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板橋

36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806的服務時間表
往板橋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1:45

星期一 05:30 - 21:42

星期二 05:30 - 21:42

星期三 05:30 - 21:42

星期四 05:30 - 21:42

星期五 05:30 - 21:42

星期六 05:30 - 21:45

巴士806的資訊
方向: 板橋
站點數量: 36
行車時間: 37 分
途經車站: 蘆洲總站, 王爺廟口, 空中大學, 中原公寓, 蘆
洲國小, 蘆洲監理站, 和平路口, 永安里, 大同新村, 褒仔
寮, 穀保中學, 仙公廟, 博愛新村, 三重商工(中正北路),
忠孝路口, 果菜市場, 新北大道路口, 三重稅捐分處, 菜
寮(重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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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新埔站, 致理科技大學,
板橋車站(文化路), 萬坪公園, 南門街, 館前西路, 鄉雲
里, 福星里, 仁愛新村, 豫章工商, 信義路口

巴士806((板橋))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板橋: 05:30 - 21:42 (2) 蘆洲: 05:30 - 21:42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806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806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板橋 以網頁模式查看806

蘆洲總站
２４０號 中正路, Sanchong

王爺廟口
２９５號 中正路, Sanchong

空中大學
２６１號 中正路, Sanchong

中原公寓
１９５號 中正路, Sanchong

蘆洲國小
６３ 中正路, Sanchong

蘆洲監理站
１４０號 中山二路, Sanchong

和平路口
２３８號 中山二路, Sanchong

永安里
２８２號 中山二路, Sanchong

大同新村
１７５號 四維路, Sanchong

褒仔寮
３２號 中興路一段, Sanchong

穀保中學
５６４號 中正北路, Sanchong

仙公廟
４５０號 中正北路, Sanchong

博愛新村
３５２號 中正北路, Taipei

三重商工(中正北路)

巴士8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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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665226/2751221/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9D%BF%E6%A9%8B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6%9D%BF%E6%A9%8B-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21-665226-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9D%BF%E6%A9%8B


２８４號 中正北路, Taipei

忠孝路口
１９６號 中正北路, Taipei

果菜市場
１２４號 中正北路, Taipei

新北大道路口
２８號 重陽路二段, Taipei

三重稅捐分處
１２４號 重陽路一段, Taipei

菜寮(重陽路)
５８ 重陽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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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新埔站
８５號 民生路三段, Banqiao

致理科技大學
３５３號 文化路一段, Banqiao

板橋車站(文化路)
１６３號 文化路一段, Banqiao

萬坪公園
５１號 文化路一段, Chung-ho

南門街
Nanmen Street, Chung-ho

館前西路
６７號 館前西路, Chung-ho

鄉雲里
８８號 四川路一段, Chung-ho

福星里
１８８號 四川路一段, Chung-ho

仁愛新村
３２８號 四川路一段, Chung-ho

豫章工商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806/665226/2751221/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9D%BF%E6%A9%8B


４７５號 四川路一段, Chung-ho

信義路口
７號 國慶路, Chung-ho



方向: 蘆洲

37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806的服務時間表
往蘆洲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1:45

星期一 05:30 - 21:42

星期二 05:30 - 21:42

星期三 05:30 - 21:42

星期四 05:30 - 21:42

星期五 05:30 - 21:42

星期六 05:30 - 21:45

巴士806的資訊
方向: 蘆洲
站點數量: 37
行車時間: 37 分
途經車站: 信義路, 豫章工商, 仁愛新村, 福星里, 鄉雲
里, 館前西路, 捷運府中站(府中路), 萬坪公園, 板橋車
站(文化路), 致理科技大學, 板橋花市, 捷運新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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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路), 三重稅捐分處, 新北大道路口,
果菜市場, 忠孝路口, 三重商工(中正北路), 博愛新村,
仙公廟, 穀保中學, 褒仔寮, 大同新村, 九芎街口, 和平路
口, 蘆洲監理站, 蘆洲國小, 中原公寓, 空中大學, 王爺廟
口, 蘆洲總站

信義路
３號 國慶路, Chung-ho

豫章工商
４７１號 四川路一段, Chung-ho

仁愛新村
３６１ 四川路一段, Chung-ho

福星里
２６９號 四川路一段, Chung-ho

鄉雲里
１４５號 四川路一段, Chung-ho

館前西路
6 館前西路, Chung-ho

捷運府中站(府中路)
４９號 府中路, Chung-ho

萬坪公園
４９號 文化路一段, Chung-ho

板橋車站(文化路)
181 文化路一段, Banqiao

致理科技大學
２６８號 文化路一段, Banqiao

板橋花市
２１６號 民生路二段, Banqiao

捷運新埔站
３８號 民生路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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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路)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806/665226/2751220/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9D%BF%E6%A9%8B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806/665226/2751220/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9D%BF%E6%A9%8B


４９號 重陽路一段, Taipei

三重稅捐分處
１ 重陽路一段１１７巷, Taipei

新北大道路口
４３號 重陽路二段, Taipei

果菜市場
１２６號 中正北路, Taipei

忠孝路口
１４１號 中正北路, Taipei

三重商工(中正北路)
２８４號 中正北路, Taipei

博愛新村
１８１號 中正北路, Taipei

仙公廟
３１９號 中正北路, Sanchong

穀保中學
５５０號 中正北路, Sanchong

褒仔寮
４０號 中興路一段, Sanchong

大同新村
１１４ 四維路, Sanchong

九芎街口
７號 九芎街, Sanchong

和平路口
２３６號 中山二路, Sanchong

蘆洲監理站
６號 中正路, Sanchong

蘆洲國小
６４號 中正路, Sanchong

中原公寓
１４２號 中正路, Sanchong

空中大學
２５５號 中正路, Sanchong

王爺廟口
184 中正路, Sanchong

蘆洲總站
２４０號 中正路, Sanchong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8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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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