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地區】 

特殊地區出車加碼費屬自費項目，申告救援時根據現場天候及路況個別報價，甲方持卡人或現場人同

意出車加碼費用後，始派車救援。特殊地區線上報價僅限出車費，拖吊費用及其他服務費用另計。 

特殊地區因地域特殊或偏遠，交通時間偏長，一經派車且未於派車後 10分鐘內取消者， 

不論最終是否服務完成，客戶都須自費支付特殊地區出車費用。 

 
 

縣市 區域 地名 縣市 區域 地名 縣市 區域 地名 縣市 區域 地名

新北市 烏來區 福山 苗栗縣 泰安鄉 苗栗觀霧 南投縣 仁愛鄉 楓樹林 高雄市 內門區 內門 全區

新北市 雙溪區 雙溪 全區 苗栗縣 泰安鄉 新中橫-清安八卦力道路 南投縣 仁愛鄉 梅峰 高雄市 杉林區 杉林 全區

新北市 貢寮區 貢寮 全區 苗栗縣 泰安鄉 大安 南投縣 仁愛鄉 榮興派出所 高雄市 甲仙區 甲仙 全區

新北市 三芝區 三芝 全區 苗栗縣 泰安鄉 天狗 南投縣 仁愛鄉 碧綠農場 高雄市 桃源區 桃源 全區

新北市 石門區 石門 全區 苗栗縣 泰安鄉 泰安溫泉 南投縣 仁愛鄉 十三灣 高雄市 那瑪夏區 那瑪夏 全區

新北市 三峽區 東眼山 苗栗縣 泰安鄉 象鼻 南投縣 仁愛鄉 力行產業道路 高雄市 茂林區 茂林 全區

新北市 三峽區 滿月圓 苗栗縣 泰安鄉 新興 南投縣 仁愛鄉 武嶺 屏東縣 霧台鄉 霧台

桃園市 復興區 西村 苗栗縣 泰安鄉 梅園 南投縣 仁愛鄉 板下 屏東縣 霧台鄉 阿禮

桃園市 復興區 高義 苗栗縣 卓蘭鎮 卓蘭鎮全區 南投縣 仁愛鄉 武界 屏東縣 三地門鄉 三地門 全區

桃園市 復興區 羅浮 台中市 東勢區 東坑路 南投縣 仁愛鄉 屯原 屏東縣 瑪家鄉 瑪家鄉 全區

桃園市 復興區 東眼山 台中市 東勢區 東勢林場 南投縣 仁愛鄉 廬山 屏東縣 泰武鄉 泰武鄉 全區

桃園市 復興區 巴陵 台中市 東勢區 東崎街 南投縣 仁愛鄉 萬年橋 屏東縣 來義鄉 來義鄉 全區

桃園市 復興區 巴陵國小 台中市 和平區 白冷 南投縣 仁愛鄉 廬山檢查哨 屏東縣 獅子鄉 獅子鄉全區

桃園市 復興區 榮華橋 台中市 和平區 佳陽新村 南投縣 仁愛鄉 仁愛霧社 宜蘭縣 員山鄉 雙連埤

桃園市 復興區 四稜 台中市 和平區 松鶴 南投縣 仁愛鄉 仁愛警察局 宜蘭縣 大同鄉 仁澤溫泉

桃園市 復興區 雲頂露營區 台中市 和平區 勝光 南投縣 仁愛鄉 青青草原 宜蘭縣 大同鄉 四季

新竹縣 五峰鄉 松本 台中市 和平區 環山 南投縣 仁愛鄉 仁愛國中 宜蘭縣 大同鄉 明池

新竹縣 五峰鄉 天墩 台中市 和平區 松茂 南投縣 仁愛鄉 新人崗 宜蘭縣 大同鄉 松羅

新竹縣 五峰鄉 根本 台中市 和平區 霸新 南投縣 仁愛鄉 發祥村 宜蘭縣 大同鄉 太平山

