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車編號 2校車 路線
行逕道路 苗124甲 獅頭山道 中正三路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獅頭加油站

06:10

大  南  埔

06:12

三灣國中
06:15

三灣戶政所
06:18

珊 珠 湖
06:20

斗 煥 國小
06:22

純芳茶行
06:24

三角麥多樂
06:26

溫  醫  院

06:28

頭份市圖書

館06:30

頭份交流道

06:31
行逕道路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站15:時間 站16:時間 站17:時間 站18:時間 站19:時間 站20:時間 站21:時間 站22:時間
南海休息站

06:32
京元電子
06:34

亞力山大社
區06:36

中隘社區
06:38

建銘社區
06:40

內湖陸橋
06:42

全國加油站
06:44

佳勝客運站
06:45

香山火車站
06:46

三陽機車
06:48

三姓橋OK
商店06:50

行逕道路
站23:時間 站24:時間 站25:時間
長榮家具
06:52

景觀大道
(中埔客運

到  校
07:15

校車編號 3校車 路線
行逕道路 中正路 信義路 八德二路 公園路 民族路 龍山路 公義路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頭份市農會

06:05

建國小學
06:10

信東路7-
11商店

後庄7-11
商店06:15

全家商店
06:18

全家商店
06:20

中華電信
06:23

仁愛眼鏡
06:27

佳興活動中
心06:30

山佳里客運
站06:32

大同派出所
06:35

行逕道路 內湖路 香北路 牛埔路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站15:時間 站16:時間 站17:時間 站18:時間 站19:時間 站20:時間 站21:時間
保來得全家

06:36
高濱路口
06:38

內湖國小
06:40

香北7-11
商店06:45

三 分 局
06:48

延平路口

06:50

好博家生活

素材館
西大路口
06:53

城北街口
06:54

到  校
07:15

校車編號 5校車 路線

行逕道路 南隘路二段 寶新路三段 雙園路 柴橋路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仁愛商行
06:15

寶     斗
06:18

新城天主堂
06:20

新城農會
06:22

新城派出所
06:24

雙溪7-11
商店 06:30

明湖社區客
運站 06:32

全家便利店
06:33

明湖加油站
06:35

黃帝社區
06:37

國家藝術園

區 06:38

行逕道路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站15:時間 站16:時間 站17:時間 站18:時間 站19:時間 站20:時間

四季帝景
06:39

頂好超市
06:41

中興客運站

06:43
全國加油站

06:45
育賢郵局
06:47

育賢國中
06:48

清華大學南

大校區
06:50

麥  當  勞
06:52

到  校
07:10

校車編號 1校車 路線

行逕道路 東大路四段 鐵道路 中山路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阿沙力海鮮
餐廳 06:20

台新銀行
06:21

東大路牛埔

客運站
光陽機車
06:25

東元家電
06:26

吉羊路口
06:28

鐵道路7-
11商店

中正路OK
商店06:32

急診處7-11
06:34

經國路口
06:36

柑  仔  店
06:40

行逕道路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天  公  壇

06:42
城  隍  廟

06:44
到  校
07:10

校車編號 6校車 路線

行逕道路 東大路四段 東大路三段 西濱路一段 延平路二段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南寮加油站

06:20

延平路三段

屈臣氏
新寶通運公
司 06:25

榮冠商店
06:26

港   清  宮

06:27

冠軍工廠
06:28

西濱路延平
路口06:29

罟寮萊爾富
06:32

香 雅 橋
06:34

中    庄
06:36

虎山土地公
06:37

行逕道路 延平路二段 竹光路 成功路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站15：時間 站16：時間 站17：時間
台寶玻璃

06:39

大鵬社區
06:41

南勢社區
06:43

和平路口
06:45

萊爾富商店
06:47

到  校
07:10

校車編號 10校車 路線

行逕道路 中正路 中豐路 大林路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峨眉湖口

06:05
富   興
06:08

石    井

06:10
峨   眉
06:15

中  盛  村
06:18

北埔國中

06:20

天  主  堂

06:21

北埔路口

06:22

老爺山莊
06:24

和江街口
06:25

文林路口
06:26

行逕道路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站15：時間 站16：時間 站17：時間
惠昌宮對面

06:28
竹東農會
06:30

中正橋口
06:40

員山加油站
06:41

員山路219
巷  06:43

到  校
07:10

校車編號 租車1 路  線

行逕道路 長春路 中興路三段 光復路 光復路一段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軟    橋
06:20

員東國中
06:25

東泰高中
06:27

員崠國小

06:28

資 源 莊
06:29

幸福路口
06:32

上館0k超商

06:33
新光大樓
06:36

榮豐五金行

06:40

渣打銀行
06:45

長春街口
06:47

行逕道路
站12：時間

到  校
07:00

東峰路 中豐路二段

高一新生請依表列日期、時間提早到指定地點候車.謝謝 !

