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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認識校園

共2個校區

大安校區
校本部



四四
東村

***公共
事務處

吳興
派出所

玻璃帷幕大樓

2樓 動物實驗中心

A.認識校園(校本部)

Glass Building

2F  Laboratory Animal Center***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Teaching Resource 

Center for Excellence

Wuxing Local 

Polic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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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入口

醫院入口

急診室入口

停車場入口

The Entrance of Hospital

The Entrance of School

The Entrance of Parking Lot

The Entrance of 

Emergency Room

教研大樓

Health Science Building

杏春樓

Auditorium Building

醫學綜合大樓前棟

United Medical Building
(Front Building)

醫學綜合大樓後棟

United Medical Building
(Back Building)

口腔醫學大樓

Oral Medicine Building

教學大樓

Instruction Building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大樓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Building

型態學大樓

Morphology Building

體育館

Gymnasium

拇山學院

Mushan Dormitory

第一醫療大樓 第二醫療大樓

第三醫療大樓

The Third Building

The First Building
The Second 

Building

接駁車乗車處

Shuttle Bus Stop 

校園各大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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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交通指引-公車(校本部)
地點 公車種類 站名

中華路→信義路→吳興街 ２２

臺北醫學大學

大直→行天宮→國父紀念館→永春高中 ３３

台北車站→仁愛路→吳興街 ３７

環南市場→萬華→中華路→信義路 ３８

榮總→大龍峒→圓環→吳興街 ２８８

新北投→吳興街 ２６６

三重→雙連→救國團→仁愛醫院→吳興街 ２２６

華江→植物園→公館→基隆路 １

吳興街→市政府捷運站 藍5

新店地區 至吳興街口轉乘新店客運

中永和地區 至吳興街口轉乘福和客運

深坑地區 至公館轉乘指南客運

木柵地區 至吳興街口轉乘611

麟光新村-捷運市政府站 市民小巴7
臺北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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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交通指引-公車(大安校區)
地點 公車種類 站名

華江→植物園→公館→基隆路→喬治商職站 1

大安校區

五股→西門市場→喬治商職站 1503

中和國中→臺大→臺北教育大學→喬治商職站 207

中正環河路口→公館→喬治商職站 254

圓環→博仁醫院→國父紀念館→喬治商職站 282

景興國中→臺大→喬治商職站 284

仙公廟→捷運台北橋站→仁愛國小→喬治商職站 292

捷運動物園站→捷運萬芳醫院站→喬治商職站 611

中生橋頭→捷運景美站→喬治商職站 650

三民路→捷運國父紀念館站→喬治商職站 672

錦繡站→耕莘醫院→喬治商職站 內科通勤專車10

中和站→福和國中→喬治商職站 南軟通勤專車中和線

駕訓中心→公館→喬治商職站 南軟通勤專車雙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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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名稱

1 捷運市政府站(3號出口)

2 台北市政府

3 市民廣場

4 興雅國中

5 世貿二館

6 信義廣場(台北101)

7 世貿三館

8 松德站

9 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10 三張犁

11 臺北醫學大學

12 福德公園

13 松山家商

14 中強公園

15 松山車站

B.交通指引-U BIKE 信義區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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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次 會員

適合對象 單次 長期

付費方式 信用卡
悠遊卡、一
卡通

註冊方式
各站點
KIOSK
申辦

服務中心申
辦;官方網站
申辦
官方APP申
辦
各站點
KIOSK申辦

使用費率

使用4小時內每30分
鐘10元
4小時～8小時內每30
分鐘20元
超過8小時以上每30
分鐘40元

NO. 名稱

16 永吉松信路口

17 五常公園

18 捷運後山埤站(1號出口)

19 捷運台北101/世貿站

20 基隆光復路口

21 捷運象山站

22 吳興公車總站

23 仁愛逸仙路口

24 捷運永春站(2號出口)

