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門農工學生專車票價表

單價 詳註1

計價編號 計價站名 搭車地點描述 8折 5折

1 歸仁郵局 歸仁區中山路與中正路口 $75 $47

2 仁德區公所 仁德區中正路三段與正義街口 $64 $40

3 新興國中 南區中華西路1段126號 $59 $37

4 安工加油站 南區中華西路1段65號 $59 $37

5 南區區公所 南區中華南路二段110號(全家) $62 $39

6 小北百貨 安平區永華路二段與健康三街(小北百貨) $66 $41

7 燦坤永華店 中西區永華路一段350號(燦坤永華店) $58 $37

8 忠義國小 中西區忠義路2段2號 $56 $35

9 武聖路 中西區武聖路153號 $58 $36

10 民權路口 中華西路民權路口(7-11) $59 $37

11 高等法院 中山路166號 $55 $35

12 公園國小 北區公園路180號 $55 $34

13 延平市場 北區公園路與長榮路5段口(文雄眼鏡) $49 $31

14 文元寮 北區文賢路1116號(7-11) $47 $29

15 寶雅和緯店 中華西路和緯路口(寶雅和緯店) $57 $35

16 7-11長興店 仁德區中正路三段701號(與太子路口) $59 $37

17 85度C(中華店) 永康區中華路與大橋2街口 $51 $32

18 南工 永康區中華路與中山南路口(幼稚園) $53 $33

19 鹽行 永康區仁愛街12-1號(三村國小) $42 $26

20 崑山郵局 永康區永大路一段與大灣路口 $56 $35

21 玉山永康分行 永康區永大路二段與永明街口 $49 $31

22 六甲頂 永康區奇美醫院大門口對面 $40 $25

23 新化國稅局 新化區新化國稅局門口 $57 $36

24 新市電信局 新市電信局 $46 $29

25 善化國泰銀行 善化區中山路349號 $39 $24

26 善化烏橋 善化區興農路461號(善化分局) $43 $27

27 土城國小 安南區土城國小大門口 $37 $23

28 新寮 安南區長和路4段與長溪路3段(全家) $34 $22

29 公溫仔活動中心 安南區公學路5段安興街口(茶的魔手) $40 $25

30 學甲寮 安南區公學路6段654號(學東廟站牌) $35 $22

31 海尾 安南區同安路與海佃路口(7-11) $44 $27

32 和順國宅(全家) 安南區安中路1段(天橋下) $41 $26

33 新和順 安南區安和路3段與安生街口 $36 $23

34 安順國中 安南區安和路3段227號 $36 $23

35 安南7-11 安南區安和路4段520號 $33 $21

36 和順 和順(興南客運站牌) $33 $20

37 安順 安南區安和路與長溪路口(伙鍋殿臭臭鍋) $4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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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太平橋 安南區府安路口 $43 $27

