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7月28日 修訂/列印

光復國小 土庫新庄廟口 港尾(土地公廟) 羅厝(東興國小) 崙背(土地公廟榕樹) 崙背全聯福利中心 崙背書局

06:20 06:20 06:23 06:25 06:27 06:30

全宥－程從 五魁(丁字路) 大有(廟邊/萊爾富店) 褒忠北興寮 褒忠佑幼診所 元長-溪底 頂山內(信吉加油站) 蔥仔寮

816-RR 06:35 06:37 06:40 06:50 06:50 06:52 06:55

0910-594-208 ※山內

※週末行駛返鄉專車

返鄉-周末轉搭 褒忠佑幼診所 羅厝

返校-周一轉搭 港尾 羅厝

校二車 台西崙豐－火燒牛稠 台西158甲與17線路口 台西蚊港(廟前)
台西草寮－金泉食品

行招牌處
台西五港(早餐店)

台西(水利會、便利商

店)
東勢龍潭(忠孝路)

成吉-陳蔓富 06:00 06:00 06:10 06:12 06:18 06:23 06:30

441-EE 東勢監理站 東勢萬安旅社 東勢派出所
東勢台西客運、日統

客運
東勢基督教會 東勢新馬教練場

月眉

(月興宮、幼稚園)

0937-657-033 06:32 06:32 06:33 06:33 06:33 06:33

返鄉-周末轉搭 東勢龍潭 東勢萬安旅社 蚊港

返校-周一轉搭 東勢龍潭 東勢萬安旅社

校三車-揚子 北港麥當勞(台糖對面) 北港（電力公司） 北港新街(北辰派出所) 北港新街(全家便利店)

元長東庄(元長工業區

前，對面中壢車體)閃

黃燈處

客厝國小
頂寮中坑路（十字路

口）

林段賢 06:18 06:20 06:23 06:23 06:28 06:29 06:32

260-WG 元長(台西客運站牌) 五塊村(元長信義國小) 元長元東路(敖峯宮) 元長子茂
土庫秀潭(台西客運站

牌)
元長卓運厝 客厝四股寮

0939-992-080 06:33 06:35 06:38 06:41 06:50

元長瓦窯 元長鹿寮(鹿南薛府宮) 元長鹿寮(鹿北活動中心) 土庫(下庄)

06:53 06:56 06:57 07:00

返鄉-周末轉搭 元長子茂 元長瓦窯

返校-周一轉搭 北港麥當勞 元長瓦窯 北港電力公司

校四車 西螺農工 西螺水利會
西螺延平路交叉口7-11店

（西興南路）
西螺文昌國小 西螺埔心(7-11店)

西螺平和南路/興農西路

口

新社(西螺果菜市場入口)

集福香舖

全宥-陳長河 06:20 06:23 06:28 06:30 06:32 06:40 06:40

9U-868 西螺頂湳 西螺七座
西螺下湳(車牌處往南30公

尺十字路口)
虎尾郵局

0928-344-617 06:40 06:45 06:50 07:03

返鄉-周末轉搭 西螺七座 下湳里 西螺頂湳 西螺果菜市場 虎尾郵局 西螺水利會 西螺延平路7-11店

西螺埔心

返校-周一轉搭 西螺埔心 西螺七座 西螺水利會 西螺頂湳 西螺新社果菜市場

校五車-揚子 西螺鹿場(閃黃燈前) 莿桐如花檳榔(台1) 莿桐中油加油站 莿桐鄉公所(電信局)
莿桐孩沙里(福天宮閃

黃燈)
莿桐饒平(德興超市) 莿桐饒平(紅竹口)

莊焽丞 06:10 06:17 06:22 06:25 06:28

261-WG 莿桐饒平國小7-11店 西螺大新里(豆皮廠) 西螺大新里戲台(閃黃燈)
西螺交流道7-11店(小

茄苳社區)
西螺埤頭公車招呼站 西螺多多毛巾

西螺公館(紅綠燈路口加

水站)

0921-507-130 06:32 06:37 06:38 06:44 06:47 06:54 06:55

上學行駛順序 半路店(黑松配送站) 埒內合來傢俱(閃黃燈) 埒內轉彎處 (冰塊) 大圳下(大橋頭餐廳)

06:58 07:00 07:02

返鄉-周末轉搭 莿桐孩沙里 莿桐饒平國小 西螺鹿場

返校-周一轉搭 莿桐饒平國小 西螺鹿場

校五車-揚子 林森路一段(東池便當)
埒內轉彎處(埒內小吃

部)
埒內合來傢俱(閃黃燈) 半路店(黑松配送站)

西螺公館(十字路口紅

綠燈前)

雲156及雲77(閃黃燈路

口)
西螺鹿場(閃黃燈前)

