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市 29 個行政區至中山醫學大學附設文心院區之交

通路線規劃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文心院區院址：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註一：汽車以 95 無鉛汽油一公升 25 元計價 

＊註二：汽車油耗以一公升汽油可跑 10 公里計算 

＊註三：公車以無轉乘之路線為主 

＊註四：公車路線時間及票價皆以「台中市公車」網站之計算為主 



  

   

中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5 公里、25 分鐘（公車

23 分鐘＋步行 2 分鐘） 

2. 約 4 公里、19 分鐘（公車

18 分鐘＋步行 1 分鐘） 

刷卡：0 元（八公里

內免費） 

投幣：全票-20 元、      

半票-11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第二市場（三民路）→搭

乘 99/號公車→中山醫學大

學→步行至院區 

2. 由第二市場（三民路）→搭

乘 158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

學（建國北路）→步行至院

區 

火車 約 5 公里、12 分鐘（火車 6 分

鐘＋步行 6 分鐘） 

15 元（火車票） 1. 火車可能誤點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大慶站僅區間車

停靠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台鐵台中站（台中火車站）購

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後沿

建國南路一段直行後左轉至建國

北路一段→直行後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4 公里、12 分鐘 1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自由路二段直行接建國北路三段

→建國北路三段直行至建國北路

一段→右轉進入院區 

 

  



  

   

東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4.5 公里、22 分鐘（公車

20 分鐘＋步行 2 分鐘） 

2. 約 5 公里、24 分鐘（公車

23 分鐘＋步行 1 分鐘） 

3. 約 5 公里、30 分鐘（公車

22 分鐘＋步行 8 分鐘） 

1. 刷卡：0 元（八

公里內免費） 

2. 投幣：全票-20

元、      半票-11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台中國小→搭乘 73 號公

車→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

院區 

2. 由台中國小→搭乘 158 號公

車→中山醫學大學（建國北

路）→步行至院區 

3. 由興大附農→搭乘 58 號公

車→大慶活動中心→下車後

沿復興北路直行→右轉文心

南路→直行過平交道後院區

即在右側 

汽車 約 5.5 公里、15 分鐘 約 14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自由路三段直行接自由路二段→

繼續直行至自由路一段→接建國

北路三段→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

→右轉進入院區 

 

  



  

   

西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4 公里、20 分鐘（公車

18 分鐘＋步行 2 分鐘） 

2. 約 3 公里、12 分鐘（公車

11 分鐘＋步行 1 分鐘） 

3. 約 3.5 公里、15 分鐘（公車

13 分鐘＋步行 2 分鐘） 

4. 約 4.5 公里、26 分鐘（公車

20 分鐘＋步行 6 分鐘） 

刷卡：0 元（八公里

內免費） 

投幣：全票-20 元、      

半票-11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台中科大民生校區（三民

路一段）→搭乘 99 號公車

→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

區 

2. 由台中科大民生校區（三民

路一段）→搭乘 158 號公車

→中山醫學大學（建國北

路）→步行至院區 

3. 由土庫停車場（存中街）→

搭乘 159 號公車→中山醫學

大學→步行至院區 

4. 由土庫停車場（存中街）→

搭乘 79 號公車→大慶火車

站（大慶街）→下車後沿建

國南路一段直行→左轉至建

國北路一段→直行後院區即

在左側 

汽車 約 3.5 公里、10 分鐘 9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美村路一段直行→接美村路二段

直行→右轉進入建國北路二段→

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右轉進入

文心南路→院區即在右側 

 



  

   

南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4.5 公里、18 分鐘（公車

16 分鐘＋步行 2 分鐘） 

2. 約 6 公里、25 分鐘（公車

23 分鐘＋步行 2 分鐘） 

3. 約 8.2 公里、31 分鐘（公車

30 分鐘＋步行 1 分鐘） 

1. 刷卡：0 元 

（八公里內免

費）投幣：全票

-20 元、半票-

11 元 

2. 刷卡：全票-1

元、半票-0 元 

投幣：全票-21

元、      半票-11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大明國光路口→搭乘 53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學→步

行至院區 

2. 由中興大學（興大路）→搭

乘 73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

學→步行至院區 

3. 由中興大學（國光路）→搭

乘 158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

學（建國北路）→步行至院

區 

步行 約 0.6 公里、6 分鐘 

（由大慶火車站出發） 

0 元 1. 須注意交通狀況 

2. 須注意平交道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大慶火車站→出站後沿建國南路

一段直行後左轉至建國北路一段

→直行後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4 公里、12 分鐘 1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復興路二段直行至五權路交叉口

