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車路線查詢表(區域) 1110509版

編號 站名 線名
1647 九如二路.嫩江街口(合盈服飾) 三民區
1646 九如三路.中華路口(全家) 三民區
1631 九如路.民族路口(彰化銀行) 三民區
1648 九如路科博館大門 三民區
2045 十全路.山東街(新悅花坊) 三民區
2044 十全路.松江街口(三美廣告) 三民區
2046 大昌二路.正忠路(全聯福利中心) 三民區
2941 大昌二路義昌路(遠傳電信) 三民區
3037 大昌路莊敬路口(揚菁瑜珈補習班) 三民區
3042 大昌路皓東路(茶的魔手) 三民區
3038 大裕路明誠路口(小北百貨) 三民區
2052 民族路.天祥路口(收容所) 三民區
3040 民族路.明誠路口(大樂公車站牌) 三民區
1841 河濱國小(建國市中路小北百貨) 三民區
2051 建工路建元路(東京藥局) 三民區
1845 建國路和平路口(7-11) 三民區
2043 博愛路北平街口(加油站) 三民區
2949 陽明溜冰場大門對面 三民區
2942 義華路澄清路口(中信房屋) 三民區
6241 鼎力路天祥路口(消防局) 三民區
3032 鼎力路鼎金後路(真善美幼稚園) 三民區
6235 鼎吉街明誠路口(7-11) 三民區
3033 鼎貴路鼎中路口(全家) 三民區
2951 澄清路佳瑪商店 三民區
3542 大社大新路金龍路7-11 大社區
721 大社中山路金龍路(萊爾富) 大社區

3522 大社農會超市 大社區
746 保社甲(旗楠路萬金路口) 大社區

5031 大寮國小(對面郵局) 大寮區
2321 中庄萊爾富 大寮區
4312 中庄郵局 大寮區
3612 台塑明月潭加油站對面(檳榔攤) 大寮區
9102 光明路建大輪胎 大寮區
928 光明路統一加油站(琉球路公車站牌) 大寮區

3145 江山村萊爾富(江山路.鳳屏二路口) 大寮區
3524 前庄紅綠燈(中正路前庄路口) 大寮區
1512 昭明保安宮廣場 大寮區
927 翁園光明路月天寺拱門 大寮區

3144 高屏大橋中油(鳳屏二路九和路口) 大寮區
1823 高雄女子監獄大門(出口處) 大寮區
1913 新厝(鳳林二路太子宮旁) 大寮區
3922 會結十字路口(萊爾富) 大寮區
1514 義仁村二頭海產店 大寮區
1914 過溪村(濃公路鳳林路民宅) 大寮區
7711 鳳林四路全聯福利中心 大寮區



6622 鳳林四路莊敬路口(寶島眼鏡)對面 大寮區
3923 潮寮華中南路(美廉社) 大寮區
2845 九曲堂(舒康藥局) 大樹區
3141 九曲堂火車站(早餐店) 大樹區
3142 九曲堂北極殿(九曲路) 大樹區
7342 大坑(美而美早餐店前) 大樹區
3229 大樹昆明寺公車站牌 大樹區
3227 大樹原溪埔分駐所 大樹區
4126 大樹農會 大樹區
345 小坪(自來水廠大門邊) 大樹區
347 井腳客運站 大樹區
346 井腳橋邊 大樹區

2847 水寮(大東藥局) 大樹區
2848 水寮十字路(立安診所) 大樹區
7343 台22線統嶺路(中油加油站) 大樹區
2842 竹寮綠陽山莊 大樹區
7346 佛光山(省道興田路口) 大樹區
3231 佛陀館旁(統嶺坑站牌) 大樹區
2844 兵營舊路口 大樹區
341 和山村(鳳梨石碑) 大樹區

3147 姑婆寮大廟 大樹區
3146 雄獅大地 大樹區
343 新吉庄(保安宮左邊站牌) 大樹區

3143 新鎮大樓(7-11旁傢俱行) 大樹區
3226 溪埔國中(大坑橋) 大樹區
342 興山橋邊 大樹區
150 興田站牌 大樹區
344 龍目車站(中華豆花對面) 大樹區

3643 二苓大業路口(山海豆漿) 小港區
842 大坪頂(大平路7-11)對面 小港區

2311 小港公車站(台糖門市) 小港區
3645 小港平和路崇明街口(全家) 小港區
3644 小港區平和路(大港超市) 小港區
2211 山明路.水秀路口(全聯) 小港區
1746 中心路沿海路口(公車站牌) 小港區
2221 中安路承毅汽車材料行 小港區
2248 中安路金座大樓(原燦坤) 小港區
841 太平國小 小港區

