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號 站名 時間 乘車點 乘車點地址

100 佳里郵局 05:55 佳里郵局(臺南93支)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375號

106 和順十字路口 06:13 阿美牛肉湯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段175-1號

107 三村國小 06:20 三村國小 臺南市永康區鹽行路2號

207 南興國小 06:00 南興國小對面(溪南寮公車站)

206 學甲寮 06:10 學甲寮慈興宮對面(學東廟公車站) 臺南市安南區公學路六段650號

205 土城國小 06:16 聖母廟東公車站 臺南市安南區城安路

204 土城 06:17 土城市場 臺南市安南區城西街一段20號

201 本淵寮 06:24 7-ELEVEN 淵中門市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437號

213 安南區公所 06:30 種苗（順泰種苗行）．水煎包（十字路水煎包店）間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三段22號

210 十二佃 06:35 衣紗被兒24H自助洗衣坊．藍泉加水站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四段388巷172號

211 新寮廟口 06:40 7-ELEVEN 安新門市 臺南市安南區長溪路三段399號

212 黃昏市場 06:45 北安利多黃昏市場 臺南市安南區北安路三段225號

305 太平橋 06:51 全家便利商店 台南文安店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73&75號

218 大橋二街超商 07:00 7-ELEVEN 大橋門市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747號

304 溪東社區 07:15 臺南市安南區溪頂里、溪東里活動中心 臺南市安南區府安路四段220號

302 樺谷飯店 07:20 樺谷大飯店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254號

301 理想社區 07:22 奧斯卡寵物-台南海佃店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58號

300 海東社區 07:24 順吉洗車廠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428號

214 和順國宅 07:27 和順公有零售市場對面(宗記魯麵便當)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一段

216 安中安和路口 07:30 億品鍋．台南安南店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一段15號

401 崎漏 07:18 阿杉釣具活蝦 高雄市茄萣區崎漏里濱海路一段610號

406 白沙崙站牌 07:25 全家便利商店 茄萣白砂崙店 高雄市茄萣區白砂路243號

409 7-11正旺店 07:30 7-ELEVEN 正旺門市 臺南市南區明興路917號

411 白濱飯店 07:36 阿忠機車行(明興老人養護中心對面) 臺南市南區明興路327號

412 南區區公所 07:38 南區區公所公車站 臺南市南區明興路11號

415 文化中心(站牌) 07:42 巴克禮公園公車站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

A04 貴族世家永大店對面(國光八街) 07:22 雞家庄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712號

A02 永達醫院 07:25 永達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1326號

A01 永康大廟口 07:27 永康基督長老教會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94號

A03 龍潭 07:30 名江楊桃湯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264巷1號

A05 西勢廟口 07:40 冰棧冷飲店 臺南市永康區富強路一段323號

A16 西勢國小(全聯永康富強店對面) 07:41 有魚虱目魚專賣店 臺南市永康區富強路一段115號

A06 大灣國小 07:43 杏采牙醫診所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404號

517 湖內衛生所對面 07:20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路

505 湖內農會 07:23 湖內農會公車站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二段29號

508 嘉南藥理大學 07:26 寶寶寵物生活館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38號

509 過鐵道的萊爾富(仁德文賢國中) 07:27 萊爾富便利商店 南縣南工店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一段340號

510 田厝7-11(原蔦松腳) 07:30 茶的魔手田厝店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一段686號

512 德南國小 07:34 伍佰眼鏡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226號

513 仁德教會 07:36 祥仁診所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438號

515 仁德國小 07:38 肉燥飯魚肚湯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8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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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崙仔頂 07:15 崙子頂公車站 臺南市新化區崙頂里崙仔頂143號

A09 新化加油站 07:22 名人加水站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575號

A10 新化農會 07:24 哈達客東山鴨頭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261號

A13 埤仔頭 07:30 葉子菁流行檳榔 臺南市關廟區關新路二段27號

904 五期消防 07:05 消防局第六大隊永華分局(接近樹邊)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206號

903 大世紀(小北百貨) 07:10 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811號

908 民族路臨安路口 07:17 臨安路民族路三角窗(臨安路上) 臺南市北區臨安路一段134號

910 三信分社 07:22 老正牌 • 阿堯師雞蛋糕 臺南市北區文賢路522號

912 彰化銀行 07:30 永和豆漿旁的娃娃機店(娃娃國)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4段458號

900 仁愛之家(公園路)(原團管區) 07:32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家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591號

600 臺南火車站後站 07:40 遠東百貨B1入口前(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89號

703 南保 07:22 臺灣的牛牛肉湯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三段285號

704 六甲 07:25 三口茶鮮果茶飲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一段989號

701 歸南國小 07:28 全家便利商店 歸仁大順店 臺南市歸仁區大順街170號

702 後市 07:30 腳底按摩招牌 臺南市歸仁區民權北路、民權五街路口

700 歸仁區區公所 07:32 歸仁區公所(中正北路)公車站(歸仁區衛生所對面)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

811 八甲 07:35 八甲公車站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386號

812 七甲 07:36 七甲公車站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二段252號

A14 媽廟 07:38 OK便利商店 歸仁媽廟店對面(和順路一段上)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三段、和順路一段路口

807 牛稠埔 06:20 臺南市關廟區中正路133號

804 五甲廟 06:18 秀秀檳榔 臺南市關廟區南雄路一段808號

805 關廟國中 06:25 關廟國中公車站 臺南市關廟區中山路二段168號

※以上路線、時間為暫定，開學後將依實際搭車人數重新安排。

※校車相關搭乘問題及繳費方式可詢問校車公司。

※校車公司：展億遊覽汽車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6)2386999    聯絡人：周小姐

※總務處 庶務組 (06)2362106分機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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