中豐路

返回時請搭 、(租賃車) 

東寧路

中豐路二段

員山路

返回時請搭、 (10號校車) 

建國路

西   濱 返回時請搭 、(1號校車) 

南   隘 返回時請搭、 (5號校車) 
明湖路

光復路

延平路二段

返回時請搭 、(6號校車) 

光復高中109學年度(日校新生訓練)校車乘車時刻表

南     庄

頭     份

中華路中正路 中正二路 中正一路

返回時請搭、 (2號校車) 

返回時請搭、 (3號校車) 

8月7日(新生返校領註冊單)8月27.28日(新生訓練)三天適用

中山路

延平路一段

延平路三段

軟   橋

寶新路三段

明湖路 南大路

中正路東大路三段

中華路

南   寮

中華路六段

峨   眉

中華路三段

公義路 經國路二段

中華路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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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06).三峰/(05).高峰路全家商店.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06).三峰/(05).高峰路全家商店.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09).明湖/(01).明湖加油站.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09).明湖/(01).明湖加油站.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09).明湖/(02).黃帝社區.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09).明湖/(02).黃帝社區.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09).明湖/(02).黃帝社區.JPG#
../../../../picture/國家藝術園區.JPG#
../../../../picture/國家藝術園區.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09).明湖/(03).四季帝景.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09).明湖/(03).四季帝景.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09).明湖/(04).天湖餐廳.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09).明湖/(04).天湖餐廳.JPG#
../../../../picture/上禾美食 (2).JPG#
../../../../picture/上禾美食 (2).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0.雙溪/5.全國加油站.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0.雙溪/5.全國加油站.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0.雙溪/6.育賢郵局.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0.雙溪/6.育賢郵局.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8.南隘/育賢國中.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8.南隘/育賢國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13).雙溪農會/(03).教育大學.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13).雙溪農會/(03).教育大學.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13).雙溪農會/(03).教育大學.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13).雙溪農會/(03).教育大學.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11).南隘/(12).麥當勞.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11).南隘/(12).麥當勞.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1.阿沙力海產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1.阿沙力海產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2.台新銀行.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2.台新銀行.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3.竹美平價中心.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3.竹美平價中心.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3.竹美平價中心.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4.光陽機車對面.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4.光陽機車對面.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5.東元家電.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5.東元家電.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6.吉羊路口.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5.西濱/6.吉羊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6.中正路/鐵道路7-11.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6.中正路/鐵道路7-11.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6.中正路/2.OK便利商店.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6.中正路/2.OK便利商店.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6.中正路/3.急診室7-11.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6.中正路/3.急診室7-11.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6.中正路/4.中正路7-.11.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6.中正路/4.中正路7-.11.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4.成德/3.柑仔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4.成德/3.柑仔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5.中隘/8.天公壇.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5.中隘/8.天公壇.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5.天公壇/2.城隍廟.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5.天公壇/2.城隍廟.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1.南寮加油站.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1.南寮加油站.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2.延平路OK.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2.延平路OK.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2.延平路OK.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9.南寮/3.泰晶便利商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9.南寮/3.泰晶便利商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3.榮冠平價中心.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3.榮冠平價中心.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9.南寮/4.港清宮.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9.南寮/4.港清宮.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9.南寮/4.港清宮.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9.南寮/4.港清宮.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9.南寮/5.冠軍陶瓷.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9.南寮/5.冠軍陶瓷.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9.南寮/6.全家商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19.南寮/6.全家商店.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0.海埔/2.罟寮萊爾富.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0.海埔/2.罟寮萊爾富.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0.海埔/3.香雅橋.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0.海埔/3.香雅橋.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0.海埔/3.香雅橋.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0.海埔/3.香雅橋.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8.罟寮/1.虎山土地公.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8.罟寮/1.虎山土地公.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8.罟寮/2.台寶玻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8.罟寮/2.台寶玻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8.罟寮/2.台寶玻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8.罟寮/2.台寶玻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5.山葉機車.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5.山葉機車.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6.永立汽車保養廠.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6.永立汽車保養廠.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7.西大竹光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17.延平路/7.西大竹光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0.海埔/6.成功萊爾富.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0.海埔/6.成功萊爾富.JPG#
../../../../峨眉/峨眉湖口.JPG#
../../../../峨眉/峨眉湖口.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1.富興.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1.富興.JPG#
../峨眉/石井-客運站牌.JPG#
../峨眉/石井-客運站牌.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3.峨嵋.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3.峨嵋.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4.中盛村.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4.中盛村.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5.北埔國中對面.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5.北埔國中對面.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5.北埔國中對面.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5.北埔國中對面.JPG#
../../../../峨眉/北埔-天主堂教會.JPG#
../../../../峨眉/北埔-天主堂教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8.北埔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8.北埔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8.北埔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6.峨眉/8.北埔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9.大鄉里/1.老爺山莊.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9.大鄉里/1.老爺山莊.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9.大鄉里/2.和江街萊爾富.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9.大鄉里/2.和江街萊爾富.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9.大鄉里/3.文林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9.大鄉里/3.文林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9.大鄉里/5.惠昌宮.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9.大鄉里/5.惠昌宮.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7.竹東總站/竹東總站.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27.竹東總站/竹東總站.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8.中正橋員山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8.中正橋員山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9.員山加油站.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9.員山加油站.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10.員山路205巷..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10.員山路205巷..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2.軟橋.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2.軟橋.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3.員崠國中.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3.員崠國中.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4.東泰高中.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4.東泰高中.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5.員崠國小.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5.員崠國小.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5.員崠國小.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5.員崠國小.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6.資源莊.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6.資源莊.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8.中豐幸福路口 (2).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8.中豐幸福路口 (2).JPG#
../峨眉/上館國小-ok.JPG#
../峨眉/上館國小-ok.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9.新光產險大樓 (1).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28.上坪/9.新光產險大樓 (1).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2.二重/1.榮豐五金行.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2.二重/1.榮豐五金行.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2.二重/1.榮豐五金行.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2.二重/1.榮豐五金行.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2.二重/2.關東橋.7-11.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2.二重/2.關東橋.7-11.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2.二重/3.長春路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2.二重/3.長春路口.JPG#
../AppData/Roaming/Microsoft/Excel/27.竹東總站/竹東總站.JPG#
../AppData/Roaming/Microsoft/Excel/27.竹東總站/竹東總站.JPG#
../AppData/Roaming/Microsoft/Excel/27.竹東總站/竹東總站.JPG#
../AppData/Roaming/Microsoft/Excel/27.竹東總站/竹東總站.JPG#
../AppData/Roaming/Microsoft/Excel/27.竹東總站/竹東總站.JPG#
../AppData/Roaming/Microsoft/Excel/27.竹東總站/竹東總站.JPG#


