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區分館) 112.1.17修正 

行 

政 

區 

館 名 地   址 
電話(T) 

傳真(F) 
交     通     路    線 

北北  

投投  

區區  

  

北投分館 
光明路 251 號 
（北投公園內） 

(T)2897-7682 
(F)2897-8538 

公車：【北投公園站】：129、216(區間)、218、218(區間)、218(直行)、223、230、602、小 6、小 7、小 9、小 22、 
小 25、小 26、內科通勤專車 16、南軟通勤專車北投線、市民小巴 2、承德幹線 

捷運：【新北投站】（淡水信義線至北投站轉新北投支線） 

稻香分館 
稻香路 81 號 7-9
樓 

(T)2894-0662 
(F)2894-7004 

公車：【稻香市場站】：223、631、小 6、小 7、小 9、小 14、小 21、小 26 
捷運：【淡水─信義線】復興崗站 

石牌分館 
明德路 208 巷 5
號 3-10 樓 

(T)2823-9634 
(F)2823-9864 

公車：【奎山國中站】：223、267、1801 
捷運：【明德站】（淡水信義線）1 號出口 

清江分館 
公館路 198 號 3
樓 

(T)2896-0315 
(F)2894-7008 

公車：【清江國小站】：小 14、小 21、216(區間)、602 
   【清江圖書館站】：小 25(回程) 
捷運：【奇岩站】（淡水信義線） 

吉利分館 

立農街 1 段 366
號 5-8 樓 
(唭哩岸區民活動
中心) 

(T)2820-1633 
(F)2820-1627 

公車：【健行新村】：216、223、550、602、682、內科通勤專車 16 
     【捷運唭哩岸站一】：216、223、550、602、682、小 21、內科通勤專車 16 
捷運：【唭哩岸站】（淡水信義線） 

永明民閱 
石牌路 2 段 115
號 7-8 樓(北投區
永明綜合大樓) 

(T)2823-4141 
(F)2823-4140 

公車：【榮總或永明派出所站】：128（花季專車）、216(區間)、223、224、277、508、508(區間)、536、559、602、606、645、
645（副）、902、紅 12、紅 19、小 8、小 36、敦化幹線、重慶幹線、 

                            內科通勤專車 13、內科通勤專車 15、南軟專車(天母)、景美─榮總(快)   
捷運：【石牌站】（淡水信義線） 

秀山民閱 
(含秀山書

閣) 

中和街 534 號 5-9
樓(秀山區民活動
中心) 

(T)2892-1475 
(F)2892-1491 

公車：【秀山里】：216(區間)、218（含區、直）、223、602、承德幹線 
捷運：【北投站】（淡水信義線）─轉公車 218（含區、直） 
     【新北投站】（淡水信義線）─轉公車 216(區間)、218（含區、直）、223、602、承德幹線 

陽明借還書
工作站 

立農街 2 段 155
號(圖書館 1 樓) 

(T)2822-1781 
(F)2826-2038 

公車：【陽明大學校門口】：559 
     【陽明大學】：216(區)、223、550、602、682 
     【捷運石牌站】：紅 12、紅 19、216(區間)、128、224、508、508(區)、535、536、550、645、645(副)、 
          665、682、902、小 8、重慶幹線 
捷運：【石牌站】（淡水信義線） 

關渡宮借還
書工作站 

知行路 360 號 
(T)2858-1281

轉 166 

公車：【捷運關渡站】：223、302、838、紅 22、紅 55 
【關渡宮站】：133、216 副、223、302、550、紅 35、小巴 23 

捷運：【關渡站】（淡水信義線） 

士士  

林林  

區區  

  

葫蘆堵 
分館 

(含葫蘆堵
書閣) 

延平北路 5段 136
巷 1 號 3-9 樓 

(T)2812-6513 
(F)2812-7945 

公車：【葫蘆堵市場站】：2、9、206、215、255、669、811、紅 33 
【士林簡易庭站】：223、246、250、300、302、304(重慶線)、重慶幹線、景美-榮總(快)、指南客運 757(淡海-北門)  

捷運：【圓山站】（淡水信義線）：轉公車 215、811、紅 33 至葫蘆堵市場站 
     【大橋頭站】（中和新蘆線）：轉公車 2、9 至葫蘆堵市場站 
                               轉公車 223、250、302、304(重慶線)、重慶幹線至士林簡易庭站 

天母分館 
中山北路 7段 154
巷 6 號 3-4 樓 

(T)2873-6203 
(F)2874-0114 

公車：【天母總站】：224、267、616、680、685、紅 19、中山幹線、重慶幹線、內科通勤專車 13、內科通勤專車 15、 
                  南軟通勤專車天母線 
     【天母圖書館】：市民小巴 16 
捷運：【石牌站】（淡水信義線）─轉公車 224、紅 19、重慶幹線 

士林分館 
臨時替代館

(天文館) 

基河路 363 號 2
樓 

(T)2834-0085 
公車：【天文科學館】：41、557、兒樂 1 號線、兒樂 2 號線、紅 12、紅 30、市民小巴 8 
捷運：【士林站】（淡水信義線）:轉公車紅 12、紅 15、紅 30 (往捷運劍潭站方向)、市民小巴 8、557、兒樂 1 號線 
     【劍潭站】（淡水信義線）:轉公車 41、市民小巴 8、兒樂 2 號線 