25 松德公園

26 松山高中

27 泰和公園

28 林口公園

29 三興公園

30 富台公園

31 信義基隆路口

32 基隆路一段101巷口



U BIKE信義區各站點位置圖

官方網站：http://www.youbik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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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交通指引-捷運至學校

搭乘路線 轉乘站 到達

文山內湖線 大安站轉信義線

台北101/世貿站
出站後可步行
約10分至北醫大

南港、板橋、土城線 台北車站轉信義線

中和、新莊、蘆洲線 東門站轉信義線

淡水線 台北車站轉信義線

新店線、
西門站-臺電大樓站

中正紀念堂站轉信義線

信義線 無

小碧潭支線
七張站轉淡水線→

中正紀念堂站轉信義線

新北投支線 北投站轉信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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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官方網站：http://www.trtc.com.tw/

B.交通指引-捷運



B.交通指引-捷運

12
官方網站：http://www.trtc.com.tw/



路線 行駛路線

附醫←→
捷運市府站

去程(僅供下車)：北醫 → 松智公園（信義松智路口）→ 市政
府（新舞台）→ 捷運市府站二號出口（統一阪急門口）
回程(僅供上車)：捷運市府站二號出口（統一阪急門口）→ 市政
府（松智路）→ 北醫

附醫←→
捷運六張犁站

附醫 → 信安街 → 和平東路與信安街口 → 樂業街 → 基隆路(國
軍福利站) → 崇德街與信安街口 → 附醫

附醫←→
信義松山線

去程：北醫(起點)→捷運象山站→國稅局宿舍(信義路六段)→松
山商職(信義路六段)→永春公寓(松山路) 
回程：→後山埤站(永吉)(可上下車)→松山前站(可上下車)→永春
公寓(松山路)→松山商職(松山路)
→國稅局宿舍(信義路六段)→捷運象山站→北醫(終點) 

校本部←→
大安校區

去程：校本部→吳興街220巷59弄→信安街→仁康醫院→基隆路
二段
回程：大安校區→基隆路圓環→崇德街→嘉興街→校本部

附醫←→
雙和醫院

北醫附醫→雙和醫院→六張犁→北醫附醫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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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健身好去處

• 游泳池開放時間

月份 週二至週五 週六日

9-6月
05:30-09:00
17:30-21:00 06:00-11:00

14:00-18:00
7-8月

05:30-11:00
14:00-21:00

 注意事項：

1. 教職員 60元/次 & 3000元/半年 校外人士要120元/次

2. 員眷首次需持職員證及戶口名簿登記，60元/乙次，5000元/半年

3. 每週一公休，僅開放教職員工使用

4. 除夕至初四休館

14
 教職員免費使用時段：星期一 17:30~20:00(入場需持職員證)



D.健身好去處

• 健身房開放時間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時
間

週一至週五 14:00-21:00

寒、暑假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 18:00-21:00

 注意事項：

1. 教職員套票9折優惠270元 (可使用10次)

2. 遇雨天，健身中心以教學上課場地，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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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健身好去處

• 信義運動中心

– 開放時間：

每日6:00 - 22:00

– 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勤街100號

– 電話：

02-8786-1911

– 網址：
http://xysc.cyc.org.tw/

16

http://xysc.cyc.org.tw/


D.健身好去處

• 文山運動中心

– 開放時間：

每日6:00 - 22:00

– 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22號

– 電話：

02-2230-8268

– 網址：

http://wssc.cy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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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健身好去處

• 松山運動中心

– 開放時間：

每日6:00 - 22:00

– 地址：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號

– 電話：

02-6617-6789

– 網址：
http://www.ss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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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職員社團
社團 負責人 E-mail 練習時間