放學行駛順序 如花檳榔(台1) 莿桐國小(台1十字路口紅綠燈) 莿桐中油加油站 莿桐鄉公所(電信局) 莿桐孩沙里(福天宮閃黃燈) 莿桐饒平(德興超市) 莿桐饒平(紅竹口)

西螺大新里(豆皮廠) 西螺大新里(豆皮廠) 西螺大新里戲台(閃黃燈) 西螺交流道7-11店振興路) 西螺埤頭公車招呼站

校六車 *永光外環道7-11店 *永光（振元中藥行）
永光全家便利商店(加比山

工廠)
永光國小 永光(林老師安親班)

*古坑

(宏展公司/福祿壽酒廠
*古坑（鄉公所）

泰川-陳俊元 06:15 06:15 06:18 06:19 06:20 06:22

360-KK 古坑（郵局） 古坑（林炳煌診所） *古坑-頂好大賣場 *古坑（田心）
古坑鄉－水碓路(古坑

路紅綠燈口)
古坑東和國小 *斗六（天下一家社區）

0919-698-701 06:24 06:27 06:28 06:28 06:31 06:36 06:38

斗六（南聖宮門口）
斗六(雲科大側門/帝寶

建案)
斗六大崙(崙北路口) 斗六崙豐里濟化宮 斗六崙豐里大年宮 斗六溝壩（國小） 斗南馬自達(順益汽車)

06:40 06:45 06:47 ※放學行駛 06:48 06:50 06:55

斗南民眾服務站 斗南麥當勞
斗南公準加油站(往大埤十

字路口)

06:55 06:58 07:04

返鄉-周末轉搭 斗六大崙 斗六南聖宮 斗六大年宮 斗六溝壩 斗南民眾服務站 斗南麥當勞 古坑水碓

古坑東和國小 古坑林炳煌診所

返校-周一轉搭 古坑水碓 斗六南聖宮 斗南麥當勞 古坑東和國小

校七車 大埤怡然村 大埤尼姑庵 大埤(圓環)宏佳騰機車行

大埤松竹村(往圓環方

向直走至松竹村轉角

路口)

大埤尚義村(文英宮) 斗南石龜(四維路) 石龜國小(側門)

全宥-蔡進森 06:20 06:21 06:23 06:25 06:28 06:32 06:35

187-AA 斗南林子里(全家商店)
斗南舊社((新生三路

口)

斗南東明國中東側(中興路

與大安路口)

斗南舊六房媽祖(7-11

商店)
斗南焜信託車店 大成商工(全家便利店)

虎尾高中側門中華電信

工程部門口

0953-812-900 06:38 06:40 06:45 06:48 06:50 06:54 06:57

返鄉-周末轉搭 大埤松竹村 斗南焜信託車行 斗南舊六房媽祖 斗南舊社新生路口

返校-周一轉搭 斗南舊六房媽祖 斗南舊社新生路口

揚子高級中學106學年度 通學生 日間校車行駛路線/時間表

校一車



106年7月28日 修訂/列印揚子高級中學106學年度 通學生 日間校車行駛路線/時間表

校八車 斗六體育場(近府文路) 斗六麥當勞 斗六中華影城 斗六（大吃市） 斗六公正派出所對面
斗六明德北路與育英北

街(7-11店)
斗六正心中學（7-11店）

全宥-謝宗憲 06:10 06:14 06:16 06:20 06:25 06:28 06:35

726-YY 斗六（虎溪） 惠來厝 惠來國小
崁腳(三郎平價中心/

招呼站)
崁腳(涵洞) 中溪（國小） 大庄

0913-556-967 06:36 06:41 00:41 06:42 06:42 06:45 06:49

返鄉-周末轉搭 大庄 斗六大吃市 斗六中華影城 斗六虎溪 斗六公正派出所 斗六正心中學 斗六明德北路7-11店

返校-周一轉搭 斗六中華影城 斗六虎溪 斗六公正派出所 斗六正心中學

校九車 石榴(福懋加油站) 石榴(派出所) 斗六文化路-萬八快炒店 斗六鎮東國小 斗六台灣銀行 斗六圓環(中國信託) 斗六公誠國小(前門)

泰川-黃啟明 06:15 06:18 06:20 06:30 06:32 06:34 06:37

971-MM 斗六(百利大樓)
斗六(萬湖傢俱行對面

全家商店)
斗六保長國小 斗六久安 斗六天元小築(加油站) 斗南新庄 斗南全家超商

0919-053-339 06:38 06:40 06:42 06:45 06:47 06:48 06:51

斗南文安國小(公車牌)

