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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交通資訊與位置示意圖 

◎大眾運輸： 

※中山高速公路從台北經國道一號從內壢交流道出口下（57K），到本校約 2 分鐘。另可

經縱貫鐵公路、桃園機場國道二號、高速鐵路桃園站、桃園捷運桃園高鐵站到達本校，

鄰近機捷 A18 站及高鐵桃園站，車程僅 10 分鐘。UBike 校內設站（至中壢 SOGO 約

10 分鐘）。交通安全便利，校內並設置汽、機車停車場，提供充足停車位。 

 

※校車：萬能科大免費專車，自中壢火車站前站出站後右前方直行，至元化路大鴻通訊廣

場搭乘本校免費專車，專車班次密集，服務本校師生搭乘，到站即到校。 

 

※台鐵：於中壢火車站下車後，搭乘萬能科大免費專車抵校，於萬能站(校內)下車。 

 

※高鐵、桃園捷運：高鐵桃園站距離本校約 5 公里，高鐵站周邊計程車由車行排

班接送，並照表收費。高鐵桃園站至本校建議路線：於高鐵北路一段右轉青昇路接

中興路，直行至中正東路三段右轉接中園路二段，達萬能路右轉進入校區。 

（1） 搭乘高鐵、機場捷運於高鐵桃園站下車，轉搭統聯客運高鐵站至八德(編號208)公

車至本校門口。 

（2） 搭乘高鐵、桃園捷運於高鐵桃園站下車，騎乘 U bike 至本校萬芳樓前 U bike 站。 

 

※其他： 

（1） 客運： 

➢ 台北搭乘國光客運往中壢(編號1818)班車，南下56公里處下交流道後，於第

一站桃圳橋站下車，沿中園路左轉跨越中山高速公路高架橋約5分鐘路程。 

➢ 橫跨高速公路陸橋請走有人行穿越道的那一側。 

（2） 士林北投地區： 

➢ 可自台北車站搭國光客運(編號1818) 

➢ 士林捷運站搭乘中興巴士(編號2022) 

➢ 中山高南下內壢交流道後，至桃圳橋站下車步行抵校。 

（3） 松山、南港： 

➢ 松山機場搭乘台北客運(編號9025)至桃園客運中壢車站，轉乘萬能科大免費

專車抵校。 

（4） 新莊、三重、蘆洲林口等地： 

➢ 於新莊捷運輔大站搭乘輔大—桃園—內壢線聯營公車(編號601、棕線)至內壢

車站，轉搭統聯八德至高鐵站(編號208)公車至本校門口。 

➢ 搭乘機場捷運至桃園高鐵站，轉搭統聯高鐵站至八德(編號208)公車至本校門

口。 

➢ 於林口長庚醫院搭乘桃園客運編號711至啟英高中，轉搭萬能科大免費專車抵

校。 

（5） 桃園北區：桃園、龜山、八德、樹林、鶯歌 

➢ 可搭乘客運班車或台鐵列車至內壢車站，轉搭統聯八德至高鐵站(編號208)公

車至本校門口。 

➢ 自中壢車站轉乘萬能科大免費專車抵校。 

（6） 桃園南區：中壢、新屋、觀音、永安、龍潭、大溪 

➢ 搭乘客運班車至中壢車站，轉乘萬能科大免費專車抵校。 

◎自行開(騎)車： 

※內壢以南：［高速公路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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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平面：於內壢交流道（編號 57）大園出口行駛出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後右轉

往大園方向（中園路二段）行駛約 500 公尺。（中壢出口為前往中壢市區） 

五楊高架：於 59 中壢轉接道銜接至國 平面，於內壢交流道（編號 57）大園出口

行駛出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後右轉往大園方向（中園路二段）行駛約 500 公尺。 

※內壢以北：［高速公路南下﹞： 

國 平面至內壢交流道（編號 57）中壢大園出口左側車道往大園出口匝道行駛出

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後右轉往大園方向（中園路二段）行駛約 500 公尺。（請勿使

用五楊高架） 

※從火車站前元化路右轉至延平路： 

從火車站前元化路右轉至延平路接中華路約 500 公尺往中園路一段（左邊路口中油

加油站）左轉約 2 公里，經高速公路交流道至文中路兩段式左轉接中園路二段（高

架橋），下橋後第二個紅綠燈（全家便利商店）左轉即可達萬能路進入校區。 

※從火車站前元化路右轉至新生路： 

從火車站前元化路右轉至新生路往大園方向過高速公路高架橋涵洞後，右轉永清街

即可達萬大路進入校區。  

 

◎校內停車 

［機車﹞：校內可容納 1600 台以上(收費)，後校門可停放機車 1000 台以上(免費)。 

［汽車﹞：校內停車位 420 個(收費)，夜間另可增加停車位 56 個(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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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交通資訊說明 