→左轉進入五權路→直行至台灣

大道二段交叉口→左轉進入台灣

大道二段直行→院區即在左側 

 

  



  

   

北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99：約 7 公里、30 分鐘

（公車 28 分鐘＋步行 2 分

鐘） 

2.  73：約 9 公里、40 分鐘

（公車 38 分鐘＋步行 2 分

鐘） 

1. 99：刷卡：0 元

（八公里內免

費）投幣：全票

-20 元、半票-

11 元 

2.  73：刷卡：全

票-2 元、半票-0

元、投幣：全票

-22 元、      半

票-11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搭乘

73/99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

學→步行至院區 

2. 由台中一中→搭乘 159 號公

車→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

院區 

汽車 約 2 公里、6 分鐘 約 5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中清路一段或台一乙線直行→

至台灣大道二段交叉口→左轉進

入台灣大道二段直行→院區即在

左側 

 

  



  

   

西屯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皆約 5 公里、20 分鐘（公

車 18 分鐘＋步行 2 分鐘） 

2. 約 7 公里、40 分鐘（公車

32 分鐘＋步行 8 分鐘） 

刷卡：0 元（八公里

內免費）投幣：全票

-20 元、半票-11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文心台灣大道口→搭乘

53/73/85 號公車→中山醫學

大學→步行至院區 

2. 由台中市後備指揮部→搭乘

79 號公車→大慶火車站（大

慶街）→下車後沿建國南路

一段直行→左轉至建國北路

一段→直行後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8 公里、20 分鐘 約 2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西屯路二段直行→至惠中路交

叉口→右轉進入惠中路→直行至

台灣大道二段交叉口→左轉進入

台灣大道二段→直行至忠明南路

交叉口→右轉進入忠明南路→直

行至建國北路一段交叉口→右轉

進入建國北路一段→直行至文心

南路交叉口→右轉進入文心南路

→院區即在右側 
 

  



  

   

南屯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皆約 3.5 公里、15 分鐘（公

車 13 分鐘＋步行 2 分鐘） 

2. 約 4 公里、16 分鐘（公車

14 分鐘＋步行 2 分鐘） 

刷卡：0 元（八公里

內免費）投幣：全票

-20 元、半票-11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文心森林公園→搭乘

53/85/73 號公車   →中

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2. 由文心森林公園（向上路）

→搭乘藍 10 公車→中山醫

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汽車 約 7 公里、15 分鐘 約 18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環中路四段直行→至環中路六

段及建國路交叉口→左轉進入建

國路→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及文

心南路交叉口→左轉進入文心南

路→直行後院區即在右側 

 

  



  

   

北屯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皆約 9 公里、40 分鐘（公車 38

分鐘＋步行 2 分鐘） 

1. 刷卡：全票-2

元、     半票-0

元 

2. 投幣：全票-22

元、      半票-11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路線耗時較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文心國小→搭乘 53/85 號公車

→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火車 約 8.5 公里、16 分鐘（火車 10

分鐘＋步行 6 分鐘） 

15 元（火車票） 1. 火車可能誤點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大慶站僅區間車

停靠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台鐵太原站（東光路）購票搭

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後沿建國

南路一段直行後左轉至建國北路

一段→直行後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9 公里、30 分鐘 23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崇德路二段直行→至崇德路一

段繼續直行皆三民路三段→直行

至三民路一段與建國北路二段交

叉口→右轉進入建國北路二段→

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及文心南路

交叉口→左轉進入文心南路→直

行後院區即在右側 
 

  



  

   

豐原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30 公里、一小時又 8 分

鐘（55/100 號公車 36 分鐘

＋轉乘 99 號公車 30 分鐘＋

步行 2 分鐘） 

2. 約 33 公里、一小時又 17 分

鐘（55/100 號公車 36 分鐘

＋轉乘 73 號公車 39 分鐘＋

步行 2 分鐘） 

1. 刷卡：全票-2

元、半票-1 元 

投幣：全票-44

元、半票-23 元 

2. 刷卡：全票-5

元、半票-2 元 

投幣：全票-47

元、半票 24-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文化新村搭乘 55/100 號

公車→一心市場→轉乘 99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學→步

行至院區 

2. 由文化新村搭乘 55/100 號

公車→一心市場→轉乘 73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學→步

行至院區 

火車 約 16 公里、26 分鐘 

（火車 20 分鐘＋步行 6 分鐘） 

20 元（火車票） 1. 火車可能誤點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大慶站僅區間車

停靠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台鐵豐原站（中正路）購票搭

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後沿建國

南路一段直行後左轉至建國北路

一段→直行後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24 公里、35 分鐘 6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4. 136 縣道有多處