李科永紀念
圖書館 

中正路 15 號 
(T)2883-3453 
(F)2883-6321 

公車：【士林官邸站】：111、203、206、255、260、267、279、300、303、304、310、557、606、612、620、680、683、
685、902、957、小 15、小 16、小 17、小 18、小 19、紅 5、紅 30、敦化幹線  

【福林國小站】：111、206、255、260、300、303、304、557、620、680、683、957、小 15、小 16、小 17、小 18、
小 19、紅 5、紅 30 

捷運：【士林站】：（淡水信義線）1 號出口右轉直走中正路，經過中山北路直行，路程約 7-8 分鐘；2 號出口左轉福林路，經過中
山北路直行，路程約 7-8 分鐘 

百齡智慧 
圖書館 

福港街 205 號 
（百齡國小） 

無人服務 
圖書館 

公車：【百齡國小站】：250、529、683、市民小巴 8 
捷運：【劍潭站】（淡水信義線）：轉公車 250、529、683、市民小巴 8 至百齡國小站 

社子島智慧
圖書館 

士林區延平北路 9
段 80 號 2 樓 

無人服務 
圖書館 

公車：【富洲里九段站】：2、215、536、紅 10 
捷運：【士林站】（淡水信義線）：轉公車紅 10 至富洲里九段站 
     【芝山站】（淡水信義線）：轉公車 536 至富洲里九段站 
     【大橋頭站】（中和新蘆線）：轉公車 2、215 至富洲里九段站 

內內  

湖湖  

區區  

  

西湖分館 
內湖路 1 段 594
號 

(T)2797-3183 
(F)2798-6483 

公車：【西湖圖書館站】(湖光教會)：21、28、214、222、247、247(區)、267、278（往捷運景美站）、286(副)、287(區)、552、
620、652(往新莊高中)、681、683、0 東、紅 2、紅 3(往社子)、紅 3(區) (往內湖科技園區)、 

                     藍 20(區)、內湖幹線、小 2(往捷運市府站)、國光客運 1801 
     【捷運港墘站】（內湖高工）：21、28、214(往內湖)、222、247、247(區)、267、268、286(副)、287(區)、620、646、

681、683、946(往林口)、946(副)(往林口)、紅 2、藍 7(含副)、藍 26、內科通勤專車 19(往內湖科技園區)、
內湖幹線、通勤 18、國光客運 1843 

     【港墘派出所站】：0 東、21(往臺北橋)、222、551、646(往東湖)、652(往新莊高中)、946(往林口)、946(副)(往林口)、 
                     紅 3(往社子)、紅 3(區) (往內湖科技園區)、藍 7(往捷運市政府站)、藍 7(副-往捷運市政府站)、藍 26(往 
                     捷運市政府站) 
捷運：【港墘站】（文湖線） 

東湖分館 
五分街 6 號 
(捷運東湖站旁) 

(T)2632-3378 
(F)2633-2654 

公車：【五分社區站】：203、281、284、287(區)、896、53、629、630、646(區)、677、711、903、小 1、小 1(區)、棕 19、
紅 2、藍 36、藍 51、內湖幹線 

     【捷運東湖站】（南湖高中）：203、21、240(直)、247、247(區)、281、896、53、531、553、590、591、620、683、629、
645、645(副)、681、711、小 1、小 1(區)、棕 10、棕 19、藍 51、民權幹線、南京幹線 

捷運：【東湖站】（文湖線）3 號出口 

西中分館 
內湖路 1 段 285
巷 66 號 1-2 樓 

(T)8751-5497 
(F)8751-9994 

公車：【西湖國中站】：214(往內湖)、256、268、紅 31、藍 20(區)、藍 27 
     【捷運西湖站】：28、214(往內湖)、222、247(含區間車)、267、268、286(副)、287(區)、620、646、681、683、   
          946(往林口)、946(副)(往林口)、950(往內湖科學園區)、紅 2、藍 7(含副)、藍 26、內湖幹線 

捷運：【西湖站】（文湖線）1 號出口 

內湖分館 
民權東路 6 段 99
號 6 樓 
(內湖區行政大樓) 

(T)2791-8772 
(F)2795-3876 

公車：【內湖行政大樓站】：0 東、214、278、286、286 副、521、617、617(副)、630、645、645(副)、652、903、市民小巴
10、紅 29、民權幹線、藍 27、國光客運 1843 

     【湖興站】：28、240 直、256、284、551、小 3、市民小巴 10、南京幹線、藍 20(區)、藍 36、跳蛙公車（萬里- 
                內湖科技園區） 

 



 

(東區分館) 111.12.16修正 

行 

政 

區 

館 名 地   址 
電話(T) 

傳真(F) 
交     通     路    線 

松松  

山山  

區區  

 

民生分館 

敦化北路 199巷 5

號 4-5 樓(民生國

小校門口斜對面) 

(T)2713-8083 

(F)2718-2145 

公車：【長庚醫院站】：12、33、262、262 區、275、707、277、556、630、672、688、902、903、905、905 副、906、909、913、敦化

幹線、967、967 直、967 副、5116 桃園客運(桃園-台北長庚醫院(經松山機場)) 、2002 國光客運(臺北長庚-基隆長庚)、

1802 國光客運(基隆-三重) 

     【公教住宅站】：12、63、225、262、262 區、505、521、612、672、905、905 副、棕 1、民生幹線 

 【民生敦化路口站】：33、254、262、262 區、275、707、556、630、688、902、903、906、909、913、967、967 直、 

                    967 副、敦化幹線 

捷運：【台北小巨蛋站】（松山新店線） 

三民分館 

民生東路 5段 163

之 1 號 5-6 樓(民

生社區活動中心) 