地區 運輸業者 路線 乘車站 下車站 備註 

台北 

車站 
國光客運 台北—中壢(1818) 

台北 

西 A 站 

桃圳 

橋站 

沿忠孝西路、重慶北路，接重慶

北路交流道上高速公路，於內壢

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接中園路、

中華路、建國路至中壢總站。 

台北 

北區 
中興巴士 台北士林—中壢(2022) 士林 

桃圳 

橋站 

沿基河路、中山北路、承德路接

重慶北路交流道上高速公路，於

內壢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接中園

路、中華路、建國路至中壢總站。 

松山 

機場 
台北客運 台北松山—中壢(9025) 

松山 

機場 

桃園 

客運 

中壢 

總站 

沿敦化北路、民生東路、松江路

接圓山交流道上高速公路，於中

壢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接民族

路、中正路、復興路至中壢總站。 

新莊 

五股 

三重 

泰山 

迴龍 

龜山 

桃園客運 

中壢客運

聯營 

內壢—桃園—捷運輔大線 

1. 棕線「桃園—捷運輔大」 

2. 601「內壢—捷運輔大」 

捷運 

輔大 

桃園車

站、內壢

車站 

於內壢車站轉乘統聯客運客運

(208)至本校校區。 

新屋 

桃園客運 
1. 新屋—中壢(5025，經藍埔) 

2. 新屋—中壢(5035，經過嶺) 
新屋 

中壢 

車站 

轉乘萬能科大免費專車至本校

校區。 

新竹客運 

1. 新屋—中壢(經南勢口) 

2. 新屋—中壢(經顯伯公) 

3. 新屋—中壢(5654，經埔心) 

新屋 
中壢 

車站 

轉乘萬能科大免費專車至本校

校區。 

觀音 桃園客運 

1. 觀音—中壢(5032，經石磊) 

2. 觀音—中壢(5033，經保生) 

3. 觀音—中壢(5039，經永安) 

4. 觀音—中壢(5041，經白玉) 

觀音 
中壢 

車站 

轉乘萬能科大免費專車至本校

校區。 

石門 

水庫 
桃園客運 

1. 石門水庫—中壢(5050，經員

樹林) 

2. 石門水庫—中壢(5055，經山

仔頂) 

石門 

水庫 

中壢 

車站 

轉乘萬能科大免費專車至本校

校區。 

大溪 桃園客運 
1. 大溪—中壢(5112，經八德) 

2. 大溪—中壢(5098，經官路缺) 
大溪 

中壢 

車站 

轉乘萬能科大免費專車至本校

校區。 

龍潭 新竹客運 

1. 龍潭—中壢(5671，經804醫

院) 

2. 龍潭—中壢(5616) 

龍潭 
中壢 

車站 

轉乘萬能科大免費專車至本校

校區。 

楊梅 新竹客運 

1. 楊梅—中壢(經南勢口) 

2. 楊梅—中壢(5623，經埔心) 

3. 楊梅—中壢 (經高榮  幼獅 

埔心) 

楊梅 
中壢 

車站 

轉乘萬能科大免費專車至本校

校區。 

 



 

27 

一、學生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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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壢客運： 

中壢 ↹ 萬能：此路線行經本校、鄉界，發車班次如下： 

搭車：萬能路路口 

122中壢 ↹ 萬能科大 ↹ 鄉界 

班次 
中壢→鄉界 

鄉界→中壢 
週一~週五 週六、週日 

1 06:00 08:00 
本路線為循環路線。 

往程發車至終點站

後直接返程，返程無

固定發車時間，依動

態時間為主。 

 

客服電話：

0800-255722 

2 08:00 09:00 

3 09:00 10:00 

4 10:00 11:00 

5 11:00 16:00 

6 13:00 17:00 

7 15:00 18:00 

8 17:00 19:00 

9 18:00  

10 18:55  

 

 

三、 桃園客運： 

中壢 ↹ 萬能：此路線行經本校、鄉界、五塊厝、埔心、建國九村，發車班次如下： 

搭車：萬能路路口 

5017 中壢 ↹ 萬能科大 ↹ 竹圍 

班次 中壢→竹圍 竹圍→中壢 

1 07:20 06:05 

2 17:37 15:50 

5078 中壢 ↹ 萬能科大 ↹ 陳康國小 

班次 中壢→陳康國小 陳康國小→中壢 

1 06:45 07:25 

2 08:15 09:00 

3 17:13 15:30 

4 18:30 17:58 

5118 中壢 ↹ 萬能科大 ↹ 下內定 

班次 中壢→下內定 下內定→中壢 

1 07:30 08:10 

2 11:40 12:15 

※中壢站（派車責任單位）電話：03-4220162；大園站（派車責任單位）：03-38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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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光客運 

