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經南勢街)內湖科技園區

24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946副的服務時間表
往(經南勢街)內湖科技園區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30 - 19:00

星期二 06:30 - 19:00

星期三 06:30 - 19:00

星期四 06:30 - 19:00

星期五 06:30 - 19: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946副的資訊
方向: (經南勢街)內湖科技園區
站點數量: 24
行車時間: 43 分
途經車站: 湖北里2.3鄰路口, 文化三路中華路口, 布達
宮社區, 森聯首席, 文三信義路口, 未來之光, 瑞士花園
9, 夢想之都, 扶輪公園, 文化三路忠孝路口, 文化北路,
大崙公園, 南勢國小, 冠東方, 未來城社區, 行政園區, 捷
運林口站, 公西, 憲訓中心, 復興一路, 長庚醫院, 高公局,
陽光抽水站, 瑞光港墘路口

巴士946副(((經南勢街)內湖科技園區))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經南勢街)內湖科技園區: 06:30 - 19:00 (2) 林口: 06:30 - 19:0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946副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946副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經南勢街)內湖科技園區 以網頁模式查看946副

湖北里2.3鄰路口
Zhonghua Road, Taiwan

文化三路中華路口
２８３號 中華路, Taiwan

布達宮社區
２９７號 文化三路二段, Taiwan

森聯首席

文三信義路口
Section 2, Wenhua 3rd Road

未來之光

瑞士花園9
６２５號 文化三路一段, Taiwan

夢想之都
５６３號 文化三路一段, Taiwan

扶輪公園
Section 1, Wenhua 3rd Road

文化三路忠孝路口
Zhongxiao Road, Taiwan

文化北路
４５號 忠孝路, Taiwan

大崙公園

南勢國小
２３６號 南勢街, Taiwan

冠東方
２２號 忠孝一路, Taiwan

未來城社區

巴士946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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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E5%89%AF/664727/2750338/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7%B6%93%E5%8D%97%E5%8B%A2%E8%A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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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B6%93%E5%8D%97%E5%8B%A2%E8%A1%97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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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843-978214-664727-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7%B6%93%E5%8D%97%E5%8B%A2%E8%A1%97)%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


３６２號 文化三路一段, Taiwan

行政園區
１６７號 文化三路一段, Taiwan

捷運林口站

公西

憲訓中心
５２號 文化三路, Taiwan

復興一路
Fuxing 1st Road, Taiwan

長庚醫院
１０２號 復興一路, Taiwan

高公局
Sun Yat-sen Freeway, Taiwan

陽光抽水站
１９１號 舊宗路二段, Taipei

瑞光港墘路口
３５６號 瑞光路,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46%E5%89%AF/664727/2750338/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7%B6%93%E5%8D%97%E5%8B%A2%E8%A1%97)%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


方向: 林口

26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946副的服務時間表
往林口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30 - 19:00

星期二 06:30 - 19:00

星期三 06:30 - 19:00

星期四 06:30 - 19:00

星期五 06:30 - 19: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946副的資訊
方向: 林口
站點數量: 26
行車時間: 46 分
途經車站: 瑞光港墘路口, 仁寶大樓, 捷運西湖站, 恕德
家商, 麗山街, 捷運港墘站(內湖高工), 港墘派出所, 港
墘路, 高公局, 長庚醫院, 復興一路, 憲訓中心, 捷運林口
站, 行政園區, 冠東方, 文化北路, 文三忠孝路口, 扶輪公
園, 夢想之都, 臺北新都, 未來之丘, 文三信義路口, 幸福
市, 布達宮社區, 文化三路中華路口, 湖北里2.3鄰路口

瑞光港墘路口
３５６號 瑞光路, Taipei

仁寶大樓
502 瑞光路, Taipei

捷運西湖站
２４０號 內湖路一段, Taipei

恕德家商
３００號 內湖路一段, Taipei

麗山街
臨３７２號 內湖路一段, Taipei

捷運港墘站(內湖高工)
６３５號 內湖路一段, Taipei

港墘派出所
１１５號 港墘路, Taipei

港墘路
港墘路, Taipei

高公局
Sun Yat-sen Freeway, Taiwan

長庚醫院
１００號 復興一路, Taiwan

復興一路
２２５號 復興一路, Taiwan

憲訓中心
３５ 文化三路, Taiwan

捷運林口站

行政園區
１６５號 文化三路一段, Taiwan

冠東方
２２號 忠孝一路, Taiwan

文化北路

文三忠孝路口
Zhongxiao Road, Taiwan

扶輪公園
Section 1, Wenhua 3rd Road

夢想之都
557 文化三路一段, Taiwan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46%E5%89%AF/664727/2750339/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7%B6%93%E5%8D%97%E5%8B%A2%E8%A1%97)%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46%E5%89%AF/664727/2750339/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7%B6%93%E5%8D%97%E5%8B%A2%E8%A1%97)%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


臺北新都
６３６號 文化三路一段, Taiwan

未來之丘
２０號 文化三路二段, Taiwan

文三信義路口

幸福市

布達宮社區
２９７號 文化三路二段, Taiwan

文化三路中華路口
２８３號 中華路, Taiwan

湖北里2.3鄰路口
Zhonghua Road, Taiwan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946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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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Moovit - 版權所有

查看實時到站時間

關於Moovit MaaS解決方案 城市列表 Moovit社群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46%E5%89%AF/664727/2750338/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7%B6%93%E5%8D%97%E5%8B%A2%E8%A1%97)%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
https://moovit.onelink.me/3986059930?pid=Web_SEO_Lines-PDF&c=Footer_Button&is_retargeting=true&af_inactivity_window=30&af_click_lookback=7d&af_reengagement_window=7d
https://moovit.com/about-us/?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7%B6%93%E5%8D%97%E5%8B%A2%E8%A1%97)%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
https://moovit.com/maas-solutions/?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7%B6%93%E5%8D%97%E5%8B%A2%E8%A1%97)%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
http://prod-seo-resources-gen.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countries?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7%B6%93%E5%8D%97%E5%8B%A2%E8%A1%97)%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
https://editor.moovitapp.com/web/community?campaign=line_pdf&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7%B6%93%E5%8D%97%E5%8B%A2%E8%A1%97)%E5%85%A7%E6%B9%96%E7%A7%91%E6%8A%80%E5%9C%92%E5%8D%80&lan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