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北投站

45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小9 (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的服務時間表
往北投站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20 - 22:50

星期一 05:20 - 22:50

星期二 05:20 - 22:50

星期三 05:20 - 22:50

星期四 05:20 - 22:50

星期五 05:20 - 22:50

星期六 05:20 - 22:50

巴士小9 (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的資訊
方向: 北投站
站點數量: 45
行車時間: 41 分
途經車站: 竹子湖, 湖田橋, 竹子湖派出所, 水雲澗, 陽明
書屋, 氣象台, 童軍站,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陽明山,
頂坪, 陽明山立體停車場(草山行館), 陽明公園服務中
心, 湖山路二段, 大坑廟, 陽明瀑布, 陽明公園後門, 陽明
公園後門一, 圳內, 內埔, 頂湖, 風尾, 無尾崙, 紅柿下, 泉
源國小宿舍, 泉源國小, 十八份, 十八份福德宮, 大同之
家, 彌陀寺, 泉源別墅, 林泉里, 國軍北投醫院, 新民國中,
新北投, 北投公園, 第一銀行, 中央南路, 大興街口, 捷運
北投站(北投), 幼華高中(北投), 文化國小, 復興崗, 稻香
市場, 致遠新村, 北投站

巴士小9 (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北投站))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北投站: 05:20 - 22:50 (2) 竹子湖: 05:20 - 22:5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小9 (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小9 (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下班車的到站時
間。

北投站 以網頁模式查看小9 (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

竹子湖
４５號 竹子湖路, Taiwan

湖田橋
Hu-tian Bridge, Taiwan

竹子湖派出所
１６號 竹子湖路, Taipei

水雲澗

陽明書屋
環七星山人車分道陽金公路段, Taipei

氣象台

童軍站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陽明山
14 湖山路二段, Taipei

頂坪
４１號 湖山路一段, Taipei

陽明山立體停車場(草山行館)
４９號 湖山路一段, Taipei

陽明公園服務中心

湖山路二段
５號 湖山路二段, Taipei

大坑廟

陽明瀑布
３９號 湖山路二段, Taipei

巴士小9 (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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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9_%E5%8F%B0%E7%81%A3%E5%A5%BD%E8%A1%8C_%E5%8C%97%E6%8A%95%E7%AB%B9%E5%AD%90%E6%B9%96/664550/2749981/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C%97%E6%8A%95%E7%AB%99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5%8C%97%E6%8A%95%E7%AB%99-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08-664550-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C%97%E6%8A%95%E7%AB%99


陽明公園後門
８０號 湖山路二段, Taipei

陽明公園後門一

圳內

內埔

頂湖
１１６號 東昇路, Taiwan

風尾
東昇路, Taiwan

無尾崙

紅柿下
５５號 東昇路, Taiwan

泉源國小宿舍
４７號 東昇路, Taiwan

泉源國小
４１號 東昇路, Taiwan

十八份
Feng-xi Bridge, Taiwan

十八份福德宮

大同之家
行義路, Taiwan

彌陀寺
１１號 東昇路, Taiwan

泉源別墅

林泉里
７５號 新民路, Beitou

國軍北投醫院
６０號 新民路, Beitou

新民國中
２４號 新民路, Beitou

新北投
１號 泉源路, Beitou

北投公園
Qi-xing Bridge, Taipei

第一銀行
１３７號 光明路, Taipei

中央南路
４６號 中央南路一段, Taipei

大興街口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5%B0%8F9_%E5%8F%B0%E7%81%A3%E5%A5%BD%E8%A1%8C_%E5%8C%97%E6%8A%95%E7%AB%B9%E5%AD%90%E6%B9%96/664550/2749981/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C%97%E6%8A%95%E7%AB%99


５號 北投路二段, Taipei

捷運北投站(北投)

幼華高中(北投)
５１６號 大業路, Taipei

文化國小
３１號 中央北路二段, Taipei

復興崗
１９９號 中央北路二段, Taipei

稻香市場
７９號 稻香路, Taipei

致遠新村
２６號 秀山路, Taipei

北投站



方向: 竹子湖

50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小9 (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的服務時間表
往竹子湖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20 - 22:50