(T)2760-0408 

(F)2756-4843 

公車：【民生社區活動中心站】：12、63、225、248、254、262、262 區、505、521、612、652、672、905、905 副、棕 1、民生幹線 

     【三民路站】：0 東、254、278、307(經西藏、三民路)、612、藍 10、藍 26 

     【廣合新村站】：12、225、905、905 副、藍 26 

捷運：【南京三民站】（松山新店線） 

松山分館 

八德路 4 段 688

號 5-8 樓 

(松山區公所旁) 

(T)2753-1875 

(F)2749-3158 

鐵路：【松山車站】 

公車、客運：【松山車站（八德）】：28、53、63、203、204、205、276、306、306 區、605、605 新台五、668、678、711、棕 1、藍 7、  

                               、1061 臺北中崙-瑞芳(基隆客運)、1062 臺北中崙-金瓜石(基隆客運)、 

                                1191 基隆-中崙(新北客運)、2021 瑞芳-板橋(中興客運)、民生幹線 

【松山車站】：256(往大直)、311、531、605 副、611、629、內科通勤專車 8、綠 16、棕 18、1088 基隆暖暖-松山(基隆客運) 

           【松山車站（松山）】：32、232 快、281、284、286、286 副、817(往五分埔)、忠孝幹線、9012 松山-臺中(大有巴士) 

捷運：【松山站】（松山新店線） 

啟明分館 

敦化北路 155 巷

76 號 

(原啟明學校舊址) 

(T)2514-8443 

(F)2514-8428 

公車：【南京敦化路口(小巨蛋)站】(敦化北路上往北方向)：敦化幹線、33、262、275、707(原 275 副)、277、556、630、672、688、902、
903、 

                              905、906、909、913、967、2002、5350 
     【長春敦化路口站】：敦化幹線、33、254、262、275、277、556、688、630、902、903、905、906、909、913、967 
     【南京敦化路口(小巨蛋)站】(南京東路上往東方向)：南京幹線、承德幹線、紅 25、棕 10、46、248、279、282、288、306、307、604、 

 605、652、668、672、675、711、797、903、1802、1803、1815 
     【南京敦化路口(小巨蛋)站】(南京東路上往西方向)：南京幹線、承德幹線、紅 25、棕 10、46、248、279、282、288、306、307、604、  
                              605、652、668、675、711、797、1802、1803、1815 
捷運：【台北小巨蛋站】（松山新店線） 

中崙分館 

長安東路 2段 229

號 7-10 樓(中崙大

樓) 

(T)8773-6858 

(F)8773-6859 

公車：【臺安醫院站】：41、52、202、203、205、257、276、521  

   【芝麻大廈站】：685、903、521、復興幹線 

     【八德敦化路口站】：33、262(含區間車)、275、292、292(副)、556、630、688、707、902、903、905、905(副)、906、909、敦化

幹線 

捷運：【南京復興站】（文湖線）（松山新店線）、【台北小巨蛋站】（松山新店線） 

松山機場

智慧圖書

館 

敦化北路 338 號地

下 1 樓(由捷運松山機

場站 3 號入口進入，位

於捷運站地下 1 樓與

機場大廳之連通走道) 

無人服務 

圖書館 

公車：【松山機場站】：214 直、225、225 區、254、262、262 區、275、707、617、617 副、688、801、803、906、909、

913、945、967、967 直、967 副、棕 1 

國道客運：【松山機場站】：國光客運：1802A、1840、1841、1841A、1841B、1842、2002；台聯客運：5350；桃園客運：

5116、9025；亞通客運：5250、5250A；統聯客運：1662 

捷運：【松山機場站】（文湖線） 

信信  

義義  

區區  

 

永春分館 
松山路 294 號 3-4

樓(永春市場) 

(T)2760-9730 

(F)2756-4867 

公車：【捷運永春站(忠孝)】：忠孝東路由西向東 

      32、66、212 直、232 快、270、281、284、600、611、棕 18、仁愛幹線、忠孝幹線、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接駁車 

     【捷運永春站(忠孝)】：忠孝東路由東向西 

      32、66、212 直、270、281、284、600、611、621、棕 18、仁愛幹線 

     【雙永國小站】-松山路由北向南 

      46、257、277、286、286 副、299、綠 16 

     【雙永國小站】-松山路由南向北 

      32、46、66、232 快、257、277、281、284、286、286 副、299、611、817、綠 16、棕 18、忠孝幹線 

捷運：【永春站】（板南線）5 號出口 

三興分館 

吳興街 156 巷 6

號 4-5 樓(三興市場

大樓；吳興街市場旁) 

(T)8732-1063 

(F)8732-1064 

公車：【景新里站】：1、22、33、37、226、288、藍 5、承德幹線 

     【吳興街口】：1、207、284、292、611、935、758、基隆路幹線、1551 基隆-新店（福和客運） 

捷運：【台北 101/世貿站】（淡水信義線） 

六合分館 

松仁路 240 巷 19 號

3-5 樓(六合市場大樓；

吳興街公車總站旁) 

(T)2729-2485 

(F)2729-7193 
公車：【松仁路站】：1、22、32、37、226、288、藍 5、承德幹線 

廣慈分館 

福德街 86 號 3-4 樓

（廣慈博愛園區 A

棟） 

(T)2727-7872 

(F)2727-7875 

公車：【松山商職-福德站】：20(回程)、33(回程) 