新竹縣 五峰鄉 五峰泰平 台中市 和平區 南勢 南投縣 仁愛鄉 鳶峰 宜蘭縣 大同鄉 翠峰湖

新竹縣 五峰鄉 雪霸休閒農場 台中市 和平區 青山電廠 南投縣 仁愛鄉 雲龍橋 宜蘭縣 大同鄉 池端

新竹縣 五峰鄉 清泉 台中市 和平區 佳陽 南投縣 仁愛鄉 翠峰派出所 宜蘭縣 大同鄉 獨立山

新竹縣 五峰鄉 大霸尖山 台中市 和平區 德基 南投縣 仁愛鄉 壽亭新村 宜蘭縣 大同鄉 崙埤

新竹縣 五峰鄉 五指山 台中市 和平區 德基山莊 南投縣 仁愛鄉 廬山溫泉路 宜蘭縣 大同鄉 留茂安

新竹縣 五峰鄉 野馬敢山 台中市 和平區 雙崎 南投縣 信義鄉 十八重溪 宜蘭縣 大同鄉 棲蘭

新竹縣 五峰鄉 樂山 台中市 和平區 達觀國小 南投縣 信義鄉 和社派出所 宜蘭縣 大同鄉 棲蘭神木

新竹縣 五峰鄉 新竹觀霧 台中市 和平區 清泉橋 南投縣 信義鄉 姑姑山 宜蘭縣 大同鄉 牛鬥

新竹縣 五峰鄉 清石道路 台中市 和平區 裡冷 南投縣 信義鄉 孫海橋 宜蘭縣 大同鄉 英士

新竹縣 五峰鄉 民生(雲山) 台中市 和平區 大勇橋 南投縣 信義鄉 信義鄉公所 宜蘭縣 大同鄉 南山

新竹縣 五峰鄉 大隘 台中市 和平區 桃山部落 南投縣 信義鄉 筆石 花蓮縣 秀林鄉 長春橋

新竹縣 五峰鄉 五峰鄉公所 台中市 和平區 桃山派出所 南投縣 信義鄉 東埔 花蓮縣 秀林鄉 文山

新竹縣 五峰鄉 羅山派出所 台中市 和平區 青山 南投縣 信義鄉 南投神木 花蓮縣 秀林鄉 華綠溪

新竹縣 五峰鄉 花園派出所 台中市 和平區 苗圃 南投縣 信義鄉 望美 花蓮縣 秀林鄉 龍澗

新竹縣 五峰鄉 天湖部落 台中市 和平區 上谷關 南投縣 信義鄉 信義塔塔加 花蓮縣 秀林鄉 洛韶

新竹縣 五峰鄉 五峰土場 台中市 和平區 花圃 南投縣 信義鄉 地利 花蓮縣 秀林鄉 大禹嶺

新竹縣 五峰鄉 石鹿 台中市 和平區 光明橋 南投縣 竹山鎮 光山 花蓮縣 秀林鄉 新白楊

新竹縣 五峰鄉 桃山 台中市 和平區 武陵農場 南投縣 竹山鎮 天梯 花蓮縣 秀林鄉 碧綠神木

新竹縣 五峰鄉 白蘭部落 台中市 和平區 谷關 南投縣 竹山鎮 杉林溪 花蓮縣 秀林鄉 銅門

新竹縣 五峰鄉 茅埔 台中市 和平區 思源 南投縣 竹山鎮 八卦茶園 花蓮縣 秀林鄉 仁壽

新竹縣 尖石鄉 嘉樂 台中市 和平區 馬陵 南投縣 竹山鎮 桶頭 花蓮縣 秀林鄉 關原

新竹縣 尖石鄉 泰崗 台中市 和平區 大雪山 南投縣 鹿谷鄉 溪頭 花蓮縣 秀林鄉 溪畔

新竹縣 尖石鄉 那羅 台中市 和平區 自由國小 南投縣 鹿谷鄉 德興瀑布 花蓮縣 秀林鄉 綠水

新竹縣 尖石鄉 司馬庫斯 台中市 和平區 壩新 南投縣 鹿谷鄉 鳳凰谷鳥園 花蓮縣 秀林鄉 松雪樓

新竹縣 尖石鄉 尖石泰平 台中市 和平區 小雪山莊 雲林縣 古坑鄉 草嶺 花蓮縣 秀林鄉 天祥

新竹縣 尖石鄉 宇抬 台中市 和平區 竹林 雲林縣 古坑鄉 雲林石壁 花蓮縣 秀林鄉 太魯閣

