竹區
蘆竹街「單向禁止由富國路進

入」
6.5噸以上

0630-08、15-

17
富國路

15 蘆竹區
海山中街「台15線至海湖北路區

間」
15噸以上 全日 台15線、台4線

16 蘆竹區 聯福街 6.5噸以上 全日 中正路、光明路

17 蘆竹區
蘆竹區通往大園區之坑菓路「台4

線至市道108線」
10噸以上 全日 台4線、市108線

18 蘆竹區 中山路125巷 15噸以上 全日 無

19 蘆竹區 南竹路三、四、五段（聯結車） 聯結車 7-8、17-18 台31線

20 蘆竹區 南山路2段357巷 15噸以上 全日 無

21 蘆竹區
富華路一段、富華路二段「八股

路至大華街」
15噸以上 7-9、15-18 大竹北路

22 蘆竹區 山林路二段434巷 3.5噸以上 全日 山外路

23 蘆竹區 海山路二段93巷 3.5噸以上 全日 台15線、桃5線

24 蘆竹區
海湖北路「海山中街與海湖東路

區間」
30噸以上 22-08 市108線

25 蘆竹區 海湖東路 30噸以上 22-08 台15線

26 蘆竹區 奉化路258巷 3.5噸以上 全日 南順七街2巷

27 蘆竹區
山鼻路666巷、山鼻路666巷20弄

「水科腳橋至五酒桶山」
10噸以上 全日 產業道路

28 蘆竹區
南山北路一段、南山路三段「和

平街至山林路」
15噸以上 全日 海山路

29 蘆竹區 南山路三段「山外路至山林路」 15噸以上 全日 山腳街

30 蘆竹區 上竹二街「上竹路至大竹路」 20噸以上 全日 上興路

31 蘆竹區
中圳街「中圳街265號至濱海路一

段」
20噸以上 全日 無

32 蘆竹區
三德街「海湖東路210巷6號無名

橋至三德街128號旁無名巷」
3.5噸以上 全日 108市道

33 蘆竹區 南竹路三段98巷 15噸以上 7-9、16-19 桃15區道

34 蘆竹區 光明路二段光明巷 15噸以上 全日 中正路

35 蘆竹區
蘆竹區富昌街「富國路至南青

路」
15噸以上 全日 富國路

36 蘆竹區 蘆竹區內溪路「由東溪路進入」 10噸以上 7-8、17-18 長安路

37 蘆竹區
蘆竹區福興三街「龍林街至福興

一街」
6.5噸以上 7-8、17-18 龍安街二段

38 蘆竹區
蘆竹區源福二街「源福三街至源

福五街」
3.5噸以上 全日 台15線

39 蘆竹區
蘆興南路252巷(中正北路-富國

路)
15噸以上 全日 中正北路、富國路

40 蘆竹區
油管路二段「長興路二段至海山

路」
10噸以上 全日 南山路



41 蘆竹區

龍安街二段1680巷「龍安街二段

至大興路150巷」、大興路150巷

「龍安街二段1680巷至大興路」

6.5噸以上 全日 大新路、中興路

1 大園區
水源路「中山南路至水源路43

號」
15噸以上 全日

中山南路（市113

線）

2 大園區 平安路 15噸以上
0630-0830、

16-18
中正東路、民生路

3 大園區

轄內國際路：台15線、民生路

【以上非禁行路段】、中正東路

「民生南路至中正三街段」，中

正三街、中山南路「中正三街至

和平西路段」、和平西路、華興

路其所環繞範圍內為禁行大貨車

區域

6.5噸以上 全日
國際路：台15線、民

生路

4 大園區 五青路「中正東路至五青橋段」 6.5噸以上 7-9、17-19
市110線繞行至市113

線

5 大園區 竹圍光明路 15噸以上 全日 台15線

6 大園區 大觀路「華興路以東」、民安路 30噸以上 全日 台15線、民生路

7 大園區 大工路、南港里桃31-1號道 30噸以上 7-9、17-19 無

8 大園區
桃5區道「三石里1鄰、7鄰路口至

菓林路」
15噸以上 全日 無

9 大園區 中華路「民生路至台15線」 10噸以上
0630-08、

1630-1830
台15線、民生路

10 大園區
桃24號道旁農路「沙崙里15鄰4-

6、7號旁農路」
6.5噸以上 全日 桃22、台15線

11 大園區

橫峰里24鄰「橫山113線6K+650處

往埔心里三塊厝110線4K+720處道

路」至埔心里7鄰

6.5噸以上 全日 市110線、市113線

12 大園區 工三路 20噸以上 全日 大工路

13 大園區 桃30線許厝港1號橋 6.5噸以上 全日 大工路、中山北路

14 大園區 桃44線區道 6.5噸以上 全日 桃43線

15 大園區 自強橋、劉厝橋、陳厝橋 15噸以上 全日 無

16 大園區 埔心里 18鄰「海豐坡」 10噸以上 全日 中正東路(市110線)