     【松山商職-松山站】：20(去程)、33(去程)、299 

     【奉天宮站】：46、88、207、257、286、286 副線、信義幹線、藍 10、仁愛幹線 

捷運：【後山埤站】（板南線）2 號出口 

南南  

港港  

區區  

 

南港分館 

南港路 1 段 350

號 1-3 樓(南港高

工內) 

(T)2782-5232 

(F)2651-9838 

公車：【南港高工站】： 203、205、212、276、281、306、306 區、589、590、591、600、605、605 副、605 新台五、629、668、678、 
                     679、679 區、683、711、896、小 12、小 12 區、小 1 區、小 5、小 5 區、民權幹線、藍 15、藍 21、藍 21 副、 
                     藍 23、藍 39  
      【南港車站】：551、市民小巴 6、淡水國道一號(南港車站)、棕 19、瑞芳-松山車站(北客)、藍 20 區 
捷運：【南港站】（板南線）2A 出口 
火車：【南港站】北 2 出口 

舊莊分館 

舊莊街 1 段 91 巷

11 號 2-5 樓(舊莊

區民活動中心) 

(T)2783-7212 

(F)2783-4552 

公車：【舊莊 1 站】：212、306(往舊莊)、276、645、小 5、679 

     【中研院】：205、212、270、276、306、620、645、679、小 1、小 5、小 12、藍 25 
【金德橋頭】：823、市民小巴 6 

【舊莊公園】：823、市民小巴 6、F901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板南線、文湖線）轉乘公車 

龍華民閱 
東新街 63 巷 8 號 

(成德消防分隊對面) 

(T)2785-1740 

(F)2651-9810 

公車：【聯合醫院忠孝院區站】：207、212、212 直、212 夜、270、270 區、279、281、284、600、817、藍 22、信義幹線 

     【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同德) 】：32、257 

     【聯合醫院忠孝院區(成福) 】：藍 22(往汐止) 

捷運：【後山埤站】（板南線） 

北原會館

借還書工

作站 

向陽路 49 號 4 樓

(北原會館內) 

(T)2782-8740 

 (F)無 

公車：【南港高中站】：212、279、281、284、551、600、817、藍 15、藍 20(區)、藍 22、藍 36、藍 50、小 1(區)、小 3、小 3(區)、小 5、 

                    小 5（區）、小 12(往貓纜動物園方向)、小 12（區）(往中華科技大學方向)、市民小巴 15、信義幹線 

     【玉成國小站】：28、203、205、276、306、306(區)、605、605(副)、605(新台五)、629、668、678、711、1088、1191、2021 

捷運：【昆陽站】（板南線） 

親子美育

數位圖書

館 

研究院路 2 段 61

巷 15 號 1-2 樓 

(T)2651-8163 

 (F)2651-3730 

公車：【中研院站】：205、212、212 直、270、270 區、276、306、306 區、620、645、645 副、679、679 區、小 1、小 5、小 5 區、小 12 
                  、小 12 區、藍 25 
     【福山巖祖師廟站】：823、F901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板南線、文湖線） 



 

 

(西區分館) 111.12.16修正 

行 

政 

區 

館 名 地   址 
電話(T) 

傳真(F) 
交     通     路    線 

萬萬  

華華  

區區  

 

龍山分館 
桂林路 65 巷 6

號 

(T)2331-1497 

(F)2389-2675 

公車：【貴陽街(祖師廟站)】：205、218、218 直、232、302、513、635、637、663、797、799、835、藍 2、重慶幹線 

     【康定路(祖師廟站)】：62、205、231、234、242、264、49、624、624 綠、658、701、705、9、綠 17、重慶幹線 

     【桂林路(老松國小)】：18、218、218 直、265 區、265 經中央路、265 經明德路、302、38、38 區、673、藍 29、9103 

捷運：【龍山寺站】（板南線） 

柳鄉民閱 
環河南路 2 段

102 號 4 樓 

(T)2308-0586 

(F)2336-8233 

公車：【中國時報站】：1、38、231、245、263、264、310、568、656、658、701、907、907 通勤、仁愛幹線 

     【龍山國小站】：18 

     【龍山寺站】（西園）：38、38 區、49、234、265 區、265 夜、265 經中央路、265 經明德路、673、綠 17 

捷運：【龍山寺站】（板南線） 

西園分館 
興寧街 6 號 3-6

樓 

(T)2306-9046 

(F)2336-8232 

公車：【莒光路口站】：49、62、201、202 區、205、985(單邊設站)、藍 29、重慶幹線 

     【萬大路站】：49、62、201、202、202 區、205、246、260、307、藍 29、重慶幹線 

     【萬華車站】：49、62、201、202 區、205、667、965、985、1820、1821、1915、9089、藍 29、重慶幹線、內科通勤

專車 21、三峽-捷運台大醫院站、鶯歌火車站-中正紀念堂、 

     【大埔街站】：12、20、202、205、212、212 直、212 夜、223、246、249、250、253、260、307、604、670、671、

673、中山幹線 

捷運：【龍山寺站】（板南線） 

東園分館 東園街 199 號 
(T)2307-0460 

(F)2301-6572 

公車：【東園國小站】：藍 28(單邊設站)、綠 17(單邊設站) 

