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中學107學年第二學期【B班車】路線表
實施日期:108/03/04起
108/03/04起
＊注意事項＊
1:此次路線有異動的站點均有字體加粗及加底線。
2:請同學務必詳查路線及放學車輛停放位置以免誤搭。
車號
B001

停 靠 站 別
中棲文匯路 中棲港埠路 梧農信用部 國都飯店 鰲峰中央路 清水牛埔
南社里
追分火車站(1~3
追分火車站(1~3人
(1~3人) 大肚加油站 頂街 沙田天仁街 沙田天池街 福壽公
司 沙鹿光田 鹿寮 清水電信局
追分火車站(1~4
龍井加油站 龍
追分火車站(1~4人
(1~4人) 營埔 社腳 大道國中 大肚區公所
泉 龍山國小 中華興國路 中華大智路
龍井國小 富總超市 二號橋 龍津國小 忠和診所 中央工業路 龍海國小
中央永興路 中央路珍珠港 中棲中央路

姓名

電話

方啟川(駿業)

0963-140809

陳添義(駿業)

0932-535556

張文通(駿業)

0928-988322

林榮華(阜康)

0985-118893

B007 屏西正德路 屏西正英路 北勢國小 北勢國中 沙鹿郵局

劉昱池(嘉鈜)

0938-626687

B008 南追分 山仔頂 大肚育樂街 茄投舊車路

陳兆家(慶驊)

0980-140595

B010 竹林國小 沙鹿童醫院 丹聯社區 清水花旗銀 中華高美路

李友仁(金翔亮) 0989-433969

B011 社皮 南陽路口 水源路 翁子 半張

劉坤輝(長鴻)

0912-654192

B012

盧永豐(長鴻)

0910-477558

B013 社皮 豐原台銀 大湳里 后里

張子訓(長鴻)

0952-643352

B015 神林南路 社口 神岡區公所

唐鈺燦(協一)

0979-122483

陳建達(東利)

0927-157897

B018 大華國中(7~8
大華國中(7~8人
(7~8人) 大雅區公所 上楓國小

吳錦坤(豐榮)

0965-152219

B019 環中昌平 潭子合作街 潭子國小

羅木欽(元盟)

0928-915071

B020 忠孝國小 光復國小 三民太平路 三民五權路 崇德北平 文心崇德

蘇哲賢(華展)

0939-590957

B021 美村南工學 五權南高工路

林德昌(華展)

0921-375677

B022 永春東一路 向心南路

陳坤明(勝鴻)

0928-982429

B023 大墩文心南 3 大墩南屯路

張倖壽(華展)

0911-082822

B024 惠來市政南二 惠來市政南一 惠中市政路 惠中市政北3
惠中市政北3

蘇天福(華展)

0928-175312

B025 文心南五路 文心南一路

徐坤傳(大道)

0935-979966

B002
B005
B006

B016

B026

頭張和平路 頭家厝 潭子公所 栗林村 文化新村 豐原車站

橫山 大華國中(8
大華國中(8人
(8人) 大雅郵局 大雅澄清醫院 秀山村 中清科雅路 六
張犁

豐原中山成功路 媽祖廟

國聖國小 中庄子 彰南山中街 大竹橋 台農工廠 彰南彰德 彰化牛埔里
張清標(大自然) 0933-543839
彰化台鳳里

B027 黎明三和街

張景亮(萬峰)

0921-750653

車號

停 靠 站 別

姓名

電話

B028 環中崇德 松竹國小 文心昌平

嚴守胤(全省)

0978-505158

B029 水湳德蕾教會 文心山西 文心國小

張凱智(長鴻)

0986-950276

陳秀明(大統)

0932-954253

B031 三厝里 黎明公益 黎明地政處 黎明朝馬路

陳啟祐(全省)

0985-313600

B033 永安國小 福雅安林路 西屯玉門路(8~10人)

謝信智(欣展)

0980-099931

B034 中港澄清醫院 中港國際街 坪頂

邱錦輝(欣展)

0989-828660

B035 忠勇永春南 忠勇保安宮 文山國小

方撫民(永發)

0932-296518

環中新民巷 忠勇五權西 安和協和南巷 協和國小 中港福安路(6
中港福安路(6人
(6人) 中
洪佳旺(全省)
工三路

0913-633632

B030

B036

中清環中路 中清經貿七路 中清后庄路 中清敦化路 全民醫院 中清雷
中街

B037 西屯玉門路(10~12
西屯玉門路(10~12人
(10~12人) 西屯福康路 西屯都會園路
B038

陳耀光(駿業)