2222 孔鳳路新昌路口(幼幼牙科) 小港區
1811 宏平路(金港挫冰) 小港區
3611 桂林孔鳳路(101書局) 小港區
1822 高鳳路中安路口阿嬤碗粿 小港區
822 高鳳路孔宅7-11 小港區
821 高鳳路過埤路口(萊爾富) 小港區

1337 萬應公旁(鳳興路鳳西街口) 小港區
5941 漢民路(蕭達福骨科) 小港區
1336 鳳林國小大門 小港區



1741 鳳鳴國小大門口 小港區
1742 鳳鳴路家的早餐 小港區
5638 八德西路永仁街口(大流通超市) 仁武區
9154 八德西路京富路(許家美食館) 仁武區
9152 八德南路澄觀路(金玉堂) 仁武區
3031 大灣國中八德南路口(燒肉店) 仁武區
541 仁武區公所 仁武區
534 守仁藥局(仁心路7-11) 仁武區
533 烏林村南興巷路口 仁武區
535 登發國小大門口 仁武區
531 陽明山莊(玉清宮對面) 仁武區

3824 鳳仁路仁雄路口(全家對面) 仁武區
4543 鳳仁路水管路(大高雄鵝肉店) 仁武區
2147 鳳仁路新生路(興達碳烤) 仁武區
8942 鳳仁路灣內街7-11 仁武區
5635 仁武台塑中華社區(公車站牌) 仁武區
6233 高楠新村(門口) 仁武區
4121 內門南海紫竹寺 內門區
4122 內門消防分隊(阿菁麵店) 內門區
4123 南屏路觀亭村(客運站牌) 內門區
8533 溝坪里媽祖廟前空地 內門區
932 六龜國中(中油加油站) 六龜區

1122 復興站牌 六龜區
939 新威站牌 六龜區
942 新寮站牌 六龜區

1634 左營大路.聖公路口(義美食品) 左營區
1641 左營北站(區公所旁7-11) 左營區
1642 左營農會(左營大路) 左營區
6234 民族路重愛路口(7-11) 左營區
3035 自由路明誠路口(德科隆廚俱) 左營區
3041 自由路重立路(永和豆漿) 左營區
2021 自由路華夏路口(全家) 左營區
3043 自由路新庄仔路(佳音) 左營區
1162 海青工商(公車站) 左營區
2042 博愛路.崇德路口(東京藥局) 左營區
6242 博愛路.新莊路口(漢神巨蛋) 左營區
2022 博愛路重信路口(享溫馨KTV) 左營區
2041 博愛路重愛路口(富邦銀行) 左營區
3034 榮總路(榮總2號門) 左營區
3825 永安(維新嘟嘟寶早餐店) 永安區
3826 永安門 永安彌陀區
2135 保寧村全家便利對面 永安彌陀區
2137 南安國小大門 永安彌陀區
2132 彌陀消防隊 永安彌陀區
2149 彌陀國中大門 永安彌陀區
3211 甲仙7-11超商 甲仙區
1102 公館(甲仙中油站) 甲仙區



