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北大社區

29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852的服務時間表
往北大社區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00 - 20:00

星期二 06:00 - 20:00

星期三 06:00 - 20:00

星期四 06:00 - 20:00

星期五 06:00 - 20: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852的資訊
方向: 北大社區
站點數量: 29
行車時間: 29 分
途經車站: 濟安宮, 樹林火車站, 博愛街, 樹林科技園區,
樹林中學, 和平街口, 大同國小, 東榮街口, 東山里, 南樹
林火車站, 東山, 山佳國小, 吉祥寺, 中洲街口, 山佳, 育
德, 柑園橋, 北園, 北柑園, 柑園, 十八間, 公厝仔, 上善若
水社區, 南園, 學成大成路口, 學成大雅路口, 大義路口,
姑娘廟, 三峽二站

巴士852((北大社區))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北大社區: 06:00 - 20:00 (2) 樹林: 06:00 - 20:0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852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852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北大社區 以網頁模式查看852

濟安宮
３０號 保安街一段, Banqiao

樹林火車站
６７號 鎮前街, Banqiao

博愛街
２０５號 博愛街, Banqiao

樹林科技園區
２５７號 博愛街, Banqiao

樹林中學
６１號 中華路, Banqiao

和平街口
60 中華路, Taiwan

大同國小
１２６號 中華路, Taiwan

東榮街口
172-3 中華路, Taiwan

東山里
190 中華路, Taiwan

南樹林火車站
中山路二段, Taiwan

東山
１３９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山佳國小
２號 中山路二段２４９巷, Taiwan

吉祥寺
１０９號 中山路三段, Taiwan

中洲街口

巴士852的服務時間表和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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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中山路三段, Taiwan

山佳
９０號 中山路三段, Taiwan

育德
２２ 佳園路一段, Taiwan

柑園橋
２８號 佳園路二段, Taiwan

北園
４５號 佳園路二段８６巷, Taiwan

北柑園
１００號 佳園路二段, Taiwan

柑園
２９０號 柑園街一段, Sanxia

十八間
１８ 佳園路三段３６巷, Sanxia

公厝仔

上善若水社區
586 學勤路, Sanxia

南園

學成大成路口

學成大雅路口
265 大雅路, Sanxia

大義路口
9 大義路, Sanxia

姑娘廟
199 三樹路, Sanxia

三峽二站
１７６號 三樹路, Sanxia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852/665260/2751289/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C%97%E5%A4%A7%E7%A4%BE%E5%8D%80


方向: 樹林

27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852的服務時間表
往樹林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00 - 20:00

星期二 06:00 - 20:00

星期三 06:00 - 20:00

星期四 06:00 - 20:00

星期五 06:00 - 20: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852的資訊
方向: 樹林
站點數量: 27
行車時間: 28 分
途經車站: 姑娘廟, 大義路口, 學成大雅路口, 學成大成
路口, 南園, 公厝仔, 十八間, 柑園, 北柑園, 北園, 柑園橋,
育德, 山佳, 中洲街口, 山佳國小, 東山, 南樹林火車站,
東山里, 東榮街口, 大同國小, 和平街口, 樹林中學, 樹林
科技園區, 博愛街, 樹林區公所, 濟安宮, 樹林站

姑娘廟
212-1 三樹路, Sanxia

大義路口
28 大義路, Sanxia

學成大雅路口

學成大成路口

南園

公厝仔
佳園路三段, Sanxia

十八間
１８號 佳園路三段３６巷, Sanxia

柑園
２９０號 柑園街一段, Sanxia

北柑園
９４號 佳園路二段, Taiwan

北園
４８ 佳園路二段, Taiwan

柑園橋
２８號 佳園路二段, Taiwan

育德
１７號 佳園路一段, Taiwan

山佳
２１５號 中山路三段, Taiwan

中洲街口
１２５ 中山路三段, Taiwan

山佳國小
５號 中山路三段, Taiwan

東山
１３３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南樹林火車站
中山路二段, Taiwan

東山里
３９１號 中華路, Taiwan

東榮街口
Zhonghua Roa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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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國小
２７５號 中華路, Taiwan

和平街口
１７７號 中華路, Taiwan

樹林中學
77 中華路, Banqiao

樹林科技園區
２２１號 博愛街, Banqiao

博愛街
２０５號 博愛街, Banqiao

樹林區公所
９３號 鎮前街, Banqiao

濟安宮
２６號 樹新路, Banqiao

樹林站
９３號 樹新路, Banqiao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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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