17 大園區

永興路「大觀路與中園街區

間」、中園街「新園街與華興路

區間」

6.5噸以上 全日 大觀路、華興路

18 大園區 新生路169巷 6.5噸以上 全日 無

19 大園區 中華路139巷 6.5噸以上 全日 民生路

20 大園區 崁下橋旁防汛道路 10噸以上 全日 坑菓路、台４線

21 大園區
潮音一路312號「桃33區道內道

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22 大園區 和平西路、華興路 30噸以上 7-9、17-19 民生南路

23 大園區 功學路 30噸以上 全日 無

大園區



24 大園區 大觀路576巷 3.5噸以上 全日 無

25 大園區 三民路二段808-1號旁產業道路 10噸以上 全日 無

26 大園區 航科路「園科路至環區中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27 大園區 環區中路「航科路至南和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28 大園區 中興路二段359巷 20噸以上 全日 無

29 大園區
潮音北路「民權路至濱海路三

段」
20噸以上 6-8、16-19 無

30 大園區
大竹南路「中山南路一段至中正

東路一段」
15噸以上 7-9、17-19 無

31 大園區
大園區濱海路三段「潮音北路至

濱海路三段185巷」
20噸以上 全日 台61線

1 龍潭區

大昌路二段、大昌路一段、中豐

路中山段、聖亭路、神龍路、大

同路、中正路(以上道路非禁行路

段)環繞範圍內為禁行大貨車區域

6.5噸以上 7-22

大昌路二段、大昌路

一段、中豐路中山

段、聖亭路、神龍

路、大同路、中正路

2 龍潭區
三林里民族路「中正路三林段至

龍源路」
15噸以上 6-9、16-19 台3乙線

3 龍潭區
高原里中原路一段「中豐路至楊

銅路一段」
6.5噸以上 全日 楊銅公路、新埔路

4 龍潭區 竹龍路「聖亭路至新埔路」 6.5噸以上 7-9、17-19 聖亭路接台三線

5 龍潭區 中興路500巷 6.5噸以上 全日 中興路

6 龍潭區 五福街 6.5噸以上 全日 大昌路、中興路

7 龍潭區 成功路 6.5噸以上 全日 中豐路

8 龍潭區 干城路 6.5噸以上 全日 聖亭路

9 龍潭區 南坑道路 6.5噸以上 全日 福源路、新埔路

10 龍潭區 中原路二段170巷 6.5噸以上 全日 渴望路

11 龍潭區

中正路「北龍路與光明路、新龍

路區間」、北龍路、金龍路、竹

籠路

30噸以上 全日 無

12 龍潭區 高楊南路 30噸以上 7-9、17-19 龍源路

13 龍潭區 湧光路「桃73-自由街」 6.5噸以上 全日
平鎮市南豐路、中豐

路

14 龍潭區 武漢路 6.5噸以上 全日 健行路

15 龍潭區
健行路「單向禁止由大昌路進

入」
6.5噸以上 6-9 無

16 龍潭區 工一路 15噸以上 6-8、17-19 無

17 龍潭區 中興路336巷 3.5噸以上 全日 中興路、台3線

18 龍潭區 國聯街 6.5噸以上 全日 台3線

19 龍潭區 中興路553巷 3.5噸以上 全日 中興路

20 龍潭區 中興路九龍段340巷 3.5噸以上 全日 中興路

21 龍潭區 永福路至河川底 3.5噸以上

國定假日、例

假日自7時起

至翌日5時

止。

無

22 龍潭區 中豐路420巷 15噸以上 6-9、16-19 台3乙線

龍潭區



23 龍潭區 中豐路594巷、福龍路2段358巷 15噸以上 7-9、17-19 無

24 龍潭區 龍源路121巷、龍源路239巷 6.5噸以上 7-9、15-18

高楊南路(桃67線)、

中豐路高平段（台3

線）

25 龍潭區 富華街「大順路至龍華路區間」 6.5噸以上 全日 龍華路

26 龍潭區 文化路49巷 6.5噸以上 全日 文化路、佳安路

