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捷運市政府

44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678的服務時間表
往捷運市政府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30 - 18:00

星期二 06:30 - 18:00

星期三 06:30 - 18:00

星期四 06:30 - 18:00

星期五 06:30 - 18: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678的資訊
方向: 捷運市政府
站點數量: 44
行車時間: 50 分
途經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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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義高中, 橋東/
向日葵社區, 摩登家庭社區, 公教住宅, 茄苳里活動中
心, 茄苳腳, 宏國富邑, 活力社區, 江山萬里, 南昌街口,
汐止行政中心, 東方科學園區, 遠東世界中心, 天良電視
台, 橫科,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南港路), 南港展覽館, 南
港, 南港高工, 南港行政中心, 台肥新村, 南港輪胎, 東明
里, 土地公廟, 玉成國小, 中華賓士, 南港路三段, 松山磚
廠, 玉成里, 松山車站(八德), 松山農會, 饒河街觀光夜
市(八德), 基隆路口二, 松山高中(基隆路), 捷運市政府
站, 市政府(松智), 市政府(松壽), 市政府(市府)

巴士678((捷運市政府))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捷運市政府: 06:30 - 18:00 (2) 汐止: 06:30 - 18:0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678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678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捷運市政府 以網頁模式查看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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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義高中
２號 橋東街５巷, Xizhi

橋東/向日葵社區
４８７號 忠孝東路, Xizhi

摩登家庭社區
４２７號 忠孝東路, Xizhi

公教住宅
８４號 茄苳路, Xizhi

茄苳里活動中心
２２０號 茄苳路, Xizhi

茄苳腳
２８０號 茄苳路, Xizhi

宏國富邑
新台五路二段, Xizhi

活力社區

巴士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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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665189/2751146/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B8%82%E6%94%BF%E5%BA%9C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6%8D%B7%E9%81%8B%E5%B8%82%E6%94%BF%E5%BA%9C-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21-665189-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B8%82%E6%94%BF%E5%BA%9C


江山萬里

南昌街口
２７號 新台五路二段, Xizhi

汐止行政中心
１號 仁愛路, Xizhi

東方科學園區

遠東世界中心
７５號 新台五路一段, Taipei

天良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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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港展覽館
７７號 南港路一段, Taipei

南港
１１８號 南港路一段, Taipei

南港高工
２６３號 南港路一段, Taipei

南港行政中心
360 南港路一段, Taipei

台肥新村
３１號 南港路二段, Taipei

南港輪胎
４９號 南港路二段, Taipei

東明里
２１８號 南港路二段, Taipei

土地公廟
１３９號 南港路二段, Taipei

玉成國小
Nangang Road Section 3, Taipei

中華賓士
４９號 南港路三段, Taipei

南港路三段
１６８號 南港路三段, Taipei

松山磚廠
２４８號 南港路三段, Taipei

玉成里
８９９號 八德路四段,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678/665189/2751146/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B8%82%E6%94%BF%E5%BA%9C


松山車站(八德)
699 八德路四段, Taipei

松山農會
６３５號 八德路四段, Taipei

饒河街觀光夜市(八德)
４８９號 八德路四段, Taipei

基隆路口二
Section 1, Keelung Road

松山高中(基隆路)
１３１號 基隆路一段, Taipei

捷運市政府站
８號 忠孝東路五段, Taipei

市政府(松智)

市政府(松壽)
Songshou Road, Taipei

市政府(市府)
City Hall Road, Taipei



方向: 汐止

41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678的服務時間表
往汐止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30 - 18:00

星期二 06:30 - 18:00

星期三 06:30 - 18:00

星期四 06:30 - 18:00

星期五 06:30 - 18: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678的資訊
方向: 汐止
站點數量: 41
行車時間: 46 分
途經車站: 松山高中(基隆路), 基隆路口, 饒河街觀光夜
市(八德), 松山農會, 松山車站(八德), 玉成里, 松山磚廠,
南港路三段, 中華賓士, 玉成國小, 土地公廟, 東明里, 南
港輪胎, 台肥新村, 南港行政中心, 南港高工, 南港, 捷運
南港展覽館站(南港路), 橫科, 富信飯店, 遠東世界中心,
東方科學園區, 連興街口, 汐止農會, 汐止行政中心, 秀
峰中學(新台五路), 福安街口, 江山萬里, 活力社區, 宏
國富邑, 茄安街口, 茄苳里活動中心, 公教住宅, 摩登家
庭社區, 橋東/向日葵社區, 崇義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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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山高中(基隆路)
１３１號 基隆路一段, Taipei

基隆路口
２５號 基隆路一段, Taipei

饒河街觀光夜市(八德)
５６８號 八德路四段, Taipei

松山農會
６２２號 八德路四段, Taipei

松山車站(八德)
６８８號 八德路四段, Taipei

玉成里
８００號 八德路四段, Taipei

松山磚廠
１３７號 南港路三段, Taipei

南港路三段
９７號 南港路三段, Taipei

中華賓士
１０６號 南港路三段, Taipei

玉成國小
７號 南港路三段, Taipei

土地公廟
１３９號 南港路二段, Taipei

東明里
６１號 南港路二段, Taipei

南港輪胎
４９號 南港路二段, Taipei

台肥新村
３１號 南港路二段, Taipei

南港行政中心
356 南港路一段, Taipei

南港高工
２３５號 南港路一段, Taipei

南港
１５３號 南港路一段, Taipei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南港路)

橫科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678/665189/2751147/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B8%82%E6%94%BF%E5%BA%9C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678/665189/2751147/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B8%82%E6%94%BF%E5%BA%9C


４號 大同路一段, Taipei

富信飯店
154 大同路一段, Taipei

遠東世界中心
新台五路一段, Taipei

東方科學園區
９４ 新台五路一段, Taipei

連興街口
１５８號 新台五路一段, Taipei

汐止農會
２３８號 新台五路一段, Xizhi

汐止行政中心
１號 仁愛路, Xizhi

秀峰中學(新台五路)
２８號 新台五路二段, Xizhi

福安街口
７８號 新台五路二段, Xizhi

江山萬里
６號 招商街６６巷２０弄, Xizhi

活力社區
２４０號 新台五路二段, Xizhi

宏國富邑
２４６號 新台五路二段, Xizhi

茄安街口
２７７號 茄苳路, Xizhi

茄苳里活動中心
２２１號 茄苳路, Xizhi

公教住宅
１０２號 茄苳路, Xizhi

摩登家庭社區
４１６號 忠孝東路, Xizhi

橋東/向日葵社區
４７６號 忠孝東路, Xizhi

崇義高中
５２２號 忠孝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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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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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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