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巡迴接駁車資訊 

一、巡迴接駁車 

   1.全程以低底盤公車交通接送。規格：立位 15個、座位 25個、輪椅 2部 

   2.依比賽場地規劃三條路線：紅線、黃線、綠線。 

   3.服務專線：羅主任 0918830315 

紅線  (苗栗市場館) 

路 線 圖 備  註 

體育場 田徑-肢.視.智.聽障 ※體育場發車時間： 

  07:10、07:30、07:50、 

  08:10、08:30、09:00、 

  09:30、10:00、10:30、 

  11:00、11:30、12:00、 

  12:30、13:00、13:30、 

  14:00、14:30、15:00、 

  15:30、16:00、16:30、 

  17:00、17:30 

※5月 26日 14:00~17:00，加

開至巨蛋，參加開幕典禮。 

※5月 29日 13:00末班車，巡

迴車至 14:00結束。 

※本表所列時間，得依各競賽

場所競賽時間彈性調整。 

栗華飯店 住宿：栗華飯店 

苗栗火車站(前站) 住宿：王府飯店  

苗栗市農會 住宿：園霖飯店、三統飯店 

大倫國中 籃球-輪椅.聽障 

啟文國小 肢障健力 

縣立網球場 輪椅網球 

明仁國中 射箭-肢障 

大同國小 羽球-肢.聽障 

苗栗市農會 住宿：園霖飯店、三統飯店 

(開幕典禮：巨蛋) 5月 26日 14:00~17:00 

苗栗火車站(前站) 住宿：王府飯店  

栗華飯店 住宿：栗華飯店 

體育場        (巡迴 1小時) 

 

黃線  (後龍鎮場館) 

路 線 圖 備   註 

體育場 田徑-肢.視.智.聽障 ※體育場發車時間： 

  07:20、07:40、08:00、 

  08:20、08:40、09:15、 

  09:45、10:15、10:45、 

  11:15、11:45、12:15、 

  12:45、13:15、13:45、 

  14:15、14:45、15:15、 

  15:45、16:15、16:45、 

  17:15、17:45、18:15。 

栗華飯店 住宿：栗華飯店 

苗栗火車站(前站) 住宿：王府飯店  

苗栗市農會 住宿：園霖飯店、三統飯店 

高鐵車站  

隊本部 國立新港國中小學 

(英才書院)  

後龍國小 特奧輪鞋競速 



     

※5月 26日，14:15~16:45，加

開至巨蛋，參加開幕典禮。 

※5月 29日 16:15末班車，巡

迴車至 17:00結束。 

※每日 11:00~17:00，加開至英

才書院、客家圓樓，歡迎參

觀。  

※本表所列時間，得依各競賽場

所競賽時間彈性調整。 

  

維真國中 地板滾球-肢障、特奧滾球 

隊本部 國立新港國中小學 

高鐵車站  

(客家圓樓)  

栗華飯店 住宿：栗華飯店 

苗栗火車站(前站) 住宿：王府飯店  

苗栗市農會 住宿：園霖飯店、三統飯店 

(開幕典禮：巨蛋) 5月 26日 14:15~16:45 

體育場 (巡迴 1小時) 

 

綠線  (竹南鎮比賽場地) 

路 線 圖 備  註 

照南國小 桌球-肢.智.聽障 

※苗栗市竹南鎮，07:00，每日

一班。 

  竹南鎮苗栗市：18:00，每日

一班。 

※每天上午 07:00自苗栗市農會

(園霖飯店、三統飯店)→栗華

飯店→苗栗火車站(王府飯店)

→照南國小，18:00自照南國小

發車回苗栗市。 

※照南國小發車時間： 

  08:00、09:00、10:00、 

  11:00、12:00、13：00、 

  14:00、15:00、16:00、 

  17:00、18:00 

※如需往返苗栗市與竹南鎮，可

搭乘台鐵、客運，再轉搭大會

提供之巡迴接駁車。 

※本表所列時間，得依各競賽場

所競賽時間彈性調整。 

竹南火車站  

兆品酒店 住宿：兆品酒店 

尚順君樂飯店 住宿：君樂飯店 

照南國小 (巡迴 30分鐘) 



 二、機動性接駁車：一般遊覽車 

    (一)數量：三部 

    (二)申請方法： 

        1.乘客達 20名以上，可指名目的地，起訖地點必須在苗栗縣市。 

        2.賽會期間：5月 26~29日 

        3.預約專線：李組長 0922-687075 

    

三、開幕典禮之交通運輸 

    地點：巨蛋體育館 (苗栗市國華路 1121號) 

    時間：105年 5月 26日 14:00~21:00 

   (一) 入場(14:00~17:00) 

      1.巡迴接駁車：紅線(14:00~17:00)、黃線(14:15~16:45)均加開巨蛋。 

      2.大會提供苗栗市、後龍鎮各場館之交通接駁。 

      3.乘車地點：巨蛋北門，民族路(四海遊龍正對面) 

   (二) 散場：19:00~21:00 

      1.巡迴路線：A線：栗華飯店、王府飯店、苗栗火車站(前站)：3台 

                  B線：園霖飯店、三統飯店，3台 

                  C線：台灣高鐵車站，1台 

      2.乘車地點：巨蛋北門，民族路(四海遊龍正對面) 

      3.服務專線：黃組長 0937770266 

 

四、巡迴接駁車乘車街道、班次統計、步行至比賽場館資訊 

序

號 
接駁地點 巡迴公車 乘車街道 

每日班

次往返

總計 

約需再

步行距

離(公

尺) 

備註 

1 縣立體育場 紅線、黃線 經國路 48 60  

2 大倫國中 紅 線 為公路 24 500 
選手自行前往 

3 啟文國小 紅 線 啟賢街與豐年路 24 20  



4 縣立網球場 紅 線 和平路 24 10  

5 大同國小 紅 線 大同路 24 10  

6 明仁國中 紅 線 電台路 24 500 
選手自行前往 

7 照南國小 綠 線 照南路 10 10  

8 維真國中 黃 線 成功路 24 30  

9 後龍國小 黃 線 成功路 24 10 
 

10 高雄市國際游泳池  
不提供 

交通接駁 
11 嘉義私立嘉華中學  

12 豐原區雙木保齡球館  

13 開幕：巨蛋體育館 紅線、黃線 民族路 12 10 巨蛋北門 

14 閉幕：苗栗縣政府  
不提供 

交通接駁 

15 苗栗火車站 紅線、黃線 前站 48 10 
 

16 竹南火車站 綠線 正門口 10 10 
 

17 高鐵車站 黃線 正門口 2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