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中華科技大學

19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小12區的服務時間表
往中華科技大學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00 - 19:00

星期二 06:00 - 19:00

星期三 06:00 - 19:00

星期四 06:00 - 19:00

星期五 06:00 - 19: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小12區的資訊
方向: 中華科技大學
站點數量: 19
行車時間: 17 分
途經車站: 捷運昆陽站, 南港高中(市民大道), 東明里,
市民大道八段, 南港車站, 南港高工, 南港, 南港展覽館,
誠正國中, 南港水廠, 圓拱橋, 中研新村, 中研院, 胡適公
園, 九如里一, 凌雲五村, 九如里二, 研究院路三段, 中華
科技大學

巴士小12區((中華科技大學))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中華科技大學: 06:00 - 19:00 (2) 捷運昆陽站: 06:00 - 19:0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小12區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小12區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中華科技大學 以網頁模式查看小12區

捷運昆陽站
４４０號 忠孝東路六段, Taipei

南港高中(市民大道)

東明里

市民大道八段

南港車站
369 忠孝東路七段, Taipei

南港高工
２３５號 南港路一段, Taipei

南港
１５３號 南港路一段, Taipei

南港展覽館
２號 研究院路一段, Taipei

誠正國中
１１９號 研究院路一段, Taipei

南港水廠
126 研究院路一段, Taipei

圓拱橋
２４號 研究院路二段, Taipei

中研新村
８０號 研究院路二段, Taipei

中研院
108 研究院路二段, Taipei

胡適公園
登山步道, Taipei

九如里一

巴士小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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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0%8F12%E5%8D%80/664544/2749968/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8%8F%A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4%B8%AD%E8%8F%A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08-664544-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8%8F%A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１４６號 研究院路二段, Taipei

凌雲五村
２３０號 研究院路二段, Taipei

九如里二
３７號 研究院路三段, Taipei

研究院路三段
５０號 研究院路三段, Taipei

中華科技大學
２２１號 研究院路三段,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5%B0%8F12%E5%8D%80/664544/2749968/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8%8F%A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方向: 捷運昆陽站

19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小12區的服務時間表
往捷運昆陽站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00 - 19:00

星期二 06:00 - 19:00

星期三 06:00 - 19:00

星期四 06:00 - 19:00

星期五 06:00 - 19:00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小12區的資訊
方向: 捷運昆陽站
站點數量: 19
行車時間: 17 分
途經車站: 中華科技大學, 軍人公墓, 研究院路三段, 九
如里二, 凌雲五村, 九如里一, 胡適公園, 中研院, 中研新
村, 圓拱橋, 南港水廠, 誠正國中, 南港展覽館, 南港, 南
港高工, 南港車站, 市民大道八段, 東明里, 捷運昆陽站

中華科技大學
２１７號 研究院路三段, Taipei

軍人公墓
２０３號 研究院路三段, Taipei

研究院路三段
５０號 研究院路三段, Taipei

九如里二
１號 研究院路三段, Taipei

凌雲五村
３號 研究院路三段, Taipei

九如里一
臨１４３號 研究院路二段, Taipei

胡適公園
登山步道, Taipei

中研院
７５號 研究院路二段, Taipei

中研新村
Academia Road Section 2, Taipei

圓拱橋
７號 研究院路二段, Taipei

南港水廠
Academia Road Section 2, Taipei

誠正國中
１１９號 研究院路一段, Taipei

南港展覽館
７７號 南港路一段, Taipei

南港
１１８號 南港路一段, Taipei

南港高工
２６３號 南港路一段, Taipei

南港車站
369 忠孝東路七段, Taipei

市民大道八段

東明里

捷運昆陽站
４６５號 忠孝東路六段,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5%B0%8F12%E5%8D%80/664544/2749969/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8%8F%A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5%B0%8F12%E5%8D%80/664544/2749969/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8%8F%A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小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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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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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5%B0%8F12%E5%8D%80/664544/2749968/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8%8F%AF%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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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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