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點 時間 票價 地址

海寮 06:10 57 安定區海寮6-1號

十二佃(更改地點) 06:19 43 安南區海佃路4段496號 安佃派出所

土城子(更改地點) 06:29 72 安南區安中路6段685號 安南區漁會

海東國小(更改地點) 06:39 36 安南區安中路3段381號(站牌)

本淵寮 06:40 38 安南區仁安路153號

海尾廟 06:45 30 安南區海佃路2段367號

協成社區 06:50 30 安南區海佃路1段145號

大興街口 06:54 30 北區文賢路760號

地點 時間 票價 地址

阿蓮-ㄛ嗨優早餐店 06:17 94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203號

深坑-聖國商號 06:28 64 關廟區南雄路1段332號

關廟國中 06:33 52 關廟區中山路2段172號

善化寺 06:37 42 歸仁區中山路1段362號

後市-健康眼鏡 06:40 36 歸仁區中山路2段224號

地點 時間 票價 地址

歸仁區公所 06:29 40 歸仁區中山路2段2號

林仔-土魠魚焿 06:35 35 仁德區中山路128號

中正路 06:40 32 仁德區中正路2段853號

北保仔 06:42 30 仁德區中正路2段455號山葉機車(台電對面)

地點 時間 票價 地址

太子廟 06:38 30 仁德區太子路386號

慈幼工商 06:42 30 東區裕農路801號

光明街口 06:48 30 東區小東路281號

地點 時間 票價 地址

佳里站 06:14 88 佳里區文化路209號

三五甲 06:18 82 佳里區仁愛路199號

西港郵局 06:25 67 西港區中山路351號西港郵局前

新吉 06:32 51 安定區新吉7-11門市126-12號

長和街.北安路口 06:36 39 安南區北安路4段409號

新順7-11(原清虛宮站) 06:38 38 安南區北安路3段865-1號

黃昏市場 06:40 32 長溪路.北安路口(上豪汽車)

臺南女中110年上課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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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時間 票價 地址

郭得景耳鼻喉科診所 06:39 30 仁德區中山路450號

仁德區公所 06:40 30 仁德區中正路3段36號(站牌)

嘉南療養院 06:46 30 仁德區中山路870巷口

富農街口 06:48 30 東區東門路3段151號

地點 時間 票價 地址

新化教會對面 06:25 53 新化區中山路180號

竹子腳 06:30 48 新化區竹仔腳63-2號(站牌)

龍潭口 06:37 34 永康區中山北路345號

永康教會 06:38 34 永康區中山北路113號

永康農會 06:40 33 永康區中山南路635號

妙善寺 06:55 30 東區裕農路293號旁

地點 時間 票價 地址

西勢國小 06:34 37 永康區富強路1段219號

灣中7-11 06:35 34 永康區大灣路62號

大灣 06:36 33 永康區大灣路224號

大灣街 06:37 32 永康區大灣路438號

富邦銀行 06:40 30 永康區大灣路856號

漢聲電臺 06:43 30 永康區復興路134號

台灣銀行 06:45 30 東區小東路509號前

俗俗的賣(原後甲) 06:50 30 東區裕農路499號

地點 時間 票價 地址

二王 06:35 31 永康區中山南路427號

康福新城 06:37 30 永康區中山南路670號對面

中興 06:38 30 永康區中山南路中興公車站牌(豆漿嫂對面)

臺南高工 06:40 30 台南高工校門口旁邊公車站

全聯福利中心-永康中華 06:42 30 永康區中華路575號

地點 時間 票價 地址

鹽行 06:30 39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前

北安診所 06:43 30 安南區北安路二段133號

福安宮 06:45 30 北安路一段177-30號

地點 時間 票價 地址

永康農會 06:40 33 永康區中山南路6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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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票價 地址

土城子 72 安南區安中路6段656號

海東國小(原本安7-11) 36 安南區安中路3段381號(站牌)

本淵寮 38 安南區仁安路153號

海尾廟 30 安南區海佃路2段367號

協成社區 30 安南區海佃路1段145號

大興街口 30 北區文賢路760號

福安宮 30 北安路一段177-30號

地點 票價 地址

阿蓮-ㄛ嗨優早餐店 94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203號

深坑-聖國商號 64 關廟區南雄路1段332號

關廟國中 52 關廟區中山路2段172號

善化寺 42 歸仁區中山路1段362號

歸仁區公所 40 歸仁區中山路2段2號

後市-健康眼鏡 36 歸仁區中山路2段224號

郭得景耳鼻喉科診所 30 仁德區中山路450號

嘉南療養院 30 仁德區中山路870巷口

富農街口 30 東區東門路3段151號

地點 票價 地址

歸仁區公所 40 歸仁區中山路2段2號

林仔-土魠魚焿 35 仁德區中山路128號

仁德區公所 30 仁德區中正路3段36號(站牌)

太子廟 30 仁德區太子路386號

慈幼工商 30 東區裕農路801號

地點 票價 地址

佳里站 88 佳里區文化路209號

三五甲 82 佳里區仁愛路199號

西港郵局 67 西港區中山路351號西港郵局前

海寮 57 安定區海寮6-1號

新吉 51 安定區新吉7-11門市126-12號

長和街.北安路口 39 安南區北安路4段409號

新順7-11(原清虛宮站) 38 安南區北安路3段865-1號

黃昏市場 32 長溪路.北安路口(上豪汽車)

北安診所 30 安南區北安路二段133號

臺南女中110年下課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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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票價 地址

龍潭口 34 永康區中山北路345號

永康教會 34 永康區中山北路113號

永康農會 33 永康區中山南路635號

中正路 32 仁德區中正路2段853號

北保仔 30 仁德區中正路2段455號山葉機車(台電對面)

地點 票價 地址

新化教會對面 53 新化區中山路180號

竹子腳 48 新化區竹仔腳63-2號(站牌)

西勢國小 37 永康區富強路1段219號

灣中7-11 34 永康區大灣路62號

大灣 33 永康區大灣路224號

大灣街 32 永康區大灣路438號

富邦銀行 30 永康區大灣路856號

漢聲電臺 30 永康區復興路134號

光明街口 30 東區小東路281號

地點 票價 地址

鹽行 39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前

二王 31 永康區中山南路427號

康福新城 30 永康區中山南路670號對面

中興 30 永康區中山南路中興公車站牌(豆漿嫂對面)

臺南高工 30 台南高工校門口旁邊公車站

全聯福利中心-永康中華 30 永康區中華路575號

俗俗的賣(原後甲) 30 東區裕農路499號

妙善寺 30 東區裕農路293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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