0989-358780

中港福安路(6~7
中港福安路(6~7人
(6~7人) 中港玉門路 新庄路口 自強新城 中蔗路口 中富國
廖皆順(仁有)
宅

0961-090567

B039 文心向上路(16~18
文心向上路(16~18人
(16~18人) 文心公益路 文心大業路

鄭木源(東利)

0910-590589

B041

周永昌(詠將)

0912-332406

B043 東興大墩五街 東興公益路 東興大隆路 青海漢口

李加隆(全省)

0934-339889

B045 河南中港路 河南西屯路 西屯弘孝路 青海惠中路

王龍年(駿業)

0939-391444

B046 青海河南路 逢甲西屯路 逢甲福星路 黎明福星西路(14~16
黎明福星西路(14~16人
(14~16人)

廖炳林(辰翊)

0932-525978

B048 三厝里(17~19)
三厝里(17~19) 惠中市政北3(23~26
惠中市政北3(23~26人
3(23~26人)

吳在武(勝鴻)

0930-222077

B049 黎明公益(44人)

張雅輝(華展)

0938-855866

B050 快官 新厝 芬園社口 草屯新庄 敦和國小 草屯太清宮

蕭明憲(億豐)

0921-292587

溪壩農會 喀哩國小 四德成豐巷 四德國小 四德五福路 霧峰國泰 吉峰
楊樹木(勝鴻)
路口

0932-504228

B051

黎明永順路 黎明干城街 黎明市政南二 干城二站

B053 漢銘醫院 南興國小(11~12
南興國小(11~12人
(11~12人) 口庄 花壇 村上派出所
B054

李富國(大自然) 0988-838827

彰化師大 彰客保養廠 中山國小 彰化衛生局 南瑤宮 中央陸橋 秀水
李慶元(大自然) 0937-250081
加油站 埔姜崙 福興蕃花路 埔鹽

B055 新光大樓(22~23人) 三五紡織 嘉犁派出所 和美警分局

徐乃弘(大自然) 0910-568884

B056 金馬永安路(8~12
金馬永安路(8~12人
(8~12人) 彰美中興路

黃宴聰(華展)

0928-979832

粘文雄(勝景)

0922-302208

和美加油站 和美順天

B057 崎溝子 日新國小 鹿港鎮公所
B059

金馬永安路(0~4
金馬永安路(0~4人
(0~4人) 金馬彰草路 精誠中學 東芳國小 馬鳴山 鹿港燦坤
台糖火車站

B060 金馬茄冬 彰新自強 彰美自強路 辭修忠孝街
B061

新光大樓(8~12
新光大樓(8~12人
(8~12人) 陽明國中 信生醫院 民生國小 臺灣戲院 曉陽中正
秀傳醫院 南興國小(0~4人)

張進豐(大自然) 0932-542675
李淯城(勝景)

0921-313039

何永田(勝景)

0983-821230

車號

停 靠 站 別

姓名

電話

B062 金馬泰和 新庄國小 美寮德美路 伸港加油站 伸港福安宮

林建安(勝景)

0963-108525

B064 彰縣政府 彰化彰基 埔陽街口 海頓社區

楊萬煌(駿業)

0933-323685

B066 員林水利會(0~5
員林水利會(0~5人
(0~5人) 員林市公所

張建豪(大自然) 0937-246349

B067 員林水利會(9~14
員林水利會(9~14人
(9~14人) 莒光靜修路 員鹿東明路

梁賜郎(大自然) 0933-534440

B068 中莊 員林港尾 員林地方法院

趙文松(勝景)

0932-547475

B069 美村公正路 美村存中街 美村向上路(5
美村向上路(5人
(5人) 美村名義街

林坤清(勝景)

0928-979815

B070 大墩六街口 大墩向上路 大墩公益路

林根弘(詠將)

0932-520313

B071 惠中五權西 林新醫院

張哲華(亞裕)

0926-779983

B072 文心五權西 文心向上路(11~16
文心向上路(11~16人
(11~16人) 文心大隆路(7~8
文心大隆路(7~8人
(7~8人)

蔡瑞宏(大道)

0986-245089

西屯重慶路 西屯太原路 忠明七街口 中清忠明路 進化北山西 進化北
林昭廷(全省)
日盛銀 崇德進化北

0988-065350

B073

B074 北屯松山街 北屯松竹路 僑孝國小 文心北屯路 昌平大連路

蔣一昇(勝鴻)

0981-230386

B076 河南上安路 逢甲青海

林昱伸(詠將)

0985-147168

李俊傑(勝景)

0928-979829

B080 崇倫國中 忠明南五權西

楊志仲(仁有)

