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央大學對外交通資訊

• 9025A 國道客運【搭車時間約30-40分鐘】詳附件１、２

中大 –臺北

詳附件３

臺聯大校際專車 【中央大學 - 清華大學 - 交通大學 - 陽明大學】

•詳附件４

中研院區間車 【中研院 –中央大學 – 清華大學】

• 132 市區公車詳附件５、６、8

• 133 市區公車詳附件５、６、9

中大 –中壢火車站 【搭乘公車時間約20-30分鐘】

• 172市區公車詳附件7、10

• 173市區公車詳附件7、11

中大–桃園高鐵站 【搭乘公車時間約20-30分鐘】

110.03.24 總務處 事務組

http://www.ust.edu.tw/Schools_Shuttle_Schedule.aspx
https://www.sinica.edu.tw/downloadFile_m.php?file=00034u.pdf&_downloadName=shuttlebus.pdf


9025 A 國道客運繞駛中央大學班次表
【中壢 –國道ㄧ號 - 松山機場】

【平日 (週一至週五) Weekday】

行駛客運
中壢

火車站
中央大學 行天宮 松山機場 行駛客運 松山機場 行天宮 中央大學

中壢
火車站

桃園客運 約 12:20 約 13:20 約 13:30 臺北客運 約 06:47 約 07:50 約 08:10

桃園客運 約 16:20 約 17:20 約 17:30 桃園客運 約 07:20 約 08:20 約 08:40

臺北客運 約 17:20 約 18:20 約 18:30 臺北客運 約 08:00 約 09:00 約 09:20

桃園客運 約 18:10 約 19:10 約 19:20 桃園客運 約 12:50 約 13:50 約 14:10

【假日 (週六至週日及國定假日) Weekend】

行駛客運
中壢

火車站
中央大學 行天宮 松山機場 行駛客運 松山機場 行天宮 中央大學

中壢
火車站

臺北客運 約 07:37 約 08:37 約 08:47 桃園客運 約 07:40 約 08:40 約 09:00

臺北客運 約 07:50 約 08:50 約 09:00 臺北客運 約 18:20 約 19:20 約 19:40

桃園客運 約 16:50 約 17:50 約 18:00 臺北客運 約 19:10 約 20:10 約 20:30

桃園客運 約 18:35 約 19:35 約 19:45 桃園客運 約 19:55 約 20:55 約 20:15

 註一：藍色字體表示客運行經校區預估到校時間。

 註二： 表示客運起始端點發車之時刻。

附件１



9025 A 國道客運繞駛中央大學路線表
【中壢 - 中山高 - 松山機場】

附件２

• 備註：如遇交通尖峰時刻(如下午尖峰或連續假期前後等)，請多利用132、133公車至「佑民醫院」轉乘國道客運，或透過
台灣大車隊 go2gether大車隊共乘服務 https://goo.gl/uKIufx，以節省候車時間。

https://goo.gl/uKIufx


【臺灣聯合大學校際專車班次及路線表】

附件３

 最新資訊：

 校內等候站：
前門行政大樓前方

http://www.ust.edu.tw/Schools_Shuttle_Schedule.aspx


【中研院區間車班次及路線表】

附件４

 最新資訊：

 校內等候站：
依仁堂前方



132、133市區公車上課日班次表

【中壢↔中央大學】

桃園市公車動態查詢：

 109學年度上課日：

上學期：109年09月14日~110年01月17日

下學期：110年02月22日~110年06月27日

 109學年度寒暑假日：

寒假：110年01月18日~110年02月21日

暑假：110年06月28日~110年08月-----

 校內等候站：共六站

前門警衛室、國鼎圖書館、中大湖、依仁堂、

後門、觀景台

附件５
路線名 中壢車站 中央大學 行駛日 路線名 中壢車站 中央大學 行駛日

 中133 06:15 約06:35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3:30 約13:5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06:20 約06:40 週六、周日  中133 13:40 約14:00 週六、周日

 桃132 06:30 約06:5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4:00 約14:20 每日

中133 06:40 約07:00 週六、周日  中133 14:15 約14:35 週一至週五

 中133 06:45 約07:05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4:20 約14:40 週六、周日

 桃132 07:00 約07:20 每日  桃132 14:30 約14:5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07:20 約07:40 週六、周日  中133 14:40 約15:00 週六、周日

 桃132 07:30 約07:5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5:00 約15:20 每日

 中133 07:40 約08:00 週六、周日  中133 15:15 約15:35 週一至週五

 中133 07:45 約08:05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5:20 約15:40 週六、周日

 桃132 08:00 約08:20 每日  桃132 15:30 約15:50 週一至週五

 中133 08:15 約08:35 週一至週五  中133 15:40 約16:00 週六、周日

 桃132 08:20 約08:40 週六、周日  桃132 16:00 約16:20 每日

 桃132 08:30 約08:50 週一至週五  中133 16:15 約16:35 週一至週五

 中133 08:40 約09:00 週六、周日  桃132 16:20 約16:40 週六、周日

 桃132 09:00 約09:20 每日  桃132 16:30 約16:50 週一至週五

 中133 09:15 約09:35 週一至週五  中133 16:40 約17:00 週六、周日

 桃132 09:20 約09:40 週六、周日  中133 16:45 約17:05 週一至週五

 桃132 09:30 約09:5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7:00 約17:20 每日

 中133 09:40 約10:00 週六、周日  中133 17:20 約17:4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0:00 約10:20 每日  桃132 17:30 約17:50 週六、周日