06:51

返鄉-周末轉搭 文安國小 斗六圓環 斗六車站 斗六台灣銀行 斗六百利大樓 斗六石榴

返校-周一轉搭 斗六百利大樓 斗六石榴 斗六台灣銀行

校十車 安定（國術館） 永定（派出所） 永定大華 義庄（竹圍） 義庄（丁字路） 楊賢（庄南路） 荷包嶼（北邊）

成吉-劉登誠 06:15 06:17 06:22 06:24 06:25 06:28 06:34

442-EE 荷包嶼（安平宮廟邊） 油車(丁字路口7-11店) 大義崙（廟邊） 廉使(全家商店)

0960-292-227 06:36 06:35 06:40 07:00

返鄉-周末轉搭 二崙田尾 永定 油車

返校-周一轉搭 *永定大華

校十一車 褒忠後壁湖 褒忠復興國小
褒忠馬鳴山

(廟口超商十字路口)

褒忠馬鳴山

(十字路口)
褒忠六塊寮(廟口) 褒忠六塊寮

褒忠召安藥局

(十字路口)

成吉-廖家宏 06:20 06:25 06:26 06:26 06:30 06:31

840-QQ
褒忠莘圃文理補習班

-(舊日統客運站)
馬光郵局 馬光（農會前、7-11店） 後埔 (鉅天宮對面) 大屯(夢都髮廊) 大屯派出所 大屯過興農約100公尺

0979-083-509 06:32 06:34 06:34 06:36 06:37 06:38 06:39

虎尾下湳（廣雲宮） 虎尾北溪厝

※放學時段行駛 ※放學時段行駛

返鄉-周末轉搭 馬光郵局 褒忠龍岩 褒忠有才村 馬光農會

返校-周一轉搭 馬光郵局 馬光農會

校十二車 二崙田尾(頂庄) 二崙田尾 二崙（派出所） 二崙（崙西廟） 三和(宏奇纖維場) 三塊厝 十八張犁

全宥-蔡曉柔 06:25 06:25 06:30 06:30 06:35 06:35 06:35

199-YY 三和國小 湳仔(活動中心) 吳厝(全家商店)
中正國小(安溪寮-劉

記水餃)

0903-252-555 06:40 06:40 06:43 06:50

返鄉-周末轉搭 湳仔 二崙崙西廟 吳厝

返校-周一轉搭 湳仔 二崙崙西廟 *油車 06:20 *油車荷包嶼 06:20

校十三車 崙背枋南村(庄內大轉角) 崙背舊庄 豐榮國小(對面) 施厝寮
麥寮橋頭(7-11店十字

路口)
麥寮沙崙後（廟口） 麥寮瓦窯土地公廟

成吉- 陳另顏 06:00 06:05 06:08 06:13 06:15 06:21 06:24

518-JJ
麥寮衛生所*國二學生8

人
東勢同安(廟口) 褒忠有才村(紅綠燈)

褒忠田洋村

(龍岩派出所)

褒忠龍岩

(建成億傢俱行)
馬光朝厝

0910-378-526 06:28 06:35 06:37 06:38 06:40 06:45

返鄉-周末轉搭 東勢同安

返校-周一轉搭 東勢同安 褒忠龍岩

校十四車-揚子 麥寮後安(7-11店) 麥寮衛生所 東勢阿坤厝 東勢安南國小 土庫國中(萊爾富店)
土庫苗大通行-全聯福利

中心 土庫舊公所-全家店

賴明安 06:20 06:30 06:37 06:39 06:50 06:51 06:52

262-WG 土庫圓環

0972-353-670 06:54

返鄉-周末轉搭 土庫舊鎮公所 *土庫國中

返校-周一轉搭 土庫舊鎮公所

校十五車-揚子 中華特區-全家商店
斗南大東國小－西伯

里
平和厝(岔路)

※虎尾台糖加油站(光

明站)

※大成商工(全家便利

店)
虎尾五福圓(博士的家) 虎尾東仁國中

廖萬詳 06:40 06:40 06:53 ※放學時段行駛 ※放學時段行駛 06:57 06:58

259-WG
虎尾博愛路口(金田水果

行)
虎尾天后宮 虎尾(新市鎮大樓) 虎尾(湯圓泳池) ※此大成商工站、光明路為登記放學單程者。

0965-399-329 07:00 07:05 07:06 07:07

返鄉-周末轉搭 虎尾大成商工

返校-周一轉搭

校十六車 莿桐大美 莿桐國小(側門) 莿桐雲天宮(靠省道路口) 西螺大同3C店
尾寮路口(近台大/吳

厝)盈保汽車
尾寮路口(青雲宮北側) 尾寮路口(興農農藥行)

全宥-林奇秀 06:10 06:17 06:20 06:30 06:45 06:48 06:49

Z5-563 虎尾圓環 虎尾台中商銀對面

0917-205-087 07:00 07:01

返鄉-周末轉搭 大美 西螺大同3C 莿桐雲天宮 *西螺農工

返校-周一轉搭 莿桐雲天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