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惇敘高工

50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508區的服務時間表
往惇敘高工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4:40 - 21:45

星期一 04:40 - 21:45

星期二 04:40 - 21:45

星期三 04:40 - 21:45

星期四 04:40 - 21:45

星期五 04:40 - 21:45

星期六 04:40 - 21:45

巴士508區的資訊
方向: 惇敘高工
站點數量: 50
行車時間: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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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蘆洲派出所, 溪墘, 捷運徐匯中學
站, 徐匯中學, 幸福戲院, 建和新村, 捷運三和國中站, 自
強路口, 溪尾街口, 仁愛街, 碧華寺, 慈化公園, 碧華國小,
五華街, 碧華國中, 重陽橋, 陽明高中, 士林區行政中心
(中正), 士林國中, 士林, 捷運芝山站一, 捷運芝山站(文
林), 中正高中, 明德國中, 捷運明德站(東華), 自強街口
(東華), 捷運石牌站(東華), 綜合市場, 永明派出所, 榮總,
榮光新村(榮總東院), 永欣里, 福德廟(石牌), 福德廟(行
義), 磺溪, 明山宮, 明山宮一, 行義路, 行義路一, 行義路
二, 行義路三, 行義路四, 惇敘工商(行義), 大同之家

巴士508區((惇敘高工))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惇敘高工: 04:40 - 21:45 (2) 蘆洲: 04:40 - 21:45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508區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508區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惇敘高工 以網頁模式查看508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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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７號 中山二路, Sanchong

蘆洲派出所
７９號 中山二路, Sanchong

溪墘
１０５ 中山一路, Sanchong

捷運徐匯中學站
２９號 中山一路, Sanchong

徐匯中學
４０２號 三和路四段, Sanchong

幸福戲院
３６０ 三和路四段, Sanchong

建和新村
３１４號 三和路四段, Sanchong

捷運三和國中站
２５２號 三和路四段, Sanchong

自強路口

巴士508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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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E5%8D%80/665342/2751450/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3%87%E6%95%98%E9%AB%98%E5%B7%A5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6%83%87%E6%95%98%E9%AB%98%E5%B7%A5-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21-665342-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3%87%E6%95%98%E9%AB%98%E5%B7%A5


５號 自強路四段, Sanchong

溪尾街口
６８號 自強路四段, Sanchong

仁愛街
４０３號 仁愛街, Sanchong

碧華寺
２８７號 溪尾街, Sanchong

慈化公園
３４４號 溪尾街, Sanchong

碧華國小
１６１號 五華街, Sanchong

五華街
１１２號 五華街, Sanchong

碧華國中
７１號 自強路五段, Sanchong

重陽橋
６３３號 中正路, Taipei

陽明高中
５１９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區行政中心(中正)
４３９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國中
３２７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
４７２號 文林路, Taipei

捷運芝山站一
Wunlin Road, Taipei

捷運芝山站(文林)
７２６號 文林路, Taipei

中正高中
１１０號 文林北路, Taipei

明德國中
２４號 明德路, Taipei

捷運明德站(東華)
３６６號 東華街一段, Taipei

自強街口(東華)
４８０號 東華街一段, Taipei

捷運石牌站(東華)
５５０號 東華街一段, Taipei

綜合市場
４８號 石牌路二段,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508%E5%8D%80/665342/2751450/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3%87%E6%95%98%E9%AB%98%E5%B7%A5


永明派出所
１００號 石牌路二段, Taipei

榮總

榮光新村(榮總東院)

永欣里
３２１號 石牌路二段, Taipei

福德廟(石牌)
３６２號 石牌路二段, Taipei

福德廟(行義)
１１號 行義路, Taipei

磺溪
６８號 行義路, Taipei

明山宮
１號 行義路, Taipei

明山宮一
１２８號 行義路, Taipei

行義路
２號 行義路, Taipei

行義路一
Lane 192, XingYi Road

行義路二
１號 行義路, Taipei

行義路三
臨２９８號 行義路, Taipei

行義路四
３３９號 行義路, Taipei

惇敘工商(行義)

大同之家
行義路, Taiwan



方向: 蘆洲

49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508區的服務時間表
往蘆洲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4:40 - 21:45