27 龍潭區 楊銅路一段103巷「六槓寮路」 6.5噸以上 全日
楊銅路一段、中原路

二段、新原路

28 龍潭區 龍福路二段169巷 20噸以上 全日 福龍路二段、成功路

29 龍潭區 竹龍路138巷 6.5噸以上 全日 無

30 龍潭區 中豐路533巷、中央街169巷 15噸以上
0630-0830、

1630-1830
工二路

31 龍潭區 聖德街 6.5噸以上 全日 中央街、工一路

32 龍潭區 忠勇街 15噸以上 全日
中正路三林段、民族

路

33 龍潭區 大同路「中正路至光明路」 6.5噸以上 7-22 中正路

34 龍潭區 金龍路347巷「金龍路至大順路」 15噸以上 全日 無

35 龍潭區 民生路「中豐路至大順路」 6.5噸以上 全日 台3線、台3乙線

36 龍潭區 中央街169巷 6.5噸以上 全日 工二路

37 龍潭區 三角林街 6.5噸以上 全日 民族路

38 龍潭區 中豐路461巷106弄 10噸以上 全日 113市道

39 龍潭區
東龍街(中興路九龍段至快速路一

段)
20噸以上 7-9、17-19 成功路

40 龍潭區
高原路(中豐路高平段~高原交流

道)
6.5噸以上 全日

中豐公路、中原路三

段

41 龍潭區 渴望路390巷 10噸以上 全日 渴望一路

42 龍潭區
渴望三路（渴望路390巷至新原

路)
10噸以上 全日 渴望一路

43 龍潭區 高原路372巷至中原路二段435巷 10噸以上 全日 中原路二段、高原路

44 龍潭區
十一分路旁道路（民族路~十一分

路）
15噸以上 全日 十一分路、民族路

45 龍潭區 神龍路(新龍路~龍華路) 20噸以上
7-8時及15-17

時
中正路、大昌路一段

46 龍潭區 大同路(龍華路~中正路) 20噸以上
7-8時及15-17

時
中正路、大昌路一段

47 龍潭區
龍平路(龍平路1107巷~龍平路

1171巷)
6.5噸以上 全日 武中路

48 龍潭區 新龍路「中正路-神龍路」 20噸以上 全日 台3線、神龍路

49 龍潭區
高原路(中原路二段至高原交流

道)
3.5噸以上

平日7-8、

1230-1300及

1500-1600

中豐公路、中原路二

段

1 大溪區 桃59-1號 6.5噸以上 全日 桃59號、台7線

大溪區



2 大溪區 美華里二鄰產業道路 15噸以上 全日 台7線

3 大溪區
上德安養中心至三層派出所段及

三層社區周邊巷道
15噸以上 全日 台7線

4 大溪區 大綸街「介壽路至頂山腳段」 6.5噸以上 全日 台4線

5 大溪區 員林路一段7巷 6.5噸以上 全日 台3線

6 大溪區
大溪香榭前（太武幼稚園旁）產

業道路
15噸以上 22-06 台66線、市112甲線

7 大溪區 大鶯路1320巷 15噸以上 全日 大鶯路

8 大溪區 仁和八街 15噸以上 全日 員林路、仁和路

9 大溪區 桃54線區道 15噸以上 全日 台4線

10 大溪區
三元一街「單向禁止由員林路二

段進入」
6.5噸以上 全日 員林路一段

11 大溪區 三元一街113巷 3.5噸以上 全日 三元一街

12 大溪區
南興里17鄰「桃64線2K處與南興

里3-4號前產業道路區間」
3.5噸以上 全日 無

13 大溪區 瑞仁路 15噸以上 全日 介壽路

14 大溪區
三元一街(國防大學)至瑞安路一

段路段
3.5噸以上 全日 員林路一段、康莊路

15 大溪區 大同街 6.5噸以上 全日 豐德路

16 大溪區 員林路一段3巷 20噸以上 全日 大溪區仁一、二街

17 大溪區 山景綠灣人文餐館對向產業道路 10噸以上 全日
桃58區道銜接道路進

入

18 大溪區 大溪區石園路535巷 6.5噸以上 全日 無

19 大溪區 月眉路 15噸以上 全日 無

20 大溪區 石園路54巷 3.5噸以上 全日 無

21 大溪區 信義路328巷 10噸以上 全日 無