     【萬大國小站】：49、62、201、202、202 區、204、205(單邊設站)、212 夜(單邊設站)、212 直(單邊設站)、246、260、 

                    307、673、985(萬大樹林先導公車)、藍 28(單邊設站)、綠 17(單邊設站)、重慶幹線 

     【光仁小學站】：12、205(單邊設站)、212 夜(單邊設站)、212 直(單邊設站)、630、藍 29 

萬華分館 

東園街 19號 5-7

樓(萬華區行政中

心附屬辦公處) 

(T)2339-1056 

(F)2339-1062 

公車：【華江高中站】：234、265 區、265 夜、265 經中央路、265 經明德路、38 區、604、651、673、705、藍 28、綠 17 

     【西藏路口站】：201、202、202 區、204、246、260、307、49、62、673、985、2021、重慶幹線 

     【聚福宮】：藍 28 

太陽圖書

館 

青年路 65 號（青

年公園內） 

無人服務 

圖書館 

公車：【中正新城站】：12、20、205、212(夜)、212(直)、250、630、中山幹線、棕 22、藍 29  

     【中華南海路口站】：204、223、249、250、253、670、671、673 

中中  

山山  

區區  

 

大直分館

(含大直書

閣) 

大直街 25號 3-5

樓 

(T)2533-6535 

(F)2533-3932 

公車：【大直國小站】：33、72、208、680、紅 3、紅 3 區、南軟通勤專車北投線、南軟通勤專車天母線 

     【捷運大直站】：28、42、42 區、208 直、222、247、247 區、256、267、286 副、287 區、556、646 區、902、 

                    棕 13、紅 2、內湖幹線  

捷運：【大直站】（文湖線）1 號（大直婦女中心）出口 

中山分館 

松江路 367 號 8

樓 (中山區行政

大樓) 

(T)2502-6442 

(F)2506-4599 

公車：【行天宮站】（停靠松江路）：72、222、286(副)、298、643、676、945、967 體育大學行政教學大樓-捷運市政府站(三重

客運)、967(直達車)、967(副)、1550 臺北－基隆（泰樂客運）、1840 松山機場－桃園機場（國光客運）、2000

桃園龜山－臺北長庚（汎航通運）、5116 桃園－臺北長庚（桃園客運）、9025 中壢－松山機場（臺北客運、

桃園客運）、松江新生幹線、復興幹線 

     【民權松江路口站】：5、41、49、63、109、203、214、214(直達車)、225、225(區間車)、226、277、279、280、280(直

達車)、612、617、617(副)、676、685、688、801、803、內科通勤專車 18、紅 29、紅 31、紅 57、

松江新生幹線、敦化幹線、民權幹線、1841 松山機場－桃園機場（國光客運）、 

                       1842 松山機場－大園（國光客運）、5250 臺北－南崁－大園（亞通客運） 

     【中山區公所站】：542 

捷運：【行天宮站】（中和新蘆線） 

長安分館 
長安西路 3 號 4

樓(中山市場) 

(T)2562-5540 

(F)2521-7937 

公車：【中山市場站】：5、218、218(直達)、221(單邊設站)、227、247、260(部份班次以花鐘線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260(區

間車)、261、297(單邊設站)、307(單邊設站)、307 西藏三民(單邊設站)、310、605（快速公車、單邊設

站）、622(單邊設站)、652、1717 臺北-陽明山-金山（皇家客運）、內湖幹線、中山幹線 

火車：【臺北火車站】（往後站方向走約 15 分鐘） 

捷運：【中山站】（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 

恆安民閱 
民權東路1段71

巷 19 號 

(T)2593-5482 

(F)2593-1505 

公車：【捷運中山國小站】：26、41、63、203、225、225(區間車)、226、227(區間車)、277、279、280、520、612、617、 

                        617(副線)、801、803、民權幹線、內科通勤專車 18、紅 29、紅 31、1841 松山機場－桃園機場（國

光客運）、1842 松山機場－大園（國光客運）、5250 臺北－南崁－大園（亞通客運） 

     【新興國中站】：208、211、227、227(區間車)、246、261、520、638、811、紅 33 

     【新興國中(新生)站】：227(區間車)、520、606 

     【中山國小站】：208、246、紅 33 

     【中山國小(新生)站】：109、203、277、279、280(直達車)、606、612、685、敦化幹線 

捷運：【中山國小站】（中和新蘆線）4 號出口 

大大  

同同  

區區  

 

大同分館 
重慶北路 3 段
318 號 

(T)2594-3236 
(F)2599-1423 

公車：【啟聰學校站】：223、246、250、300、302、304（重慶線）、757、936、937、966、重慶幹線 

     【酒泉街站】：2、9、41、215、811、紅 33 

捷運：【大橋頭站】（中和新蘆線）再轉乘公車至啟聰學校站下車 

【圓山站】（淡水信義線）（需轉乘公車至酒泉街口站，再步行約 5 分鐘） 

延平分館 保安街 47 號 
(T)2552-8534 
(F)2552-8544 

公車：【涼州重慶路口站】：2、9、41、46、63、215、223、250、255、274、288、300(去程)、302、304（重慶線）、306、 

                        306（區間車）、636、639、641、704、757、785(去程)、966、1205、1209、1501、1504、 

                        1505、2011、9002、9003、重慶幹線 

     【保安街口站】：9、206、255、274、641(回程)、669、704(回程)、785(回程) 

捷運：【大橋頭站】（中和新蘆線）2 號（太平國小）或 1 號出口 

建成分館 
民生西路
198-20 號 4 樓 
(雙連市場) 

