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課 地 點 交 通 指 南  
《淡水區》 

淡水社區大學（校本部） 淡水區鼻頭街 22 號（殼牌倉庫） 

交通資訊：從捷運淡水站步行約 5 分鐘。 

(出捷運站 2 號出口往右公車站牌方向，沿著社區大學旗幟直走，遇見古蹟建

築即是辦公室) 

停車資訊：校內未設置停車場，請盡量利用大眾交通工具，或捷運站設置的停車場。 

真理大學 淡水區真理街 32 號  

交通資訊：1.新民街校門口：從淡水捷運站搭乘紅 23、紅 38、紅 38 區、869 捷運淡水

站－高爾夫球山莊、837 新春街-福德里，於【真理大學】站下車，步行約

2 分鐘；或搭乘紅 36、紅 51，於【淡江中學】站下車，步行約 3 分鐘。 

2.真理街校門口：從淡水捷運站搭乘 857 淡海－板橋、870 捷運淡水站－忠

山、837 新春街-福德里、872 捷運淡水站－中泰、873 捷運淡水站－中和

里、1504 北門－淡海、880 樹林－淡海、883 樹林-淡海(經大安路)、836

捷運淡水站－漁人碼頭，於【紅毛城】站下車，步行約 5 分鐘。 

停車資訊：附近停車不便，請盡量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正德國中 淡水區北新路 109 號 

交通資訊：從淡水捷運站搭乘紅 37、紅 23、875 淡水－北新莊、860 捷運淡水站－三

芝（經北新路）、876 捷運淡水站－三芝(經 101)、861 捷運淡水站－馬偕醫

學院(經北新路)、864 三芝－捷運劍潭站、866 捷運淡水站－內橫山、871

捷運淡水站－行忠堂、872 捷運淡水站－中泰(經正德國中)、873 捷運淡水

站－中和里(經正德國中)、874 捷運淡水站－大湖、877 捷運淡水站－石門

(經 101)、893 臺北－北新莊，於【正德國中】站下車。 

停車資訊：校內可停汽車，但須申請。 



 

淡水國小 淡水區中山路 160 號（淡水區衛生所旁） 

交通資訊：從淡水捷運站搭乘紅 26、紅 36、紅 38、紅 51、1504 北門－淡海、880 樹

林－淡海、836 捷運淡水站－漁人碼頭、880 樹林－淡海、883 樹林－淡海、

881 淡海－捷運淡水站、857 板橋－淡海、837 新春街－福德里、869 捷運

淡水站－高爾夫球山莊、870 捷運淡水站－忠山、1504 北門－淡海、873

捷運淡水站－中和里，於【重建街口】站下車，往中山路方向步行約 5 分

鐘；或搭乘 F103、F102、F105、F109、F111、F106（淡水區免費巴士），

於【衛生所】站下車，步行約 1 分鐘。 

停車資訊：校內可停汽車，但須申請。 

陳老師工作室 淡水區文化路 59 巷 3 號 6 樓（文化勳章大樓，淡水圖書館附近） 

交通資訊：從淡水捷運站搭乘紅 26、紅 36、紅 38、紅 51、1504 北門－淡海、880 樹

林－淡海、836 捷運淡水站－漁人碼頭、880 樹林－淡海、883 樹林－淡海、

881 淡海－捷運淡水站、857 板橋－淡海、837 新春街－福德里、869 捷運

淡水站－高爾夫球山莊、870 捷運淡水站－忠山、1504 北門－淡海、873

捷運淡水站－中和里，於【重建街口】站下車，往漁人碼頭方向步行約 5

分鐘；或搭乘 F103、F102、F105、F109、F111、F106（淡水區免費巴士），

於【衛生所】站下車，往漁人碼頭方向步行約 10 分鐘。 

停車資訊：附近設有計費立體停車場。 

 



 

莊老師工作室 淡水區三民街 30 號（滬尾文物展示中心） 

交通資訊：於淡水老街中段，馬偕雕像三角公園上方岔路三民街步行 2 分鐘。 

停車資訊：附近設有計費立體停車場。 

香草街屋 淡水區重建街 14 號 

交通資訊：從淡水捷運站搭乘紅 26、紅 36、紅 38、紅 51、1504 北門－淡海、880 樹

林－淡海、836 捷運淡水站－漁人碼頭、880 樹林－淡海、883 樹林－淡海、

881 淡海－捷運淡水站、857 板橋－淡海、837 新春街－福德里、869 捷運

淡水站－高爾夫球山莊、870 捷運淡水站－忠山、1504 北門－淡海、873

捷運淡水站－中和里，於【重建街口】站下車，過馬路往重建街走，即可

到達。 

停車資訊：附近設有計費立體停車場。 

鄧公國小 淡水區學府路 99 號 

交通資訊：從淡水捷運站沿學府路上行，步行約 15 分鐘。 

停車資訊：可停機車，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天使樂舞劇團 淡水區中正東路 57 號 2 樓（太平洋房屋樓上） 

交通資訊：於淡水捷運站對面的太平洋房屋樓上，步行約 5 分鐘。 

停車資訊：附近停車困難，建議車停在捷運站附設停車場，再步行至教室。 



 

