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方式
最後更新:2020/09/30

圖源：海科館官網交通資訊
➢

火車

1.

瑞芳車站→海科館車站(深澳支線)→徒步到海科館(約 4 分)
10/24、10/25(六、日)(瑞芳→海科館)
車次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區間 4807 (菁桐 → 八斗子)

08:23

08:32

區間 4811 (菁桐 → 八斗子)

09:18

09:27

區間 4813 (菁桐 → 八斗子)

10:08

10:17

區間 4815 (菁桐 → 八斗子)

11:08

11:17

區間 4817 (菁桐 → 八斗子)

12:08

12:17

區間 4821 (菁桐 → 八斗子)

13:08

13:17

區間 4823 (菁桐 → 八斗子)

14:08

14:17

區間 4825 (菁桐 → 八斗子)

15:15

15:24

區間 4827 (菁桐 → 八斗子)

16:08

16:17

區間 4831 (菁桐 → 八斗子)

17:15

17:24

<以下還有資訊，請翻到下一頁>

➢ 接駁車
【大會可依登記狀況調整班次及路線的權益，若有變動將會另行通知】
【若登記後無法搭乘，請聯絡工作人員】
表單登記：https://forms.gle/EyX1ipvLN4z12zs17
南港火車站―基隆海科館
時間
10/24 星期六

10/25 星期天

發車隔間
南港火車站→基隆海科館

南港火車站→基隆海科館

08:10

08:50

南港火車站→基隆海科館

基隆海科館→南港火車站

08:20

15:50

➢ 公車
【建議手機下載公車動態 app 以利得知準確的公車動態】
【公車交通資訊僅供參考，若班次有疑問，請洽詢公車所負責的公司】
【公車時刻若有變動，請以公車網站最新公告為主】
1. 2088
起迄站：市政府轉運站、海科館站
【搭車至海科館站】
公車
2088 市府轉運站―八斗子

時間
頭末班次：
05:45-22:00

公車路線圖與費用計算請參考此網站
http://www.mtcbus.com.tw/index.php?m=Route&a=detail&id=2088

<以下還有資訊，請翻到下一頁>

發車隔間
平日尖峰 10-20 分
離峰 20-40 分
假日 20-30 分

2. 1579 八斗子―台北
起迄站：圓山轉運站(玉門)、八斗子車站
【搭車至海科館站(碧水巷)】
公車

時間

1579 八斗子―台北

捷運圓山站頭末班次：
平常 07:15-23:15
假日 0735-23:15
八斗子車站頭末班次：
平常日 06:00-22:00
假日 06:20-22:00

(經中正路)

捷運圓山站頭末班次：
平常日 07:00-23:15
假日 07:15-23:15

1579 八斗子―台北

八斗子車站頭末班次：
平常日 05:45-22:00
假日 06:00-22:00

(經祥豐街)

發車隔間

平日尖峰 15-20 分
離峰 30-60 分
假日 30-40 分

平日尖峰 15-20 分
離峰 30-60 分
假日 30-40 分

公車路線圖與費用計算請參考此網站
http://www.transtaipei.idv.tw/r1/lcapbus/z1579.htm

3. 103 八斗子 (經中正路)
103 八斗子 (經祥豐街)
【搭車至海科館站(碧水巷)】
公車

103 八斗子(經中正路)

103 八斗子(經祥豐街)

時間
平日頭末班次：
05:50-22:45(八斗子發車)
23:10(基隆火車站發車)
假日頭末班次：
05:50-22:45(八斗子發車)
23:10(基隆火車站發車)
平日頭末班次：
05:30-22:30(八斗子發車)
假日頭末班次：
05:30-22:35(八斗子發車)

公車路線圖與費用計算請參考此網站
http://www.klcba.gov.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pageID=464

<以下還有資訊，請翻到下一頁>

發車時間

平日尖峰 15-20 分
離峰 25-30 分
假日 30-40 分

平日尖峰 15-20 分
離峰 25-30 分
假日 30-40 分

4. 108 八斗子 (經潮境公園)
【搭車至海科館站(碧水巷)】
公車

時間
經中正路
08:40(至基隆火車站)

平
日

經祥豐路
06:00、07:20

108 八斗子(潮境公園)
假
日

經祥豐路
06:00、07:20

公車路線圖與費用計算請參考此網站
http://www.klcba.gov.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pageID=568