氧身社 蔡等進社長 bryan@tmu.edu.tw
週二 12:00-13:00
週五 12:00-13:00

網球社
陳競尹

邱泓文社長
chingyin@tmu.edu.tw
hwchiu@tmu.edu.tw

週四 17:00-19:00
社費一年1000元

羽球社
曾厚社長

康翠娟
tsenghow@tmu.edu.tw

m513097010@tmu.edu.tw   
週四 18:00-20:00
社費一年1000元

健康游泳社 鄭佩宜社長 fird@tmu.edu.tw 週五 12:00-13:00

桌球社 張榮善社長 js.chang@tmu.edu.tw

週四 18:00-20:00
週五 18:00-20:00
社費一年1000元

舒活社 童雅婷 lilytung@tmu.edu.tw
週一 17:10-19:00

一期1000元

青春不老社 吳佳蓉 momowu@tmu.edu.tw 不定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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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名 營業時間 電話 地點 備註

7-11
北醫大門市

平日07:10-22:00
假日08:10-18:00

02-2739-3090
分機2962

醫學綜合大樓前棟
旁邊

職員證享9折

7-11
北醫門市

07:00-23:00 02-2732-5119
附醫第二和第三醫

療大樓交接處

MR.J
義法廚房

11:00-22:00
02-2377-9090

分機2961
醫學綜合大樓前棟

旁邊
職員證享9折

原野社
平日07:40-21:00
週六08:30-17:00

分機2968
醫學綜合大樓

後棟B1

聖瑪莉
平日07:00-21:30 
假日07:30-18:00

02-2732-9213 
附醫第二醫療大樓

一樓(大門口旁)
職員證享9折

星巴克
平日07:00-21:00
週六07:00-18:00
週日08:30-18:00

02-2732-8509
附醫第三醫療大樓

一樓(大門口旁)
職員證享9折

F.駐校商店

平日：週一至週五；假日：週六、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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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其他二三事-停車申請

性質 對象 費用 使用時間 檢附資料

汽車

日間
教職員工
(含約聘)

6,000元/學期 06:00-23:00

教職員證
駕照
行照

排氣檢查合格証
繳費收據

全天
教職員工
(含約聘)

12,000元/學期 全天

計次 兼任教師 50元/次 -

單次
蒞校之貴賓

或演講者
免費 -

機車 日間
教職員工
(含約聘)

300元/學期 06:00-23:00

申請時間及相關事宜請依事務組每學期公告。
學校另設有免費戶外機車停車，請善加利用。
如有其他相關問題，請洽周致文先生；分機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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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其他二三事-緊急聯絡電話

聯絡窗口 分機 專線

校安中心 2261 (02)2736-1100

警衛室 2905 -

教室管理員 2906 -

電機室
2929
2930

-

性平申訴 2085 (02)2739-3281

衛保組 2250 -

吳興街派出所 -
(02)2739-8997

(02)2739-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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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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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指南

A. 北醫周邊生活地圖

B. 信義精華區地圖

C. 鄰近夜市

D. 鄰近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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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北醫週邊生活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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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北醫週邊生活地圖

臺北市政府

統一阪急

信義誠品 Bellavita

新光三越

國父紀念館

ATT 4 FUN

信義威秀

101觀景臺

君悅酒店

四四南村市集

湳山戲院

太和殿鴛鴦鍋

N.Y 貝果

通化夜市

遠企

梅花戲院

北醫大
26

微風松高

大安校區 象山步道



B.信義精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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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連絡電話 地址

華納威秀 (02)8780-5566 台北市松壽路20號

動物園 (02)2938-2300#630 台北市新光路二段30號

信義誠品書店 (02)8789-3388#3001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

SOGO百貨
(02)2776-5555 

免付費專線
0800 - 212002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45號 (忠孝店)

新光三越

(02)8789-5599 
(02)8780-9966
(02)8780-5959
(02)8780-1000

110台北市松高路19號(A4館)
110台北市松高路12號(A8館)
110台北市松高路9號(A9館)

110台北市松高路11號(A11館)

台北101 (02)8101-8905 台北市市信義路五段七號

松山文創園區 (02)2765-1388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

華山1914文創園區 (02)2358-1914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

B.娛樂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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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連絡電話 地址