3240 寶隆車站牌 甲仙區
1101 八張犁站牌 杉林區
3238 十張犁車站牌 杉林區
3243 月美(美美檳榔攤) 杉林區
3244 杉林國中(省道與中學巷口) 杉林區
1103 高欣超市 杉林區
3234 新庄(土地公廟口) 杉林區
3242 新厝子 杉林區
1382 介壽東路友情路口(中油加油站) 岡山區
3822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柳橋東路.岡山路) 岡山區
3842 本洲五街省道路口(7-11) 岡山區
3836 本洲維新路(維洲7-11) 岡山區
5636 岡山文化中心轉角(介壽路.岡山路口) 岡山區
3823 岡山軍公教福利中心(柳橋西路.仁壽路) 岡山區
3835 岡山國中後門(大德大仁路口) 岡山區
3834 岡山教會(新光銀行) 岡山區
3827 岡山-鑫輪輪胎行(省公路河華路口旁) 岡山區
3828 嘉峰路宮中街口(站牌) 岡山區
3833 嘉興國小7-11對面(東威檳榔) 岡山區
3832 嘉興橋(生水汽車對面) 岡山區
5831 中芸順成車業行 林園區
1743 中門路7-11 林園區
1911 中厝(三元殿對面) 林園區
3941 汕尾(北汕路168號) 林園區
1912 林內土地公廟 林園區
4221 林園舊全聯(忠孝路) 林園區
1744 沿海路頂厝路(豐寶釣具) 林園區
1511 潭頭公車站牌 林園區
1915 潭頭路(中厝農會) 林園區
3837 山中客土雞城(環球新生路口) 阿蓮及路竹區
2154 竹戶7-11(台17華正路口) 阿蓮及路竹區
3839 阿蓮玉庫村(滿祥電池) 阿蓮及路竹區
6151 阿蓮農會 阿蓮及路竹區
3851 省道環球路口(中油加油站) 阿蓮及路竹區
1381 埤子尾公車站牌 阿蓮及路竹區
3821 路竹中山路忠孝路口(85度C) 阿蓮及路竹區
3841 路竹高新醫院(全家) 阿蓮及路竹區
3840 路竹第一銀行(中山路民強街) 阿蓮及路竹區
3838 環球路大智路7-11 阿蓮及路竹區
1843 七賢二路中山路口(珍妮蘇婚紗) 前金區
1848 七賢二路自立路口(正忠排骨) 前金區
1842 七賢二路自強一路(猋師傅) 前金區
2746 一心路民權路口(丁丁藥局) 前鎮區
2247 中安路明鳳三路(朝天宮) 前鎮區
2742 民權路二聖路口(公車站牌) 前鎮區
231 好市多(正勤路與中華五路口) 前鎮區

6741 佛公國小大門 前鎮區



2011 保泰路公正路口(前鎮圖書館) 前鎮區
1142 前鎮國中側門呷尚寶早餐店(康定路新衙口) 前鎮區
223 草衙(第七分局) 前鎮區

1141 草衙二路南衙路口-果汁店 前鎮區
2741 勞工公園(復興路側門公車站牌) 前鎮區
9021 瑞隆路全國電子對面 前鎮區
224 德昌街德昌四巷路口 前鎮區
222 興仁國中大門(德昌路345號) 前鎮區
221 鎮興路、鎮洲路口(7-11) 前鎮區

C121 籬子內華南銀行(班超路凱旋路口) 前鎮區
922 中壇派出所旁 美濃區

1121 守巾寮拱門 美濃區
936 竹子門路口 美濃區

7031 南隆國中(中正路7-11) 美濃區
7036 美濃國中大門對面 美濃區
921 美濃郵局對面屈臣氏 美濃區
929 龍肚國中旁7-11 美濃區

2745 三多路體育場路口(愛來拍賣場) 苓雅區
2744 三信家商(日式涮涮鍋) 苓雅區
C223 大仁國中大門對面 苓雅區
1247 大遠百貨(三多路公車站) 苓雅區
8231 中正一路統聯客運站 苓雅區
8232 中正路195巷(司法新村大門) 苓雅區
1234 五福路大立百貨 前金區
8203 五福路文化中心大門 苓雅區
1246 四維路成功路警察局 苓雅區
2743 和平路三多路口(全國加油站) 苓雅區
1850 建國路輔仁路口(茶舖) 苓雅區
1248 新田路海邊路口(光榮碼頭門口) 苓雅區
1846 道明中學(高雄企銀) 苓雅區
9531 大舍村(林商號) 梓官區
9534 赤崁東路中正路口(活動中心) 梓官區
1131 赤崁東路251巷(民眾服務社) 梓官區
9532 赤崁南路赤崁派出所(對面早餐店) 梓官區
2143 典寶橋(省道嘉展路華豐輪胎行) 梓官區
1132 梓官中正路全聯(原漁故鄉) 梓官區
2142 梓官中油加油站(台17線) 梓官區
2134 蚵寮喜信基督教會 梓官區
9533 嘉展路嘉好路口(北極宮對面) 梓官區
3346 三欉竹(恆山南巷路口) 鳥松區
3342 仁美國小大門對面 鳥松區
6236 本館路旺來興食品 鳥松區
2047 本館路皓東路口(呷尚寶) 鳥松區
7631 長庚醫院(勞工局公車站牌) 鳥松區
3341 美山路.神農路口(萊爾富) 鳥松區
3344 神農路大同路口(中油加油站) 鳥松區
7632 神農路鳳仁路(合家歡超商) 鳥松區



