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地區可合法申請設置保養所路段: 
 

 

中正區(100)： 
鄭州路、忠孝東西路 1段、開封街 1段、 

漢口街、武昌街 1段、永綏街、沅陵街、 

衡陽路、襄限路、信陽街、許昌街、 

青島西路、忠孝西路、 

忠孝東路 1段、2段、 

重慶南路 1段、延平南路、 

忠華路 1段、博愛路、懷寧街、南陽街、 

中山北路 1段、紹興北街、杭州北路、 

杭州南路 1段東側。 

信義路 2段、愛國西路兩側。 

仁愛路 1段、2段兩側。 

金山北路、金山南路 1段兩側。 

信義路 1段北側。 

寶慶路－中華路至延平南路兩側。 

長沙街 1段－中華路至延平南路兩側。 

貴陽街 1段－中華路至延平南路兩側。 

北平東路－林森北路至杭州北路南側。 

新生南路 1段西側。 

和平西路 1段、2段兩側。 

西藏路兩側。重慶南路 2段、3段兩側。 

三元街全段兩側。 

環河南路北側水源路北側。 

南昌街 1段、2段－南海路至羅斯福路兩側。 

福州街－牯嶺街至羅斯福路 1段兩側。 

寧波西路－南昌街至羅斯福路兩側。 

南海路－南昌街至羅斯福路兩側。 

羅斯福路 1 段、2 段、3 段、4 段全段兩側。 

辛亥路 1段兩側。 

汀州路－師大路至辛亥路 1段東側。 

 

 

 

 

 

 

 

大同區(103)： 
敦煌路－環河北路至慶昌橋頭北側。 

環河北路 1段、2段、3段全段東側。 

承德路 1段、2段、3段全段兩側。 

重慶北路 1段、2段、2段全段兩側。 

民族西路－重慶北路 3段 

至中山北路 3段兩側。 

民權西路全段兩側。 

南京西路全段兩側 

民生西路全段兩側。 

延平北路 1段、2段全段兩側。 

迪化街 1段－民權西路至民生西路東側。 

迪化街 1段－民生西路至南京西路兩側。 

塔城街全段兩側。 

長安西路全段兩側。 

保安街全段兩側。 

寧夏路全段兩側。 

歸綏街－迪化街至寧夏路兩側。 

涼州街－環河北路至寧夏路兩側。 

五原路全段兩側。 

平陽街全段兩側。 

太原路全段兩側。 

民樂街全段兩側。 

永昌街全段兩側。 

萬全街全段兩側。 

捷運線全線兩側。 

鄭州街全段兩側 

 

 

 

 

 

 

 

 

 



中山區(104)： 
北安路忠側－明水路至文湖街。 

承德路 4段東、西兩側。 

承德路 3段東、西兩側。 

民族東路南側－中山北路 3段至復興北路 

北安路 458巷至大直橋東側。 

中山北路 1段、2段、3段西側。 

新生北路 2段、3段兩側。 

南京東－西路全段兩側。 

長春路－中山北路至復與北路全段兩側。 

錦州街－中山北路至吉林路兩側。 

農安街－中山北路至新生北路兩側。 

德惠街－中山北路至新生北路兩側。 

林森北路兩側。 

吉林路－民權東路至南京東路兩側。 

松江路全段兩側。 

建國北路全段兩側。 

【西】：中山北路 1段、2段、3段全區。 

【東】：新生北路 1段、2段、3段全區。 

【北】：民族東路全區。 

【南】：長安東路 1段、2段全區。 

八德路 2段全段兩側。 

 

 

 

 

 

 

 

 

 

 

 

 

 

 

 

 

 

 

 

松山區(105)： 
復興北路全段兩側。 

民權東路 3段－復興北路至敦化北路兩側。 

敦化北路全段兩側。 

長春路－復興北路至慶城街南側。 

長春路－慶城街至敦化北路北側。 

南京東路 3段、4段、5段全段兩側。 

健康路－光復北路至塔悠路兩側。 

北寧路－南京東路 4段至八德路 3段東側。 

民生東路、三民路圓環周邊。 

塔悠路－延壽街至南京東路 5段西側。 

松河路－南京東路 5段至玉成抽水站南側。 

饒河街全段兩側。 

八德路 3段、4段－基隆路至松山橋全段。 

光復北路－南京東路 4段至八德路 3段側。 

光復北路－八德路 3段至忠孝東路 4段兩側 

基隆路 1段、2段兩側。 

 

 

 

 

 

 

 

 

 

 

 

 

 

 

 

 

 

 

 



