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內湖科技園區

39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內科通勤專車3的服務時間表
往內湖科技園區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50 - 07:16

星期二 06:50 - 07:16

星期三 06:50 - 07:16

星期四 06:50 - 07:16

星期五 06:50 - 07:16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內科通勤專車3的資訊
方向: 內湖科技園區
站點數量: 39
行車時間: 78 分
途經車站: 駕訓中心, 中和高中, 連城路, 連城中正路口,
連城錦和路口 (施工中), 台貿一村, 連城板南路口, 連城
景平路, 中和農會(連城路), 廟美里, 南山高中, 自強游
泳池, 保生路口, 永平高中, 中山路口, 捷運頂溪站, 中正
橋頭, 自強市場, 和平西路一段, 南福板溪(南昌家具街),
捷運古亭站(和平), 金山潮州街口, 公企中心, 捷運東門
站(金山), 仁愛路二段, 金山泰安街口, 圓山大飯店, 中
央電臺, 忠烈祠, 七海文化園區, 基湖站, 基湖路口, 仁寶
大樓, 瑞光港墘路口, 瑞光路, 公館山, 麗寶大樓, 時報廣
場, 民權大橋

巴士內科通勤專車3((內湖科技園區))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內湖科技園區: 06:50 - 07:16 (2) 土城駕訓中心: 17:45 - 18:2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內科通勤專車3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內科通勤專車3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內湖科技園區 以網頁模式查看內科通勤專車3

駕訓中心
５０６ 連城路, Chung-ho

中和高中
５７５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路
４８７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中正路口
４６５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錦和路口 (施工中)
２９１號 連城路, Chung-ho

台貿一村
２６１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板南路口
１８７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景平路
87 連城路, Chung-ho

中和農會(連城路)
４９號 連城路, Chung-ho

廟美里
１８５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南山高中
１２７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自強游泳池
１１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保生路口
２９５號 中山路一段, Taipei

永平高中

巴士內科通勤專車3的服務時間表和線路圖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5%85%A7%E7%A7%91%E9%80%9A%E5%8B%A4%E5%B0%88%E8%BB%8A3/664597/2750077/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11-664597-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


１７５號 中山路一段, Taipei

中山路口
３５號 中山路一段, Taipei

捷運頂溪站
１５５號 永和路二段, Taipei

中正橋頭
３０８號 永和路二段, Taipei

自強市場
１１１號 重慶南路三段, Taipei

和平西路一段
１１０號 和平西路一段, Taipei

南福板溪(南昌家具街)
３４號 和平西路一段, Taipei

捷運古亭站(和平)
６８號 和平東路一段, Taipei

金山潮州街口
１７９號 金山南路二段, Taipei

公企中心
１０９號 金山南路二段, Taipei

捷運東門站(金山)
２５號 金山南路二段, Taipei

仁愛路二段
６９號 金山南路一段, Taipei

金山泰安街口
２１號 金山南路一段, Taipei

圓山大飯店

中央電臺

忠烈祠

七海文化園區

基湖站
基湖路, Taipei

基湖路口
５８８號 瑞光路, Taipei

仁寶大樓
４９８號 瑞光路, Taipei

瑞光港墘路口
３１８號 瑞光路, Taipei

瑞光路
１９０號 瑞光路, Taipei

公館山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5%85%A7%E7%A7%91%E9%80%9A%E5%8B%A4%E5%B0%88%E8%BB%8A3/664597/2750077/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


１０４號 瑞光路, Taipei

麗寶大樓
３２號 瑞光路, Taipei

時報廣場
２５號 民權東路六段, Taipei

民權大橋
２６號 民權東路六段, Taipei



方向: 土城駕訓中心

38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內科通勤專車3的服務時間表
往土城駕訓中心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17:45 - 18:20

星期二 17:45 - 18:20

星期三 17:45 - 18:20

星期四 17:45 - 18:20

星期五 17:45 - 18:2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內科通勤專車3的資訊
方向: 土城駕訓中心
站點數量: 38
行車時間: 79 分
途經車站: 民權大橋, 時報廣場, 麗寶大樓, 公館山, 瑞光
路, 瑞光港墘路口, 仁寶大樓, 基湖路口, 基湖站, 忠烈祠,
中央電臺, 圓山大飯店, 金山泰安街口, 仁愛路二段, 捷
運東門站(金山), 公企中心, 金山潮州街口, 捷運古亭站
(和平), 南福板溪(南昌家具街), 和平西路一段, 自強市
場, 捷運頂溪站, 中興街口, 中山路口, 永平高中, 保生路
口, 自強游泳池, 南山高中, 廟美里, 中和農會(連城路),
連城景平路(暫時裁撤), 連城板南路, 臺貿一村, 連城錦
和路口, 連城中正路口, 連城路, 中和高中, 駕訓中心

民權大橋

時報廣場

麗寶大樓
３２號 瑞光路, Taipei

公館山
１０６號 瑞光路, Taipei

瑞光路
２４５號 瑞光路, Taipei

瑞光港墘路口
３５６號 瑞光路, Taipei

仁寶大樓
502 瑞光路, Taipei

基湖路口
６３９號 瑞光路, Taipei

基湖站
基湖路, Taipei

忠烈祠

中央電臺
Lane 87, Bei’an Road

圓山大飯店
47 北安路, Taipei

金山泰安街口
６４號 金山南路一段, Taipei

仁愛路二段
７６號 金山南路一段, Taipei

捷運東門站(金山)
１８號 金山南路二段, Taipei

公企中心
９８號 金山南路二段, Taipei

金山潮州街口
１８０號 金山南路二段, Taipei

捷運古亭站(和平)
２９號 和平東路一段, Taipei

南福板溪(南昌家具街)
３０號 和平西路一段,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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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西路一段
Heping West Road Section 1, Taipei

自強市場
９４號 重慶南路三段, Taipei

捷運頂溪站
２１５號 永和路二段, Taipei

中興街口
９３號 永和路二段, Taipei

中山路口
６６號 中山路一段, Taipei

永平高中
１６０號 中山路一段, Taipei

保生路口
３２４號 中山路一段, Taipei

自強游泳池
５８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南山高中
１３２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廟美里
１８０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中和農會(連城路)
１８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景平路(暫時裁撤)
１１４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板南路
１５２號 連城路, Chung-ho

臺貿一村
１９２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錦和路口
２９７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中正路口
２８２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路
３２８號 連城路, Chung-ho

中和高中
５８５ 連城路, Chung-ho

駕訓中心
３１３ 金城路三段, Chung-ho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內科通勤專車3的PDF服務時間表和線路
圖。使用Moovit 應用程式查詢台北的巴士到站時間、列車時刻表以及公共交
通出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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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實時到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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