彎道須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號）直

行→下 181-南屯出口→接五權西

路三段或 136 縣道→直行至環中

路四段交叉口→沿環中路四段直

行至環中路六段與建國路交叉口

→右轉進入建國路→直行至建國

北路一段及文心南路交叉口→左

轉進入文心南路→直行後院區即

在右側 
 



  

   

大里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7 公里、30 分鐘（公車

28 分鐘＋步行 2 分鐘） 

2. 約 11 公里、45 分鐘（公車

44 分鐘＋步行 1 分鐘） 

1. 刷卡：0 元（八

公里免費） 

投幣：全票-20

元、半票-11 元 

2. 刷卡：全票-10

元、半票-5 元 

投幣：全票-30

元、半票-15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層 

1. 由兒童藝術館

（中興路）→搭

乘 53 號公車→

中山醫學大學→

步行至院區 

2. 由兒童藝術館

（中興路）→搭

乘 158 號公車→

中山醫學大學

（建國北路）→

步行至院區 

汽車 約 4.5 公里、10 分鐘 約 12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成年人 

子女接送父母 

父母接送兒童 

沿德芳路二段直行→

接德芳路三段直行→

接文心南路→直行過

平交道後即到達目的

地 
 

  



  

   

太平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約 20 公里、一小時又 15 分鐘 

（公車一小時又 13 分鐘＋步行

2 分鐘） 

刷卡：全票-28 元、    

半票-13 元 

投幣：全票-48 元、    

半票-24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耗時較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華盛頓中學→搭乘 85 號公車

→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汽車 約 8 公里、20 分鐘 約 2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136 縣道有多處

彎道須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太平路直行→上太平橋→沿

136 縣道直行→直行至 136 縣道

與建成路交叉口→左轉進入建成

路→沿建成路直行至建成路與台

中路交叉口→右轉進入台中路→

沿台中路直行至與建國路交叉口

→左轉進入建國路→沿建國路直

行→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右轉

進入院區 
 

  



  

   

清水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40 公里、一小時又 37 分

鐘（169 號公車一小時又 9

分鐘＋轉乘 73 號公車 26 分

鐘＋步行 2 分鐘） 

2. 約 45 公里、一小時又 48 分

鐘（169 號公車一小時又

26 分鐘＋轉乘 159 號公車

20 分鐘＋步行 2 分鐘） 

1. 刷卡：全票-37

元、     半票-17

元 

投幣：全票-77

元、    半票-39

元 

2. 刷卡：全票-44

元、    半票-21

元 

投幣：全票-84

元、    半票-52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清水國中搭乘 169 號公車

→朝馬（台灣大道）→轉乘

73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學→

步行至院區 

2. 由清水國中搭乘 169 號公車

→科學博物館（台灣大道）

→轉乘 159 號公車→中山醫

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火車 1. 約 24.5 公里、46 分鐘（火

車 40 分鐘＋步行 6 分鐘） 

2. 約 42 公里、55 分鐘（火車

49 分鐘＋步行 6 分鐘） 

1. 38 元（火車

票） 

2. 47 元（火車

票） 

1. 火車可能誤點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大慶站僅區間車

停靠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台鐵清水站（中正街）購

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

後沿建國南路一段直行後左

轉至建國北路一段→直行後

院區即在左側 

2. 由台鐵台中港站（甲南路）

購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出

站後沿建國南路一段直行後

左轉至建國北路一段→直行

後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35 公里、40 分鐘 88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4. 136 縣道有多處

彎道須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臨海路直行→上國道四號→下

11-台中系統出口→繼續前行上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號）直行

→下 181-南屯出口→接五權西路

三段或 136 縣道→直行至環中路

四段交叉口→沿環中路四段直行

至環中路六段與建國路交叉口→

右轉進入建國路→直行至建國北

路一段及文心南路交叉口→左轉

進入文心南路→直行後院區即在

右側 
 

  



  

   

