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中和

33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950的服務時間表
往中和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17:40 - 19:00

星期二 17:40 - 19:00

星期三 17:40 - 19:00

星期四 17:40 - 19:00

星期五 17:40 - 19: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950的資訊
方向: 中和
站點數量: 33
行車時間: 89 分
途經車站: 仁寶大樓, 瑞光港墘路口, 瑞光路, 公館山, 麗
寶大樓, 精技大樓, 新湖舊宗路口, 新湖一路口, 舊宗路
一段, 市政府(市府), 吳興街口, 捷運六張犁站, 福和橋
(林森路), 福和國中, 永利路, 金銀大廈, 永和國小, 永安
市場, 捷運永安市場站, 華泰新城, 雙和里, 南山高中, 中
和派出所, 中和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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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站

巴士950((中和))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中和: 17:40 - 19:00 (2) 內湖科學園區: 06:00 - 20:0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950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950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中和 以網頁模式查看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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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４號 瑞光路, Taipei

麗寶大樓
３２號 瑞光路, Taipei

精技大樓
２３８號 新湖二路, Taipei

新湖舊宗路口
１２８號 新湖二路, Taipei

新湖一路口

舊宗路一段
４６號 舊宗路一段, Taipei

市政府(市府)
City Hall Road, Taipei

吳興街口
３２號 基隆路二段, Taipei

捷運六張犁站
２１０號 基隆路二段, Taipei

福和橋(林森路)
８８號 林森路, Taipei

福和國中
８５ 永利路, Taipei

巴士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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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664711/2750307/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5%92%8C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4%B8%AD%E5%92%8C-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14-664711-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5%92%8C


永利路
４１號 永利路, Taipei

金銀大廈
４３５號 中正路, Taipei

永和國小
１４５號 永貞路, Taipei

永安市場
２８４號 永貞路, Taipei

捷運永安市場站
５０７號 中和路, Chung-ho

華泰新城
４０７號 中和路, Chung-ho

雙和里
３２７號 中和路, Chung-ho

南山高中
２７１ 中和路, Chung-ho

中和派出所
１７１號 中和路, Chung-ho

中和廟口
８３號 中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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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站
６２９號 連城路, Chung-ho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50/664711/2750307/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5%92%8C


方向: 內湖科學園區

35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950的服務時間表
往內湖科學園區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00 - 20:00

星期二 06:00 - 20:00

星期三 06:00 - 20:00

星期四 06:00 - 20:00

星期五 06:00 - 20: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950的資訊
方向: 內湖科學園區
站點數量: 35
行車時間: 75 分
途經車站: 中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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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廟口, 中和派出所, 南山
高中, 雙和里, 華泰新城, 捷運永安市場站, 永安市場, 永
和國小, 金銀大廈, 永貞路, 福和國中, 福和橋(林森路),
捷運六張犁站, 吳興街口, 市政府(市府), 舊宗路一段,
新湖一路口, 新湖舊宗路口, 精技大樓, 麗寶大樓, 公館
山, 瑞光路, 瑞光港墘路口, 仁寶大樓, 基湖路口, 捷運西
湖站

中和站
６２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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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廟口
７６號 中和路, Chung-ho

中和派出所
１１６號 中和路, Chung-ho

南山高中
１７８號 中和路, Chung-ho

雙和里
２５０號 中和路, Chung-ho

華泰新城
３１２號 中和路, Chung-ho

捷運永安市場站
388 中和路, Chung-ho

永安市場
１７９號 永貞路, Taipei

永和國小
１４１號 永貞路, Taipei

金銀大廈
５２８號 中正路,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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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貞路
５２號 永利路, Taipei

福和國中
１１８號 永利路, Taipei

福和橋(林森路)
１２４號 永元路, Taipei

捷運六張犁站
１９６號 基隆路二段, Taipei

吳興街口
３１號 基隆路二段, Taipei

市政府(市府)
City Hall Road, Taipei

舊宗路一段
１８號 舊宗路一段, Taipei

新湖一路口

新湖舊宗路口
159 舊宗路一段, Taipei

精技大樓
２５１號 新湖二路,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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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西湖站
２４０號 內湖路一段, Taipei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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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