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北門

50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639的服務時間表
往北門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00 - 21:50

星期一 05:00 - 21:50

星期二 05:00 - 21:50

星期三 05:00 - 21:50

星期四 05:00 - 21:50

星期五 05:00 - 21:50

星期六 05:00 - 21:50

巴士639的資訊
方向: 北門
站點數量: 50
行車時間: 47 分
途經車站: 樹林區衛生所, 海明寺, 樹林仁愛醫院, 育英
街口, 樹林後火車站, 中山路口, 濟安宮, 十三公, 圳福里,
許厝, 大唐江山, 台灣通用, 光華街口, 新寶社區, 光明里,
光華國小, 福祿新城一, 福祿新城二, 民安陸橋, 民安路,
後港社區, 建福路口, 宏泰社區, 三洋, 營盤口, 捷運輔大
站, 盲人重建院, 海山里, 新泰路口, 捷運新莊站(新莊郵
局), 新莊國小, 大眾廟, 捷運頭前庄站, 頭前, 金陵女中,
中興街口, 捷運先嗇宮站, 五谷王廟, 菜寮(重新路), 捷
運菜寮站, 中山藝術公園, 大同路口, 天台廣場, 捷運台
北橋站, 涼州重慶路口, 民生重慶路口, 朝陽公園(鈕釦
街), 圓環(重慶), 後車站, 捷運北門站

巴士639((北門))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北門: 05:00 - 21:50 (2) 樹林: 05:00 - 21:5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639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639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北門 以網頁模式查看639

樹林區衛生所
６８ 中山路二段, Taiwan

海明寺
４１２號 中山路一段, Taiwan

樹林仁愛醫院
193 中山路一段, Banqiao

育英街口
１４１號 中山路一段, Banqiao

樹林後火車站
８１號 中山路一段, Banqiao

中山路口
２７ 中山路一段, Banqiao

濟安宮
２６號 樹新路, Banqiao

十三公
１１８ 樹新路, Banqiao

圳福里
２２５號 樹新路, Banqiao

許厝
７１１號 新樹路, Banqiao

大唐江山
３號 民安西路４６８巷, Banqiao

台灣通用
４０７號 民安西路, Banqiao

光華街口
３５９號 民安西路, Banqiao

新寶社區

巴士639的服務時間表和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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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號 民安西路, Banqiao

光明里
２１９號 民安西路, Taiwan

光華國小
１４５號 民安西路, Taiwan

福祿新城一
１０５號 民安西路, Taiwan

福祿新城二
５９號 民安西路, Taiwan

民安陸橋
１９９號 民安路, Taiwan

民安路
１４５ 民安路, Taiwan

後港社區
１號 四維路, Taiwan

建福路口
６０號 後港一路, Taiwan

宏泰社區
５７號 建福路, Taiwan

三洋
６６９號 中正路, Taiwan

營盤口
５２０號 中正路, Taiwan

捷運輔大站
６５號 福營路, Taiwan

盲人重建院
４５５ 中正路, Banqiao

海山里
４１７號 中正路, Banqiao

新泰路口
３１５號 中正路, Banqiao

捷運新莊站(新莊郵局)
２６１號 中正路, Banqiao

新莊國小
登龍街, Banqiao

大眾廟
１４３號 中正路, Banqiao

捷運頭前庄站
５５號 中正路, Banqiao

頭前
1 中正路,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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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女中

中興街口
５９９號 重新路五段, Taipei

捷運先嗇宮站
Zhongxin Road Section 5, Taipei

五谷王廟
９號 重新路五段４８６巷, Taipei

菜寮(重新路)
９２號 重新路四段, Taipei

捷運菜寮站
１７４ 重新路三段, Taipei

中山藝術公園
１０６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大同路口
２８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天台廣場
５０號 重新路二段, Taipei

捷運台北橋站
108 重新路一段, Taipei

涼州重慶路口
１８０號 重慶北路二段, Taipei

民生重慶路口
Minsheng West Road, Taipei

朝陽公園(鈕釦街)
58 重慶北路二段, Taipei

圓環(重慶)
１０８號 重慶北路一段, Taipei

後車站
22, 9F 重慶北路一段

捷運北門站
10 塔城街, Taipei



方向: 樹林

58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639的服務時間表
往樹林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00 - 21:50