沙鹿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30 公里、一小時又 5 分

鐘（169 號公車 37 分鐘＋

轉乘 73 號公車 26 分鐘＋步

行 2 分鐘） 

2. 約 33 公里、一小時又 16 分

鐘（169 號公車 54 分鐘＋

轉乘 159 號公車 20 分鐘＋

步行 2 分鐘） 

1. 刷卡：全票-11

元、半票-5 元 

投幣：全票-51

元、半票-27 元 

2. 刷卡：全票-19

元、半票-8 元 

投幣：全票-59

元、半票-30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沙鹿高工（中山路）搭乘

169 號公車→朝馬（台灣大

道）→轉乘 73 號公車→中

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2. 由沙鹿高工（中山路）搭乘

169 號公車→科學博物館

（台灣大道）→轉乘 159 號

公車→中山醫學大學→步行

至院區 

火車 約 20 公里、41 分鐘（火車 35

分鐘＋步行 6 分鐘） 

34 元（火車票） 

 

1. 火車可能誤點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大慶站僅區間車

停靠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台鐵沙鹿站（中正街）購票搭

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後沿建國

南路一段直行後左轉至建國北路

一段→直行後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22 公里、35 分鐘 55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中龍路二段直行→接中龍路一

段繼續直行→接向上路五段直行

→上筏子溪橋→右轉進入環中路

四段→沿環中路四段直行至環中

路六段與建國路交叉口→右轉進

入建國路→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

及文心南路交叉口→左轉進入文

心南路→直行後院區即在右側 
 



  

   

大甲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皆約 42 公里、一小時又 20 分鐘 

（154 號公車 43 分鐘＋步行 2

分鐘＋轉乘 53/85 號公車 35 分

鐘＋步行 2 分鐘） 

刷卡：全票-60 元、

半票-30 元 

投幣：全票-100

元、半票-52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路線耗時較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大甲區公所搭乘 154 號公車→

下水湳→沿中清路步行至文心中

清路口→轉乘 53/85 號公車→中

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火車 1. 約 42 公里、55 分鐘（火車

49 分鐘＋步行 6 分鐘） 

2. 約 47 公里、一小時又 6 分

鐘（火車一小時＋步行 6 分

鐘） 

1. 55 元（火車

票） 

2. 62 元（火車

票） 

1.火車可能誤點 

2.通勤時間車內擁擠 

3.大慶站僅區間車停

靠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台鐵大甲站（中山路）購

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

後沿建國南路一段直行後左

轉至建國北路一段→直行後

院區即在左側 

2. 由台鐵日南站（中山路）購

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

後沿建國南路一段直行後左

轉至建國北路一段→直行後

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40 公里、46 分鐘 10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4. 136 縣道有多處

彎道須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經國路直行→接中山路一段直

行至中 15 鄉道交叉口→左轉進

入中 15 鄉道→直行至中 24 鄉道

交叉口→右轉進入中 24 鄉道→

直行至 132 縣道交叉口→左轉進

入 132 縣道→接福爾摩沙高速公

路（國道三號）→下 182-龍井出

口→右轉進入 136 縣道→沿 136

縣道直行→接向上路五段直行→

上筏子溪橋→右轉進入環中路四

段→沿環中路四段直行至環中路

六段與建國路交叉口→右轉進入

建國路→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及

文心南路交叉口→左轉進入文心

南路→直行後院區即在右側 
 

  



  

   

東勢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皆約 35 公里、一小時又 6 分鐘 

（153（副）號公車 44 分鐘＋

轉乘 53/73/85 號公車 20 分鐘

＋步行 2 分鐘） 

刷卡：全票-60 元、

半票-0 元 

投幣：全票-104

元、半票-22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路線耗時較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東勢→搭乘 153（副）號公車

→市警局→轉乘 53/73/85 號公

車→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汽車 約 38 公里、40 分鐘 約 95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中豐公路直行→右轉進入國道

四號→沿國道四號直行→下 11-

台中系統出口→進入中山高速公

路（國道一號）→沿國道一號直

行→下 178-台中出口→進入台

12 線→沿台 12 線直行至環中路

三段交叉口→右轉接環中路三段

→沿環中路三段直行至環中路六

段與建國路交叉口→右轉進入建

國路→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及文

心南路交叉口→左轉進入文心南

路→直行後院區即在右側 
 

  



  

   

梧棲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40 公里、一小時又 18 分

鐘（57/169 號公車 50 分鐘

＋轉乘 73 號公車 26 分鐘＋

步行 2 分鐘） 

2. 約 42 公里、一小時又 23 分

鐘（57/169 號公車一小時

又 1 分鐘＋轉乘 159 號公車

20 分鐘＋步行 2 分鐘） 

1. 刷卡：全票-21

元、半票-10 元 

投幣：全票-61

元、半票-32 元 

2. 刷卡：全票-30

元、半票-14 元 

投幣：全票-70

元、半票-36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梧棲國小搭乘 57/169 號

公車→朝馬（台灣大道）→

轉乘 73 號公車→中山醫學

大學→步行至院區 

由梧棲國小搭乘 57/169 號

公車→科學博物館（台灣大

道）→轉乘 159 號公車→中

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汽車 約 23 公里、35 分鐘 約 58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中棲路一段直行→直行至中棲