校車編號 租車2 路線

行逕道路 東林路 長春路二段 長春路三段 中興路一段 中興路二段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橫山車站
06:20

新 庄 子
06:22

下公館加油
06:25

國光客運
06:26

台鈴機車
06:27

國光竹東高
中站06:28

鎮 公 所
06:35

長春路郵局
06:37

麥當勞對面
06:40

裕隆汽車
06:42

三重全家商
店06:44

行逕道路 中興路二段 中興路三段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二重新村客

運站06:46
光陽機車
06:48

到  校
07:10

校車編號 校車11 路線

行逕道路 台120線 福昌街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尖石萊薾富

06:20

內灣 7-11
商店06:26

榕樹下商店
06:28

巨群街口
06:30

大    肚

06:32

福懋加油站
06:34

五    龍
06:37

瑪琍亞養護

中心06:39

竹林別莊
06:41

芎林國中客

運站    06:44
文 林 閣
06:46

行逕道路 東興路 嘉興路 自強北路 嘉興路 自強南路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站15:時間 站16:時間 站17：時間 站18：時間 站19：時間 站20：時間

芎林加油站
06:48

上山集會所

客運站
06:50

大矽谷山莊

06:52

東海ok商店
06:56

尚義工程行

06:58

六家派出所
07:00

 六 家ok商
店 07:03

六家7-11
商店 07:05

到   校
07:20

校車編號 校車8 路線

行逕道路 中豐路 中興路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振興加油站
06:10

關西高中
06:12

東安國小
06:13

關西車站
06:15

天  主  堂
06:16

關西國中
06:18

店  子  岡
06:20

茅  子  埔

06:22

石光農會
06:24

水     尾
06:26

水 汴 頭

06:28
行逕道路 新關公路 田新路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站15:時間 站16:時間 站17：時間 站18：時間 站19：時間 站20：時間
新埔五分埔

