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港站 費用 台北站 費用 板橋站 費用 桃園站 費用 新竹站 費用 台中站 費用 嘉義站 費用 台南站 費用 左營站 費用
南港區 中正區 板橋區 中壢區 東區 南區 鹿草鄉 歸仁區 左營區

內湖區 大安區 萬華區 桃園區 北區 南屯區 水上鄉 仁德區 楠梓區

松山區 大同區 中正區 大園區 竹東鎮 中區 太保市 關廟區 鼓山區

信義區 萬華區 大安區 平鎮區 竹北市 西區 朴子市 東區 三民區

文山區 中山區 大同區 觀音區 新埔鎮 東區 西區 永康區 橋頭區

中山區 松山區 松山區 蘆竹區 湖口鄉 北區 東區 145 北區 梓官區

士林區 信義區 文山區 八德區 190 寶山鄉 西屯區 民雄鄉 320 南區 新興區

永和區 士林區 士林區 林口區 190 新豐鄉 北屯區 竹崎鄉 1090 新化區 前金區

中正區 內湖區 中山區 龜山區 250 關西鎮 130 烏日區 中西區 180 鹽埕區

大同區 北投區 信義區 新莊區 340 六福村主題樂園 280 大肚區 安平區 285 仁武區

大安區 文山區 樹林區 五股區 730 小人國主題樂園 340 大里區 安南區 775 大社區 110

北投區 三重區 泰山區 泰山區 370 彰化市 前鎮區 110

三重區 永和區 三重區 小人國主題樂園 340 太平區 苓雅區 免費

蘆洲區 蘆洲區 新莊區 土城區 520 大雅區 小港區 180

萬華區 五股區 中和區 樹林區 610 潭子區 145

汐止區 泰山區 永和區 六福村主題樂園 490 霧峰區 180

中和區 130 新莊區 五股區 龍井區 180

五股區 130 中和區 蘆洲區 神岡區 425

泰山區 160 南港區 土城區 沙鹿區 670

新莊區 310 汐止區 北投區 豐原區 285

林口區 430 土城區 160 內湖區 40 梧棲區 810

土城區 490 樹林區 190 林口區 免費 后里區 495

樹林區 520 林口區 160 南港區 220 麗寶樂園 740

石岡區 600

南投市 600

清水區 710

外埔區 1020

大甲區 1370

埔里鎮 1405

魚池鄉 1720

南港站 費用 台北站 費用 板橋站 費用 桃園站 費用 新竹站 費用 台中站 費用 嘉義站 費用 台南站 費用 左營站 費用

南港經貿園區 三重工業區 三重工業區 中壢工業區 新竹科學園區
台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

新園區
嘉太工業區 安平工業區 215 楠梓工業區

南港軟體園區 新北產業園區 樹林工業區 大園工業區 新竹工業區 台中工業區 新港中洋工業區 永康工業區 180 仁大工業區

內湖科技園區 內湖科技園區 新北產業園區 觀音工業區 竹科竹南園區 台中軟體園區 民雄兼頭橋工業區 350 臺南科技工業區 740 臨海工業區 285

三重工業區 280 林口工業區 土城工業區 桃園幼獅工業區 桃園幼獅工業區 370 大里工業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

南基地
600 永安工業區 635

新北產業園區 220 南港軟體園區 林口工業區 龜山工業區 龍潭科學園區 580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官田工業區 1,230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高雄

園區
530

林口工業區 460 樹林工業區 70 內湖科技園區 100 平鎮工業區 160 平鎮工業區 610 臺中經貿科技工業園區 新營工業區 1,580 林園工業區 530

樹林工業區 640 南港經貿園區 免費 南港軟體園區 190 龍潭科學園區 130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

園區)

土城工業區 490 土城工業區 190 南港經貿園區 160 華亞科技園區(台塑) 220 霧峰工業區

林口工業區 520 太平產業園區

桃園環保科技園區 310 仁化工業區

樹林工業區 730 太平工業區

新北產業園區 免費 全興工業區 145

土城工業區 730 台中港關連工業區 775

三重工業區 520 彰濱工業區 390

內湖科技園區 910 豐洲科技工業區 635

南港經貿園區 1,420 南崗工業區 635

南港軟體園區 1,390 大甲幼獅工業區 1370

南港站 費用 台北站 費用 板橋站 費用 費用 新竹站 費用 台中站 費用 嘉義站 費用 台南站 費用 左營站 費用
北投國華高爾夫俱樂部 310 北投國華高爾夫俱樂部 100 東方高爾夫球場 永漢高爾夫球場 林口高爾夫俱樂部 610 新竹高爾夫俱樂部 免費 興農高爾夫球場 180 棕梠湖高爾夫俱樂部 600 南一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海軍高爾夫俱樂部

