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捷運劍南路站

47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957的服務時間表
往捷運劍南路站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6:00 - 22:00

星期一 06:00 - 22:00

星期二 06:00 - 22:00

星期三 06:00 - 22:00

星期四 06:00 - 22:00

星期五 06:00 - 22:00

星期六 06:00 - 22:00

巴士957的資訊
方向: 捷運劍南路站
站點數量: 47
行車時間: 60 分
途經車站: 新市站, 公23公園, 崁頂三路, 濱海沙崙路口,
輕軌濱海沙崙站, 凱德聖道院, 甜水郡社區, 中山濱海路
口, 淡水行政中心, 外寮, 米粉寮, 水碓子, 正德國中, 台
電宿舍, 福德宮, 北新路口, 淡江大學, 忠愛街口, 加油站,
坪頂路口, 山海大地, 輕軌紅樹林站, 捷運紅樹林站, 八
勢里, 竹圍國小, 安老所, 馬偕醫院, 捷運竹圍站, 許厝,
關渡, 大度立德路口, 普濟堂, 重陽橋, 陽明高中, 士林區
行政中心(中正), 士林國中, 捷運士林站(中正), 福林國
小, 士林官邸, 泰北中學, 雙溪公園, 梅林新村, 東吳大學
(錢穆故居), 外雙溪, 外雙溪(故宮), 自強隧道, 捷運劍南
路站

巴士957((捷運劍南路站))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捷運劍南路站: 06:00 - 22:00 (2) 淡海新市鎮: 06:00 - 22:0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957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957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捷運劍南路站 以網頁模式查看957

新市站
後州路一段, Taiwan

公23公園

崁頂三路

濱海沙崙路口

輕軌濱海沙崙站

凱德聖道院

甜水郡社區
３１８號 濱海路一段, Taiwan

中山濱海路口
383 中山北路二段, Danshui

淡水行政中心

外寮
100 中山北路二段, Danshui

米粉寮
２５５號 中山北路一段, Danshui

水碓子
Zhongshan North Road Section 1, Danshui

正德國中
１０２號 北新路, Danshui

台電宿舍
１３５號 北新路, Danshui

福德宮
１９６ 北新路, Danshui

北新路口

巴士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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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664716/2750316/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A%8D%E5%8D%97%E8%B7%AF%E7%AB%99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6%8D%B7%E9%81%8B%E5%8A%8D%E5%8D%97%E8%B7%AF%E7%AB%99-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14-664716-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A%8D%E5%8D%97%E8%B7%AF%E7%AB%99


５４５號 淡金路一段, Danshui

淡江大學

忠愛街口
Danjin Road Section 1, Danshui

加油站
１８７號 淡金路, Danshui

坪頂路口
６７號 淡金路, Taipei

山海大地
２５號 淡金路, Taipei

輕軌紅樹林站
３１號 中正東路二段, Taipei

捷運紅樹林站
６８號 中正東路二段, Taipei

八勢里
１３號 中正東路二段８８巷, Taipei

竹圍國小
１３１號 中正東路二段, Taipei

安老所
１６３號 中正東路二段, Taipei

馬偕醫院

捷運竹圍站
１５５號 民權路, Taipei

許厝
９０號 民權路, Taipei

關渡

大度立德路口
臨１８５號 大度路三段, Taipei

普濟堂
Yanping North Road Section 7, Sanchong

重陽橋
６３３號 中正路, Taipei

陽明高中
５１９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區行政中心(中正)
４３９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國中
３２７號 中正路, Taipei

捷運士林站(中正)
241 中正路,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57/664716/2750316/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A%8D%E5%8D%97%E8%B7%AF%E7%AB%99


福林國小
115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官邸

泰北中學
２０３號 福林路, Taipei

雙溪公園

梅林新村
１號 至善路一段, Taipei

東吳大學(錢穆故居)
２３８號 至善路一段, Taipei

外雙溪
３４號 至善路二段, Taipei

外雙溪(故宮)
１９號 故宮路, Taipei

自強隧道

捷運劍南路站
７９８號 北安路, Taipei



方向: 淡海新市鎮

54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957的服務時間表
往淡海新市鎮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6:00 - 22:00