大安區(106)： 
忠孝東路 2段、3段、4段、全段兩側。 

新生南路 1段全段兩側。 

新生南路 2段、3段全段兩側。 

建國南路 1段、2段、3段全段兩側。 

仁愛路 3段、4段全段兩側。 

敦化南路 1段、2段全段兩側。 

安和路 1段、2段全段兩側。 

光復南路全段兩側。 

信義路 2段、3段、4段全段兩側。 

金山南路 2段全段兩側。 

愛國東路－羅斯福 1段 

至金山南路 2段兩側。 

和平東路 1段、2段、3段全段兩側。 

羅斯福路 2段、3段、4段全段兩側。 

辛亥路 1段、2段全段兩側。 

基隆路 2段、3段全段兩側。 

復興南路 1段、2段全段兩側。 

通化街－信義路 4段至臨江街兩側。 

通安街－信義路 4段至臨江街東側。 

 

 

萬華區(108): 
北:忠孝西路 2段。 

西：環河南路 1段,2段全區。  

東:中華路 1段。 

南：和平西路 3段。 

和平西路 2段、3段全段兩側。 

環河高架快速道路東側。 

環河南路 3段東側。 

南寧路東側。 

中華路 1段兩側。 

西園路 1段、2段全段兩側。 

萬大路－大理街至莒光路兩側。 

青年路－克難街至水源路西側。 

萬大路 1486巷至環河南路西側。 

 
 

 

 

 

信義區(110)： 
基隆路 1段、2段兩側。 

忠孝東路 4段、5段兩側。 

光復南路－仁愛路 4段至基隆路 2段兩側 

【北】：松高路全區。 

【東】：松仁路全區。 

【西】：基隆路全區。 

【南】：信義路 5段。 

莊敬路－信義路 5段至松仁路兩側。 

光復南路－仁愛路 4段至基隆路 2段兩側 

和平東路 3段全段兩側。 

 

 

 

 

士林區(111): 
天母西路全段兩側。 

天母東路－中山北路至忠誠路兩側。 

忠誠路 1段、2段全段兩側。 

福國路全段兩側。 

中山北路 5段全段兩側。 

至誠路 1段－芝山公園前側。 

延平北路 5段、6段全段兩側。 

環河北路 3段全段東側。 

中正路全段兩側。 

重慶北路 3段、4段全段兩側。 

延平北路 6段－環河北路至永平街兩側。 

承德路 4段、5段全段兩側。 

文林路全段兩側。 

基河路－大南路至文林路東側。 

 

 

 

 

 

 

 

 

 



 

北投區(112)： 
中央北路 3段－復興崗站前側。 

大業路全段兩側。 

中央北路 1段全段兩側。 

中央南路－光明路至大興街兩側。 

光明路全段兩側。 

新市街全段兩側。 

中和街全段兩側。 

珠海路全段兩側。 

大度路－關度段南側。 

捷運線－大業路至公館路西側。 

承德路 7段全段東側。 

文林北路全段東側。 

石牌路 1段全段兩側。 

義理街全段東側。 

石牌路 2段－捷運線至立農街兩側。 

裕民二路、裕民六路全段兩側。 

天母西路全段兩側。 

西安街－石牌路 1段至自強街西側。 

自強街－致遠路 1段至捷運線兩側。 

東華街 1段－義理街至裕民六路東側。 

 

內湖區(114)： 
北安路－明水路至文湖街北側。 

成功路 3段、4段－金龍路至星雲街兩側。 

內湖路 1段至港墘路北側。 

內湖路 1段至文德路兩側。 

文德路全段兩側。 

民權東路 6段－瑞光街至成功路二段兩側。 

成功路 3段－文德路至民權東路 6段兩側。 

成功路 2段－民權東路 6段 

至南京東路 6段兩側。 

康寧路 3段－165巷至 221巷兩側。 

東湖路全段兩側。 

康寧路 3段和成功路 5段圓環周邊。 

民權東路 6段和成功路 2段圓環周邊。 

成功路 5段和民權隧道口兩側。 

 

 

 

南港區(115)： 
南港路 3段－松山橋至東新街。 

八德路 4段全段兩側。 

【北】:向陽路全區。 

【南】:南港路 1段全區。 

【東】：興中路全區。 

【西】：興華路全區。 

忠孝東路 7段－597巷至研究院路兩側。 

忠孝東路 6段－中坡北路至玉成街兩側。 

忠孝東路 6段－玉成街至向陽路南側。 

永吉路全段兩側。 

 

 

文山區(116)： 
羅斯福路 4、5、6段全段兩側。 

汀州路 4段－至善橋北端東側。 

景文街全段兩側。景興街西側。 

木柵路 1段－景文街景興街北側。 

興隆路 2段、3段。 

文山區行政中心至萬芳醫院兩側。 

木柵路 1段－永建國小至辛亥路 6段兩側。 

木柵路 2段與興隆路 4段交叉口四週。 

辛亥路 7段東側。木柵路 3段 148巷至 

木柵路 4段兩側。 

指南路 1段北側。 

開元街南側。 

木新路 2段－開元街至指南路 1段西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