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五堵

28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919的服務時間表
往五堵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3:00

星期一 05:30 - 23:00

星期二 05:30 - 23:00

星期三 05:30 - 23:00

星期四 05:30 - 23:00

星期五 05:30 - 23:00

星期六 05:30 - 23:00

巴士919的資訊
方向: 五堵
站點數量: 28
行車時間: 34 分
途經車站: 瑠公圳公園, 頂好市場, 捷運忠孝敦化站, 阿
波羅大廈, 觀光局, 捷運國父紀念館站(忠孝), 聯合報,
環東大道口,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經貿二), 捷運南港展
覽館站(南港路), 橫科, 富信飯店, 南樟樹灣, 樟樹灣/大
同中興路口, 樟樹一路口, 昊天嶺, 汐科南站, 汐科站北
站, 汐止國小, 汐止國中, 汐止火車站(大同路), 國泰醫
院/建成路口, 崇義高中/長安派出所, 長安里/中國貨櫃,
保安里, 保長坑, 亞太科技園區, 基隆市界

巴士919((五堵))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五堵: 05:30 - 23:00 (2) 捷運忠孝復興站: 05:30 - 23:0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919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919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五堵 以網頁模式查看919

瑠公圳公園
８８號 復興南路一段, Taipei

頂好市場
１２４號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捷運忠孝敦化站
１６２號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阿波羅大廈
２２４號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觀光局
２９８號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捷運國父紀念館站(忠孝)
Zhongxiao East Road Section 4, Taipei

聯合報
５０８號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環東大道口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經貿二)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南港路)

橫科
４號 大同路一段, Taipei

富信飯店
154 大同路一段, Taipei

南樟樹灣
２８０號 大同路一段, Taipei

樟樹灣/大同中興路口
３４６號 大同路一段, Taipei

樟樹一路口

巴士919的服務時間表和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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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５號 大同路一段, Taipei

昊天嶺
５１１號 大同路一段, Taipei

汐科南站
１５號 大同路二段, Taipei

汐科站北站
４９號 龍安路２０２巷, Taipei

汐止國小
２８２號 大同路二段, Xizhi

汐止國中
４２２號 大同路二段, Xizhi

汐止火車站(大同路)
Section 2, Datung Road

國泰醫院/建成路口
２號 茄苳路２９巷, Xizhi

崇義高中/長安派出所
５６號 大同路三段, Xizhi

長安里/中國貨櫃
１５６號 大同路三段, Xizhi

保安里
２２０號 大同路三段, Xizhi

保長坑
３５０號 大同路三段, Taiwan

亞太科技園區
４４２號 大同路三段, Taiwan

基隆市界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19/664687/2750259/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A%94%E5%A0%B5


方向: 捷運忠孝復興站

35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919的服務時間表
往捷運忠孝復興站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3:00

星期一 05:30 - 23:00

星期二 05:30 - 23:00

星期三 05:30 - 23:00

星期四 05:30 - 23:00

星期五 05:30 - 23:00

星期六 05:30 - 23:00

巴士919的資訊
方向: 捷運忠孝復興站
站點數量: 35
行車時間: 39 分
途經車站: 基隆市界, 摩天鎮, 亞太科技園區, 保長坑, 保
安里, 長安里/中國貨櫃, 崇義高中/長安派出所, 國泰醫
院/建成路口, 汐止, 汐止公園, 汐止國小, 汐科北站, 台
灣銀行/遠東科技中心, 汐科南站, 昊天嶺, 聯合報總部,
樟樹灣/大同中興路口, 南樟樹灣, 天良電視台, 橫科, 捷
運南港展覽館站(南港路),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經貿二),
環東大道口, 松山高中(基隆路), 聯合報, 捷運國父紀念
館站(忠孝), 觀光局, 阿波羅大廈, 捷運忠孝敦化站, 頂
好市場, 捷運忠孝復興站, 正義郵局, 臺北科技大學(建
國), 八德市場, 懷生國小

基隆市界

摩天鎮
６１１ 大同路三段, Taiwan

亞太科技園區
４２６號 大同路三段, Taiwan

保長坑
３１８號 大同路三段, Taiwan

保安里
３４１號 大同路三段, Xizhi

長安里/中國貨櫃
２４３號 大同路三段, Xizhi

崇義高中/長安派出所
９３號 大同路三段, Xizhi

國泰醫院/建成路口
６４９號 大同路二段, Xizhi

汐止
５２５號 大同路二段, Xizhi

汐止公園
447 大同路二段, Xizhi

汐止國小
２７０號 大同路二段, Xizhi

汐科北站
２１９號 大同路二段, Taipei

台灣銀行/遠東科技中心
１２９號 大同路二段, Taipei

汐科南站
１１號 大同路二段, Taipei

昊天嶺
５０７號 大同路一段, Taipei

聯合報總部
４０５號 大同路一段, Taipei

樟樹灣/大同中興路口
３２９號 大同路一段, Taipei

南樟樹灣
２２７號 大同路一段, Taipei

天良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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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號 大同路一段, Taipei

橫科
民權街一段, Taipei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南港路)
３２號 南港路一段, Taipei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經貿二)
１號 經貿二路, Taipei

環東大道口

松山高中(基隆路)
１３１號 基隆路一段, Taipei

聯合報
555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捷運國父紀念館站(忠孝)
Zhongxiao East Road Section 4, Taipei

觀光局
３２５號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阿波羅大廈
２３３號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捷運忠孝敦化站
１６１號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頂好市場
７３號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捷運忠孝復興站
２７９號 忠孝東路三段, Taipei

正義郵局
２０９號 忠孝東路三段, Taipei

臺北科技大學(建國)

八德市場
186 市民大道四段, Taipei

懷生國小
２５６號 市民大道三段, Taipei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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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