(T)2558-2320 
(F)2556-5360 

公車：【民生重慶路口站】：2、63、215、223、250、255、288、300、302、304（重慶線）、306(含區間車)、641、757、 

                        重慶幹線 

     【雙連市場站】：42、811、紅 33、民生幹線 

捷運：【雙連站】（淡水信義線）1 號出口 

蘭州民閱 
昌吉街 57 號 4
樓之６ (大同區
行政中心) 

(T)2598-1387 
(F)2585-8641 

公車：【大同國小站】：26、280、287(區)、304(承德線)、306、616、618、639、756、811、966、承德幹線 

【昌吉重慶路口站】：2、9、41、215、223、250、255、287(區)、288、300、302、304(重慶線)、306、639、757、

966、 

                   1811、1812、1816、1818、1822、1823、1824、1837、1841、5250、9002、9003、重慶幹線 

【民權大龍街口】：41、111、211、225、225(區)、226、227、261、292、292(副)、306、520、539、616、617、617(副)、

618、638、639、801、803、820 

捷運：【民權西路站】（淡水信義線）（中和新蘆線） 

     【大橋頭站】（中和新蘆線） 

 

 



 

 

(南區分館) 111.12.16修正 

行 

政 

區 

館 名 地   址 
電話(T) 

傳真(F) 
交     通     路    線 

大 

安 

區 

 

總    館 
建國南路 2 段 125 號
(大安森林公園及瑞安
街口旁) 

(T)2755-2823 
(F)2703-3545 

公車：【信義建國路口站】：0 東、20、22、88、88 區、204、226、758、信義幹線 
   【龍門國中站】：18、52、72、207、211、235、237、278、278(區)、284、295、298、298(區)、568、662、663、680、688、紅 57、復興幹線、和平幹線   

【大安國宅站】：298、298(區)、紅 57 
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淡水信義線）、【科技大樓站】（文湖線） 

延吉民閱 
延吉街236巷17號3-4
樓(延吉合署辦公大樓) 

(T)2708-1964 
(F)2705-2653 

公車：【仁愛延吉街口站】：37、235、270、311、651、662、663、967、仁愛幹線、939 
捷運：【信義安和站】（淡水信義線）5 號出口 

成功民閱 
和平東路 2 段 311 巷
29 號 4 樓(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大門對面) 

(T)2701-3604 
(F)2754-2701 

公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站】：18、52、72、211、235、278、284、568、662、663、680、685、1550A、1550B、1550C、和平幹線 
     【復興南路口站】：237、295、295(副)、紅 57、復興幹線 
捷運：【科技大樓站】（文湖線） 

大安分館 
(含大安書
閣) (已閉

館) 

辛亥路 3 段 223 號 4-5
樓(近辛亥隧道口) 

(T)2732-5422 
(F)2377-9420 

公車：聯營公車─【青峰活動中心站】(辛亥路上)︰237、294、295、295(副)、298、611、673、棕 12、棕 22、綠 11、懷恩專車 S31、S32、S33 
     【自來水處(辛亥)】（辛亥路上）：907、949、1068 
     【和平高中站】（基隆路上）：1、207、254、275、707(原 275 副)、672、688、905、905(副)、906、909、913、935、基隆路幹線 
     【自來水廠站】（基隆路上）︰1550 台北－基隆；【和平高中站】︰1551 新店－基隆 
捷運：【六張犁站】（文湖線）（基隆路與和平東路交叉口）（註：須再步行約 15 分鐘或轉搭懷恩專車 S32 至青峰活動中心站） 

道藩分館 
辛亥路 3 段 11 號 3 樓
(辛亥路復興南路口) 

(T)2733-4031 
(F)2739-0541 

公車：【大安健康服務中心站】：237、295、295 副、紅 57(回程)、953(去程) 

     【臺大計資中心】：298、949、通勤 7、懷恩專車 S31(去程) 、1068(往臺大) 

     【臺大國青大樓】：298(回程)、949(回程)、1550A、1550B(去程)、1550C(去程)、1068(往金山) 

     【大安運動中心】：298(去程)、949(去程)、1550B(回程)、1550C(回程) 

【捷運科技大樓站】：復興幹線、278(回程)、278 區(回程)、1915、1916、1917、1960(往市府轉運站)、懷恩專車 S33 

     【和平高中站】：1、207(去程)、254(去程)、275、707、294、611、672(回程)、688(去程)、905、905 副、906、909、913、935、1551、南軟通勤專車(雙和線)、 

                     通勤 11(去程)、通勤 12(往臺北市政府)、通勤 13、基隆路幹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8、207(回程)、211、235、278(去程)、278 區(去程)、284、52、568、663、680、685、688(回程)、72、和平幹線、1550A、1550B(去程)、1550C(去 

                     程) 

捷運：【科技大樓站】（文湖線） 

龍安民閱 
(含龍安書

閣) 

永康街 60 號 2-3 樓 
(錦安區民活動中心) 

(T)2394-5485 
(F)2391-0884 

公車：【師大綜合大樓】：0 南、18、235、237、254、278、278(區)、295、295(副)、568、662、663、672、907、907 通勤、949、復興幹線、和平幹線、通勤 7 
【公企中心】：0 南、214、214(直)、237、253、606、670、671、內科通勤專車 2、內科通勤專車 3 
【金華新生路口站】：0 南、72、109、211、254、280、280(直)、311、505、643、668、672、675、676、680、1501、松江新生幹線、1505、1550(基隆/台