22 大溪區 埔頂路一段245巷 3.5噸以上 全日 無

23 大溪區 埔頂路二段31巷 15噸以上 全日 無

24 大溪區
大溪區天祥街「中華路至康莊路

間」
26噸以上 6-8、16-18 復興路

25 大溪區
大溪區員林路一段142巷「慈光街

至員林路一段間路段」
6.5噸以上 全日 員林路一段

26 大溪區 台7線及台7乙線(含復興區) 6.5噸以上

國定假日、例

假日全日及平

常日22時至翌

日6時。

無

27 大溪區 埔頂路二段 15噸以上
7-8、12-13、

15-18
台4線

28 大溪區 大鶯路762巷 10噸以上 全日 無

29 大溪區 仁善街(埔仁路至埔頂路) 15噸以上 全日 公園路

1 觀音區

轄內信義路、甘泉街、中山路、

中正路環繞範圍內市區道路禁行

大貨車

6.5噸以上 全日

2 觀音區 忠孝路「大觀路至成功路間」 6.5噸以上 全日
中正路（市區外環

道）

觀音區



3 觀音區
中山路二段「395號至865號路段

區間（新坡市區）」
20噸以上 全日 成功路、大觀路

4 觀音區 愛一巷（桃85道) 30噸以上 7-9、17-19 市112線

5 觀音區 桃82線「大堀溪沿岸路段」 15噸以上 全日 桃112線、桃84線

6 觀音區 金藍農路「藍埔中心道」 15噸以上 全日 桃84線

7 觀音區 大潭里11、13鄰之產業道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8 觀音區 富源里7鄰通往台66線產業道路 10噸以上 全日 台15、66線

9 觀音區 新富路1019巷 15噸以上 17-08 桃83線

10 觀音區 武威里1鄰 3.5噸以上 全日 深圳里1、3鄰

11 觀音區 新生路 30噸以上
0630-0900、

1500-1900
台15線

12 觀音區 金華路 15噸以上 全日 無

13 觀音區
新坡下道路「路燈編號202355旁

至新坡下23號旁」
5噸以上 全日 無

14 觀音區 玉林路二段985巷 3.5噸以上 全日 無

15 觀音區 中山路二段「文中路至環中路」 3.5噸以上 全日 無

16 觀音區
觀音區大湖路一段「忠富路至嘉

富路」
30噸以上 7-8、16-18 無

17 觀音區 福山路 6.5噸以上 全日 無

18 觀音區
忠富路富源段「大湖路一段至新

富路」

15噸以上大

貨車、聯結

車

全日 台31

19 觀音區 保安路「桃94至東興路二段」
35噸以上聯

結車
全日 台15、桃115

20 觀音區 富源七路 6.5噸以上 全日 台66線

1 新屋區

市114線「三民路外環道東端至西

端路口間」，中正路、市115線、

三民路(以上道路非禁行路段)：

外環道等路段環繞範圍內為禁行

大貨車區域

6.5噸以上 全日

市114線、中正路、

市115線、三民路（

外環道）

2 新屋區 綠色走廊自行車專用道 6.5噸以上 全日 無

3 新屋區 永安里下庄仔巷道 15噸以上 全日 台15線、市114線

4 新屋區 新洲五街 15噸以上 全日 市114線

5 新屋區 桃100及桃106間之村里道路 15噸以上 全日 桃107線

6 新屋區 新洲路 3.5噸以上 全日 梅高路三段

7 新屋區 頭洲里6鄰 10噸以上 全日 快速路六段

8 新屋區
產業道路「社子國小旁桃100至桃

106」
3.5噸以上 全日 無

9 新屋區 高洲路 20噸以上 全日 114市道

10 新屋區 深圳里2、6鄰 3.5噸以上 全日 無

11 新屋區
民有二路一段530巷「東福路一

段-民有二路一段」
6.5噸以上 全日

東福路一段、民有二

路一段、新湖路

新屋區

復興區



1 復興區 台7線及台7乙線(含大溪區) 6.5噸以上

國定假日、例

假日全日及平

常日22時至翌

日6時。

無

2 復興區
市118線(羅馬公路)約56K處旁產

業道路
15噸以上 全日 無



1.

