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道實施開放路肩措施路段及時段一覽表 

 路線  路段 時段 路肩類型  實施日期 

國道 1 號 
八堵-大華系統(南下) 

(2k+790~5k+020) 

平日

7:00~9:00  

假日

16:00~19:00 

類型 1 100.08.02 起 

  
內湖(成功路)-圓山(南下) 

(18K+200~23K+150） 

每日

7:00~10:00、

16:00~20:00 

類型 1 

100.10.18 起(104.9.24 起上

午延長至 10 時，106.10.5

起下午延長至 20 時) 

  
桃園-機場系統(南下) 

(50K+450~51K+700） 

每日

14:00~19:00 
類型 2 

101.12.28 起(105.10.11 起

調整為 14:00~19:00) 

  
 87K+290-竹北(南下) 

(87K+290~90K+540） 

平日

7:00~10:00；假

日 7:00~13:00 

類型 2 

102.10.30 起(105.4.20 起開

放路肩起點由 88k+570 調

整至 87k+290) 

  

竹北-新竹 A(公道五及光

復路)(南下) 

(91K+590~93K+320）           

平日

7:00~10:00  

假日

7:00~13:00 

類型 2 

96.07.16 起(102.09.10 起平

日延長至 10 時，假日延長

至 13 時，106.7.21 開放路

肩起點調整為 91k+590，

106.10.12 開放路肩終點調

整為 93k+320) 

  
頭份出口(南下) 

(110k+400~出口匝道) 

每日

17:00~20:00 
類型 3 

100.09.01 起(104.05.01 起

延長至 20 時) 

  
豐原-大雅(南下) 

(168k+300~173k+680) 

每日

16:00~19:00 
類型 2 103.07.25 起 

  
大雅-台中(南下) 

(174k+740~178k+150) 

每日

7:00~  9:00、

16:00~19:00 

類型 2 98.11.27 起 

  
岡山-楠梓(南下)  

(350k+260~354k+200) 

每日

16:00~19:00 
類型 1 104.06.18 起 

  
八堵-基隆(北上) 

(2k+330~1k+490) 

每日

16:00~19:00 
類型 2 100.08.02 起 

  
大華系統-八堵(北上) 

(5k+170~2k+660) 

每日

16:00~19:00 
類型 1 100.08.02 起 

  
9k+000-五堵(北上) 

(9k+000~7k+300) 

平日

16:00~20:00 類型 2 

100.08.02 起(103.8.30 起假

日提早至 9 時、104.02.02

起平日恢復為 16~19 時、



假日

9:00~19:00 

104.9.24 起平日延長至 20

時) 

  

圓山 A(濱江街)-內湖

B(成功路)(北上)                   

(22K+450~17K+500) 

每日

7:00~  10:00、

16:00~19:00 

類型 1 
100.10.18 起(102.03.27 起

上午延長至 10 時) 

  
楊梅-幼獅（北上） 

(68K+540~67K+950) 

每日

7:00~  9:00、

16:00~19:00 

類型 2 96.05.10 起 

  

新竹第 2 次入口-竹北(北

上) 

(主線:93K+175~91K+107)(匝

道:0K+000~0K+360) 

平日

17:00~20:00 

假日

14:00~20:00 

類型 2 

102.1.25 起(103.7.5 起假日

調整為 14-20 時)(106.9.11

起開放路肩路段調整為主線

93K+175~91K+142，匝道

0K+000~0K+325)(106.10.6

起開放路肩路段調整為主線

93K+175~91K+107，匝道

0K+000~0K+360) 

  
頭份-新竹系統(北上)  

(109k+720~100k+730) 

假日

14:00~20:00 
類型 1 105.12.3 起 

  
大雅-豐原(北上) 

(173k+780~168k+910) 

每日

7:00~  9:00、

16:00~19:00 

類型 2 103.3.20 起 

  
埔鹽系統-彰化(北上) 

(204k+570~199k+520) 

假日

14:00~20:00 
類型 1 

100.05.28 起 

(101.05.26 起延長至 20 時) 

  

317K+100-台南系統(北

上) 

(317K+100~315K+975) 

每日 7:00~9:00 類型 2 98.05.10 起 

國道 1 號

高架道

路 

五股轉接道與五楊高架

匯流處-環北(北上) 

(29k+950~26k+320) 

每日

7:00~10:00 
類型 1 106.1.25 起 

  
環北-下塔悠(北上) 

(25k+800~20k+800) 

每日

7:00~10:00 
類型 1 103.1.29 起 

  
下塔悠-堤頂(北上) 

(20k+520~19k+290) 

每日

7:00~10:00 
類型 2 

103.11.24 起(104.12.25 起

開放路肩終點由 19k+700

調整至 19k+290) 

國道 2 號 
機場系統-南桃園(東向) 

(9k+680~10k+915) 

每日

16:00~20:00 
類型 2 

103.11.1 起(106.4.24 起延

長至 20 時，106.8.28 開放



路肩路段調整為

9k+680~10k+915) 

國道 3 號 
新台五路出口(南下) 

(11k+650~12k+390) 

每日

8:00~10:00 
類型 2   

  

基金出口(北上) 

(主線:0K+740~0K+400)(匝

道:0K+000~0K+375) 

假日

7:00~17:00 
  

104.02.14 起(104.10.31 起

延長至 17 時) 

  
南深路出口(北上) 

(17K+950~16K+550) 

假日

7:00~14:00 
類型 2 102.03.16 起 

  
中和北上入口匝道 

(匝道:0K+480~0K+950)  
每日 7:00~9:00   91.09.03 起 

  
龍潭-大溪(北上) 

(67K+680~63K+250) 

週一至週四

16:00~19:00 

週五及假日

14:00~20:00  

類型 1 
95.11.06 起 

100.10.07 起 

  快官出口匝道(北上) 

每日

7:00~9:00、

17:00~19:00 

類型 3 101.12.10 起 

  

南港-南港系統(南下) (限

大客車) 

(15K+050~16K+000) 

假日

7:00~17:00 
  106.7.29 起 

國道 5 號 

石碇-爬坡道起點(南下) 

(限大客車) 

(4K+690~5K+790) 

假日

7:00~17:00 
類型 3 100.02.26 起 

國道 10

號 

32K+680-旗山端(東向)  

(32K+680~33K+720) 

假日

9:00~13:00 
類型 3 97.08.01 起 

  

註： 

1. 實際開放里程請以現場標誌為準。 

2. 國道 5 號北上宜蘭至頭城路段將視交通狀況機動開放路肩供大客車通行，同時下頭城之小型

車可於 32.7K 處循路肩接減速車道駛出高速公路。 

3. 開放路肩類型： 

類型 1-供直行及往出口小車行駛：行駛路肩車輛得變換至主線車道，惟開放路肩終點上游

500m 範圍內限往出口車流行駛，非往出口小車應於「路肩通行限往出口小車」牌面前變換

至主線車道。 

類型 2-僅限往出口小車行駛：若開放路肩距離較短或出口車流回堵嚴重，僅限往出口小車行

駛。 



類型 3-開放路肩終點未銜接出口減速車道：開放路肩銜接輔助車道、一般車道或地方道路(如

國道端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