北) 
【信義永康街口站】：0 東、20、22、38、88、88(區)、204、758、信義幹線 
【金華大廈】：253、671 

捷運：【古亭站】（中和新蘆線）、（松山新店線）5 號出口；【東門站】（中和新蘆線）、（淡水信義線）5 號出口 

東區地下街
智慧圖書館 

大安路 1 段 77 號東區
地下街 3 號店鋪 

無人服務 
圖書館 

公車：【頂好市場站】：204、212(含夜直)、232 快、262(含區)、278(含區)、299、521、600、605(含新台五)、903、919、忠孝幹線 
捷運：【忠孝復興站】（文湖線）（板南線） 

中 

正 

區 

 

城中分館 
濟南路 2 段 46 號 3 樓
(幸安市場) 

(T)2393-8274 
(F)2394-7183 

公車：【新生南路一段站】：211、214、214(直)、222 
【金山泰安街口站】：214、214(直) 、248、606、內科通勤專車 2、內科通勤專車 3 

     【捷運忠孝新生站】：72、109、214、214(直)、222、226、254、280、280(直)、505、643、668、672、675、676、680、松江新生幹線、1550 基隆-台北 
【忠孝國小站】：202、202(區)、212、212(直)、212(夜)、262、262(區)、299、600、605、605(新台五)、忠孝幹線 

捷運：【忠孝新生站】（板南線）2 號出口；【忠孝新生站】（中和新蘆線）5 號出口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汀州路 2 段 265 號 
(T)2367-8734 
(F)2367-0743 

公車：【河堤國小站】：253、297、671、673、棕 22 
     【羅斯福金門街口站】：1、208、251、252、254、278(含區間車)、297、606、644、648、660、849、藍 28、復興幹線、羅斯福路幹線 
捷運：【古亭站】（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2 號出口轉金門街 
     【台電大樓站】（松山新店線）4 號出口師大路轉汀州路 

西門智慧 
圖書館 

中華路 1 段 51-1 號捷
運西門地下街（近捷運
西門站出口 5、西門地
下街出口 2） 

無人服務 
圖書館 

公車：【捷運西門站】：9、12、20、49、202、202(區)、205、206、212、212(直)、212(夜)、218、218(直)、223、231、232、234、246、250、252、253、260、 
                     262、262(區)、265(區)、265(夜)、265(經中央路)、265(經明德路)、270、302、304(承德)、304(重慶)、307、310、513、604、651、660、 
                     662、667、670、671、956、965、藍 2、藍 29、綠 17 舊城公車、仁愛幹線、重慶幹線、中山幹線 

【中華路北站】：9、12、49、202、202(區)、205、206、212、212(夜)、212(直)、218、218(直)、221、223、232、234、246、250、252、253、260、262、
262(區)、265(區)、265(夜)、265(經中央路)、265(經明德路)、302、304(承德)、304(重慶)、307、310、604、660、662、667、670、671、
956、965、藍 29、綠 17 舊城公車、重慶幹線 

捷運：【捷運西門站】（板南線）（松山新店線） 

南機場借還
書工作站 

中華路 2 段 315 巷 16
號 1 樓 

(T)2303-2436 
(F)無 

公車：【南機場公寓站】：12、20、204、205、212、212(夜)、212(直)、223、249、250、670、671、673、藍 29、中山幹線 
【中華南海路口站】：12、20、204、205、212、212(夜)、212(直)、223、249、250、253、670、671、673、藍 29、中山幹線 

古亭智慧 
圖書館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西
街 286 號 

無人服務 
圖書館 

公車：【古亭國中站】：20、249、250、670、673、藍 29、棕 22、中山幹線 
     【國興路口站】：12、20、205、212、223、249、250、670、673、藍 29、中山幹線 

文 

山 

區 

 

景美分館 
羅斯福路 5 段 176 巷
50 號 2-4 樓(景美游泳
池) 

(T)2932-8457 
(F)2930-3152 

公車：【武功國小(羅斯福)站】：251(含區)、252、253、278、278(區)、284、290(副)、505、643、644、648、660、671、849、849 屈尺社區、棕 6、綠 13、松江新

生幹線、基隆路幹線、復興幹線、1551（基隆─新店）、通勤 13 

【武功國小(興隆)站】：0 南、52、109、236(區)、253、284、290(副)、290 副萬和、530、606、671、676、棕 6、棕 11、藍 28、復興幹線、 

                    羅斯福路幹線、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車 

【市立圖書館(景美分館)站】：290 副萬和 

捷運：【萬隆站】（松山新店線）4 號出口 

木柵分館 
保儀路 13 巷 3 號 3-4
樓(木柵市場) 

(T)2939-7520 
(F)2936-2631 

公車：【木柵市場站】：236 區、237、251(含區)、282、530、679、796、棕 3、棕 5、棕 6、小 10(含區)、小 11、羅斯福路幹線、933 

【文山行政中心站】：237、251(含區)、282、298、660(含區)、666(烏塗窟、皇帝殿、華梵大學)、679、795(往木柵、十分寮、平溪)、915、棕 3、棕 5 

捷運：【萬芳醫院站】（文湖線）再轉乘公車 236 區、237、530、羅斯福路幹線至木柵市場站下車；或轉乘公車 237、298 至文山行政中心站下車 

   【木柵站】（文湖線）再轉乘公車 251(含區)、282、679、棕 3 至木柵市場站下車； 

                        或轉乘公車 251(含區)、282、660(含區)、666(烏塗窟、皇帝殿、華梵大學)、679、795(往木柵)、915、棕 3 至文山行政中心站下車 

安康民閱 
興隆路 4段 105巷 1號
4 樓(文山幼兒園) 