0915-963987

B081 文心大隆路(6~7
文心大隆路(6~7人
(6~7人) 文心四川路 文心西屯路 文心河南路 文心華美西

吳清魁(阜康)

0919-582429

B082 黎明市政路 黎明龍門路 河南市政北一

劉榮凱(勝景)

0922-286285

B083 昌平四平路 四民市場

何舜政(勝鴻)

0963-240359

B084 大墩五權西 大墩大業路 中港大墩路

林世庸(全省)

0985-105188

B085 東興大墩七街 東興向上路 東興大業路

張進隆(詠將)

0926-571306

B079 烏日啤酒廠 黎明互愛巷 黎明楓樹巷

南屯國小 黎明婦產科

惠民市政北二

五權樂群街 五權公館 五權五權一街 忠信國小 中華民權路 中華中正
劉永宏(一心)
路
草屯合庫 草屯玉山銀 佑民醫院 省府牌樓 中正光華四路 中正光榮
B090
謝其閔(勝鴻)
西路
B087

B091 新豐 中正登輝路 炎峰國小 草屯民生路

0988-007673
0972-299377

洪文鑫(萬峰)

0989-969627

蕭世忠(勝景)

0912-316765

B093 美村南屯路 美村向上路(3~4
美村向上路(3~4人
(3~4人) 健行博館路 健行民權路(2
健行民權路(2人
(2人)

林志忠(金典)

0953-788188

B094 東興大墩一街 中港精誠路 中港英才路

陳銘彬(長鴻)

0932-506033

B095 三民公館路 向上模範街 向上民權路 五權篤行路

黃國洲(欣展)

0952-030859

B096 建成永和路 建成國光路 建成合作街 東光太原路 東山軍功路

張慶峰(駿業)

0915-108220

B092

中投丁台 頂茄荖 半山
中興國中

彰南祖祠 民族復興 民族加油站 南投軍功

車號

停 靠 站 別

姓名
沈東瑞(華展)

電話
0931-458931

B099 下廓仔 下太平 太平國小 東平國小 一江橋 冬瓜山 車籠埔 七星

林建敦(華展)

0989-768885

B100 國光國小 南門合作街 仁和台中 大智仁和路

林朝霖(佑晟)

0932-507162

東英樂業路 十甲東英路 新高麥當勞 舊郵局 803醫院 坪林 勤益科
姜權眳(金典)
大

0928-088305

B098 大里公所 大里德芳南路 立人中學 菩提醫院

B101

崇光國小

B102 忠明南五權南 大明爽文路 國光大明路 國光東榮路 國光大里路

周政憲(協一)

0937-541300

B103 樹德十二街 樹孝育賢街

邱文秸(大道)

0910-539193

林資原(金典)

0985-906063

江新評(華展)

0937-722913

陳建安(駿業)

0927-668109

B104 旱溪東樂業 精武橋
B105

太原廍子路

樹孝停車場 兒童世界 宜欣國小 豐年社區

復興新和街 福平郵局 復興國光路 酒廠 復興大智路
東光園東門路 振興東光園路 振興東英路 中山東英路

建成大智路

B106 東山旱溪西路 東山倡和街 東山水景街 東山軍和街 東山圓環
B108

德芳南爽文 國光德芳路 中興現岱路 省農會 內新國小 新仁永豐路
長億社區

林錫賢(金翔亮) 0939-638375

B112 四德柳豐路 霧峰國中 霧峰台銀 省議會 光復新村 萬豐

鄧有程(全宥)

0987-208795

B113 仁化慈德路 成功仁化路 成功塗城路 草湖成功路 中興塗城路

陳明煜(京贊)

0971-169116

B115 忠明南五權七 忠明南向上路 忠明南公益路

江秉豐(全省)

0911-615423

健行西屯路 健行民權路(2人) 健行中清路 省三國小 北屯梅亭街 北
張朝明(詠將)
屯消防隊 文昌國小

0923-108459

B116

B117 五權中山路 中清五權路 中清英才路
B118

曉明女中 中清北平路

辜瑞珉(駿業)

0932-506764

建成台中路 建成樂業路 進化十甲路 進化精武路 力行國小 進化興
何森源(詠將)
進路 崇德漢口

0938-600271

B121 美村五權五街 健行學士路

寧浚騰(金翔亮) 0937-767670

B122 大甲火車站 大甲國小 大甲國中 大甲光田

蘇棋豪(華展)

1.請同學攜帶感應卡從前門與校車車機感應之後許可上車。
2.請同學注意放學時交通車停放位置，統一於17:20分發車。
3.請同學自行依各站公告時間提前2~3分鐘到站待車。

總務處交通組 製作

0923-585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