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光科技大學服務學習校外合作服務機構公車路線 

(一)惠明學校(惠明育幼院) 

承辦人：劉燁心督導、王敏存督導 

聯絡電話：(04) 25661021＃126、203 

機構地址：台中市大雅區雅潭路四段 332 號 

路程時間：20 分鐘(可搭公車 63 號【惠明盲校站】，門口下車)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右轉→福星北路→至黎明路左轉→至漢翔路右轉→至環中路二

段→至廣福路左轉→中山路→至中清南路左轉→至雅潭路右轉(約 1500 公尺) 

 (二) 熱愛生命文教基基金會 

承辦人：林佳惠督導 

聯絡電話：(04) 27080908 

機構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朝馬五街 21 號 

  路程時間：15 分鐘(可搭公車 54、29、160、358 號[西屯區公所(黎明路)] 

站，下車後約 3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右轉→福星北路→至黎明路左轉→過台灣大道（約 500 公尺）

直走→至干城街下個路口左轉 

(三)救世軍教會 

承辦人：余春鳳師母 

聯絡電話：(04) 2314－6185 

機構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四川東街 67 號 

  路程時間：15 分鐘(可搭公車 79 號【青海文心站】，25、35、37、45、125 

            號【勤美社區站】，下車後約 5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至河南路右轉→至青海路二段左轉→至重慶

路右轉→至四川東街(約 100 公尺) 

(四) 愛鄰社區服務協會(重慶教會) 

承辦人：丁淑娟輔導員 

聯絡電話：(04) 23126966 

機構地址：台中市西屯區重慶路 252 號 

  路程時間：15 分鐘(可搭公車 54、199 號【文心河南路口站】下車後           



           沿延河南路轉重慶路約 5 分鐘路程，25、35、37、45、125 號 

           【勤美社區站】，下車後沿延重慶路約 10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河南路二段左轉→過文心路三段

→至重慶路口右轉(約 50 公尺) 

(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承辦人：王宥翔社工 

聯絡電話：(04) 22075566 

機構地址：404 臺中市北區中清路 89 號 13 樓之 1 

路程時間：25 分鐘(可搭公車 29 號【文莊里站】下車後約 2 分鐘，37、45、 

          125 號【英才公園站】，下車後約 10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河南路二段左轉→至文心路左轉 

→至中清路右轉→過英才路（約 100 公尺右側） 

(六)台中市杏林老人養護中心 

承辦人：林冠汝社工 

聯絡電話：04-24618119 

機構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路 3 段 153 之 5 號 3樓至 6樓 

路程時間：15 分鐘(可搭公車 45【福安里(西屯路)站】下車對面大樓，37 

          【永安國小站】下車延西屯路約 5分鐘路程，359 號【福科永福  

           路口站】，下車後約 5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右轉→福星北路→至黎明路左轉→至西屯路三段右轉→過永福

路口(約 50 公尺左邊) 

 (七)康福護理機構 

承辦人：吳方綺社工 

聯絡電話：04-23153378 

機構地址：台中市西屯區重慶路 431-433 號 

路程時間：15 分鐘(可搭公車 33、54 號【重慶國小站】，199【文心河南路 

          口站】下車後約 5 分鐘路程，25、35、37、45、125 號【勤美社 

          區站】，下車後約 10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河南路二段左轉→過文心路三段

→至重慶路口左轉(約 300 公尺) 

 (八)得勝者教育協會 

承辦人：游茹貽督導 

聯絡電話：04-22980919 

機構地址：40677台中市北區中清路 1 段 447 號 4 樓 A1 

路程時間：25 分鐘(可搭公車 29、33 號【中清太原路口站】門口下車，28 

          號【水湳市場站】，54 號【下水湳站】至水湳轉 6、9 號【中清 

          太原路口站】門口下車)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河南路二段左轉→至文心路左轉 

→至中清路右轉→過漢口路三段（約 200 公尺右側，太原北路前） 

 (九)惠來國小 

承辦人：林美惠組長 

聯絡電話：04-23176353＃723 

機構地址：台中市文中路 168 號 

路程時間：15 分鐘(可搭公車 79【台中市後備指揮部站】，25、35、37、45、 

          125 號【西屯洛陽路口站】，下車後約 5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至河南路右轉→至青海路二段左轉→至惠中