06:30

萊爾富商店
06:32

水 車 頭
06:34

犁  頭  山
06:36

仰德社區
06:38

水瀧采舎旅

店06:40

億客來超市
06:42

天  后  宮
06:43

到   校
07:10

校車編號 租車3 路線

行逕道路 楊新路 中正路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照門派出所
06:10

廣和藥局
06:20

生機鐘錶行

06:21

廣  和  宮
06:22

新埔國中

06:23

公  賣  局
06:24

正興社區
06:26

山葉機車
06:28

枋寮國小
06:30

義  民  廟
06:32

下  枋  寮
06:33

行逕道路 義民路 三民路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站15:時間 站16：時間 站17：時間 站18：時間 站19：時間
昌益社區
06:34

泰和超市
06:35

竹北火車站
06:37

新仁醫院
06:38

稅  捐  處
06:42

台灣銀行
06:44

仁愛國中
06:46

到   校
07:10

校車編號 校車7 路線

行逕道路 鳳岡路五段 蓮花路 湳 雅 街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五  賢  宮

06:10

山    腳

06:15

正隆紙廠
06:18

白地.7-11
商店

長青路口

06:22

豐田國小
06:25

溪州全家超
商 06:27

巨盛加油站
06:28

典安大藥局
06:29

黃金海岸活
蝦之家

金竹路口
06:40

行逕道路 湳 雅 街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大 潤 發
06:42

到  校
07:10

校車編號 校車9 路線

行逕道路 濱海公路 新和路 中正西路 光華街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精華國中口

06:10

後湖派出所

06:12
後湖吉利商
店06:15

玉  皇  宮
06:17

新庄路口OK

商店 06:20
光陽機車
06:22

榮華新村
06:24

華南銀行
06:26

屈  臣 氏
06:28

竹北國中
06:38

京華婚紗
06:48

行逕道路 民生路 自由路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民生郵局
06:50

三民公園
06:52

到  校
07:10

校車編號 租車4 路線

行逕道路 德興路 工業二路 勝利路二段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湖口火車站

06:20
7-11商店

06:21

和 興 鎮

06:25

後站停車場
06:28

新湖路7-
11商店

信勢國小
06:32

士林電機
06:35

光復路口
06:45

永順街口

06:48

中正堂客運

站06:50
鳳凰郵局前
站06:52

行逕道路 榮光路 仁樂路 文化路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站15：時間

鄉城社區
06:56

新工郵局
07:02

新工消防隊
07:03

到  校
07:20

校車編號 校車12 路線

行逕道路 中平路二段 中興街
站1：時間 站2：時間 站3：時間 站4：時間 站5：時間 站6：時間 站7：時間 站8：時間 站9：時間 站10：時間 站11：時間
 長    安
06:00

佳佳幼稚園
06:02

萊爾富對面
06:03

立體停車場
06:06

湖口高中
06:10

梅蘭購物中
心06:12

湖鏡村OK
商店06:14

勞宅客運站
06:18

鳳山寺客運
站06:23

麥  當  勞
06:26

明新科技大
學06:28

行逕道路 中華路 經國路一段
站12：時間 站13：時間 站14：時間 站15：時間 站16：時間 站17：時間 站18：時間 站19：時間
大眉路口
06:30

HONDA汽
車 06:35

竹北派出所
06:37

光明六路口
06:39

下斗崙客運
站  06:41

經國路口客
運站06:43

台塑傢俱

06:45

到  校
07:10

光明六路

正義路

博愛街

關   西

富林路

橫   山
東寧路中豐路

長青路二段

新 庄 子

文山路

返回時請搭 、(租賃車) 

中正西路

中正東路

鳳   岡
溪洲路

返回時請搭、 (7)號校車) 

返回時請搭 、(8號校車)  
新關公路

文衡路

中山東路

文山路

尖   石

中華路

返回時請搭、 (12)號校車) 

建興路一段建興路二段

返回時請搭、 (9)號校車) 

中正路

成功路 勝利路一段

八德路一段中平路一段

中豐路

返回時請搭、 (11號校車) 
中山街二段

返回時請搭 、(租賃車) 

車管組:助理 張宇震【0919-971088】組長 胡文明【0932-290861】 (詢問時間:星期一~五 08:00~17:00)

台117線

湖   口 返回時請搭 、(租賃車) 

