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五股

52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801的服務時間表
往五股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10 - 22:15

星期一 05:10 - 22:19

星期二 05:10 - 22:19

星期三 05:10 - 22:19

星期四 05:10 - 22:19

星期五 05:10 - 22:19

星期六 05:10 - 22:15

巴士801的資訊
方向: 五股
站點數量: 52
行車時間: 52 分
途經車站: 民權敦化路口, 民權復興路口, 民權龍江路
口, 民權建國路口, 民權松江路口, 民權吉林路口, 捷運
中山國小站, 民權中山路口, 捷運民權西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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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丹
鳳站, 丹鳳一, 捷運泰山貴和站(明志路), 下坡角, 宏泰
新村, 明志科技大學, 泰山巖, 明志國小, 明志里, 文程路
口, 義學里, 同榮里, 泰山高中, 泰山區公所, 下泰山巖,
泰山郵局, 明志和平路口, 大窠橋, 遠東物流, 德音國小,
明日世界

巴士801((五股))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五股: 05:10 - 22:19 (2) 松山機場: 05:10 - 22:19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801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801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五股 以網頁模式查看801

民權敦化路口
１７９號 民權東路三段, Taipei

民權復興路口
１０２號 民權東路三段, Taipei

民權龍江路口
５號 民權東路三段, Taipei

民權建國路口
２號 民權東路三段, Taipei

民權松江路口
142 民權東路二段, Taipei

民權吉林路口
２３號 民權東路二段, Taipei

捷運中山國小站
Linsen North Road, Taipei

民權中山路口
５號 民權東路一段, Taipei

捷運民權西路站
８９號 民權西路, Taipei

大龍街口
１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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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801的服務時間表和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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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中山藝術公園
１０８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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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８號 中正路, Taiwan

捷運丹鳳站
６２８號 中正路, Taiwan

丹鳳一
Mingzhi Road, Taiwan

捷運泰山貴和站(明志路)
４２７號 明志路三段, Taiwan

下坡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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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９號 明志路三段, Taiwan

宏泰新村
２７７號 明志路三段, Taiwan

明志科技大學
１５３號 明志路三段, Taiwan

泰山巖
３１號 明志路三段, Taiwan

明志國小
３４６號 明志路二段, Taiwan

明志里
２４７號 明志路二段, Taiwan

文程路口
１９５號 明志路二段, Taiwan

義學里
１０９號 明志路二段, Taiwan

同榮里
５１３號 明志路一段, Taiwan

泰山高中
４３１號 明志路一段, Taiwan

泰山區公所
３７１號 明志路一段, Taiwan

下泰山巖
２４３號 明志路一段, Taiwan

泰山郵局
１３３號 明志路一段, Sanchong

明志和平路口
６３號 明志路一段, Sanchong

大窠橋
２ 成泰路一段, Sanchong

遠東物流
６６號 成泰路一段, Sanchong

德音國小
１０４號 成泰路一段, Sanchong

明日世界
１７３號 成泰路一段, Sanchong



方向: 松山機場

54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801的服務時間表
往松山機場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10 - 22:15

星期一 05:10 - 22:19

星期二 05:10 - 22:19

星期三 05:10 - 22:19

星期四 05:10 - 22:19

星期五 05:10 - 22:19

星期六 05:10 - 22:15

巴士801的資訊
方向: 松山機場
站點數量: 54
行車時間: 53 分
途經車站: 明日世界, 德音國小, 遠東物流, 大窠橋, 明志
和平路口, 泰山郵局, 下泰山巖, 泰山區公所, 泰山高中,
同榮里, 義學里, 文程路口, 明志里, 明志國小, 泰山巖,
明志科技大學, 宏泰新村, 下坡角, 捷運泰山貴和站(明
志路), 丹鳳一, 捷運丹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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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派出所(重新路), 大龍街口, 捷運民權西路站,
民權中山路口, 捷運中山國小站, 民權吉林路口, 民權松
江路口, 民權建國路口, 民權龍江路口, 民權復興路口,
民權敦化路口, 松山機場

明日世界
１６１號 成泰路一段, Sanchong

德音國小
１０６號 成泰路一段, Sanchong

遠東物流
６６號 成泰路一段, Sanchong

大窠橋
４７號 成泰路一段, Sanchong

明志和平路口
５６號 明志路一段, Sanchong

泰山郵局
１９４號 明志路一段, Sanchong

下泰山巖
２４４號 明志路一段, Taiwan

泰山區公所
３５８號 明志路一段, Taiwan

泰山高中
４３２號 明志路一段, Taiwan

同榮里
５０４號 明志路一段, Taiwan

義學里
１０６號 明志路二段, Taiwan

文程路口
１９６號 明志路二段, Taiwan

明志里
２６７號 明志路二段, Taiwan

明志國小
３３４號 明志路二段, Taiwan

泰山巖
３１號 明志路三段, Taiwan

明志科技大學
１９０號 明志路三段, Taiwan

宏泰新村
２６１號 明志路三段, Taiwan

下坡角
３５７號 明志路三段,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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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泰山貴和站(明志路)
４２７號 明志路三段, Taiwan

丹鳳一
６９２號 中正路, Taiwan

捷運丹鳳站
７５７號 中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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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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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派出所(重新路)
７８號 重新路一段, Taipei

大龍街口
１３６號 民權西路, Taipei

捷運民權西路站
１０４號 民權西路, Taipei

民權中山路口
２號 民權西路, Taipei

捷運中山國小站
７８號 民權東路一段, Taipei

民權吉林路口
４６號 民權東路二段, Taipei

民權松江路口
１３２號 民權東路二段, Taipei

民權建國路口
２０６號 民權東路二段, Taipei

民權龍江路口
２２號 民權東路三段, Taipei

民權復興路口
Fuxing North Road, Taipei

民權敦化路口
１５６號 民權東路三段, Taipei

松山機場
３３８號 敦化北路, Taipei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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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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