5. 1811 羅東―台北
1812 台北―南方澳
【搭車至海科館站或八斗子站】
公車

1811 台北―羅東

1812 台北―南方澳

發車時間
台北車站(北一門)起站發車時間

羅東轉運站起站發車時間

08:50 (週一～週日)

04:20 (週一～週日)

10:20 (週六、週日)
17:40 (週一～週日)
20:20 (週一～週日)

05:20 (週一～週日)
10:20 (週六、週日)
16:20 (週一～週日)

台北車站(北一門)起站發車時間

南方澳發車時間

14:20 (週一～週日)

06:35 (週一～週日)

公車路線圖與費用計算請參考此網站
1811 羅東→台北(http://www.kingbus.com.tw/ticketPriceResult.php?sid=107)
台北→羅東(http://www.kingbus.com.tw/ticketPriceResult.php?sid=106)
1812 台北→南方澳(http://www.kingbus.com.tw/ticketPriceResult.php?sid=108)
南方澳→台北(http://www.kingbus.com.tw/ticketPriceResult.php?sid=109)

<以下還有資訊，請翻到下一頁>

6. 788(經海科館)
【搭車至海科館站(碧水巷)】
公車

發車時間

時間
基隆
平 07:30/08:00/10:05/10:50/14:05/16:30/17:10
日
金瓜石
06:10/06:40/08:50/09:35/12:50/15:15/15:55
基隆

788(經海科館)
假
日

尖峰 15-20 分
離峰 25-30 分

10:00/13:00/15:00/17:00/18:00
金瓜石
08:30/11:30/13:30/15:30/16:30

公車路線圖與費用計算請參考此網站
http://www.kl-bus.com.tw/content/routeContact.aspx?t=1&id=27

7. 1051 國家新城―瑞芳
【搭車至海科館站(碧水巷)】
公車

時間
國家新城發車
平
日

04:50/05:20/05:57/06:43/07:45/09:00/10:40/12:20/
14:00/15:40/16:35/17:25/18:25/19:35/20:47/21:45
瑞芳發車
05:45/06:20/07:05/07:55/09:00/10:20/12:00/13:40/
15:20/17:00/17:45/18:35/19:35/20:45/21:20/22:45
國家新城發車

1051 國家新城―瑞芳

假
日

05:02/06:12/07:12/08:12/09:22/10:32/
11:32/12:42/13:45/14:45/15:55/16:55
瑞芳發車
06:00/07:10/08:15/09:15/10:25/11:35/12:35/
13:45/14:50/15:50/17:00/18:00/19:15/20:15/21:50

公車路線圖與費用計算請參考此網站
http://www.kl-bus.com.tw/content/routeContact.aspx?t=1&id=32

<以下還有資訊，請翻到下一頁>

8. 791 國家新城―福隆
【搭車至海科館站】
公車

時間
國家新城發車
04:40/05:10/05:45/06:20/07:00/07:31/08:20/09:02/10:02/11:02/
平 12:02/13:00/13:58/14:42/15:28/16:22/16:55/17:58/19:02/20:02/21:30
日
福隆發車
06:00/06:40/07:10/08:00/08:40/09:20/10:10/10:50/11:40/12:40/
13:40/14:40/15:30/16:20/17:00/18:00/18:50/19:40/20:30/21:30/22:50
國家新城發車

791 國家新城―福隆

05:10/05:40/06:20/07:20/08:25/09:15/09:40/10:20/10:58/11:40/
假 12:20/13:00/13:40/14:22/14:58/16:02/17:02/17:58/19:02/20:02/21:30
日
福隆發車
06:40/07:35/08:20/09:25/10:00/11:05/11:40/12:20/13:05/13:40/
14:25/15:00/15:40/16:20/17:00/18:00/19:00/19:40/20:40/21:40/22:50
公車路線圖與費用計算請參考此網站
http://www.kl-bus.com.tw/content/routeContact.aspx?t=1&id=33

9. R66 海科館―七堵火車站
【搭車至海科館站(碧水巷)】
公車

時間
平
日

海科館 06:20-18:50
七堵車站 07:00-19:30

假
日

海科館 07:00-16:20
七堵車站 07:35-16:55

R66 海科館―七堵火車站

公車路線圖與費用計算請參考此網站
http://www.kl-bus.com.tw/content/routeContact.aspx?t=1&id=43

發車隔間
平日尖峰 30-60 分
平日離峰 80-140 分
假日尖峰 80 分
假日離峰 2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