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110學年度第1學期日間部高中高職學生17:30放學校車行駛路線表 110.8.19

車號 時間 路線簡稱 行 經 站 名

1 17:45 富岡楊梅埔心 富岡火車站 民富新富八街 瑞原國小 大成路205上光 楊梅天成醫院 交流道麥當勞 中山北二段185 中山北二段287 永美萬大路口 永美路391號 背

永美路215寶島 平鎮新村車牌 面

2 17:45 觀音草漯大崙 觀音桃客總站 觀音加油站 富林國小 大觀六合街口 大觀生鮮超市 草漯國小 新生五福三街 二聖路口車牌 新坡派出所 新坡大同車牌 另

大同伯明倉儲 忠愛莊-全家 忠愛莊山東路 中正四段147巷 有

3 17:45 永安新屋過嶺 大坡國中 邱厝二車牌 永安下田心 田心永昌車牌 新屋桃客總站 新屋區公所 新屋北勢車牌 民族六615號 高榮黃昏市場 民族五電研路 21

過嶺車牌 ：

5 17:45 鶯桃八德中山 鶯桃路95巷 鶯桃路206巷 桃鶯鶯鳴一街 和平路1441巷 和平忠勇街口 大湳大潤發 介壽二583巷 介壽二736號 興豐路735號 八德圖書館 10

霄裡廟 中山東二段555 環中東二段24 環中東幸福街 環中東二段328 環中百韜一街 環中東林森路 放

6 17:45 竹圍青埔新生 海湖東海山路 濱海海山路口 海口廟萊爾富 後厝社區車牌 大園呂厝車牌 中華路133號 中山南中正東 中山南和平西 大坡腳車牌 橫山車牌 學

青埔花墅車牌 領航北春德路 青埔路洽溪路 領航南致遠二 廣天寺車牌 青埔社區車牌 新生路大圳路 六和機械 新生培英路口 新生路446巷 路

7 17:45 大溪南興東勢 康莊益興車牌 大溪電信局 康莊大鶯路口 埔頂營房前 埔頂廟 儲蓄新村 南興國小 南興車牌旁 霄裡池車牌 大社區車牌 線

平東平等路口 平東路246巷 平東路573巷 東勢廟 東勢國小

8 17:45 上華龍潭環南 文化佳安西路 上華車牌 上華雙連街口 龍潭國泰人壽 中正路119摩斯 龍潭敏盛醫院 中豐百年路口 潛龍國小車牌 中豐龍平路口 中豐379思夢樂

9 17:45 山腳大竹中園 南山三段307號 山腳山鼻車牌 南山二段509號 南山路一段315 六福五福一路 中山福祿一街 蘆竹中山125巷 蘆竹中山76號 蘆竹中山71號 蘆竹中山43巷

南祥路81號 南祥路47號 忠孝西路3號 忠孝西光明路 光明國小車亭 奉化路120號 大新路2號 大新胡厝車牌 新莊廟樂活巴 郭祿五金車牌 背

啟英高中 中園南園二路 中園育樂路口 面

10 17:45 大有中正大江 大有國中正門 大有路577號 新埔國宅車牌 中正莊敬路口 中正南平路口 中正大興西路 慈文中正路口 力行中正路口 永安路598號 永安永順街口 另

宏邦大鎮7-11 上大竹車牌 中正東三段14 大江岡崎車牌 大江鄉界7-11 大江購物中心 有

11 17:45 萬壽愛買自強 萬壽自強北路 萬壽陸光路口 復興民權路口 復興育樂街口 中山路922號 寶祥縣寶門口 中山遠百愛買 中華龍鳳一街 中華路294號 署立桃園醫院 21

自強國中大門 環中東192號 環中東260號 環中東626號 環中東實踐路 ：

12 17:45 僑愛仁美龍慈 介壽慈光街口 介壽路公園路 介壽仁善街口 大成社區車牌 僑愛國小7-11 僑愛新村大門 介壽豐德街口 中壢健保局 南亞技術學院 仁美唐都大廈 10

中山東三段141 龍慈後興路口 放

13 17:47 介壽功學延平 三民建國路口 桃園監理站 介壽大智路口 介壽永福西街 廣福國際路口 廣福永豐路口 新中北二段489 新中北榮民路 功學社區車牌 新中北846巷 學

中華路一段272 中華長興街口 中華復華街口 YKK車牌 延平路132號 路

15 17:47 員林中興金陵 員林仁和七街 員樹林國小 中興東龍街口 中興民豐一街 804醫院 中興路288巷 中興路392巷 中興路416巷 中興成功路口 大昌北龍路口 線

金陵路郵局 金陵大仁街口 金陵正義路口 北勢國小 平鎮高中

16 17:47 龍東圓環龍岡 龍東路501號 龍東龍江路口 龍東路255巷 龍岡國中 龍東路7號 龍岡文藝中心 龍岡龍門街口 龍岡游泳路口 龍岡龍仁路口 龍岡三段115巷

龍岡國小 背

19 17:47 銅鑼山頂南平 銅鑼圈車牌旁 中豐高楊北路 凌雲國中 上林段樂活巴 中豐聖亭路口 山頂段151號 中豐日星街口 平南國中 南勢國小 南勢二段117號 面

南勢一段171號 南平新光路口 另

326 17:45 營盤水美公所 營盤下車牌 水美國小車牌 楊梅區公所 有

328 17:45 大觀成功東元 大觀一段2號 大觀一段142號 成功工業五路 成功民族路口 上大坡腳車牌 東元電機 21

330 17:45 三民成章內中 三民中正路口 成章二街樂活巴 長春路公車牌 內壢國中樂活巴 ：

337 17:45 菓林埔心三塊 三民二段110號 菓林國小車牌 建國三石村 建國楊厝車牌 建國王厝車牌 埔心街46號 三塊厝車牌 10

338 17:45 南崁二段錦溪 南崁路二段463 南崁路一段45 南山錦溪路口 大華國小 放

學

備註 蘆竹中正131號 請改至此下車 忠孝西路3號 南竹光明路口 請改至此下車 忠孝西光明路 北龍路315號 請改至此下車 大昌北龍路口 路

蘆竹中正253號 請改至此下車 忠孝西路3號 慈文路66號 請改至此下車 慈文中正路口 新生元化路口 請改至此下車 新生路446巷 線

一、本表適用日間部高中高職學生每週一、二、四、五17:30放學(17:45與17:47開車)使用。

二、表上未列之站名，請逕向總務處校車管理員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