  新   竹   市   光   復   高   中   聯   絡   電   話

中華路

中山路

租用車公司:新棋興交通公司 劉醇健【0910-693000】公司電話:【03-5552059】

照   門
中正路 義民路

新興路
長   安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3.橫山/2.橫山全家商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3.橫山/2.橫山全家商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3.橫山/3.新庄子.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3.橫山/3.新庄子.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4.下公館/1.下公館加油站.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4.下公館/1.下公館加油站.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4.下公館/2.國光客運.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4.下公館/2.國光客運.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4.下公館/3.鈴木機車.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4.下公館/3.鈴木機車.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0.台泥/3.勞動合作社.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0.台泥/3.勞動合作社.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1.鎮公所/1.鎮公所頂好.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1.鎮公所/1.鎮公所頂好.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1.鎮公所/2.長春路郵局.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1.鎮公所/2.長春路郵局.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29).上坪/(09).新光產險大樓.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29).上坪/(09).新光產險大樓.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1.鎮公所/4.二重光陽機車.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1.鎮公所/4.二重光陽機車.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4.尖石萊薾富.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4.尖石萊薾富.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4.尖石萊薾富.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4.尖石萊薾富.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6.內灣7-11.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6.內灣7-11.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8.榕樹下商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8.榕樹下商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9.橫山鄉公所.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9.橫山鄉公所.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9.橫山鄉公所.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9.橫山鄉公所.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5.尖石/9.橫山鄉公所.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1.福懋加油站.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1.福懋加油站.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2.五    龍.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2.五    龍.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3.瑪琍亞養護中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3.瑪琍亞養護中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3.瑪琍亞養護中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3.瑪琍亞養護中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4.竹林別莊.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4.竹林別莊.JPG#
../../../../picture/芎林-三角公園.JPG#
../../../../picture/芎林-三角公園.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6.文林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6.文林閣.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7.芎林加油站.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6.大肚/7.芎林加油站.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5.上山活動中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5.上山活動中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5.上山活動中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5.上山活動中心.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6.大矽谷名人山莊.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6.大矽谷名人山莊.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6.大矽谷名人山莊.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6.大矽谷名人山莊.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7.東海OK商店.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7.東海OK商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9.汎亞不動產.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9.汎亞不動產.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10.六家OK商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38.石碧潭/10.六家OK商店.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6).石碧潭/(13).六家7-11.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6).石碧潭/(13).六家7-11.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1).台三線7-11.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1).台三線7-11.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2).關西高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2).關西高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3).中山東路OK.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3).中山東路OK.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4).關西車站.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4).關西車站.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5).天主堂.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5).天主堂.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6).關西國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6).關西國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7).店子岡.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8).關西/(07).店子岡.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40.東光/4.店子岡.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40.東光/4.店子岡.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40.東光/4.店子岡.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2).石光農會.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2).石光農會.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3).水汴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3).水汴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3).水汴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3).水汴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4).五分埔.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4).五分埔.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4).五分埔.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4).五分埔.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4).五分埔.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5).新埔外環道7-11.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5).新埔外環道7-11.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6).麥味登.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6).麥味登.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9).黎頭山.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39).水汴頭/(09).黎頭山.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9.關西/10.仰德社區.JPG#
101年度各條路線相片/39.關西/10.仰德社區.JPG#
42.稅捐處/5.億客來超市.JPG#
42.稅捐處/5.億客來超市.JPG#
42.稅捐處/5.億客來超市.JPG#
42.稅捐處/5.億客來超市.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42.稅捐處/5.億客來超市.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42.稅捐處/5.億客來超市.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42.稅捐處/6.天后宮.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42.稅捐處/6.天后宮.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1)照門國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1)照門國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2).廣和藥局.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2).廣和藥局.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3).生機鐘錶行.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3).生機鐘錶行.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3).生機鐘錶行.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3).生機鐘錶行.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4).廣和宮.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4).廣和宮.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5).新埔國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5).新埔國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5).新埔國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5).新埔國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6).新埔公賣局.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6).新埔公賣局.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7).山葉機車.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7).山葉機車.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8).義民廟.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8).義民廟.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9).昌益社區.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09).昌益社區.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10).兆威便利商店.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1).新埔/(10).兆威便利商店.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42.稅捐處/台灣銀行.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42.稅捐處/台灣銀行.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42.稅捐處/4.仁愛國中.JPG#
光復中學各條路線相片/42.稅捐處/4.仁愛國中.JPG#
新竹市光復高中校車路線各站相片/(44).鳳岡/(01).五賢宮.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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