路與中興路交叉口→右轉進入中

興路→直行至中興路與中龍路二

段交叉口→左轉進入中龍路二段

→沿中龍路二段直行至中龍路一

段→接向上路五段直行→上筏子

溪橋→右轉進入環中路四段→沿

環中路四段直行至環中路六段與

建國路交叉口→右轉進入建國路

→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及文心南

路交叉口→左轉進入文心南路→

直行後院區即在右側 
 

  



  

   

烏日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3 公里、9 分鐘（公車 7

分鐘＋步行 2 分鐘） 

2. 約 4 公里、10 分鐘（公車 8

分鐘＋步行 2 分鐘） 

3. 約 3 公里、7 分鐘（公車 6

分鐘＋步行 1 分鐘） 

刷卡：0 元（八公里

內免費） 

投幣：全票-20 元、

半票-11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光日站搭乘 85/99 號公車

→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

區 

2. 由高鐵台中站（13 月台）搭

乘 159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

學→步行至院區 

3. 由高鐵台中站（14 月台）搭

乘 158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

學（建國北路）→步行至院

區 
  



  

   

火車 1. 約 3 公里、9 分鐘（火車 3

分鐘＋步行 6 分鐘） 

2. 約 5 公里、11 分鐘（火車 5

分鐘＋步行 6 分鐘） 

3. 約 7 公里、14 分鐘（火車 8

分鐘＋步行 6 分鐘） 

15 元（火車票） 1. 火車可能誤點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大慶站僅區間車

停靠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台鐵烏日站（三民街）購

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

後沿建國南路一段直行後左

轉至建國北路一段→直行後

院區即在左側 

2. 由台鐵新烏日站（高鐵東一

路）購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

→出站後沿建國南路一段直

行後左轉至建國北路一段→

直行後院區即在左側 

3. 由台鐵成功站（中山路三

段）購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

→出站後沿建國南路一段直

行後左轉至建國北路一段→

直行後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3 公里、8 分鐘 8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中山路一段直行→直行至中山

路一段與文心南路交叉口→左轉

進入文心南路→直行後院區即在

右側 

 

  



  

   

神岡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38 公里、一小時又 13 分

鐘（14 號公車 41 分鐘＋轉

乘 99 號公車 30 分鐘＋步行

2 分鐘） 

2. 約 43 公里、一小時又 22 分

鐘（14 號公車 41 分鐘＋轉

乘 73 號公車 39 分鐘＋步行

2 分鐘） 

1. 刷卡：全票-12

元、半票-5 元 

投幣：全票-52

元、半票-27 元 

2. 刷卡：全票-15

元、半票-6 元 

投幣：全票-55

元、半票-28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神岡國中搭乘 14 號公車

→一心市場→轉乘 99 號公

車→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

院區 

2. 由神岡國中搭乘 14 號公車

→一心市場→轉乘 73 號公

車→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

院區 

汽車 約 22 公里、27 分鐘 約 55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中山路向東直行至民生路→左

轉進入豐原交流道出口→靠左行

駛並進入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

號）→沿國道一號直行→下 178-

台中出口→進入台 12 線→沿台

12 線直行至環中路三段交叉口→

右轉接環中路三段→沿環中路三

段直行至環中路六段與建國路交

叉口→右轉進入建國路→直行至

建國北路一段及文心南路交叉口

→左轉進入文心南路→直行後院

區即在右側 
 

  



  

   

大肚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約 25 公里、51 分鐘（290 號公

車 40 分鐘＋轉乘 53/73/85 號

公車 9 分鐘＋步行 2 分鐘） 

刷卡：全票-10 元、

半票-4 元 

投幣：全票-50 元、

半票-26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路線耗時較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瑞峰國小搭乘 290 號公車→文

心大墩七街口→轉乘 53/73/85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

院區 

火車 1. 約 11 公里、20 分鐘（火車

14 分鐘＋步行 6 分鐘） 

約 15 公里、26 分鐘（火車

20 分鐘＋步行 6 分鐘） 

1. 15 元（火車

票） 

2. 20 元（火車

票） 

1. 火車可能誤點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大慶站僅區間車

停靠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台鐵追分站（追分街）購

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

後沿建國南路一段直行後左

轉至建國北路一段→直行後

院區即在左側 

2. 由台鐵大肚站（平和街）購

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

後沿建國南路一段直行後左

轉至建國北路一段→直行後

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13 公里、25 分鐘 32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沙田路一段直行→接中山路三

