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中學107學年第二學期【
明道中學107學年第二學期【第二階段C
第二階段C班車】
班車】路線表
實施日期:108/05/06起
車號

C001

C002
C003
C005

C006

C007

C008

C009

C010

C011

C012

C013

停 靠 站 別

追分火車站 大肚加油站 大肚區公所 大肚育樂街 頂街 龍
井加油站 龍泉 龍山國小 太平路口 沙田天池街 福壽公
司 沙鹿光田 沙鹿童醫院 丹聯社區 鹿寮 清水電信局 清
水花旗銀
大道國中 龍井國小 二號橋 龍津國小 忠和診所 中央工業
路
龍海國小 中華永興路 中棲文匯路 中棲中央路 中
棲港埠路 國都飯店 清水牛埔 南社里
永安國小 西屯福康路 西屯玉門路 西屯都會園路 新庄路
口 屏西正德路 屏西正英路 北勢國小 北勢國中 竹林國小
金馬泰和 新光大樓 金馬茄苳 金馬永安路 彰美自強路 三
五紡織 彰美中興路 嘉犁派出所 和美加油站 和美警分局
和美順天 伸港加油站
快官 彰南彰德 大竹橋 彰南山中街 中庄子 彰化師大 信
生醫院 台灣戲院 曉陽中正 精誠中學 東芳國小 馬鳴山
崎溝子 日新國小 鹿港燦坤 台糖火車站 鹿港鎮公所
彰客保養廠 彰縣政府 彰化衛生局 南瑤宮 秀傳醫院 漢銘
醫院 南興國小 口庄 花壇 中莊 村上派出所 員林地方法院
員林水利會 員林市公所 員鹿東明路
喀哩國小 四德國小 頂茄荖 草屯新庄 敦和國小 炎峰國小
草屯太清宮 草屯民生路 佑民醫院 中正光華四路 中正光
榮西路 中興國中 民族加油站 民族復興 彰南祖祠
國光東榮路 國光德芳路 國光大里路 中興內元路 中興仁化
路 草湖成功路 吉峰路口 霧峰國泰 霧峰台銀 省議會 萬
豐 新豐 草屯玉山銀 草屯合庫
建成永和路 建成國光路 仁和台中 大智仁和路 國光大明
路 崇光國小 菩提醫院 省農會 新仁永豐路 長億社區 太
平國小 宜欣國小 樹孝育賢街 樹德十二街
美村南工學 復興國光路 酒廠 復興大智路 振興東光園路
振興東英路 東英樂業路 中山東英路 新高麥當勞 樹孝停車
場 803醫院 坪林 勤益科大
福平郵局 五權樂群街 五權公館 五權五權一街 中清五權
路 曉明女中 水湳德蕾 中清雷中街 中清敦化路 中清后
庄路 中清經貿七路 中清環中路 大華國中 大雅郵局 六張
犁(清泉崗大門)
環中昌平 環中崇德 頭張和平路 頭家厝 潭子合作街 潭子
公所 潭子國小 栗林村 文化新村 豐原中山成功路 豐原台
銀 豐原車站 南陽路口 水源路

司機姓名

電話

陳重均(辰翊)

0988978183

周懷恩(慶驊)

0985451668

宋意森(駿業)

0980033038

吳家慶(大自 0982然)
697235
楊雨淵(大自 0958然)
598416

蕭家任(勝景)

0919748789

蘇向榕(亞裕)

0986387899

廖志宏(金典)

0911792591

陳明煜(京贊)

0971169116

沈東瑞(華展)

0931458931

沈炳堯(詠將)

0937717473

張文徵(華展)

0985221596

車號

C014

C015

C016

C017

C018
C019
C020
C021
C022
C023
C024
C025

停 靠 站 別

復興新和街 美村南屯路 三民林森路口 忠信國小 中華民
權路 中華中正路
三民太平路 崇德北平 崇德漢口 文心
崇德 文昌國小 文心北屯路 僑孝國小 北屯松竹路
黎明永順路 黎明干城街 黎明地政處 黎明市政南二 黎明
市政路 黎明龍門路 黎明朝馬路 黎明福星西路 橫山 大雅
區公所 神林南路 上楓國小 社口 社皮 大湳里
黎明楓樹巷 忠勇五權西 安和協和南巷 協和國小 中港福安
路 中工三路 中港澄清醫院 中港玉門路 中港國際街 自
強新城 中蔗路口
昌平四平路 四民市場 松竹國小 昌平大連路 文心昌平路
東山旱溪西路 東山水景街 東山軍和街 東山軍功路 東山圓
環
林新醫院 惠來市政南二 惠來市政南一 惠中市政路 惠中市
政北3 惠民市政北二 河南中港路 河南上安路 青海河南路
河南西屯路 逢甲西屯路 逢甲青海
永春東一路 文心南五路 文心南一路 文心五權西 文心向上
路 大墩向上路 東興向上路 向上模範街 中港英才路
東興大墩一街 東興大墩五街 東興大墩七街 東興公益路
東興大業路 東興大隆路 青海漢口 西屯重慶路 西屯弘孝路
大墩文心南3 大墩南屯路 大墩五權西 大墩六街口 大墩公
益路 大墩大業路 中港大墩路
崇倫國中 忠明南五權七 忠明南向上路 忠明南公益路 中
港精誠路 西屯太原路 忠明路七街口 進化北山西 進化北
日盛銀 進化北路與北屯路口 進化興進路 力行國小
惠中五權西 文心公益路 文心大業路 文心大隆路 文心四
川路 文心河南路 文心華美西 文心山西 文心國小
美村五權五街 美村存中街 美村向上路 美村公正路 美村明
義街 健行博館路 健行西屯路 健行民權路 健行中清路
烏日啤酒廠 黎明互愛巷 黎明環中 南屯國小 黎明婦產科
黎明三和街 三厝里 黎明公益 文山國小 忠勇保安宮 忠勇
永春南

司機姓名

電話

蕭鎮耀(華展)

0938677220

潘文鑫(駿業)

0988062119

黃偉峰(全宥)

0966596026

楊清鴻(華展)

0903684375

張清標(大自 0933然)
543839
張倖壽(華展)

0911082822

張景亮(萬峰)

0921750653

蘇天福(華展)

0928175312

高豐田(長鴻)

0921747232

林德昌(華展)

0921375677

陳坤明(勝鴻)

0928982429

徐坤傳(大道)

0935979966

注意事項:
1.本次C班車路線請同學選擇就近站別上下車
就近站別上下車，
就近站別上下車，並上網查詢車號及座位。
並上網查詢車號及座位。
2.請同學攜學生證，從前門與校車車機感
應之後刷卡上車。
3.統一於18:20分發車放學。

總務處交通組

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