新淡水高爾夫球場 460 新淡水高爾夫球場 130 長庚高爾夫俱樂部 統帥高爾夫俱樂部 八里國際高爾夫俱樂部 370 長安高爾夫俱樂部 160 台中高爾夫球場 180 嘉光高爾夫俱樂部 635 大崗山高爾夫球場
高雄高爾夫俱樂部(澄清

湖)
翡翠高爾夫俱樂部 370 東方高爾夫球場 220 新淡水高爾夫球場 200 台北高爾夫俱樂部 龍潭高爾夫俱樂部 610 寶山高爾夫俱樂部 250 彰化高爾夫球場 250 台南高爾夫俱樂部 355 觀音山高爾夫俱樂部 215

臺灣高爾夫俱樂部 580 台北高爾夫俱樂部 370 台北高爾夫俱樂部 190 幸福高爾夫俱樂部 370 大溪高爾夫俱樂部 700 楊梅高爾夫俱樂部 490 台豐高爾夫球場 285 嘉南高爾夫球場 1,405 信誼高爾夫球場 670

大屯高爾夫球場 610 臺灣高爾夫俱樂部 250 北投國華高爾夫俱樂部 190 東華高爾夫俱樂部 310 立益高爾夫俱樂部 1000 再興高爾夫俱樂部 190 霧峰高爾夫球場 355 南寶高爾夫俱樂部 880 大崗山高爾夫球場 845

美麗華高爾夫球場 970 大屯高爾夫球場 280 第一高爾夫俱樂部 250 美麗華高爾夫球場 310 新竹高爾夫俱樂部 970 東方日星高爾夫俱樂部 340 鴻禧太平高爾夫俱樂部 880 班芝花高爾夫俱樂部 2,210 南一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985

東方高爾夫球場 580 第一高爾夫俱樂部 460 統帥高爾夫俱樂部 370 東方高爾夫球場 340 旭陽高爾夫俱樂部 1120 立益高爾夫俱樂部 220 南峰高爾夫球場 600 大衛營高爾夫俱樂部 1,615

永漢高爾夫球場 1090 長庚高爾夫俱樂部 280 臺灣高爾夫俱樂部 340 楊梅高爾夫俱樂部 200 山溪地高爾夫俱樂部 1150 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490 國際高爾夫球場 670 山湖觀高爾夫球場 1,720

北海高爾夫球場 1210 統帥高爾夫俱樂部 460 美麗華高爾夫球場 400 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200 老爺關西高爾夫俱樂部 1180 旭陽高爾夫俱樂部 490 豐原高爾夫俱樂部 635 台南高爾夫俱樂部 1,720

濱海高爾夫俱樂部 1,060 林口高爾夫俱樂部 280 大屯高爾夫球場 370 第一高爾夫俱樂部 280 寶山高爾夫俱樂部 1,720 山溪地高爾夫俱樂部 550 清泉崗高爾夫俱樂部 775 嘉南高爾夫俱樂部 2,245

美麗華高爾夫球場 430 林口高爾夫俱樂部 310 再興高爾夫俱樂部 280 東方日星高爾夫俱樂部 1,810 老爺關西高爾夫俱樂部 580 中興新村高爾夫球場 670 南寶高爾夫俱樂部 2,280

幸福高爾夫俱樂部 550 八里國際高爾夫俱樂部 640 長庚高爾夫俱樂部 310 龍潭高爾夫俱樂部 460 松柏嶺高爾夫俱樂部 1,160

八里國際高爾夫俱樂部 610 幸福高爾夫俱樂部 610 桃園高爾夫俱樂部 500 桃園高爾夫俱樂部 760 全國高爾夫俱樂部 1,475

永漢高爾夫球場 730 永漢高爾夫球場 520 長安高爾夫俱樂部 250 大溪高爾夫俱樂部 1,060 皇家高爾夫俱樂部 2,875

東華高爾夫俱樂部 550 東華高爾夫俱樂部 610 皇家高爾夫俱樂部 1,240

翡翠高爾夫俱樂部 700 全國高爾夫俱樂部 1,750

濱海高爾夫俱樂部 1,210

北海高爾夫球場 1,240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高鐵接送區域（市區）

高鐵接送區域（工業區）

高鐵接送區域（高爾夫球場）
桃園站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