國光客運 1818「臺北↹ 中壢」 

搭車：內壢交流道上高速公路，重慶北路交流道下高速公路（上下車站：桃圳橋站） 

中壢→台北 台北→中壢 

中壢車站→中壢監理站→新街→中壢市聯合辦公大樓→簡易法庭→保養廠→中福派出所→皇天

宮→桃圳橋(萬能科大)－啟聰學校→民族重慶路口→昌吉重慶路口→捷運大橋頭站→涼州重慶

路口→民生重慶路口→台北車站(北一門) 

頭班車 05:30~末班車 22:00，約 10~15 分鐘一班 頭班車 06:20~末班車 23:00，約 15 分鐘一班 

全票：81 元 ●旅程時間：約 01 小時 00 分鐘。 

半票：41 元 （含愛心票、敬老票、孩童票） ●中壢站：03-4222509。 

來回票(單程)：81 元 回數票(單程)：70 元 ●臺北車站(北一門)：02-23617965。 

※台北搭乘國光客運往中壢(經中山高)班車，南下 56 公里處下交流道後，於第一站桃圳橋站下

車，沿中園路左轉跨越中山高速公路高架橋約 5 分鐘路程。 

五、 中興巴士 

中興巴士 2022「臺北（士林區） ↹ 中壢」 

搭車：內壢交流道上高速公路，重慶北路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沿途行經重點 

士林區行政中心(基河路上)→捷運劍潭站(基河)→臺北市立美術館→圓山轉運站(捷運圓山站)(往

中壢方向設站)→圓山轉運站(玉門)(往士林方向設站)→酒泉重慶北路口－台北交流道－中山高速

公路－內壢交流道→桃圳橋→啟英高中→中福派出所→保養廠→中壢簡易庭→聯合辦公大樓→

新街→中壢監理站→國光客運中壢站[台鐵中壢車站] 

頭班車 06:00~末班車 22:20，約 15~20 分鐘一班 服務電話：0800-002277 

收費方式 全票 半票 中壢站：03-4222509 

投現（不找零） 82 元 41 元 台北站：02-2816-3137 

六、 台北客運 

台北客運 9025「臺北（松山機場） ↹ 中壢」 

搭車：中壢交流道上高速公路，圓山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中壢→台北 台北→中壢 

中壢車站→舊社站→新明國中→祐民醫院站－行天宮站→台北大學→松山機場 

頭班車 06:00~末班車 22:30，約 20~30 分鐘一班 頭班車 06:00~末班車 22:30，約 20~30 分鐘一班 

票價 全票 半票 台北客運 0800-003307 

中壢公車站-松山機場 75 元 38 元 台北瑞光站 2-87519096 

舊社站-松山機場 75 元 38 元 桃園客運 0800-053808 

祐民醫院站-松山機場 70 元 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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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桃園市計程車無線電台叫車服務電話 

計程車行 電話 計程車行 電話 

亞洲計程車無線電台 03-3315555 大文山衛星計程車無線電台 03-3501666 

合作計程車無線電台 03-3557700 欣（新）梅計程車無線電台 03-3630033 

新豐計程車衛星車隊 03-4281234 新利達計程車衛星車隊 03-3758888 

備註：計程運價：起程 1250 公尺 95 元，續程每 250 公尺 5 元。 5-10 分鐘來車 

備註：計時運價：時速 5 公里以下每 2.5 分鐘加收 5 元。 桃園市政府提供 

※高鐵站周邊計程車皆由各車行排班接送，並皆照表收費。 

※高鐵桃園站至本校建議路線：於高鐵北路一段右轉青昇路接中興路，直行至中正東路三段右

轉接中園路二段，達萬能路右轉進入校區。 

※桃園捷運至本校建議路線：搭乘桃園捷運於高鐵桃園站下車，高鐵站周邊計程車由車行排班

接送，並照表收費。 

 

八、 統聯客運 

※起訖路線：八德介壽豐德路口→八德區公所→陸軍專科學校→榮民南路→元智大學→內

壢火車站→內壢文化路→中壢工業區→萬能科技大學→青昇路→大園國際

高中→捷運高鐵桃園站 

※優惠活動：持桃園市民卡民眾刷卡搭乘本路線可享有「買一送一乘車優惠」，第一趟搭

乘依規定票價收費，第二趟搭乘則為前 8 公里免費，民眾僅須自付第二趟超

過 8 公里的車資。 

※公車時刻：平日尖峰時段約 20-30 分鐘一班、假日及離峰時段約 30-60 分鐘一班，可參

考桃園公車動態系統 http://ebus.tycg.gov.tw/NewTaoyuan/Dybus.aspx。 

 

九、 桃園捷運 

※請參考桃園捷運系統 https://www.tymetro.com.tw/tymetro-new/tw/ 

http://ebus.tycg.gov.tw/NewTaoyuan/Dybus.aspx
https://www.tymetro.com.tw/tymetro-ne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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