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車業者 路線 車號 車型

公車業者 路線 車號 車型 後車體 版面尺寸(公分) 駕駛側 版面尺寸(公分) 車門側 版面尺寸(公分)

光華巴士 紅2 416-FR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紅2 418-FR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紅2 419-FR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203 422-FR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203 426-FR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203 427-FR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215 775-FZ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中山幹線 397-U3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620 398-U3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279 399-U3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中山幹線 400-U3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中山幹線 401-U3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中山幹線 402-U3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紅2 420-FR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203 421-FR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紅2 423-FR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203 425-FR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紅3 408-U3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紅3 409-U3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光華巴士 紅3 410-U3 大巴 v 106(高)*1030(長) v 106(高)*800(長)

首都客運 紅57 313-U5 中巴 v 275(長)*50(高) v 275(長)*50(高)

首都客運 紅57 315-U5 中巴 v 275(長)*50(高) v 275(長)*50(高)

首都客運 紅57 316-U5 中巴 v 275(長)*50(高) v 275(長)*50(高)

首都客運 紅7 317-U5 中巴 v 275(長)*50(高) v 275(長)*50(高)

首都客運 紅33 319-U5 中巴 v 275(長)*50(高) v 275(長)*50(高)

首都客運 紅57 318-U5 中巴 v 275(長)*50(高) v 275(長)*50(高)

首都客運 68 787-FY 中巴 v 275(長)*50(高) v 275(長)*50(高)

首都客運 小17 785-FY 中巴 v 275(長)*50(高) v 275(長)*50(高)

東南客運 綠11 FAA-089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小1(含區) FAA-090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小5(含區) FAA-091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藍51 FAA-092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藍51 FAA-093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小11 FAA-095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綠11 FAA-096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綠11 066-U3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綠11 067-U3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小3(含區) 068-U3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小12(含區) 763-U3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小3(含區) 765-U3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小12(含區) 766-U3 中巴 v 372(長)*98(高)

東南客運 小2(含區) KKA-0200 中巴 v 372(長)*98(高)

台北客運 仁愛幹線 917-FR 大巴 v 長80*45高

台北客運 仁愛幹線 918-FR 大巴 v 長80*45高

台北客運 仁愛幹線 919-FR 大巴 v 長80*45高

台北客運 仁愛幹線 467-FR 大巴 v 長80*45高

台北客運 仁愛幹線 468-FR 大巴 v 長80*45高

大有巴士 88 FAB-389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88 FAB-391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88 FAB-392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88 FAB-393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88 FAB-395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88 FAB-397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88 FAB-398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88 FAB-399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FAB-767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FAB-768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FAB-769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FAB-771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FAB-772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FAB-979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KKA-1029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KKA-1030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KKA-1031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KKA-1032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KKA-1033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KKA-1035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212直 KKA-1036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620 FAB-510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620 FAB-512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620 FAB-513 大巴 v 50(長)*50(寬)

大有巴士 620 FAB-516 大巴 v 50(長)*50(寬)

小計(面) 後車體: 30 駕駛側: 42 車門側: 28

108年提供公益團體之公車版面                                  (單位:面)
後車體 車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