路右轉(約 200 公尺) →至文中路(約 200 公尺) 

 (十)向陽關懷協會 

承辦人：蘇雪娥輔導員 

聯絡電話：04-24519873 

機構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 235 號 

路程時間：5 分鐘(可搭公車 79、25、35、37、45、125 號【福星西安街口 

          站】，下車後約 3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西安街左轉(約 100 公尺) 

(十一)崇德光慧讀經教育(逢甲) 

承辦人：鍾少琪小姐 

聯絡電話：0911-799207 0973-095798  

機構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逢甲大學語文大樓 2 樓 



路程時間：5 分鐘(可搭公車 79、25、35、37、45、125 號【逢甲大學站】， 

          下車後約 3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逢甲路左轉(約 50 公尺) 

(十二)崇德光慧讀經教育(西屯) 

承辦人：林政儀督導 

聯絡電話：0973-581128  

機構地址：台中市西屯區福星路 666 號(台中市立圖書館西屯分館 3 樓視聽 

           室) 

路程時間：10 分鐘(可搭公車 28、33、54、63、79、199 號【福星停車場站】， 

          下車後約 10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櫻花路 (約 100 公尺) 左側 

 

(十三) 華山創世基金會西屯愛心天使站 

承辦人：吳靚甯站長 

聯絡電話：04-23146824 

機構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路 150 之 1 號 1 樓 

路程時間：15 分鐘(可搭公車 25、35、37、45、125 號【惠民公園站】下車 

          後斜對面，79 號 【台中市後備指揮部站】下車約 3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過河南路接櫻花路→至洛陽路右轉 

 (十四) 臺中市西屯區泰安國小 

承辦人：張凱淳 老師 

聯絡電話：(04)27017045#725 

機構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廣福路 150 巷 99 號 

  路程時間：15 分鐘(可搭公車 63 號【廣福環中路口站】，下車後沿環中路 

            約 10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校門口(南校門)右轉→福星北路→至黎明路左轉→至漢翔路右轉→至環中路二

段→至廣福路左轉約 100 公尺(高速公路涵洞前)右轉→廣福路 150 巷約 500 公

尺 



(十六) 西大墩老人中心 

承辦人：陳惠津督導 

聯絡電話：04-27081130 

機構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光明路 160 號 

  路程時間：10 分鐘(可搭公車 28、37、45、54、79 號【西屯派出所站】， 

            下車後約 3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校門口(南校門)右轉→福星北路→西苑路左轉→過漢翔路至福星路右轉→至光

明路左轉約 50 公尺左邊廟前 

(十七) 社團法人台灣全民食物銀行協會 

承辦人：仝立偉專員 

聯絡電話：(04) 23013610 0921581989 

機構地址：403 台中市南區柳川東路一段 88 號 

  路程時間：40 分鐘(可搭公車 79 號【忠明南三民西路口站】，下車後約 5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河南路二段右轉→至中港路左轉 

→至忠明南路右轉→至三民西路左轉→至柳川東路左轉（約 100 公尺附近） 

(十八) 中華安德烈慈善協會(食物銀行) 