星期一 04:40 - 21:45

星期二 04:40 - 21:45

星期三 04:40 - 21:45

星期四 04:40 - 21:45

星期五 04:40 - 21:45

星期六 04:40 - 21:45

巴士508區的資訊
方向: 蘆洲
站點數量: 49
行車時間: 61 分
途經車站: 惇敘工商(行義), 行義路四, 行義路三, 行義
路二, 行義路一, 行義路, 明山宮, 磺溪, 福德廟(行義), 福
德廟(石牌), 永欣里, 榮光新村(榮總東院), 榮總一, 榮總,
永明派出所, 綜合市場, 捷運石牌站(西安), 自強街口(西
安), 捷運明德站(西安), 明德國中, 中正高中, 捷運芝山
站(文林), 捷運芝山站一, 士林, 士林國中, 士林區行政
中心(中正), 陽明高中, 重陽橋, 五華國小, 鶴齡協會, 五
福里, 碧華國中, 五華街, 碧華國小, 碧華寺, 仁愛街, 溪
尾街口, 自強路口, 三和國中, 捷運三和國中站, 建和新
村, 幸福戲院, 捷運徐匯中學站, 民和公寓, 溪墘, 蘆洲派
出所, 蘆洲監理站, 和平路口, 永安里

惇敘工商(行義)

行義路四

行義路三
２９５號 行義路, Taipei

行義路二
２５０號 行義路, Taipei

行義路一
１８４號 行義路, Taipei

行義路
２號 行義路, Taipei

明山宮
臨１１５號 行義路, Taipei

磺溪
５１號 行義路, Taipei

福德廟(行義)
１１號 行義路, Taipei

福德廟(石牌)
３６０號 石牌路二段, Taipei

永欣里
３２６號 石牌路二段, Taipei

榮光新村(榮總東院)

榮總一
排班計程車專用道, Taipei

榮總
１７５號 石牌路二段, Taipei

永明派出所
９１號 石牌路二段, Taipei

綜合市場
３１號 石牌路二段, Taipei

捷運石牌站(西安)
３６９號 西安街一段, Taipei

自強街口(西安)
２８９號 西安街一段, Taipei

捷運明德站(西安)
１５１號 西安街一段,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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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508%E5%8D%80/665342/2751451/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3%87%E6%95%98%E9%AB%98%E5%B7%A5


明德國中
２９號 明德路, Taipei

中正高中
５５號 文林北路, Taipei

捷運芝山站(文林)
Wenlin Road, Taipei

捷運芝山站一
６６７號 文林路, Taipei

士林
４７５號 文林路, Taipei

士林國中
３１０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區行政中心(中正)
４３１號 中正路, Taipei

陽明高中
５０３號 中正路, Taipei

重陽橋
６３２號 中正路, Taipei

五華國小

鶴齡協會
Huanhe North Road Section 3, Sanchong

五福里
５４號 仁義街２４１巷, Taipei

碧華國中
６３號 自強路五段, Sanchong

五華街
８３號 五華街, Sanchong

碧華國小
１４７號 五華街, Sanchong

碧華寺
３０３號 溪尾街, Sanchong

仁愛街
３９６號 仁愛街, Sanchong

溪尾街口
６２號 自強路四段, Sanchong

自強路口
１４號 自強路四段, Sanchong

三和國中
９７ 三和路四段, Sanchong

捷運三和國中站
１０９號 三和路四段, Sanchong



建和新村
１３７號 三和路四段, Sanchong

幸福戲院
１７３號 三和路四段, Sanchong

捷運徐匯中學站
２號 中山一路, Sanchong

民和公寓
６２號 中山一路, Sanchong

溪墘
１２４ 中山一路, Sanchong

蘆洲派出所
６８號 中山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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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508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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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508%E5%8D%80/665342/2751450/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3%87%E6%95%98%E9%AB%98%E5%B7%A5
https://moovit.onelink.me/3986059930?pid=Web_SEO_Lines-PDF&c=Footer_Button&is_retargeting=true&af_inactivity_window=30&af_click_lookback=7d&af_reengagement_window=7d
https://moovit.com/about-us/?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3%87%E6%95%98%E9%AB%98%E5%B7%A5
https://moovit.com/maas-solutions/?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3%87%E6%95%98%E9%AB%98%E5%B7%A5
http://prod-seo-resources-gen.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countries?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3%87%E6%95%98%E9%AB%98%E5%B7%A5
https://editor.moovitapp.com/web/community?campaign=line_pdf&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3%87%E6%95%98%E9%AB%98%E5%B7%A5&lan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