3343 高碼新村客運站牌 鳥松區
5640 鳥松中正路文前路口(大茂自助餐) 鳥松區
5637 鳳仁路鳥松中油站對面早餐店 鳥松區
2048 澄清路本館路口(站牌) 鳥松區
2131 太爺中正路中華街口(全家) 湖內及茄萣區
2139 茄萣中油加油站 湖內及茄萣區
1216 海埔7-11 湖內及茄萣區
2138 興達國小大門 湖內及茄萣區
1844 七賢一路民族路(壹翔服飾) 新興區
1851 七賢一路林森路口(中華電信) 新興區
1849 七賢一路復興路口(全家) 新興區
8201 五福路民權路口(雄商公車站牌) 新興區
1235 五福路新堀江商場出入口 新興區
1244 永明診所(大勇五福四路) 鹽埕區
1245 福容飯店(左側紅珊瑚) 鹽埕區
2144 加昌路801巷陽信銀行 楠梓區
1083 芎蕉腳(芎林六街公車站牌) 楠梓區
1633 油廠國小捷運1號出口 楠梓區
2146 後勁國小對面(加昌路華城大旅社) 楠梓區
1632 國昌國中(右昌街7-11) 楠梓區
1161 捷運世運站1號出口 楠梓區
2148 援中港(德中加油站) 楠梓區
749 楠梓仁翔社區(常德路7-11) 楠梓區

2145 楠梓加工區(德惠德賢路多那之) 楠梓區
8342 楠梓地方法院(興南路.常德路口) 楠梓區
�8051 楠梓路消防隊對面(清豐站牌) 楠梓區
4541 楠梓路第一銀行對面(天后宮) 楠梓區
2050 三民家商(博愛路2號出口) 鼓山區
1645 仁心養老院(九如四路) 鼓山區
1644 內惟派出所(九如四路光陽機車) 鼓山區
1241 台電營業所(全家) 鼓山區
9041 明誠中學(捷安特) 鼓山區
1650 果貿新村公車站(左營大路靠近天橋) 鼓山區
1243 哈瑪星加油站(派出所對面) 鼓山區
6341 美術館路裕國街口(燦坤對面站牌) 鼓山區
1643 新峰車行(九如四路1991巷口) 鼓山區
8534 大林泰山宮 旗山區
3232 大林國小出口 旗山區
8535 元新水電行 旗山區
9251 合天大道院(公車站牌) 旗山區
4141 花旗山莊舊路口(檳榔攤) 旗山區
8532 埔姜林(旗甲華興路口) 旗山區
3338 圓富國中旁早餐店 旗山區
3221 圓潭郵局(對面) 旗山區
924 溪州國小大門 旗山區

7032 溪州新功農藥行旁公車站牌 旗山區
3224 溪州農會對面(阿惠早餐店旁) 旗山區



3220 旗山延平一路468巷(7-11) 旗山區
4131 旗山鼓山國小(旗甲路7-11) 旗山區
4125 旗山橋(吉祥檳榔) 旗山區
3235 旗尾美林加油站 旗山區
931 旗屏二路廣福-明和機車行 旗山區

9252 旗楠路武鹿巷口(美芝城) 旗山區
7033 旗楠路南勝湖ok超商 旗山區
4142 嶺口(嶺東加油站) 旗山區
6543 中洲渡船頭路口7-11 旗津區
2245 污水處理場門口 旗津區
2243 海岸公園入口處 旗津區
2246 旗津天聖宮 旗津區
3641 旗津廣濟宮 旗津區
2241 旗津衛生所(大客車停車場) 旗津區
2242 福壽宮(對面) 旗津區
7111 中正預校大門旁(公車亭) 五甲及其他地區
4832 中崙社區7-11(加水站) 五甲及其他地區
6623 五甲屈臣氏 五甲及其他地區
6132 五甲路台灣銀行(大樹藥局) 五甲及其他地區
3621 五甲路寶雅 五甲及其他地區
1212 忠孝國小(五甲活動中心) 五甲及其他地區
C221 武營路新甲北極殿 五甲及其他地區
C222 高雄區監理所大門 五甲及其他地區
6023 喜美雅歌(五甲鳳南路口) 五甲及其他地區
4831 瑞豐公車總站(瑞隆東路站牌) 五甲及其他地區
1072 過埤兒童公園公車站 五甲及其他地區
1071 鳳甲(九久商行) 五甲及其他地區
1011 鳳新高中 五甲及其他地區
1611 國泰路五甲路口(台糖加油站洗車機前) 鳳山區
1312 鳳山國泰公園 鳳山區
4623 上源加油站(鳳林藥局) 鳳山區
7622 大東國小(上海銀行) 鳳山區中山路線
1847 中山西路文山路口(當舖) 鳳山區中山路線
3321 中山東路小北百貨(輪胎行) 鳳山區中山路線
2711 光遠路警察局(對面) 鳳山區中山路線
2944 好來好去自助餐(遠傳電信) 鳳山區中山路線
2849 埤頂公車站牌(中山東路290巷全家) 鳳山區中山路線
6321 瑞興國小側門(康是美) 鳳山區中山路線
7621 鳳山市公所斜對面機車行 鳳山區中山路線
2712 鳳山地政事務所(順發3c) 鳳山區中山路線
2111 鳳山救國團大門 鳳山區中山路線
3511 鳳山郵政總局大門 鳳山區中山路線
711 鳳山關帝廟(合庫) 鳳山區中山路線

