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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聯營公車電子票證適用票種及計費方式 

一、 悠遊卡【106年9月27悠遊字第1060901097號函修正】 

票  種 計 費 方 式 

記 
 
名 
 
卡 

臺北市敬老卡1、愛心卡1 
每段次扣八點，無點數或搭乘無優惠之路線時由電子錢包
支付優待票票價。 

臺北市敬老卡2、愛心卡2 無優惠點數補助，每段次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新北市敬老卡1、愛心卡1 
每段次扣八點，無點數或搭乘無優惠之路線時由電子錢包
支付優待票票價。 

臺北市、新北市愛心陪伴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票價，搭配愛心卡乘車時支付優待票票
價，單獨使用時支付普通票票價。 

宜蘭縣敬老卡及愛心卡 無優惠點數補助，每段次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宜蘭縣愛心陪伴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票價，搭配愛心卡乘車時支付優待票票
價，單獨使用時支付普通票票價。 

記名普通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記名學生卡 
學生身分有效期限內，由電子錢包於北北基市區公車支付
學生票票價。 

臺北市數位學生証 由電子錢包支付學生票票價。(學生身分有效期限內) 

新北市數位學生証 由電子錢包支付學生票票價。(學生身分有效期限內) 
基隆市敬老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基隆市關懷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基隆市關懷陪伴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票價，搭配基隆市關懷卡乘車時支付優待
票票價，單獨使用時支付普通票票價。 

連江縣民敬老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連江縣民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連江縣民愛心陪伴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票價，搭配愛心卡乘車時支付優待票票
價，單獨使用時支付普通票票價。 

連江縣民學生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學生票票價。 
連江縣民優待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連江縣民普通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台中市敬老卡及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台中市愛心陪伴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票價，搭配愛心卡乘車時支付優待票票
價，單獨使用時支付普通票票價。 

台中市原住民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花蓮縣敬老卡及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南投縣敬老卡及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金門縣敬老卡及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金門縣縣民普通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金門縣縣民學生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學生票票價。 
金門縣縣民優待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新竹縣敬老卡及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新竹市市民敬老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新竹市市民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新竹市市民普通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新竹市市民學生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學生票票價。 

新竹市市民優待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嘉義市市民敬老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嘉義市市民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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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市民普通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嘉義市市民學生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學生票票價。 

嘉義縣敬老卡及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桃園市市民敬老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桃園市市民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桃園市市民普通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桃園市市民學生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學生票票價。 

桃園市市民優待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桃園市市民愛心陪伴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票價，搭配愛心卡乘車時支付優待票票
價，單獨使用時支付普通票票價。 

彰化縣敬老卡及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彰化縣愛心陪伴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票價，搭配愛心卡乘車時支付優待票票
價，單獨使用時支付普通票票價。 

苗栗縣敬老卡及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苗栗縣原住民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雲林縣敬老卡及愛心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雲林縣愛心陪伴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票價，搭配愛心卡乘車時支付優待票票
價，單獨使用時支付普通票票價。 

一 
般 
卡 

普通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學生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優待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二、一卡通【106年8月31日(106) 一卡通字第0438號函修正】 

票  種 
計 費 方 式 

票種(電子錢包支付) 
發行單位 備註 

記 

 

名 

 

卡 

宜蘭縣敬老卡、愛心卡 優待票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愛心陪伴卡 
搭配愛心卡-優待票; 

單獨使用時-普通票 
宜蘭縣政府 

 

桃園市敬老卡、愛心卡 優待票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愛心陪伴卡 
搭配愛心卡-優待票; 

單獨使用時-普通票 
桃園市政府 

 

苗栗縣敬老卡、愛心卡 優待票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原住民卡 優待票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社福學生卡 學生票 苗栗縣政府  

台中市敬老卡、愛心卡 優待票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愛心陪伴卡 
搭配愛心卡-優待票; 

單獨使用時-普通票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原住民卡 優待票 台中市政府  

南投縣敬老卡、愛心卡 優待票 南投縣政府  

彰化縣敬老卡、愛心卡 優待票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愛心陪伴卡 
搭配愛心卡-優待票; 

單獨使用時-普通票 
彰化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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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敬老卡、愛心卡 優待票 嘉義縣政府  

台南市敬老卡、台南市愛心

卡 
優待票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愛心陪伴卡 
搭配愛心卡-優待票; 

單獨使用時-普通票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原住民卡 優待票 台南市政府  

高雄市敬老卡、博愛卡 優待票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博愛陪伴卡 
搭配愛心卡-優待票; 

單獨使用時-普通票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仁愛卡 學生票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敬老卡、博愛卡 優待票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博愛陪伴卡 
搭配愛心卡-優待票; 

單獨使用時-普通票 
屏東縣政府 

 

澎湖縣敬老卡、愛心卡 優待票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愛心陪伴卡 
搭配愛心卡-優待票; 

單獨使用時-普通票 
澎湖縣政府 

 

記名學生卡/證(效期內) 學生票 

高雄市政府 

台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 

花蓮縣政府 

台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 

各級學校 

106.6.29

起已暫停

受理大台

北地區學

生卡記名

服務。 

記名國小學生證(效期內) 優待票 

台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 

 

記名學生卡(過效期) 普通票   

記名一般卡 普通票   

聯名卡 普通票   

一 

般 

卡 

普卡 普通票   

不記名學生卡 普通票   

優待卡* 優待票  
原福和客

運優待卡 

公路總局客製版優待卡** 優待票 公路總局 新增卡種 

*優待卡：發售予符合相關法令得購買半票之兒童或年滿65歲以上之民眾及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人士適用，因使用範圍不限福和客運故變更名稱。(比照悠遊優待卡) 

**公路總局客製版優待卡：依公路總局電子票證卡採購案招標規範發行。 

 

 

 

 

三、有錢卡     

票  種 計 費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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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記
名
卡 

普通卡/標準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記
名
卡 

聯名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記名普通卡/記名標準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普通票票價。 

 

四、愛金卡 

票  種 計 費 方 式 

非
記
名
卡 

普通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全票票價 

法定優待票 由電子錢包支付優待票票價 

記
名
卡 

記名普通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全票票價 

銀行聯名卡 由電子錢包支付全票票價 

臺南市數位學生證 由電子錢包支付學生票票價。(學生身分有效期限內) 

宜蘭縣數位學生證 由電子錢包支付學生票票價。(學生身分有效期限內) 

新北市數位學生證 由電子錢包支付學生票票價。(學生身分有效期限內) 

 

註一：各項交通票證系統計費方式，依各縣市政府或業者公告之相關規定辦理。 

註二：各票種票價依臺北市政府公告辦理。 

註三：各票證如發行適用臺北市聯營公車優待票及相關轉乘優惠之票卡，其發行及管

制應依臺北市政府之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