段繼續直行→直行至中山路三段

與光日路交叉口→左轉進入光日

路→沿光日路直行至光日路與大

同路交叉口→右轉進入大同路→

直行至大同路與永春東三路交叉

口→右轉進入永春東三路→直行

至永春東三路與建國路交叉口→

左轉進入建國路→沿建國路直行

至建國北路一段與文心南路交叉

口→左轉進入文心南路→直行後

院區即在右側 
 

  



  

   

大雅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皆約 36 公里、一小時又 7

分鐘（6/9/14/61/115 號公

車 40 分鐘＋轉乘 99 號公車

25 分鐘＋步行 2 分鐘） 

2. 皆約 42 公里、一小時又 19

分鐘（6/9/14/61/115 號公

車 40 分鐘＋轉乘 73 號公車

37 分鐘＋步行 2 分鐘） 

1. 刷卡：全票-6

元、半票-2 元 

投幣：全票-46

元、半票-24 元 

2. 刷卡：全票-8

元、半票-2 元 

投幣：全票-48

元、半票-24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大雅搭乘 6/9/14/61/115

號公車→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轉乘 99 號公車→中山醫

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2. 由大雅搭乘 6/9/14/61/115

號公車→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轉乘 73 號公車→中山醫

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汽車 約 16 公里、25 分鐘 約 4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4. 136 縣道有多處

彎道須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雅環路一段直行至學府路→直

行至學府路與中清路三段交叉口

→左轉進入中清路三段→進入中

山高速公路（國道一號）→沿國

道一號直行→下 181-南屯出口→

進入 136 縣道→右轉接環中路四

段→沿環中路四段直行至環中路

六段與建國路交叉口→右轉進入

建國路→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及

文心南路交叉口→左轉進入文心

南路→直行後院區即在右側 
 

  



  

   

后里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約 30 公里、一小時又 8 分鐘

（155 號公車 35 分鐘＋轉乘 73

號公車 31 分鐘＋步行 2 分鐘） 

約 35 公里、一小時又 19 分鐘

（155 號公車 40 分鐘＋轉乘藍

10 號公車 37 分鐘＋步行 2 分

鐘） 

1. 刷卡：全票-33

元、半票-15 元 

投幣：全票-73

元、半票-37 元 

2. 刷卡：全票-41

元、半票-19 元 

投幣：全票-81

元、半票-41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下后里搭乘 155 號公車→

統聯轉運站→轉乘 73 號公

車→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

院區 

2. 由下后里搭乘 155 號公車→

安和朝馬路口→轉乘藍 10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學→步

行至院區 

火車 1. 約 25 公里、34 分鐘（火車

28 分鐘＋步行 6 分鐘） 

2. 約 27 公里、38 分鐘（火車

32 分鐘＋步行 6 分鐘） 

1. 37 元（火車

票） 

2. 41 元（火車

票） 

1. 火車可能誤點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大慶站僅區間車

停靠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台鐵后里站（甲后路）購

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

後沿建國南路一段直行後左

轉至建國北路一段→直行後

院區即在左側 

2. 由台鐵泰安站（福興路）購

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

後沿建國南路一段直行後左

轉至建國北路一段→直行後

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30 公里、35 分鐘 75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三豐路直行→上國道四號前往

神岡→下 11-台中系統出口→繼

續前行上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

號）直行→下 178-台中出口→進

入台 12 線→沿台 12 線直行至環

中路三段交叉口→右轉接環中路

三段→沿環中路三段直行至環中

路六段與建國路交叉口→右轉進

入建國路→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

及文心南路交叉口→左轉進入文

心南路→直行後院區即在右側 
 

  



  

   

霧峰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約 15 公里、40 分鐘（53 號公

車 38 分＋步行 2 分鐘） 

刷卡：全票-5 元、半

票-2 元 

投幣：全票-25 元、

半票-13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霧峰農工搭乘 53 號公車→中

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汽車 約 17 公里、30 分鐘 約 42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中正路直行→直行至中正路與

霧峰交流道交叉口→左轉進入霧

峰交流道→上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國道三號）→下 209-中投出口

→接中投東路二段→直行後接中

投公路（台 63 線）→下出口→

接中投東路三段→直行至中投東

路三段與文心南路交叉口→左轉

進入文心南路→直行後院區即在

右側 
 

  



