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 偕 學 校 財 團 法 人 馬 偕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校 
學 生 接 駁 專 ( 班 ) 車 暨 淡 水 三 芝 地 區 公 車 時 刻 表 

資料時間：111 年 6 月 6 日 

各位新生同學及家長平安: 

    歡迎各位同學選擇就讀馬偕，本校雙校區分別位於台北市關渡及新北市三芝： 

(1) 關渡校區鄰近捷運關渡站，由關渡站步行至學校約 10分鐘，每日上學於關渡校區備 

有自行付費之接駁專車，可免去步行時間。 

(2) 三芝校區每日上學於紅樹林捷運站備有自行付費之學生(班)專車，另綜整關渡、紅 

樹林及淡水地區可行經三芝區之客運資訊，提供同學搭乘之參考。 

(3) 各班專車搭乘地點及時刻表如下，請參閱：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接駁車班次表 

關渡校區 

每週週一至週五(上學) 關渡捷運站關渡校區 

時間 07：00至 08：30 

每週週日(住宿生返校) 關渡捷運站關渡校區 

時間 19：30至 20：30 

備註 統由大南客運來回接駁，約每 10至 15分鐘一班。 

 

三芝校區 

每週週一至週五(上學專車) 紅樹林捷運站三芝校區宿舍大樓(廣場) 

時 間 07：15 -- -- -- 

附 註 07：15專車行經中正路光陽機車行，賃居三芝地區同學可搭乘到校。 

每週週一至週五(882區間公車) 紅樹林抓運站三芝校園校門口(對面站牌) 

時 間 07：00 -- -- -- 

附 註 
行經三芝國中站、智成街口站(永旺汽車)，賃居三芝地區同學需提早到場候車搭

乘。 

每週週一至週四 

(課間、放學) 
三芝校區宿舍大樓淡水(區間)、紅樹林(專車)捷運站 

時 間 12：30(區間) 15：30(區間) 17：10(專車) 17：15(區間) 

附 註 
課間離校班車 12:30、15:30開學 1個月內試行統計，並視搭車狀況調整調派需

求。 

每週週日(住宿生返校) 淡水捷運站三芝校區宿舍大樓(廣場) 

時 間 19：30(專車) -- -- -- 

備 註 

固定專車派遣：每週五放學返家專車申請，統一於每週三下午 17 時前完成填表

申請(宿舍大門右側公佈欄)，請各班負責同學務必注意申請時

限，逾時申請之班級，將採後補方式搭車，以維準時申請班級之

搭車權益。 

不定時專車派遣：依國定假日、連續假期(含彈性補休)、補上課及學校特定活動



等，將提前實施派車申請，請各班負責同學注意學校首頁公告

或派車申請表註記時間，以維同學權益及派車協調作業。 

票價計算：悠遊卡一段 12元、現金 15元 

(一)原定路線(2 段票價)：淡水、紅樹林捷運站三芝校園校門口、馬偕醫學

院 

(二)遶行路線(3 段票價)：淡水、紅樹林捷運站馬偕醫學院三芝校園宿

舍大樓 

(三)專車路線(3段票價)：紅樹林捷運站三芝校園宿舍大樓 

註：路線起、迄點若為三芝校園宿舍大樓時，均為 3段票價(刷卡 36元、現金 45

元)，至步行至校門口搭車只需 2段票價(刷卡 24元、現金 30元)，同學可

自行選擇於宿舍大樓或校門口搭乘。 

本校園統由淡水客運三芝站派車接駁，聯絡電話：02-26363636 

 

淡水客運【馬偕醫學院(專校)往返捷運淡水站】 

861班車 起點站 中途停靠站 折返站 回程中途停靠 終點站 

站名 馬偕醫學院 三芝國中 捷運淡水站 三芝國中 馬偕醫學院 

乘車 

時間 

＊05：55 06：00 06：45(預) 07：25(預) 07：30(預) 

07：30 07：35 08：20(預) 09：00(預) 09：05(預) 

13：10 13：15 13：45(預) 14：15(預) 14：20(預) 

17：00 17：05 17：35(預) 18：05(預) 18：10(預) 

附註 

往三芝校園同學請於淡水捷運公車站康是美藥妝店前【公車站牌】上車，並於【三芝

校區校門口】下車。 

附註：【＊】班次為假日行駛班次。【▲】班次為三芝調度站發車。 
 

淡水客運【馬偕醫學院(專校)往返捷運紅樹林站及關渡站】例假日不發車 

879班車 起點站 中途停靠站 折返站 中途停靠 終點站 

站名 馬偕醫學院 三芝國中 紅樹林站 關渡站 紅樹林站 三芝國中 馬偕醫學院 

乘車 

時間 

06：45 06：50 07：20(預) 07：40(預) 08：00(預) 08：30(預) 08：35(預) 

