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捷運民權西路站

36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820的服務時間表
往捷運民權西路站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5:40 - 19:00

星期二 05:40 - 19:00

星期三 05:40 - 19:00

星期四 05:40 - 19:00

星期五 05:40 - 19: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820的資訊
方向: 捷運民權西路站
站點數量: 36
行車時間: 36 分
途經車站: 山腳溪橋, 泰山國中, 憲訓中心, 泰山國小, 泰
山分駐所, 福泰里, 泰林仁德路口, 環河路口, 同榮里, 加
油站, 新泰游泳池, 新泰國中北站, 新泰國中南站, 新莊
棒球場(立功里立德里), 新莊體育場(立功里), 新莊田徑
場, 復興路二段, 臺北醫院, 復興路三段, 化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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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民權西路站, 台泥
大樓(馬偕醫院), 馬偕醫院, 捷運雙連站, 成淵高中

巴士820((捷運民權西路站))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捷運民權西路站: 05:40 - 19:00 (2) 泰山: 05:40 - 19:0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820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820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捷運民權西路站 以網頁模式查看820

山腳溪橋
５５３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泰山國中
４３５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憲訓中心
３６４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泰山國小
２４７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泰山分駐所
１７７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福泰里
８１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泰林仁德路口
３８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環河路口
２１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同榮里
３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加油站
１７號 泰林路一段, Taiwan

新泰游泳池
４７８號 新泰路, Taiwan

新泰國中北站
３７３號 新泰路, Taiwan

新泰國中南站
３２７號 新泰路, Taiwan

新莊棒球場(立功里立德里)

巴士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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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665238/2751244/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6%B0%91%E6%AC%8A%E8%A5%BF%E8%B7%AF%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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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0%91%E6%AC%8A%E8%A5%BF%E8%B7%AF%E7%AB%99-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21-665238-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6%B0%91%E6%AC%8A%E8%A5%BF%E8%B7%AF%E7%AB%99


２５號 復興路一段, Taiwan

新莊體育場(立功里)
６９號 復興路一段, Taipei

新莊田徑場
Fuxing Road Section 1, Taipei

復興路二段
１１６號 復興路二段, Taipei

臺北醫院
１７２號 復興路二段, Taipei

復興路三段
５６號 復興路三段, Taipei

化成路
３０號 化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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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民權西路站
１０４號 民權西路, Taipei

台泥大樓(馬偕醫院)
１１２號 中山北路二段, Taipei

馬偕醫院
２３號 民生西路, Taipei

捷運雙連站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820/665238/2751244/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6%B0%91%E6%AC%8A%E8%A5%BF%E8%B7%AF%E7%AB%99


１０９號 民生西路, Taipei

成淵高中
１６４號 承德路二段, Taipei



方向: 泰山

35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820的服務時間表
往泰山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5:40 - 19:00

星期二 05:40 - 19:00

星期三 05:40 - 19:00

星期四 05:40 - 19:00

星期五 05:40 - 19: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820的資訊
方向: 泰山
站點數量: 35
行車時間: 35 分
途經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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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成路, 復興路三段, 臺北醫院, 復興路二段, 新莊
田徑場, 新莊體育場(立功里), 新莊棒球場(立功里立德
里), 新泰國中南站, 新泰國中北站, 新泰游泳池, 加油站,
捷運泰山站(泰林路), 同榮里, 環河路口, 泰林仁德路口,
福泰里, 泰山分駐所, 泰山國小, 憲訓中心, 泰山國中, 山
腳溪橋, 黎明技術學院, 泰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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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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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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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成路
５號 化成路, Taipei

復興路三段
Fuxing Road Section 3, Taipei

臺北醫院
１７２號 復興路二段, Taipei

復興路二段
９８ 復興路二段, Taipei

新莊田徑場
Fuxing Road Section 1, Taipei

新莊體育場(立功里)
７７號 復興路一段, Taipei

新莊棒球場(立功里立德里)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820/665238/2751245/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6%B0%91%E6%AC%8A%E8%A5%BF%E8%B7%AF%E7%AB%99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820/665238/2751245/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6%B0%91%E6%AC%8A%E8%A5%BF%E8%B7%AF%E7%AB%99


３７號 復興路一段, Banqiao

新泰國中南站
３１４號 新泰路, Taiwan

新泰國中北站
３９６號 新泰路, Taiwan

新泰游泳池
４８０號 新泰路, Taiwan

加油站
１７號 泰林路一段, Taiwan

捷運泰山站(泰林路)
泰林路一段, Taiwan

同榮里
２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環河路口
２１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泰林仁德路口
３８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福泰里
８３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泰山分駐所
１７７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泰山國小
２６６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憲訓中心
３６４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泰山國中
４６２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山腳溪橋
５５８號 泰林路二段, Taiwan

黎明技術學院
黎明陸橋, Taiwan

泰山站
１號 ４６巷２弄, Sanchong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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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