  

   

潭子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1. 約 22 公里、54 分鐘

（55/100 號公車 22 分鐘＋

轉乘 99 號公車 30 分鐘＋步

行 2 分鐘） 

2. 約 25 公里、一小時又 3 分鐘

（55/100 號公車 22 分鐘＋

轉乘 73 號公車 39 分鐘＋步

行 2 分鐘） 

1. 刷卡：0 元（八

公里內免費） 

投幣：全票-40

元、半票-22 元 

2. 刷卡：全票-3

元、半票-1 元 

投幣：全票-43

元、半票-23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有些路線耗時較

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1. 由潭子區公所搭乘 55/100

號公車→一心市場→轉乘 99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學→步

行至院區 

2. 由潭子區公所搭乘 55/100

號公車→一心市場→轉乘 73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學→步

行至院區 

火車 約 15 公里、21 分鐘 

（火車 15 分鐘＋步行 6 分鐘） 

20 元（火車票） 1. 火車可能誤點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大慶站僅區間車

停靠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台鐵潭子站（中山路二段）購

票搭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後沿

建國南路一段直行後左轉至建國

北路一段→直行後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13 公里、30 分鐘 32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中山路二段直行→接北屯路直

行→接三民路三段直行→直行至

三民路三段與建國北路二段交叉

口→右轉進入建國北路二段→直

行至建國北路一段及文心南路交

叉口→左轉進入文心南路→直行

後院區即在右側 
 

  



  

   

龍井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約 25 公里、一小時又 8 分鐘

（199 號公車 45 分鐘＋轉乘 73

號公車 21 分鐘＋步行 2 分鐘） 

刷卡：全票-27 元、

半票-12 元 

投幣：全票-67 元、

半票-23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路線耗時較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龍井區公所搭乘 199 號公車→

台中市政府→轉乘 73 號公車→

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火車 約 20 公里、30 分鐘 

（火車 24 分鐘＋步行 6 分鐘） 

27 元（火車票） 

 

1. 火車可能誤點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大慶站僅區間車

停靠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台鐵龍井站（龍新路）購票搭

乘至大慶火車站→出站後沿建國

南路一段直行後左轉至建國北路

一段→直行後院區即在左側 

  



  

   

汽車 約 30 公里、40 分鐘 75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西濱路二段直行→接西部濱海

公路（台 17 線）→沿台 17 線直

行→直行至台 17 線與興工路交

叉口→左轉進入興工路→直行至

興工路與彰 3 縣道交叉口→沿彰

3 縣道直行至濱海路交叉口右轉

進入濱海路→沿濱海路直行→右

轉進入國道三號匝道→接福爾摩

沙高速公路（國道三號）→下

202-快官出口→走東西向快速公

路快官霧峰線→下 5-南屯一出口

→右轉進入環中路四段→沿環中

路四段直行至環中路六段與建國

路交叉口→右轉進入建國路→直

行至建國北路一段及文心南路交

叉口→左轉進入文心南路→直行

後院區即在右側 
 

  



  

   

外埔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皆約 25 公里、一小時又 7 分鐘

（157 號公車 52 分鐘＋轉乘

53/73/85 號公車 13 分鐘＋步行

2 分鐘） 

刷卡：全票-60 元、

半票-30 元 

投幣：全票-117

元、半票-60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路線耗時較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外埔國中搭乘 157 號公車→文

心森林公園→轉乘 53/85/73 號

公車→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

區 

汽車 約 32 公里、48 分鐘 約 8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136 縣道有多處

彎道須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月眉東路直行→上中山高速公

路（國道一號）→沿中山高速公

路（國道一號）直行→下 181-南

屯出口→接五權西路三段或 136

縣道→直行至環中路四段交叉口

→沿環中路四段直行至環中路六

段與建國路交叉口→右轉進入建

國路→直行至建國北路一段及文

心南路交叉口→左轉進入文心南

路→直行後院區即在右側 
 

  



  

   

和平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皆約 52 公里、一小時又 40 分鐘

（153（副）號公車一小時又 18

分鐘＋轉乘 53/73/85 號公車 20

分鐘＋步行 2 分鐘） 

刷卡：全票-60 元、

半票-0 元 

投幣：全票-130

元、半票-22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路線耗時較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和平區農會搭乘 153（副）號

公車→市警局→轉乘 53/85/73

號公車→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

院區 

汽車 約 40 公里、一小時又 8 分鐘 約 10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東關路三段直行→直行至東關