5921 大智路橋下海光四村路口(商店) 鳳山區建國路線
7623 全美餐廳(經武路建國路口) 鳳山區建國路線
2049 青年路,建國路7-11 鳳山區建國路線
6231 青年路文衡路口(中國信託) 鳳山區建國路線



7611 省鳳商工(永和豆漿) 鳳山區建國路線
1635 埤北路(萬應宮) 鳳山區建國路線
5632 鳳松路(園藝試驗所站牌) 鳳山區建國路線
2141 橋頭區公所(東齊超市) 橋頭區
745 鳳山厝派出所(7-11) 燕巢區

7341 樹德科技大學(路口) 燕巢區
4544 旗楠路深水派出所 燕巢區
7345 深水國小 燕巢區
741 瓊林(牌樓對面) 燕巢區
742 安招站牌(檳榔攤) 燕巢區
743 燕巢郵局 燕巢區
744 角宿媽祖廟對面 燕巢區
146 大同國中旁藝術館 屏東市

3734 大連路廣東路口 屏東市
143 中山路寶健醫院(尚品咖啡) 屏東市

4253 公正國中 屏東市
4636 公館龍華西路口(牛肉麵店) 屏東市
3736 和平民族路口(阿信海產店) 屏東市
7242 和生路、歸仁路口(鴨肉店) 屏東市
7251 和生路武成街(磅秤行) 屏東市
5543 和興站牌 屏東市
4252 泥水公會(復興南路) 屏東市
3735 屏東火車站(媽祖廟) 屏東市
3944 屏東高工旁7-11 屏東市
142 屏東高中(屏北TOYOTA) 屏東市

3733 海豐鎮安宮 屏東市
4634 棒球路復興路口(球場大門) 屏東市
4633 廣東路公園東路814百貨 屏東市
145 頭前溪客運站(優肯傢俱行) 屏東市
144 鶴聲國小(天恩寢俱) 屏東市

2342 九如鄉耆老村站牌 屏東-九如鄉
148 里港水利工作站 屏東-九如鄉
149 屏東九如冷水坑站牌 屏東-九如鄉
141 屏東九如鄉農會超市 屏東-九如鄉

4262 上樹村客運站 屏東-內埔鄉
4258 大新村(沈祈任回收站) 屏東-內埔鄉
4222 內埔北寧平昌路(德埔診所) 屏東-內埔鄉
7728 內埔燦坤大門 屏東-內埔鄉
4245 老埤公車站旁7-11 屏東-內埔鄉
4259 屏東科大大門旁7-11 屏東-內埔鄉
4251 建興村公車站牌 屏東-內埔鄉
7727 美和高中(萊爾富) 屏東-內埔鄉
4260 龍泉派出所前 屏東-內埔鄉
4223 豐田公車站牌下 屏東-內埔鄉
4344 竹田村鵝媽媽 屏東-竹田鄉
7726 (二崙村)山隆加油站對面 屏東-竹田鄉
7729 西勢(龍成路龍南路口) 屏東-竹田鄉