15：30 15：35 16：05(預) 16：25(預) 16：45(預) 17：15(預) 17：20(預) 

附註 

一、879班車例假日不發車。 

二、往三芝校園同學請於捷運紅樹林站對面【全家便利商店】上車，並於【三芝校區

校門口】下車。 
 

淡水客運【馬偕醫學院(專校)往返捷運紅樹林站】 

882班車 起點站 中途停靠站 折返站 中途停靠 終點站 

站名 馬偕醫學院 三芝國中 紅樹林站 三芝國中 馬偕醫學院 

乘車 

時間 

07：00 07：05 07：45(預) 08：30(預) 08：35(預) 

＊08：00 08：05 08：45(預) 09：30(預) 09：35(預) 

17：30 17：35 18：15(預) 18：55(預) 19：00(預) 

附註 

往三芝校園同學請於捷運紅樹林站出口右側【公車站牌】上車，並於【三芝校區校門

口】下車。 

附註：【＊】班次為假日行駛班次。 
 

淡水客運【捷運淡水站往返醫學院(專校)、三芝】-山線公車 

876班車 起點站 中途停靠站 折返站 終點站 

站名 捷運淡水站 馬偕醫學院 馬偕專校 三芝市區 捷運淡水站 



乘車 

時間 

06：00 06：35(預) 06：40(預) 07：20(預) 

09：30 10：05(預) 10：10(預) 10：50(預) 

11：40 12：15(預) 12：20(預) 13：00(預) 

15：10 15：45(預) 15：50(預) 16：00(預) 

17：15 17：50(預) 17：55(預) 18：35(預) 

附註 
往三芝校園同學請於校門口對面站牌下車，前往三芝市區或淡水捷運站同學，請於校

門口候車。 

 
行經三芝校區交通資訊-淡水客運： 

一、860(三芝—捷運淡水站) 

    三芝發車：05:40-22:30(間隔發車，尖峰 8-12分、離峰 15-30分、例假日 15-30分) 

 

二、862(基隆—三芝國中—捷運淡水站) 

    基隆發車：06:00、06:30、07:00、07:20、07:40、08:00、08:30、09:00、09:20、09:50、

10:10、10:30、11:10、11:35、12:00、12:20、12:40、13:30、14、20、14:50、15:30、

16:00、16:40、17:10、17:40、18:00、18:30、19:00、19:30、20:00 

    捷運淡水站發車：05:50、06:20、06:40、07:00、07:20、07:50、08:10、08:50、09:20、

09:40、10:10、10:30、11:20、12:10、12:30、13:20、13:40、14:10、14:40、15:05、

15:30、16:00、16:40、17:00、17:30、18:00、18:30、19:10、20:00、20:30 

 

三、863(捷運淡水站—三芝國中—金山) 

    捷運淡水站發車：05:40、06:10、06:30、06:50、07:10、07:55、08:20、09:00、09:30、

10:00、10:15、10:50、11:05、11:15、11:50、12:20、12:40、13:10、13:30、14:00、

14:30、15:00、15:15、15:40、16:10、16:30、16:50、17:20、17:50、18:10、18:20、

18:50、19:20、19:50、20:20、21:30 

 

四、864(三芝—三芝國中—捷運淡水站—捷運紅樹林站—捷運竹圍站—關渡—捷運劍潭站) 

    三芝發車：06:30、13:00、17:30 

    捷運劍潭站發車：08:00、14:30、19:00 

 

五、865(捷運淡水站—三芝國中—茂林)，每日 1班次。 

    捷運淡水站發車：06:25 

    茂林發車：07:15 

 

六、866(捷運淡水站—馬偕專校三芝校區路口—三芝市區—內橫山)，每日 1班次。 

    捷運淡水站發車：08:45 

    內橫山發車：09:30 

 

七、867(捷運淡火站—三芝國中—尖山湖)，每日 1班次。 

    捷運淡水站發車：11:35 

    尖山湖發車：12:40 

 

八、867區間車(捷運淡水站—三芝國中—石門)，每日 1班次。 

    捷運淡水站發車：22:30 

 

九、877(捷運淡水站—馬偕專校三芝校園聯外道路路口—石門) 

    捷運淡水站發車：06:45、10:45、15:35 

    石門發車：07:45、12:05、1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