路與龍安橋交叉口→左轉進入龍

安橋→直行後右轉進入豐埔產業

道路（中 95-1 鄉道）→沿中 95-

1 鄉道直行→接興和產業道路

（中 95 鄉道）→沿中 95 鄉道直

行至與中 93-鄉道交叉口→左轉

進入中-93 鄉道→沿中-93 鄉道

前行→繼續前行接民興巷→直行

至民興巷與東山路二段交叉口→

左轉進入東山路二段→前行至松

竹路一段→左轉進入快官霧峰線

→沿快官霧峰線直行→下出口，

前往中投公路→前行至環中東路

與德芳南路交叉口→右轉進入德

芳南路→繼續前行至文心南路→

院區即在右側 



  

   

石岡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皆約 30 公里、50 分鐘（153

（副）號公車 28 分鐘＋轉乘

53/73/85 號公車 20 分鐘＋步行

2 分鐘） 

刷卡：全票-46 元、

半票-0 元 

投幣：全票-86 元、

半票-22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路線耗時較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石岡水壩搭乘 153（副）號公

車→市警局→轉乘 53/85/73 號

公車→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

區 

汽車 約 32 公里、36 分鐘 約 8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中豐公路向西行駛→右轉進入

國道四號→下 11-台中出口→前

行後接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

號）→沿國道一號直行→下 178-

台中出口→進入台 12 線→沿台

12 線直行至環中路三段交叉口→

右轉接環中路三段→沿環中路三

段直行至環中路六段與建國路交

叉口→右轉進入建國路→直行至

建國北路一段及文心南路交叉口

→左轉進入文心南路→直行後院

區即在右側 
 

  



  

   

大安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皆約 42 公里、一小時又 24 分鐘

（92/171/216 號公車 10 分鐘＋

轉乘 154 號公車 35 分鐘＋步行

2 分鐘＋轉乘 53/85 號公車 35

分鐘＋步行 2 分鐘） 

刷卡：全票-58 元、

半票-28 元 

投幣：全票-118

元、半票-61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路線耗時較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大安區公所搭乘 92/171/216

號公車→大甲→轉乘 154 號公車

→下水湳→沿中清路步行至文心

中清路口→轉乘 53/85 號公車→

中山醫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汽車 約 40 公里、50 分鐘 約 10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3. 行駛高速公路須

注意安全 

4. 136 縣道有多處

彎道須注意安全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中山北路直行→直行至東安路

與中山路一段交叉口→右轉進入

中山路一段→沿中山路一段直行

→右轉進入臨海路→直行後右轉

上國道四號→下 2A-中港系統出

口→上福爾摩沙高速公路（國道

三號）→沿國道三號直行→下

182-龍井出口→右轉進入 136 縣

道→沿 136 縣道直行→接向上路

五段直行→上筏子溪橋→右轉進

入環中路四段→沿環中路四段直

行至環中路六段與建國路交叉口

→右轉進入建國路→直行至建國

北路一段及文心南路交叉口→左

轉進入文心南路→直行後院區即

在右側 
 



  

   

新社區路線規劃 

 

交通工具 里程數、所需時間 交通經費 風險管理 適合對象 交通路線說明 

公車 皆約 42 公里、一小時又 25 分鐘

（271/277 號公 25 分鐘＋轉乘

85 號公車 58 分鐘＋步行 2 分

鐘） 

刷卡：全票-18 元、

半票-8 元 

投幣：全票-58 元、

半票-30 元 

1. 非尖峰時段公車

班次偏少 

2. 通勤時間車內擁

擠 

3.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4. 路線耗時較長 

學生 

各個年齡

層 

由土城搭 271/277 號公車→大坑

圓環→轉乘 85 號公車→中山醫

學大學→步行至院區 

汽車 約 28 公里、48 分鐘 約 70 元（油錢） 1. 駕駛須注意交通

狀況 

2. 尖峰時市區易塞

車 

有駕照之

成年人 

子女接送

父母 

父母接送

兒童 

沿協中街直行→直行至協中街與

民興巷交叉口→左轉進入民興巷

→沿民興巷直行→直行至民興巷

與東山路二段交叉口→左轉進入

東山路二段→沿東山路二段前行

→接松竹路一段→左轉進入快官

霧峰線→沿快官霧峰線直行→下

出口，前往中投公路→前行至環

中東路與德芳南路交叉口→右轉

進入德芳南路→繼續前行至文心

南路→院區即在右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