2.

3.

共 57 條路線

項次 道路名稱編號 開放路段 禁行時段

1 台1線

新北市新莊區與桃園市龜山區交界―萬壽路一段―東

萬壽路―萬壽路二段―長壽路―三民路―中山路―中

壢區中華路―環北路―環西路―平鎮市環南路―延平

路―陸橋南路―楊梅區永美路―中山北路―中山路―

中山南路―新竹縣湖口鄉交界

7-8、17-18

2 台1甲線 台1線迴龍段―嶺頂台1線段 7-8、17-18

3 台4線

大園區（竹圍台15線起）三民路―蘆竹區南崁路―中

正路―新南路―桃園區春日路―三民路―介壽路―八

德區介壽路―大溪區介壽路―崁津大橋―康莊路（三

～五段）―龍潭區石門路與台3乙線交界

7-8、17-18（自大溪崎

頂至台3乙線路段解除尖

峰管制）

4 台7線
大溪區復興路（自中華路起）―三民―復興―巴陵―

宜蘭縣大同鄉交界

國定假日、例假日全天

候及平常日22時至翌日6

時禁駛。

5 台7乙線 復興區三民國小―新北市三峽區交界

國定假日、例假日全天

候及平常日22時至翌日6

時禁駛。

6 台3線

新北市三峽區交界起―大溪區信義路―康莊路―介壽

路―員林路―龍潭區中興路―大昌路一段―中豐路―

新竹縣關西鎮交界

7 台3乙線
大溪區石園路―龍潭區文化路―中正路三坑段―石門

路―民治路―龍源路（台3線止）

8 台15線

新北市林口區交界―蘆竹區濱海路一段―大園區建國

路―國際路一、二、三段―大觀路―觀音區大觀路

一、二、三、四段―濱海路―新屋區文化路一、二、

三段―新竹縣新豐鄉交界

9 台15甲線 台61線－台15線區間 7-8、17-18

10 台31線
高鐵橋下沿線（台4線新竹縣湖口鄉交界）。「行經

行經蘆竹區、大園區、觀音區、新屋區」
7-8、17-18

11 台61線
自蘆竹區台15線起至新屋區與新竹縣新豐鄉交界處止

（含平面道路）

12 台66線
自觀音區台61線起至大溪區市112甲線止（含平面道

路）

13 市105線
龜山區忠義路（與台一線交接）―復興一路―文化一

路―新北市林口區交界
7-8、17-18

砂石車開放路段一覽表

省道

市道

※注意事項：

砂石車請依上述道路行駛，非下述開放路段一律禁行，否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及第

60條規定處罰。

本表開放路段如與現場標誌、標線不符，請依現場標誌、標線行駛。

本表如有未臚列路段，如有管制必要，仍依現 場標誌、標線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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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市110線

