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物理年會接駁車時刻表 

1 月 29 日 

來程 回程 

12:30 花蓮火車站後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15 輛) 

20:30 東華大學->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2 輛) 

13:30 花蓮火車站後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2 輛) 

14:30 花蓮火車站後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2 輛) 

15:30 花蓮火車站後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2 輛) 

16:15 花蓮火車站後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1 輛) 

09:30 怡園渡假村(飯店接駁)->東華大學 20:15 怡園渡假村(飯店接駁)->東華大學 

 

20:30 東華大學->藍天麗池(5 輛) 

20:30 東華大學->翰品->伊達斯(1 輛) 

20:30 東華大學->翰品(5 輛) 

20:30 東華大學->碧海藍天(3 輛) 

20:30 東華大學->涵園(3 輛) 

 

 
 

1 月 30 日 

來程 回程 

08:00 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2 輛) 20:30 東華大學->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2 輛) 

08:10 怡園渡假村(飯店接駁)->東華大學 20:15 東華大學->怡園渡假村(飯店接駁) 

07:30 藍天麗池->東華大學(3 輛) 
20:30 東華大學->藍天麗池(5 輛) 

08:00 藍天麗池->東華大學(2 輛) 

08:00 伊達斯->翰品->東華大學(1 輛) 20:30 東華大學->翰品->伊達斯(1 輛) 

08:00 翰品->東華大學(5 輛) 20:30 東華大學->翰品(5 輛) 

08:00 碧海藍天->東華大學(3 輛) 20:30 東華大學->碧海藍天(3 輛) 

08:00 涵園->東華大學(3 輛) 20:30 東華大學->涵園(3 輛) 

 

 
 

1 月 31 日 

來程 回程 

08:00 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2 輛) 

13:00 東華大學->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5 輛) 

13:30 東華大學->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7 輛) 

14:00 東華大學->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2 輛) 

08:40 怡園渡假村(飯店接駁)->東華大學 12:30 東華大學->怡園渡假村(飯店接駁) 

07:30 藍天麗池->東華大學(3 輛) 

  

08:00 藍天麗池->東華大學(2 輛) 

08:00 伊達斯->翰品->東華大學(1 輛) 

08:00 翰品->東華大學(5 輛) 

08:00 碧海藍天->東華大學(3 輛) 

08:00 涵園->東華大學(3 輛) 

 



 搭乘接駁車須知 

1. 物理年會接駁車時刻表以 2013 物理年會網站公告為準。 

2. 接駁客運會於車輛前玻璃放置物理年會接駁專車字樣。 

3. 花蓮火車站及各飯店接駁車以定點方式搭乘，起訖站請依物理年會接駁車時刻表。 

4. 請於接駁車發車前 10 鐘至指定地點搭乘，逾時不候。 

5. 搭乘接駁車請注意隨身攜帶物品，承辦單位不負遺失物找尋責任。 

6. 若有相關疑問，請洽詢 鄭助理(03)863-2655。 

  



 火車站接駁車 

接駁時刻表 

1/29(二) 

    12:30 花蓮火車站後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15 輛) 

    13:30 花蓮火車站後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2 輛) 

    14:30 花蓮火車站後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2 輛) 

    15:30 花蓮火車站後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2 輛) 

    16:15 花蓮火車站後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1 輛) 

    20:30 東華大學->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2 輛) 

1/30(三) 

    08:00 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2 輛) 

    20:30 東華大學->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2 輛) 

1/31(四) 

    08:00 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東華大學(2 輛) 

    13:00 東華大學->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5 輛) 

    13:30 東華大學->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7 輛) 

    14:00 東華大學->花蓮火車站前站中央大客車臨停處(2 輛) 

 

 太魯閣半日遊 

接駁時刻表 

1/31(四) 

     12:30 東華大學 - 太魯閣遊客中心 - 神秘谷 ( 砂卡噹 ) - 燕子口步道 -    

      走訪媲美大峽谷的九曲洞步道 - 長春祠 

 

     18:00 前抵達花蓮火車站前站 

 

 ( 當日確切行程，將視路況而保留調整空間 ) 

 

  



 各飯店接駁車 

      火車站前飯店 (物理年會接駁專車) 

飯店名稱 飯店地址  

經典 花蓮市國聯五路 139 號 

接駁車接送請參考火車站接駁車 香城 花蓮市國興二街 19 號 

合歡 花蓮市國聯五路 105 號 

      市區-中正路 (物理年會接駁專車) 

飯店名稱 飯店地址  

藍天麗池 花蓮市中正路 590 號 

1/29(二) 

20:30 東華大學->藍天麗池(5 輛) 

1/30(三) 

07:30 藍天麗池->東華大學(3 輛) 

08:00 藍天麗池->東華大學(2 輛) 

20:30 東華大學->藍天麗池(5 輛) 

1/31(四) 

07:30 藍天麗池->東華大學(3 輛) 

08:00 藍天麗池->東華大學(2 輛) 

大新 花蓮市中山路 101 號 

非凡 花蓮市民國路 153 號 

曼波魚四季 花蓮市三民街 50 號 

統帥 花蓮市公園路 36 號 

馥麗 花蓮市三民街 46-1 號 

禧福 花蓮市中正路 489 號 

花東 花蓮市民國路 165 號 

福隆 花蓮市大同街 29 號 

京城 花蓮市復興街 26 號 

東岸 花蓮市建國路 128 號 

      美崙  (物理年會接駁專車) 

飯店名稱 飯店地址  

伊達斯 花蓮市府前路 508 號 

1/29(二) 

20:30 東華大學->伊達斯->翰品(1 輛) 

1/30(三) 

08:00 伊達斯->翰品->東華大學(1 輛) 

20:30 東華大學->翰品->伊達斯 (1 輛) 

1/31(四) 

08:00 伊達斯->翰品->東華大學(1 輛) 

翰品 花蓮市永興路 2 號 

1/29(二) 

20:30 東華大學->翰品(5 輛) 

1/30(三) 

08:00 翰品->東華大學(5 輛) 

20:30 東華大學->翰品(5 輛) 

1/31(四) 

08:00 翰品->東華大學(5 輛) 

http://goo.gl/maps/8ByiI


 

 

     吉安  (物理年會接駁專車) 

飯店名稱 飯店地址  

碧海藍天 吉安鄉宜昌一街 2-2 號 

1/29(二) 

20:30 東華大學->碧海藍天(3 輛) 

1/30(三) 

08:00 碧海藍天->東華大學(3 輛) 

20:30 東華大學->碧海藍天(3 輛) 

1/31(四) 

08:00 碧海藍天->東華大學(3 輛) 

涵園 吉安鄉自強路 25 號 

1/29(二) 

20:30 東華大學->涵園(3 輛) 

1/30(三) 

08:00 涵園->東華大學(3 輛) 

20:30 東華大學->涵園(3 輛) 

1/31(四) 

08:00 涵園->東華大學(3 輛) 

松石 

(請在涵園搭乘接駁車) 
吉安鄉自強路 21 號 

 

 

 

壽豐  (飯店派車) 

飯店名稱 飯店地址  

怡園渡假村 
花蓮縣壽豐鄉豐坪村豐

坪路三段 6 巷 21 號 

1/29(二) 

09:30 怡園渡假村->東華大學 

20:15 東華大學->怡園渡假村 

1/30(三) 

08:10 怡園渡假村->東華大學 

20:15 東華大學->怡園渡假村 

1/31(四) 

08:40 怡園渡假村->東華大學 

12:30 東華大學->怡園渡假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