39 溪南寮 安南區南興國小大門口對面 $38 $24

40 本淵寮7-11 安南區海佃路4段2號 $45 $28

41 十二佃 安南區海佃路4段408號 $42 $26

42 協成社區 安南區海佃路與國安街口(寶雅門口) $48 $30

43 顯宮 安南區顯宮里派出所 $44 $28

44 中華社區 安南區海佃路一段366號(京城銀行安南分行) $46 $29

45 蘇厝 安定區蘇厝村293-68號(全家) $39 $25

46 大同里 安定區178縣道(鎮安宮牌樓) $29 $18

47 中崙加油站 安定區中沙里中崙 $28 $18

48 安定農會 安定區安定里農會門口 $38 $24

49 安定-全家 安定區保西里 $38 $23

50 港口村 安定區南134縣道(良儒書局) $35 $22

51 海寮派出所 安定區海寮里126號 $23 $15

52 港尾 安定區港尾村 $32 $20

53 新吉 安定區新吉7-11對面 $26 $16

54 下中州 西港區中洲 $19 $12

55 西港區公所 西港區公所門口 $19 $12

56 後營加油站 西港區後營加油站 $19 $12

57 劉厝 西港區劉厝(興南客運站牌) $19 $12

58 塭仔內 佳里區塭內(興南客運站牌) $19 $12

59 七股7-11 七股區七股村省道17的7-11 $19 $12

60 下義合 七股區下義合(興南客運站牌) $23 $15

61 中寮村 七股區中寮村(興南客運站牌) $27 $17

62 槺榔 七股區北槺榔路與173號道口(興南客運站牌) $25 $16

63 竹橋 七股區竹橋派出所旁的YAMAHA機車行門口 $26 $16

64 樹林 七股區南37與南33-1交叉道口(清展冷氣行) $26 $16

65 三股 七股區南39-1道上（寶貝熊便利商店） $37 $23

66 十份村 七股區南39道上（雜貨店前的興南客運站牌) $40 $25

67 大寮 七股區建昌藥局門口 $19 $12

68 昭明國中 七股區昭明國中旁(鐵頭店) $19 $12

69 九塊厝 七股區省道173上（神帝府牌樓下） $45 $28

70 永吉 七股區省道173與南39-1道路口(興南客運站牌) $34 $21

71 金德興 七股區省道173與南39-2道交叉路口(正王府對面) $46 $29

72 看坪 七股區看坪里活動中心 $20 $13

73 頂山村 七股區頂山村(後港國小頂山分校旁興南客運站牌) $29 $18

74 義合廟 七股區義合廟(興南客運站牌) $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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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龍山村 七股區龍山村(興南客運站牌) $22 $14

76 青鯤鯓 將軍區鯤鯓村(興南客運站牌) $33 $21

77 大潭村 大潭村(後港派出所旁活動中心) $19 $12

78 西寮村 西寮村 $34 $22

79 塩水-第一銀行 塩水區三福路57號 $53 $33

80 大屯 下營區大屯村4-1號 $29 $18

81 下營公所 下營區中山路1段170號 $34 $21

82 下營廟前 下營區中山路2段32號 $34 $21

83 中營 下營區開化村270號 $29 $18

84 麻豆口 麻豆口(興南客運站牌) $19 $12

85 麻豆燦坤 麻豆區中山路104號 $20 $13

86 阿蘭碗粿 麻豆區中山路179-11號 $19 $12

87 安安藥局 麻豆區興中路97號 $22 $14

88 三寮灣 北門區三光里 $32 $20

89 蘆竹溝 北門區三光里 $33 $21

90 溪底寮 北門區中樞里(寶貝熊) $25 $16

91 西埔內 北門區玉港里西埔內72-1號 $29 $18

92 蚵寮7-11 北門區蚵寮7-11門口 $35 $22

93 北門鄉衛生所 北門區橋頭 $33 $20

94 馬沙溝 將軍區南18縣道(李聖宮牌樓) $34 $21

95 玉山村 將軍區南20縣道3叉路口(興南客運站牌) $24 $15

96 苓和派出所 將軍區苓和派出所對面 $19 $12

97 將軍國小 將軍區將軍國小大門口 $20 $13

98 漚汪 將軍區漚汪7-11 $19 $12

99 大灣 學甲區大灣興南客運站牌 $19 $12

100 學甲台灣中小企銀 學甲區中山路87號 $19 $12

101 中洲美芝城 學甲區中洲里美芝城早餐店 $21 $13

102 學甲公所 學甲區華宗路313號 $19 $12

103 東寮 華宗路149號 $19 $12

104 舊頭港 舊頭港 $25 $16

105 虎尾寮 裕文圖書館 $68 $42

106 官田分駐所 官田分駐所 $39 $24

107 坔頭港 坔頭港國小 $35 $22

註: 1.職能班及持有重度殘障手冊單價。

2.本表僅供學生專車調查表登記計價編號、站名之用，非行駛路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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