星期一 05:20 - 22:50

星期二 05:20 - 22:50

星期三 05:20 - 22:50

星期四 05:20 - 22:50

星期五 05:20 - 22:50

星期六 05:20 - 22:50

巴士小9 (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的資訊
方向: 竹子湖
站點數量: 50
行車時間: 45 分
途經車站: 北投站, 致遠新村, 稻香市場, 復興崗, 文化國
小, 十信高中(大業), 捷運北投站(北投), 幼華高中(北
投), 大業中央北路口, 北投國小, 第一銀行, 北投公園,
新北投, 新民國中, 國軍北投醫院, 林泉里, 新民路底, 泉
源別墅, 彌陀寺, 大同之家, 十八份福德宮, 十八份埔, 泉
源國小, 泉源國小宿舍, 紅柿下, 無尾崙, 風尾, 頂湖, 內
埔, 圳內, 陽明公園後門一, 陽明公園後門, 陽明瀑布, 大
坑廟, 湖山路二段, 陽明公園服務中心, 陽明山立體停車
場(草山行館), 頂坪, 橫嶺古道, 陽明山, 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 童軍站, 磺仔外, 氣象台, 陽明書屋, 竹子湖派
出所, 湖田橋, 竹子湖, 湖田區民活動中心, 風架口

北投站

致遠新村
１５號 秀山路, Taipei

稻香市場
８１號 稻香路, Taipei

復興崗
２１９號 中央北路二段, Taipei

文化國小
２９號 中央北路二段, Taipei

十信高中(大業)
５７４號 大業路, Taipei

捷運北投站(北投)

幼華高中(北投)
５１６號 大業路, Taipei

大業中央北路口
１７３號 中央北路一段, Taipei

北投國小
１２號 中央北路一段, Taipei

第一銀行
１５８號 光明路, Taipei

北投公園
光明路, Taipei

新北投
１號 泉源路, Beitou

新民國中
２４號 新民路, Beitou

國軍北投醫院
６２號 新民路, Beitou

林泉里
７５號 新民路, Beitou

新民路底

泉源別墅
６７號 泉源路, Taipei

彌陀寺
１１號 東昇路, Taiwan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5%B0%8F9_%E5%8F%B0%E7%81%A3%E5%A5%BD%E8%A1%8C_%E5%8C%97%E6%8A%95%E7%AB%B9%E5%AD%90%E6%B9%96/664550/2749980/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C%97%E6%8A%95%E7%AB%99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5%B0%8F9_%E5%8F%B0%E7%81%A3%E5%A5%BD%E8%A1%8C_%E5%8C%97%E6%8A%95%E7%AB%B9%E5%AD%90%E6%B9%96/664550/2749980/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C%97%E6%8A%95%E7%AB%99


大同之家
行義路, Taiwan

十八份福德宮

十八份埔
Feng-xi Bridge, Taiwan

泉源國小
４１號 東昇路, Taiwan

泉源國小宿舍
４７號 東昇路, Taiwan

紅柿下
５５號 東昇路, Taiwan

無尾崙
臨５７號 東昇路, Taiwan

風尾

頂湖
１１６號 東昇路, Taiwan

內埔

圳內

陽明公園後門一

陽明公園後門
８０號 湖山路二段, Taipei

陽明瀑布
３９號 湖山路二段, Taipei

大坑廟

湖山路二段
５號 湖山路二段, Taipei

陽明公園服務中心
草山水道第二水管橋(廢), Taipei

陽明山立體停車場(草山行館)
４９號 湖山路一段, Taipei

頂坪
４１號 湖山路一段, Taipei

橫嶺古道

陽明山
１４號 湖山路一段, Taipei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童軍站

磺仔外



氣象台

陽明書屋

竹子湖派出所
１６號 竹子湖路, Taipei

湖田橋
Hu-tian Bridge, Taiwan

竹子湖
４５號 竹子湖路, Taiwan

湖田區民活動中心
５６號 竹子湖路, Taiwan

風架口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小9 (台灣好行-北投竹子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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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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