統一阪急 (02)2729-9699 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8號

微風信義 (02)6636-6699 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68號

微風松高 (02)6636-9959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6號

國父紀念館 (02)2758-8008 台北市仁愛路4段505號

Bellavita貴婦百貨 (02)8729-2771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8號

松山文創園區 (02)2765-1388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

ATT 4 FUN (02)8780-8111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12號

大安森林公園
(02)2700-3830

台北旅遊網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1號

虎山親山步道
(02)2700-3830 

台北旅遊網
信成福路211巷底，北興宮旁

富陽自然生態公園
(02)2700-3830 

台北旅遊網
臺北市大安區富陽街底

B.娛樂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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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鄰近夜市-饒河街夜市
地址：松山區八德路四段及撫遠街間的饒河街。

交通資訊：

公車：可搭乘605、203、205、311、276、306、63、

204、藍12、藍7、板基線於松山火車站下車

捷運：於捷運市政府站轉乘藍7或藍12至饒河街口下車過

馬路即可抵達。

火車：可搭火車至松山站下車，走北出口右轉饒河街夜

市方向。

資料來源：http://www.i-city.com.tw/markets/view/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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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五段與汀州路三段間。

交通資訊：

公車：搭1、30、52、74、109、115、208、236、

251、252、253、280、311、505、501、0南、新店

客運、台汽客運在『公館站』站下。

捷運：於新店線公館下車，步行約2分鐘即抵達。

資料來源：http://www.icity.com.tw/markets/view/jh

C.鄰近夜市-公館夜市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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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通化街、臨江街，信義路四段與基隆路二段之間。

交通資訊：

公車：(1) 搭乘20、22、22(區間車)、226、292、292(區

間車)、33、37、38、信義幹線、292(副)至信義通化街口

站下車即可抵達。(2)搭乘1、207、254、282、284、

284(直行)、292、292(區間車)、611、611(區間車)、650

至三興國小站下車即可抵達。

捷運：搭乘捷運木柵線至六張犁站，往臨江街方向步行。

資料來源： http://www.i-city.com.tw/markets/view/jh

C.鄰近夜市-臨江街夜市(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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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鄰近夜市-師大夜市
地址：師大路和師大路及和平東路交叉口。
交通資訊：

公車：可搭 3、15、18、74、235、237、278、662、
663、672、907、和平幹線，在和平東路上的「師大」站

或「師大一」站下車。
捷運： (1)古亭站，從 4 號出口沿和平東路往師大方向走，
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師大夜市路口。(2)台電大樓站，
從 3 號出口右轉往師大路方向走，步行約 5 分鐘即可到達
師大夜市。

資料來源： http://www.i-city.com.tw/markets/view/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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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永和路口至中山路口。

交通資訊：

公車：(1)搭乘 5、57、214、238、624、627 等路線公車

至樂華戲院下車。(2)搭乘 51、57、214、242、243、248、

262、304、311、627 等路線公車至捷運頂溪站。(2)搭乘

249 路公車至華新街口下車。

捷運：於捷運頂溪站下車沿永和路步行約十分鐘即可抵達。

資料來源：http://www.i-city.com.tw/maps/view/lw

C.鄰近夜市-樂華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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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鄰近景點-象山步道