新竹縣 尖石鄉 養老 台中市 和平區 福壽山農場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阿里山 花蓮縣 秀林鄉 西寶

新竹縣 尖石鄉 新光 台中市 和平區 雪山路 嘉義縣 阿里山鄉 自忠 花蓮縣 秀林鄉 慈恩

新竹縣 尖石鄉 錦屏 台中市 和平區 梨山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嘉義神木 花蓮縣 萬榮鄉 林田山萬森路

新竹縣 尖石鄉 石磊 台中市 和平區 志良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里佳 花蓮縣 玉里鎮 赤科山

新竹縣 尖石鄉 嘉新 台中市 和平區 東崎路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達邦 花蓮縣 富里鄉 六十石山

新竹縣 尖石鄉 鎮西堡 台中市 新社區 薰衣草森林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十字路 台東縣 延平鄉 紅葉

新竹縣 尖石鄉 宇老 南投縣 仁愛鄉 紅香 台南市 左鎮區 308高地 台東縣 卑南鄉 利嘉林道

新竹縣 尖石鄉 尖石八五山橋 南投縣 仁愛鄉 台大農場 台南市 楠西區 梅嶺 台東縣 卑南鄉 樂山產業道路

新竹縣 尖石鄉 尖石鄉公所 南投縣 仁愛鄉 昆陽 台南市 南化區 台南茅埔 台東縣 卑南鄉 大巴六九藥用植物園區

新竹縣 尖石鄉 秀巒 南投縣 仁愛鄉 奧萬大 台南市 南化區 玉山 台東縣 鹿野鄉 鹿野高台

新竹縣 尖石鄉 八五山 南投縣 仁愛鄉 合歡山 台南市 南化區 苦苓腳 台東縣 海端鄉 栗園

新竹縣 尖石鄉 玉峰道路 南投縣 仁愛鄉 蕙蓀林場 台南市 南化區 南化水庫 台東縣 海端鄉 利稻

苗栗縣 南庄鄉 向天湖 南投縣 仁愛鄉 眉溪 台南市 南化區 北寮 台東縣 海端鄉 下馬

苗栗縣 南庄鄉 石門 南投縣 仁愛鄉 松崗派出所 台南市 南化區 紫霞山 台東縣 海端鄉 向陽

苗栗縣 南庄鄉 風美 南投縣 仁愛鄉 天池 台南市 南化區 下歸林 台東縣 海端鄉 新武呂

苗栗縣 南庄鄉 鹿場 南投縣 仁愛鄉 清境農場 台南市 南化區 羌黃坑 台東縣 海端鄉 霧鹿

苗栗縣 南庄鄉 蓬萊村 台南市 南化區 烏山 台東縣 海端鄉 摩天

苗栗縣 南庄鄉 大湳聯絡道路 高雄市 六龜區 荖濃 台東縣 金峰鄉 金針山

苗栗縣 南庄鄉 苗栗石壁 高雄市 六龜區 寶來

苗栗縣 大湖鄉 馬拉邦山 高雄市 六龜區 六龜 全區

苗栗縣 大湖鄉 珠湖

苗栗縣 泰安鄉 躍婆山

苗栗縣 泰安鄉 中興派出所

苗栗縣 泰安鄉 大興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