大園區民生路（與台61線交接）―民生南路―中正東

路―蘆竹區新生路―大新路―大興路（市區道路）―

中興路（市區道路）―大竹路―桃園區永安路―三民

路―春日路―桃鶯路―新北市鶯歌區交界

7-8、17-18

15 市110甲線
大園區中正東路二、三段―中壢區中園路一、二段（

與台1線交接）
7-8、17-18

16 市112線

觀音區信義路（濱海路大潭段起）―中山路―中山路

一段―中山路二段―環中路―忠愛路三段―忠愛路二

段―忠愛路一段―中壢區中正路四段―中正路三段―

中正路二段―中正路―志廣路―環西路―平鎮區環南

路―環南路二段―環南路三段―中壢區環中東路―龍

岡路（市112線）―平鎮區龍南路―大溪區仁和路（

與台3線交接）

7-8、17-18

17 市112甲線 大溪區南興聯絡道―員林路一、二段（台3線）

18 市113線

大園區中山南路一、二段―領航北路一、二、三、四

段―青埔路一、二段―領航南路一、二、三、四段―

中壢 區 新生路―環北路（台1線）―環西路（台1

線）―平鎮區環南路（市區道路）―平鎮區中豐路（

市113線）―龍潭區中豐路―中正路（市113線）－中

正路上華段、三林段（市113線） ―中正路佳安段（

與台3乙線交接）

7-8、17-18

19 市114線

新屋區中山西路（與台61線交接）―中山路―三民路

―中山東路―平鎮區民族路―中壢區民族路―平鎮區

環南路―中壢區環中東路―中山東路―八德區長興路

建德路―豐德路－介壽路二段（台4線）－興豐路（

市114線）－新北市鶯歌區交界

7-8、17-18

20 市115線

觀音區文化路（台15線）起―新屋區中華路―楊梅區

楊新路―楊新北路―環東路―環南路―秀才路―新竹

縣新埔鎮交界

7-8、17-18

21 市110乙線 八德區福德一路

22 市113乙線 大昌路二段

23 桃15線
桃園區富國路（永安路至莊敬路段）、蘆竹區富國路

（台4線至南竹路段）
7-8、17-18

24 桃53線

桃園區國際二段（與永安路交接）、國際路一段、國

際路―國際路一段98巷－桃德路－八德市大智路－介

壽路（與台4線交接）

7-8、17-18

25 桃51線 桃園區龍壽街（台1線交接處至文中路段） 7-8、17-18

26 桃7線
龜山區振興路（與台1線交接）―文化一路―與新北

市林口區交界
7-8、17-18

27 桃3線 蘆竹區南山路一、二段（中正路至長興路二、三段） 7-8、17-18

28 桃6線
蘆竹區南竹路二、三、四、五段（中正北路至大竹路

段）
7-8、17-18

區道



29 桃46、57線
八德區和平路（與台4線交接）―桃園區大仁路（與

縣110線交接）
7-8、17-18

30 桃55線 八德區東勇街 7-8、17-18

31 桃60線 大鶯路（原桃北83線―大溪至鶯歌） 7-8、17-18

32 桃72線
平鎮區南平路（與台1線交接）―南東路―平東路―

平等路（與市112線交接）
7-8、17-18

33 桃13線 楊梅區中山南路―楊湖路―新竹縣湖口交界 7-8、17-18

34 桃73線
楊梅區中興路（與台1線交接）―龍潭區聖亭路（與

台3線交接）
7-8、17-18

35 桃109線

新屋區中興路（與三民路交接）―楊梅區民生街―市

區道路富豐北路－市區道路富豐南路―新明街―新竹

縣湖口鄉交界

7-8、17-18

36 桃10線
龜山區山鶯路（與台1甲線交接）―新北市鶯歌區交

界
7-8、17-18

37 桃63線 百吉―阿姆坪 22-06及例假日禁駛

38 桃59線 大溪區慈康路（頭寮）―康莊路（至中華路口） 22-06及例假日禁駛

39 桃1線 蘆竹區海湖北路（台15線至海山中街區間) 7-8、17-18

40 桃53-1線 桃園區文中路（國際路至龍壽街） 7-8、17-18

41 桃104線 自114市道起至東明橋南岸200公尺處止 7-8、17-18

42 桃79線
新屋區桃79線：梅高路三段（市114線至台66線區

間）
7-8、17-18

43 桃35線 忠孝路（成功路一段至台61線區間） 7-8、17-18

44 市區道路 蘆竹區長興路三、四段（南山路至南崁路段） 7-8、17-18

45 市區道路
中壢區普忠路（與台1線交接）―環中東路（與市114

線交接）
7-8、17-18

46 市區道路 大園區民族路後館段 7-8、17-18

47 市區道路 大溪區公園路（埔頂路至介壽路區間) 7-8、17-18

48 市區道路 埔頂路一段（仁和路至公園路區間) 7-8、17-18

49 市區道路
桃園區經國路（春日路至新南路段）、大興西路（春

日路至文中路段）、莊敬路（春日路至富國路段）
7-8、17-18

50 市區道路
大溪區中華路「自台3線（信義路）至桃59線（慈康

路）區間」
7-8

51 市區道路
大溪區康莊路「自桃59線（慈康路）至台4線（康莊

路三段）區間」
0630-0800、16-18

52 市區道路
八德區和強路－東勇街（桃55線）「自和強路至和平

路（桃46線）區間」
7-8、17-18

53 市區道路 蘆竹區中正北路及南工路 7-8、17-18

54 市區道路 八德區建德路―豐德路 7-8、17-18

55 市區道路
八德區大智路―桃德路―國際路一段98巷―國際路一

段（桃53線）
7-8、17-18

56 市區道路 台61線―觀音區桃科十二路（市區道路）―台15線 7-8、17-18

57 市區道路 大園區民族路―後館橋―內圳橋路段 7-8、17-18

市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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