 介紹：於信義區，坐東朝西，因為山形似象頭才有此名，並且與

附近的虎、豹、獅山並稱四獸山。

 交通資訊：

 捷運：(1)捷運信義線「中強公園站」下車，沿信義路150巷

直行，至22弄靈雲宮旁，見「象山早覺會」字樣的拱形鐵架，

沿水泥階而上。(2)捷運板南線，至「永春站」下車循松山路

過了松山商職、於永春高中旁步道上山。

 公車：(1)公車1、22 、 32 、 33 、 37 、

38 、 226 、 266 、 288 、 665 、藍5 、小

20至吳興國小站下車，沿信義路五段150巷

22弄進入即可抵達。(2)公車299至永春高中

下車，於永春高中旁步道上山。 35



D.鄰近景點-貓空纜車
 介紹：全長達4.03公里，行駛路線成7字型，共有4個停

靠站，依序為「動物園站」、「動物園內站」、「指南

宮站」及「貓空站」。

 交通資訊：

 捷運：搭乘捷運文湖線至動物園站後，

再步行至纜車動物園站(約350公尺)。

 搭公車： 236、237、282、294、

295、611、676、679、1501、1073、

1558、小12、棕3、棕6、棕11、棕

15、棕18、綠1、1503、貓空左線等

路線公車到貓纜動物園站下車即達。

 官方網站：http://gondola.trtc.com.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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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站－台北市立動物園
佔地面積計182公頃，分為戶外及室內展示館兩部份，戶外展示區包
括台灣鄉土動物區、兒童動物園、亞洲熱帶雨林區、沙漠動物區、澳
洲動物區、非洲動物區、溫帶動物區、鳥園區等；室內展示館則有教
育中心、昆蟲館、爬蟲動物館、夜行動物館、無尾熊館、企鵝館等，
是民眾認識動物的好去處！(官方網站：http://www.zoo.taipei.gov.tw/ )

中站－指南宮
又名『仙公廟』，供奉孚祐帝君(呂洞賓)，位於政大後山約2公里猴山
上，建於清光緒16年是道教的勝地，指南宮建築分正殿、淩霄寶殿、
大雄寶殿、大成殿四部分，特色規模宏偉莊嚴，雕繪精巧金碧輝煌，
十分具有文化與藝術價值。(官方網站： http://chih-nan-temple.org/ )

終站－貓空
位於木柵茶區東側的小溪谷，河床長年沖擊被卵石鑽蝕造成坑坑窪洞，
造成水流形狀似貓爪而得名。貓空有多條登山步道，天氣晴朗時，便可從

山上瞭望到整個台北風景，夜晚更是成為欣賞台北夜景的勝地！貓空昔日曾

是台北市最大產茶區之一，將傳統茶藝與餐飲結合，成為休閒假日品茗賞景

的好去處！

貓纜各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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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鄰近景點-深坑老街
 介紹：深坑老街至今已達有90年以上的歷史，其中『德興居』是深

坑街最具代表性的建築，閩南式特色擁有百年的歷史！深坑老街內

的美食小吃草仔粿，另外還有台灣最知名的豆腐美食，像是紅燒豆

腐、黑豆腐、碳烤臭豆腐等，不論老街內的歷史建築或是美食小吃，

皆徹底地展現出台灣早期濃濃的傳統特色風味。

 交通資訊：http://www.walkgoler.cc/qmap/traffic/133

 大眾運輸：(1)捷運木柵線至木柵站下車，轉乘指南客運660、欣

欣客運666、819、指南客運6號、臺北客運15號、16號。(2)捷

運新店線於公館站下車，轉乘指南客運660號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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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鄰近景點-石碇老街
 介紹：石碇老街有全台碩果僅存的「不見天街」，特殊的吊腳樓建

築就懸空在河床上方，僅靠柱子支撐。步行在這樣的空間下前進，

彷彿進到時光隧道中一般，老街內除了有百年石頭厝，還有一間台

灣僅存的傳統打鐵店，不時傳來叮叮噹噹的打鐵聲，更為老街增添

一份古樸的風采；另外，五代相傳的百年豆腐店內的傳統手工豆腐、

豆漿，略帶煙燻焦香味的氣味，吃了讓人口頰留香，絕不可錯過！

 交通資訊：

 客運：搭欣欣客運北碇線班車至石碇站下車。

 開車：行駛國道三號(北二高)由深坑交流道下，往深坑方向沿土

庫路(106線道)直行，接106乙線道即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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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
北醫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