學益 2樓教室 淡水區中正東路 35 巷 17 號 2 樓（全聯福利中心斜對面） 

交通資訊：從淡水捷運站，往對面麥當勞方向步行約 10 分鐘。 

停車資訊：附近停車困難，建議車停在捷運站附設停車場，再步行至教室。 

布埔頭舞蹈教室 淡水區英專路 41 號 6 樓 

交通資訊：從淡水捷運站 1 號出口，過馬路往英專路方向步行約 8 分鐘。 

停車資訊：停車困難，不建議開車，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學府里集會所 淡水區學府路 116 號 

交通資訊：從捷運淡水站往學府路走，步行約 15 分鐘。 

停車資訊：停車困難，不建議開車，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愛德養護中心 淡水區沙崙路 300 號（北海岸社會福利大樓） 

交通資訊：1.在捷運淡水站上車：搭乘紅 38 正線、880 樹林－淡海、881 淡海－捷運

淡水站，於【大庄福德廟】站下車，再步行約 2 分鐘。 

搭乘紅 26、836 捷運淡水站－漁人碼頭、870 捷運淡水站－忠山、881 淡

海－捷運淡水站、883 樹林－淡海、1504 北門－淡海，於【淡水拖吊場】

站下車，再步行約 10 分鐘。 

2.在捷運淡水站對面（萬熹飯店前）上車：搭乘 870 捷運淡水站－忠山、

872 捷運淡水站－中泰、873 捷運淡水站－中和里、880 樹林－淡海，於【天



 

生社區】站下車，再步行約 1 分鐘；或搭乘 857 板橋－淡海，於【淡水拖

吊場】站下車，再步行約 10 分鐘。 

3.在捷運紅樹林站上車：搭乘紅 23，於【天生社區】站下車，再步行約 1

分鐘。 

停車資訊：路邊有收費停車格。 

程氏古厝 淡水區新民街一段 138 巷 7 號 

交通資訊：1.在捷運紅樹林站上車：搭乘紅 23，於【臺北海院淡水校區】站下車，再

步行約 3 分鐘；或在捷運淡水站上車，搭乘紅 38，於【臺北海院淡水校區】

站下車，再步行約 3 分鐘 

2.自行開車：北上國道一號→於五股交流道下→接 107 甲線道→107 縣道→

103 縣道→關渡大橋接台二線→台二乙線→中山路接新生街→新民街。 

停車資訊：路邊有停車格。 

 

埤島農場 淡水區埤島里 13 鄰（埤島橋旁） 

交通資訊：建議自備交通工具。或從淡水捷運站搭乘 F109 (淡水區免費巴士)，於【埤

島橋頭】站下車，步行約 8 分鐘。 

停車資訊：有停車場。 



 

大屯溪生態農場 淡水區中和里小中寮 19-2 號 

交通資訊：建議自備交通工具。或從淡水捷運站搭乘 873 捷運淡水站－中和里，於【中

和里】終點站下車，步行約 3 分鐘。 

停車資訊：停車方便。 

 
 
 
 
 
 
 
 
 
 
 
 
 
 



 

《八里區》 

大崁國小 八里區忠八街 2 號 

交通資訊：搭乘捷運淡水線於捷運關渡站下車，轉搭淡水客運紅 22、682 八理－社子，

【大崁國小】站下車。 

停車資訊：校外停車方便。 

水芙榕咖啡(碼頭) 八里區龍米路二段 96 號(米倉國小對面) 

交通資訊：1.從台北出發 

自行開車：承德路往淡水方向→大度路→上關渡大橋→龍米路 

搭公車：塔城街搭三重客運(北門－八里)→三重→蘆洲→關渡大橋→龍米

路→米倉國小 

搭捷運：關渡站下→站前搭八里區免費公車(約 30 分鐘一班)→經關渡大

橋→龍米路→米倉國小 

2.從淡水出發 

自行開車：北淡路→上關渡大橋→龍米路 

搭公車：捷運站前搭淡水客運 878 淡水－八里→上關渡大橋→龍米路→

米倉國小 

3.從板橋出發 

自行開車：過大漢橋→思源路→左彎二省道→右彎新五路(縣道 107 甲)

→右彎成泰路(縣道 107)→成洲→關渡大橋(不要上橋) 

搭公車：搭三重客運(板橋－八里)→新莊→泰山→五股→成洲→關渡大橋 

4.從蘆洲或三重出發 

自行開車：三重三和路→蘆洲中山一路→右彎三民路→過河堤大彎道→

關渡大橋(不要上橋) 

搭公車：三重三和路或蘆洲中正路搭三重客運(北門－八里)→關渡大橋 

5.從林口出發 

自行開車：縣道 105 往八里→八里中華路(台 15 線)→米倉加油站→第二

個路口右彎 

停車資訊：校外停車方便。 

《三芝區》 

三芝國中 三芝區淡金路一段 38 號 

交通資訊：搭乘 821 三芝─捷運芝山站、860 三芝－捷運淡水站(經北新路)、861 馬偕

醫學院－捷運淡水站(經北新路)、864 三芝－捷運劍潭站、876 捷運淡水站

－三芝（經 101）、863 淡水－金山、862 淡水－基隆，於【三芝】（三芝國

中)站下車。 

停車資訊：校外停車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