星期一 05:00 - 21:50

星期二 05:00 - 21:50

星期三 05:00 - 21:50

星期四 05:00 - 21:50

星期五 05:00 - 21:50

星期六 05:00 - 21:50

巴士639的資訊
方向: 樹林
站點數量: 58
行車時間: 54 分
途經車站: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塔城), 南京西路口(塔
城), 延平一站(南京), 圓環(鈕釦街), 民生重慶路口, 涼
州重慶路口, 捷運大橋頭站, 昌吉重慶路口, 民族重慶路
口, 蘭州國中, 民族承德路口, 大同國小, 大龍街口, 三重
派出所(重新路), 捷運台北橋站, 天台廣場, 大同路口,
中山藝術公園, 捷運菜寮站, 菜寮(重新路), 五谷王廟,
捷運先嗇宮站, 中興街口, 金陵女中, 頭前, 捷運頭前庄
站, 大眾廟, 捷運新莊站(新莊郵局), 新泰路口, 海山里,
盲人重建院, 捷運輔大站, 營盤口, 三洋, 宏泰社區, 建福
路口, 後港社區, 民安路, 民安陸橋, 民安國小, 福祿新城
一, 光華國小, 光明里, 新寶社區, 光華街口, 台灣通用,
大唐江山, 大安變電所, 許厝, 圳福里, 十三公, 濟安宮,
中山路口, 樹林後火車站, 育英街口, 樹林仁愛醫院, 海
明寺, 樹林區衛生所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塔城)
７號 塔城街, Taipei

南京西路口(塔城)
５７號 塔城街, Taipei

延平一站(南京)
３５８號 南京西路, Taipei

圓環(鈕釦街)
３０８號 南京西路, Taipei

民生重慶路口
１０１號 重慶北路二段, Taipei

涼州重慶路口
２０１號 重慶北路二段, Taipei

捷運大橋頭站
２４５號 重慶北路二段, Taipei

昌吉重慶路口
Changji Street, Taipei

民族重慶路口
２０４號 民族西路, Taipei

蘭州國中
１３６號 民族西路, Taipei

民族承德路口
１４６號 承德路三段, Taipei

大同國小
４６號 承德路三段, Taipei

大龍街口
１４９號 民權西路, Taipei

三重派出所(重新路)
６５號 重新路一段, Taipei

捷運台北橋站
１１９號 重新路一段, Taipei

天台廣場
６１號 重新路二段, Taipei

大同路口
３１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中山藝術公園
１０８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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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菜寮站
１４５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菜寮(重新路)
５１號 重新路四段, Taipei

五谷王廟
４４７號 重新路五段, Taipei

捷運先嗇宮站
５６３號 重新路五段, Taipei

中興街口
６３６號 重新路五段, Taipei

金陵女中

頭前
４８號 中正路, Taipei

捷運頭前庄站
５４號 中正路, Banqiao

大眾廟
１４７號 中正路, Banqiao

捷運新莊站(新莊郵局)
１８６號 中正路, Banqiao

新泰路口
２５２號 中正路, Banqiao

海山里
３２６號 中正路, Banqiao

盲人重建院
４３０號 中正路, Taiwan

捷運輔大站
５５９號 中正路, Taiwan

營盤口
６５７ 中正路, Taiwan

三洋
３５號 建福路, Taiwan

宏泰社區
６４號 建福路, Taiwan

建福路口
４８號 後港一路, Taiwan

後港社區
６號 後港一路, Taiwan

民安路
１７８ 民安路, Taiwan

民安陸橋
２２８號 民安路, Taiwan



民安國小
６０號 民安西路, Taiwan

福祿新城一
１１０號 民安西路, Taiwan

光華國小
１３７ 民安西路, Taiwan

光明里
２２６號 民安西路, Taiwan

新寶社區
２８２號 民安西路, Banqiao

光華街口
３９０號 民安西路, Banqiao

台灣通用
４０７號 民安西路, Banqiao

大唐江山
２號 民安西路４６８巷, Banqiao

大安變電所
６０５號 新樹路, Banqiao

許厝
Xinshu Road, Banqiao

圳福里
３５號 樹新路２１９巷, Banqiao

十三公
１２２號 樹新路, Banqiao

濟安宮
３０號 保安街一段, Banqiao

中山路口
１０號 中山路一段, Banqiao

樹林後火車站
８２號 中山路一段, Banqiao

育英街口
１６０號 中山路一段, Banqiao

樹林仁愛醫院
２２８號 中山路一段, Banqiao

海明寺
４０２號 中山路一段, Taiwan

樹林區衛生所
80 中山路二段, Taiwan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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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