(T)2939-0180 
(F)2936-9386 

公車：【馬明潭站】：66、236 區、237、253、298、530、611、671、676、綠 2、棕 11、棕 12、棕 22、1501、羅斯福路幹線 

【木柵公園站】：66、237、253、611、671、676、綠 2、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車 

【再興中學站】：253、294、647、660、666、671、915、933、棕 6、棕 12、棕 22 

【木柵總站】：795、796 

捷運：【萬芳醫院站】（文湖線）再轉乘公車至馬明潭站或木柵公園站下車 

【景美站】（松山新店線）2 號出口再轉乘公車至再興中學站下車 

永建分館 
木柵路 1 段 177 號 3-4
樓(近考試院) 

(T)2236-7448 
(F)2236-2443 

公車：【溝子口站】：251（含區）、253、294、295（含副）、647、660（含區）、666、671、915、933、棕 6、棕 12、棕 22、綠 2(左右線)、景美-榮總(快) 

捷運：【萬芳醫院站】（文湖線）再轉乘綠 2(左右線)至溝子口站下車 

     【景美站】（松山新店線）2 號出口再轉乘 251（含區）、253、660（含區）、666、915、棕 6、棕 12、棕 22 至溝子口站下車 

萬興分館 
萬壽路 27 號 4-5 樓 
(政治大學旁) 

(T)2234-5501 
(F)2937-5155 

公車：【萬興圖書館站】：66、236(區)、237、282、295、295(副)、611、676、679、933、綠 1、棕 3、棕 6、棕 11、棕 11(副)、棕 15、棕 18、棕 21、貓空遊園專車

(左線)、羅斯福路幹線 

   【萬興國小站】：66、236(區)、237、282、295、295(副)、611、676、679、933、棕 3、棕 6、棕 11、棕 11(副)、棕 15、棕 18、棕 21、綠 1、羅斯福路幹線、

貓空遊園專車(左線) 

【政大】：66、236(區)、282、295、530、611、676、679、933、1508、小 10、棕 3、棕 5、棕 6、棕 11、棕 11(副)、棕 18、綠 1、羅斯福路幹線 

捷運：【動物園站】（文湖線）再轉乘公車至萬興國小站下車 

文山分館 
興隆路 2 段 160 號 7-9
樓(文山區政中心附屬
大樓) 

(T)2931-5339 
(F)2931-5486 

公車：【興德國小站】：0 南、109(假日公車)、236 區、253、530、606、671、673、676、棕 2、棕 6、棕 11、羅斯福路幹線 

捷運：【萬芳醫院站】（文湖線）再步行 10 分鐘 或轉乘 0 南、109(假日公車)、236 區、253、530、606、676、棕 2、棕 6、棕 11、羅斯福路幹線路公車至興德國小

站 

力行分館 
一壽街 22 號 5-8 樓 
(近景美女中) 

(T)8661-2196 
(F)8661-2197 

公車：【景美女中站】：819、252、253、671、295、793、796、棕 2、棕 7、綠 1、綠 2、小 11(S11) 

【木新路口站】：611 

捷運：【七張站】（松山新店線）再轉乘綠 1(於捷運站前候車)、(252、793、796 此 3 線公車至捷運站對面候車)至景美女中站下車(附註：棕 7、綠 2，需步行至寶橋路

上「北新國小」公車站候車，至景美女中站下車) 

     【萬芳醫院站】（文湖線）再轉乘綠 2、671(景美女中站)、611(木新路口站)下車 

萬芳民閱 
萬美街一段 25 號 1-2
樓(萬芳社區中心出租
國宅 C2 棟) 

(T)2230-5287 
(F)2230-5233 

公車：【萬芳活動中心站】：0 南、109、298、606、小 10、小 11、棕 2、棕 3、綠 11、和平幹線 

     【萬芳社區站】：棕 5 

捷運：【萬芳社區站】（文湖線） 

景新分館 
景後街 151 號 5-10 樓
(景新大樓) 

(T)2933-1244 
(F)2933-5340 

公車：【景美國小-景興】：251、251(區)、253、505、660、660(區)、666、673、915、棕 6、棕 12、景美－榮總(快)、市民小巴 5、棕 22 

     【景美國小-景文】：251、251(區)、505、660、660(區)、666、671、673、915、市民小巴 5、棕 2、棕 6、棕 12、棕 22 

     【景美國中】：251、251(區)、253、284、505、660、660(區)、666、673、915、棕 2、棕 6、棕 12、棕 22、復興幹線(原 74)、市民小巴 5 

     【滬江中學】：252、290(副)、290(副萬和)、643、644、648、綠 13、819(副)、849、849(屈尺社區)、松江新生幹線(原 642)、基隆路幹線(原 650)、通勤 13 

     【景美捷運站】：252、278、278(區)、290(副)、290(副萬和)、643、644、648、綠 13、1551(新店-基隆)、819(副)、849、849(屈尺社區)、松江新生幹線、 

                    基隆路幹線 

【文山二分局】251、251 區、505、660、660 區、666、671、673、915、市民小巴 5、棕 2、棕 6、棕 12、棕 22 

捷運：【景美站】（松山新店線）1 號出口，見 85 度 C 咖啡右轉步行約 2 分鐘，見十字路口紅綠燈左轉，即可見巷內圓柱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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