承辦人：簡雪芬督導 

聯絡電話：(04) 35050858 

機構地址：406 台中市北屯區文心路四段 955 號 23 樓 

路程時間：30 分鐘(可搭公車 8 號【四維國小站】下車後對面，79、25、35、  

          37、45、125 號【西屯洛陽路口站】轉 53、85 號，下車後斜對 

          面約 5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河南路二段左轉→至文心路左轉 

→至四維國小對面（在北屯路前約 200 公尺） 

 (十九) 台中市新移民關懷協會 

承辦人：林燕芬老師 

聯絡電話：04-25354942 0980-463554 

機構地址：427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路二段 384-8 號 3F 

  路程時間：30 分鐘(可搭公車 63 號【雅潭大豐路口站】轉 58 號【潭子國 



           小站】，下車後對面)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右轉→福星北路→至黎明路左轉→至漢翔路右轉→至環中路二

段→至中山路左轉往潭子方向右轉→至雅潭路口前50公尺右側(潭子國小對面) 

(二十) 華山創世基金會南區愛心天使站 

承辦人：湯家岳站長 

聯絡電話：04-22652029 

機構地址：402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路 908 號(工學五街路口) 

  路程時間：35 分鐘(可搭公車 79 號【和平里(忠明路口)站】，下車後約 

              7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河南路二段右轉→至中港路左轉 

→至忠明南路右轉→過復興路、南平路→至工學五街路口 

 (二十一) 財團法人慈化文教基金會 

承辦人：張源利老師 

聯絡電話：0921-620436 

機構地址：台中市西屯區逢大路 65 號-鵬程里里民活動中心 

路程時間：10 分鐘(可搭公車 79、25、28、54、35、37、45、125 號【逢 

          甲大學站】，下車後約 10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逢甲路右轉(約 50 公尺) →至逢

甲路 90 巷右轉 

(二十二) 台中捐血中心  

承辦人：張淑容 小姐 

聯絡電話：04-24612345-223 

機構地址：中港捐血室(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4 段 1176 號) 

路程時間：20 分鐘 

新光三越捐血車：(可搭公車 5、33、359 號【新光三越站】，下車後約 2 分 

              鐘路程) 

中興堂捐血車：(可搭公車 25、35 號【中興堂站】，下車後對面約 2 分鐘 

              路程) 

台中捐血中心：(可搭公車 28 號【台中捐血中心站】，門口下車)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右轉→福星北路→至黎明路左轉→至漢翔路右轉→至中彰快速

道下左轉→至福科路右轉→至福林路左轉→至台灣大道右轉（約 300 公尺） 

(二十三) 台中市觀光旅遊局  

承辦人：林良蓉書記 

聯絡電話：04-22289111#58625 

機構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路程時間：30 分鐘 

台中火車站(04-22212126)：(可搭公車 25、35、37、45、125 號【火車站】， 

                         下車後舊火車站出口) 

台中烏日高鐵站(04-36006646)：(可搭公車 160 號【高鐵站】，門口下車往 

                         2F 大廳靠 1B 出口扶梯處)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左轉→福星北路→福星路→至河南路二段右轉→至台灣大道左

轉→續接中正路直走→至火車站 

台中烏日高鐵站-建議搭公車(亦可至朝馬搭 151 號) 

(二十四) 臺中市第二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承辦人：張玉燕 小姐 

聯絡電話：04-24527828 轉 21 

機構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光明路 160 號 2 樓 

  路程時間：10 分鐘(可搭公車 28、37、45、54、79 號【西屯派出所站】， 

            下車後約 3 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校門口(南校門)右轉→福星北路→西苑路左轉→過漢翔路至福星路右轉→至光

明路左轉約 50 公尺左邊廟前 

(二十五) 外交部中部辦事處 

承辦人：楊爵鴻秘書 

聯絡電話：(04) 22510799 

機構地址：台中市南屯區黎明路二段 503 號 1F(廉明樓) 

  路程時間：20 分鐘(可搭公車 54、160、358 號[黎明新村(黎明路)]站，        

             下車後約 3分鐘路程) 

建議路線： 

（地圖搜尋【請輸入地址】http://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 ） 

校門口(南校門)右轉→福星北路→至黎明路左轉→過台灣大道（約 2000 公尺）

直走→至干城街下個路口左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