 中133 10:15 約10:35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7:40 約18:0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0:20 約10:40 週六、周日  桃132 18:00 約18:20 每日

 桃132 10:30 約10:50 週一至週五  中133 18:20 約18:40 週一至週五

 中133 10:40 約11:00 週六、周日  桃132 18:30 約18:50 週六、周日

 桃132 11:00 約11:20 每日  桃132 18:40 約19:0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1:20 約11:40 週六、周日  桃132 19:00 約19:20 每日

 桃132 11:30 約11:5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9:30 約19:50 每日

 中133 11:40 約12:00 週六、周日  桃132 20:00   約20:20 每日

 中133 11:45 約12:05 週一至週五  桃132 20:30 約20:50 每日(無障礙)

 桃132 12:00 約12:20 每日  桃132 21:00 約21:20 每日

 桃132 12:25 約12:45 週六、周日(無障礙)  桃132 21:30 約21:50 每日

 桃132 12:25 約12:45 週一至週五(無障礙)  桃132 22:00 約22:20 每日

 中133 12:45 13:05 週一至週五  桃132 22:30 約22:50 每日

 桃132 13:00 約13:20 每日  桃132 23:00 約23:20 每日

 桃132 13:20 約13:40 週六、周日

http://ebus.tycg.gov.tw/NewTaoyuan/Dybus.aspx


132、133市區公車寒暑假班次表

【中壢↔中央大學】

附件６

桃園市公車動態查詢：

 109學年度上課日：

上學期：109年09月14日~110年01月17日

下學期：110年02月22日~110年06月27日

 109學年度寒暑假日：

寒假：110年01月18日~110年02月21日

暑假：110年06月28日~110年08月-----

 校內等候站：共六站

前門警衛室、國鼎圖書館、中大湖、依仁堂、

後門、觀景台

路線名 中壢車站 中央大學 行駛日 路線名 中壢車站 中央大學 行駛日

 桃132 06:20 約06:40 週六、週日  桃132 13:30 約13:5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06:30 約06:50 週一至週五  中133 13:40 約14:00 每日

 中133 06:40 約07:00 每日  桃132 14:00 約14:20 每日

 桃132 07:00 約07:20 每日  桃132 14:20 約14:4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07:20 約07:40 週六、週日  桃132 14:30 約14:50 週六、週日

 桃132 07:30 約07:50 週一至週五  中133 14:40 約15:00 每日

 中133 07:40 約08:00 每日  桃132 15:00 約15:20 每日

 桃132 08:00 約08:20 每日  桃132 15:20 約15:40 週六、週日

 桃132 08:20 約08:40 週六、週日  桃132 15:30 約15:5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08:30 約08:50 週一至週五  中133 15:40 約16:00 每日

 中133 08:40 約09:00 每日  桃132 16:00 約16:20 每日

 桃132 09:00 約09:20 每日  桃132 16:20 約16:40 週六、週日

 桃132 09:20 約09:40 週六、週日  桃132 16:30 約16:5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09:30 約09:50 週一至週五  中133 16:40 約17:00 每日

 中133 09:40 約10:00 每日  桃132 17:00 約17:20 每日

 桃132 10:00 約10:20 每日  桃132 17:30 約17:50 週六、週日

 桃132 10:20 約10:40 週六、週日  桃132 17:40 約18:0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0:30 約10:5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8:00 約18:20 每日

 中133 10:40 約11:05 每日  桃132 18:30 約18:50 週六、週日

 桃132 11:00 約11:20 每日  桃132 18:40 約19:0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1:20 約11:40 週六、週日  桃132 19:00 約19:20 每日

 桃132 11:30 約11:50 週一至週五  桃132 19:30 約19:50 每日

 中133 11:40 約12:00 每日  桃132 20:00 約20:20 每日

 桃132 12:00 約12:20 每日  桃132 20:30 約20:50 每日(無障礙)

 桃132 12:25 約12:45 週六、週日(無障礙)  桃132 21:00 約21:20 每日

 桃132 12:25 約12:45 週一至週五(無障礙)  桃132 21:30 約21:50 每日

 桃132 13:00 約13:20 每日  桃132 22:00 約22:20 每日

 桃132 13:20 約13:40 週六、週日  桃132 22:30 約22:50 每日

 桃132 23:00 約23:20 每日

http://ebus.tycg.gov.tw/NewTaoyuan/Dybus.aspx


172、173市區公車班次表

【中央大學↔高鐵桃園站】
附件7

桃園市公車動態查詢：

 校內等候站：共六站

前門警衛室、國鼎圖書館、中大湖、依仁

堂、後門、觀景台

http://ebus.tycg.gov.tw/NewTaoyuan/Dybus.aspx


【 132 桃園客運市區公車路線表】
【中壢↔中央大學】

附件8

 桃園客運網站：

 全票18元、半

票9元

http://www.tybus.com.tw/default.aspx?page=BusTime


【 133 中壢客運市區公車路線表】
【中壢↔中央大學 】

附件9

 中壢客運網站：

 全票18元、半

票9元

http://www.chunglibus.com.tw/route/133-2.html


【 172 中壢客運市區公車路線表】
【中央大學↔高鐵桃園站】

附件10

 中壢客運網站：

 全票24元、半票12

元

http://www.chunglibus.com.tw/route/172-2.html


【 173 桃園客運市區公車路線表】
【中央大學↔高鐵桃園站】

附件11

 桃園客運網

站：

http://www.tybus.com.tw/default.aspx?page=Bus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