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路編號苗栗←→大甲 計費站⊙

5814
排序 站名 計費站 站  址 排序 站名 計費站 站  址

1 苗栗火車站 ⊙ 苗栗市苗栗火車站 45 帝爺廟

2 火車站前 46 北勢窩

3 水利會 47 番社

4 縣府前 48 通霄鎮公所 ◎

5 苗栗農工 苗栗市中山路同心園 49 通霄 ⊙

6 中苗站 50 成興超市 ◎

7 農會寶鎮 51

8 至公路 52 南華新村

9 南苗市場 53 賢德工商

10 苗栗站 54 通霄變電所

11 聯合大學 55 五福 ⊙

12 大坪頂 ⊙ 56 五南新村

13 歐 麗 旺 57 觀音亭

14 新英國小 58 苑裡橋

15 豪榮社區 59 苑裡國小 ◎

16 褔泰新村 60 苑裡站 ⊙

17 南興 61 客庄國小 ◎

18 62 下客庄

19 五湖口 63 客庄

20 三座厝 64 初中路

21 ◎ 65 貓盂 ⊙

22 ◎ 66 上貓盂

23 銅鑼車站 ⊙ 67 淨光寺

24 ◎ 68 下田寮

25 ◎ 69 田寮

26 法尊堂 70 水涵

27 竹森口 71 舊社 ◎

28 高埔 72 山腳 ⊙

29 下埔口 73 合作農場

30 大窩 74 社苓口

31 福安 75 裕順公司

32 牛埔 ⊙ 76 社苓

33 石觀音 77 正順公司

34 南窩 ⊙ 78 山柑 ⊙

35 媽祖廟 79 後壁溪

36 文眉橋 80 榮達店

37 大崁橋 81 三張犁

38 黃厝 82 通天路口 ◎

39 烏眉 ⊙ 83 日南 ⊙

40 烏眉國小 ◎ 84 鐵砧山

41 烏眉國中 85 頂店

42 內湖橋 86 大同醫院

43 農倉前 87 大甲郵局

44 楓樹口 ⊙ 88 大甲站 ⊙

(經通霄、山腳) 比照計費站◎

通霄鎮烏眉幹54A

苗栗市中山路12號 通霄鎮烏眉路69號

苗栗市中山路155號 通霄鎮中正路309號

苗栗市中山路247號 通霄鎮中正路3-4號

通霄鎮和平路72號

苗栗市中山路404號 通霄鎮中山路99號

苗栗市中山路558號 南勢(通霄) 通霄鎮中山路269號

苗栗市中山路614號 通霄鎮中山路173號

苗栗市中山路732號 通霄鎮中山路通南里2-21號

苗栗市大同路69號 通霄鎮中山路霄苑幹2A

苗栗市恭敬里聯大1號 通霄鎮中山路47-1號

苗栗市坪頂東18號 通霄鎮中山路332號

苗栗市高霄幹57 通霄鎮中山路92號

苗栗市興勝11號 通霄鎮中山路2號

苗栗市豪榮2號 苑裡鎮中山路307號

苗栗市福泰2號 苑裡鎮中山路140-1號

苗栗市南勢20-6號 苑裡鎮新興路21號

南勢(苗栗) 苗栗市南勢30-5號 苑裡鎮客庄里90-22號

苗栗市南勢52號 苑裡鎮中山路43號

銅鑼鄉竹森33號 苑裡鎮中正里101-52號

銅鑼天主堂(往) 銅鑼鄉文化路62號 苑裡鎮中正里157號

文林國中(往) 銅鑼鄉中正路215號 苑裡鎮中正里15鄰123-5號

銅鑼鄉新興路15-2號 苑裡鎮福田里148-4號

文林國中(返) 銅鑼鄉中正路215號 苑裡鎮福田里128-1號

銅鑼天主堂(返) 銅鑼鄉文化路62號 苑裡鎮福田里5鄰37-1號

西湖鄉高埔高幹13 苑裡鎮福田里3-1號

西湖鄉高埔高幹24 苑裡鎮舊社里87-3號

西湖鄉高埔高幹38 苑裡鎮山腳里6鄰178號

西湖鄉高埔高幹47A 苑裡鎮舊社里3鄰24-18號

西湖鄉高埔高幹64 苑裡鎮舊社里2鄰25-1號

西湖鄉大窩10-1號 苑裡鎮社苓里11鄰19號

西湖鄉高埔高幹86 苑裡鎮社苓里11鄰99-1號

通霄鎮烏眉幹206 苑裡鎮山柑里6鄰65-15號

通霄鎮烏眉幹119 苑裡鎮山柑里6鄰64號

通霄鎮烏眉幹175 大甲鎮幸福里長安路39-1號

通霄鎮烏眉幹165 大甲鎮幸福里長安路21-2號

通霄鎮烏眉幹151 大甲鎮幸福里長安路6號

通霄鎮烏眉幹138A 大甲鎮通天路178號

通霄鎮烏眉幹123 大甲鎮經國路1956號

通霄鎮烏眉幹116 大甲鎮中山路1段1410號

通霄鎮內湖1號 大甲鎮中山路1段1307號

通霄鎮烏眉幹98 大甲鎮中山路1段1089號

通霄鎮烏眉幹92 大甲鎮中山路1段1011號

通霄鎮烏眉幹80A-1 大甲鎮蔣公路10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