星期一 06:00 - 22:00

星期二 06:00 - 22:00

星期三 06:00 - 22:00

星期四 06:00 - 22:00

星期五 06:00 - 22:00

星期六 06:00 - 22:00

巴士957的資訊
方向: 淡海新市鎮
站點數量: 54
行車時間: 62 分
途經車站: 捷運劍南路站, 捷運劍南路站, 外雙溪(故宮),
故宮路口, 中影文化城, 東吳大學(錢穆故居), 梅林新村,
雙溪公園, 泰北中學, 士林官邸(中正), 福林國小, 捷運
士林站(中正), 士林國中, 士林區行政中心(中正), 陽明
高中, 重陽橋, 永倫里(延平), 洲美橋, 大度立德路口, 關
渡, 許厝, 捷運竹圍站, 馬偕醫院一, 馬偕醫院, 安老所,
竹圍國小, 八勢里, 捷運紅樹林站, 輕軌紅樹林站, 竿蓁
林 (魁星宮）, 山海大地, 坪頂路口, 加油站, 忠愛街口,
淡江大學, 北新路口, 福德宮, 台電宿舍, 正德國中, 水碓
子, 米粉寮, 外寮, 淡水行政中心, 中山濱海路口, 甜水郡
社區, 輕軌濱海義山站, 凱德聖道院, 輕軌濱海沙崙站,
沙崙濱海路口, 新市二路二段, 崁頂三路, 鳳翔區 (太子
廟), 公23公園, 新市站

捷運劍南路站
７９８號 北安路, Taipei

捷運劍南路站
８０７號 北安路, Taipei

外雙溪(故宮)
Gugong Road, Taipei

故宮路口
９８號 至善路二段, Taipei

中影文化城
３號 至善路二段, Taipei

東吳大學(錢穆故居)
Zhishan Road Section 1, Taipei

梅林新村
４號 至善路一段, Taipei

雙溪公園

泰北中學
229 福林路, Taipei

士林官邸(中正)

福林國小
中正路104巷, Taipei

捷運士林站(中正)
２０８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國中
３１０號 中正路, Taipei

士林區行政中心(中正)
４３１號 中正路, Taipei

陽明高中
５０３號 中正路, Taipei

重陽橋
６３２號 中正路, Taipei

永倫里(延平)
３８０號 延平北路六段, Sanchong

洲美橋
４５８號 延平北路六段, Sanchong

大度立德路口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57/664716/2750317/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A%8D%E5%8D%97%E8%B7%AF%E7%AB%99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57/664716/2750317/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A%8D%E5%8D%97%E8%B7%AF%E7%AB%99


關渡

許厝
９０號 民權路, Taipei

捷運竹圍站
１３３號 民權路, Taipei

馬偕醫院一

馬偕醫院
１９號 民權路, Taipei

安老所
１６３號 中正東路二段, Taipei

竹圍國小
２１號 中正東路二段１２７巷, Taipei

八勢里
１０３號 中正東路二段, Taipei

捷運紅樹林站
６９號 中正東路二段, Taipei

輕軌紅樹林站
４７號 中正東路二段, Taipei

竿蓁林 (魁星宮）
往淡水機車專用道, Taipei

山海大地
１８號 淡金路, Taipei

坪頂路口
６７號 淡金路, Taipei

加油站
１６０號 淡金路, Danshui

忠愛街口
Danjin Road Section 1, Danshui

淡江大學

北新路口
Danjin Road Section 1, Danshui

福德宮
１９６號 北新路, Danshui

台電宿舍
１３５號 北新路, Danshui

正德國中
１０４號 北新路, Danshui

水碓子
１６８號 中山北路一段, Danshui

米粉寮



２４９號 中山北路一段, Danshui

外寮
100 中山北路二段, Danshui

淡水行政中心

中山濱海路口

甜水郡社區
３１６號 濱海路一段, Taiwan

輕軌濱海義山站

凱德聖道院
濱海路二段, Taiwan

輕軌濱海沙崙站

沙崙濱海路口

新市二路二段

崁頂三路

鳳翔區 (太子廟)
５５號 新市五路二段, Taiwan

公23公園

新市站
後州路一段, Taiwan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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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