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機場接送

機場接送加價費用項目說明：

格上租車加價費用表

Visa商務卡機場接送尊榮禮遇-機場至各縣市接送價格

桃園國際機場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區域 預約優惠價（NT$） 區域 預約優惠價（NT$）
基隆市 1,140 台中市 3,690
台北市 - 彰化縣市 3,590
新北市 - 南投縣市 3,690
宜蘭縣市 2,190 雲林縣市 2,690
桃園市 - 嘉義縣市 2,290
新竹縣市 1,140 台南市 1,340
苗栗縣市 1,690 高雄市 -
台中市 2,090 屏東縣市 1,490
彰化縣市 2,240 台中清泉崗國際機場

南投縣市 2,790 新竹縣市 1,690
雲林縣市 3,450 苗栗縣市 1,390
嘉義縣市 4,190 台中市 -
台南市 4,750 彰化縣市 1,290
高雄市 5,450 南投縣市 1,490
屏東縣市 6,450 雲林縣市 1,890

嘉義縣市 2,490

加價區域表

縣市 地點 單程加收

台北市 仰德大道三段(含)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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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八里、淡水、汐止、深坑、石碇、烏來、三芝

$300新店安康路2∼3段、車子路、新彈路、華城路、禾豐路、青山路、

達觀路、吉祥街、如意街、僑愛路、僑信路、和成街、裕合街、安
泰路、玫瑰路、雙城路、秀岡街

坪林、石門、金山、萬里、瑞芳、貢寮、雙溪 $500

桃園市
新屋、楊梅、龍潭、大溪、觀音 $200
復興 $800

新竹縣市
芎林、南寮、北埔、橫山、香山、尖石 $300
五峰、峨眉 $500

苗栗縣市
獅潭、卓蘭、苑裡、大湖 $300
泰安、南庄 $500

台中市
大安、新社、東勢 $500
和平 $1400

彰化縣市
彰化縣市 大城、芳苑、二林、田中、二水、竹塘、伸港、社頭、溪
州、秀水

$200

宜蘭縣市

冬山、三星 $300
蘇澳 $500
南澳、大同 $800

南投縣市

鹿谷、水里、國姓 $200
魚池 $300
仁愛、信義 $800

雲林縣市

林內、古坑、褒忠、元長、北港、莿桐 $200
四湖、台西、東勢、麥寮、崙背 $400
口湖、水林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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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市

中埔、大林、六腳、新港、溪口、梅山、義竹 $200
東石、布袋、番路 $500
大埔 $1,200
阿里山 $1,900

台南市

安平、關廟、龍崎、六甲、將軍、七股 $200
北門、白河、東山、柳營、鹽水、新營、後壁 $300
玉井、左鎮 $800
南化、楠西 $1,000

高雄市

那瑪夏、內門、田寮、美濃、茄萣、茂林、桃源、梓官、鳥松、旗
山、彌陀、永安

$500

杉林、六龜、甲仙 $200

屏東縣市

瑪家、新埤、林邊、東港 $200
南州、佳冬、枋寮、來義、泰武、三地門、枋山、車城 $500
春日、霧台、獅子 $900
恆春、牡丹、滿州 $1,500

全峰汽車加價費用表

偏遠地區加價表

地區 地點 機場 單程加收

台北市 仰德大道三段(含) 松山、桃園 $200

新北市
八里、淡水、安康路二段(含) 、石碇、烏來、三芝

松山、桃園
$300

平溪、坪林、石門、金山、萬里、瑞芳、貢寮、雙溪 $500

桃園
新屋、大溪

松山、桃園
$200

復興 $500

新竹
南寮、北埔、橫山、五峰、峨眉

松山、桃園
$200

尖石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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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
獅潭、卓蘭、苑裡、大湖

桃園
$300

泰安、南庄 $500
台中市 大安、新社、和平、東勢 桃園 $500
彰化 伸港、芳苑、二林、竹塘、溪州、大城 桃園 $300

南投

水里、國姓、鹿谷

小港

$200
魚池 $300
仁愛、信義 $800

嘉義

義竹、六腳、梅山

小港

$200
東石、布袋、番路 $500
大埔 $600
阿里山 $1,000

台南市

將軍、七股

小港

$200
北門、東山、後壁 $300
玉井、左鎮 $800
南化、楠西 $1,000

高雄市

茄萣、永安、彌陀、田寮、林園

小港

$200
內門、美濃 $300
茂林、桃源、那碼夏 $800
六龜、甲仙 $500

屏東

南州、佳冬、枋寮、來義、泰武、三地門、車城

小港

$500
滿洲、恆春、牡丹 $1,000
春日、霧台 $900
東港、林邊、新埤 $200

宜蘭

蘇澳

松山、桃園

$500
冬山、三星 $300
南澳、大同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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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萬榮、瑞穗、豐濱、鳳林

松山、桃園

$500
富里、卓溪、玉里 $800
天祥、太魯閣 $1,200

台東

東河、成功鎮、池上、關山、達仁、大武、金峰、延
平、太麻里、卑南

小港

$500

長濱 $900
海瑞 $1,500

跨區機場加價服務價格表

區域 原接送機場 跨區機場 賓士或Lexus等級 1800.cc.以上

南投縣市

小港 桃園

$2,620 $2,500

雲林縣市 $3,600 $3,250

嘉義縣市 $4,700 $4,340
台南縣市 $6,050 $5,650
高雄縣市 $7,860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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