147 三部村中和路口(7-11) 屏東-里港鄉
7142 里港客運站 屏東-里港鄉
7141 茄苳腳(活動中心對面) 屏東-里港鄉
2334 載興村站牌(土地公廟) 屏東-里港鄉
1545 石光見(中山路三山國王廟前) 屏東-佳冬鄉
2542 佳冬火車站前(客運站牌) 屏東-佳冬鄉
1544 羌園村口(羌光路) 屏東-佳冬鄉
2632 赤山派出所(東山建興路) 屏東-來義萬巒
2633 佳佐派出所(佳興路) 屏東-來義萬巒
7721 來義古樓覺修宮 屏東-來義萬巒
2631 萬金天主教堂(萬聖路天天樂超商) 屏東-來義萬巒
2634 萬巒鄉公所 屏東-來義萬巒
4033 大潭(沿海大潭路全家超商) 屏東-東港鎮
4341 東港東昇餐廳 屏東-東港鎮
4342 東港橋下(中正沿海路口路口) 屏東-東港鎮
2531 太源村(太源路口) 屏東-枋山枋寮
1543 水底寮7-11 屏東-枋山枋寮
2545 加祿國小 屏東-枋山枋寮
2541 東海(省道站牌) 屏東-枋山枋寮
2548 枋山站牌 屏東-枋山枋寮
1542 枋寮客運總站 屏東-枋山枋寮
2549 楓港客運站 屏東-枋山枋寮
2546 嘉和客運站 屏東-枋山枋寮
2544 林邊中山路郵局 屏東-林邊鄉
4641 長治消防隊前 屏東-長治鄉
4631 長治圓環(7-11對面站牌) 屏東-長治鄉
4642 崙上巨蛋 屏東-長治鄉
4640 德協活動中心 屏東-長治鄉
4643 繁華農會(永和豆漿對面) 屏東-長治鄉
4031 中正路興農路口崁頂廟口(北極宮) 屏東-崁頂南州
4032 南州大廟(人和路三民路口代天府) 屏東-崁頂南州
2333 下新南勢公車站牌(大眾超市) 屏東-高樹鄉
2312 大津橋頭(客運站牌) 屏東-高樹鄉
3742 南華村站牌 屏東-高樹鄉
3741 高泰國中三民路7-11 屏東-高樹鄉
2331 高樹民眾服務社 屏東-高樹鄉
2313 新豐檳榔攤(長美明義路口) 屏東-高樹鄉
2332 聖恩醫院(田子村) 屏東-高樹鄉
2336 舊寮國小對面 屏東-高樹鄉
3740 關福國小 屏東-高樹鄉
1541 新埤加油站(屏鵝公路) 屏東-新埤鄉
1024 萬安加油站 屏東-新埤鄉
1022 萬隆村法蓮寺 屏東-新埤鄉
1547 箕湖村民眾路土地公廟 屏東-新埤鄉
1021 餉潭大廟前 屏東-新埤鄉
1023 寶水泉站牌 屏東-新埤鄉
648 五房子車站(雙園大橋下往林園方向) 屏東-新園區



643 仙吉加油站對面檳榔攤 屏東-新園區
642 仙吉國小(仙公廟派出所) 屏東-新園區
641 香社客運站旁雜貨店 屏東-新園區
647 烏龍信用合作社(對面7-11) 屏東-新園區
646 港西客運站 屏東-新園區
644 新吉庄客運站(興安路港庄路口) 屏東-新園區

4637 社口夏北村7-11 屏東-萬丹鄉
4256 社皮(信志監控) 屏東-萬丹鄉
4638 萬大橋下(萬順路崙頂路阿惠自助餐) 屏東-萬丹鄉
9011 萬丹國小斜對面合作金庫 屏東-萬丹鄉
3751 萬丹衛生所 屏東-萬丹鄉
4254 廣安OK超商 屏東-萬丹鄉
5544 磚寮村(宜興加油站前十字路口) 屏東-萬丹鄉
1025 九塊厝站牌(中華路興農農藥行) 屏東-潮州鎮
7723 四春潮來加油站(柒油加油區) 屏東-潮州鎮
7724 泗林活力早餐店門口 屏東-潮州鎮
1548 茂隆骨科大門 屏東-潮州鎮
1026 劉厝彭城路冠軍機車行 屏東-潮州鎮
7751 潮州(四春大智路口麥味登) 屏東-潮州鎮
1027 潮州玄天宮旁 屏東-潮州鎮
5531 高朗三民民治路(聖母宮) 屏東-鹽埔鄉
3731 鹽埔農會 屏東-鹽埔鄉
3732 鹽埔新庄(萊爾富) 屏東-鹽埔鄉
5541 彭厝村福德祠前 屏東-鹽埔鄉
5542 洛陽村十字路口 屏東-鹽埔鄉
4249 麟洛台1線民權路口(永和豆漿) 屏東-麟洛鄉

4 客運

3 鐵馬

2 徒步

6 接送

1 住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