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台北海院

46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的服務時間表
往台北海院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40 - 23:00

星期一 05:40 - 23:00

星期二 05:40 - 23:00

星期三 05:40 - 23:00

星期四 05:40 - 23:00

星期五 05:40 - 23:00

星期六 05:40 - 23:00

巴士2的資訊
方向: 台北海院
站點數量: 46
行車時間: 39 分
途經車站: 捷運台大醫院站, 台北車站(青島), 行政院,
臺北車站(鄭州), 後車站, 圓環(重慶), 民生重慶路口, 涼
州重慶路口, 捷運大橋頭站, 昌吉重慶路口, 民族重慶路
口, 蘭州國中, 民族承德路口, 庫倫街, 大龍峒保安宮, 酒
泉重慶路口, 酒泉街, 老師里, 污水處理廠, 社子消防分
隊, 海光新村, 葫蘆堵市場, 葫蘆寺, 社子市場, 社園里,
社子派出所, 社新里, 社子國小, 永倫里(延平), 洲美橋,
中窟, 福安里, 福安消防隊, 下竹圍, 地藏禪寺, 臨江園,
福安國中, 富洲里八段, 富安國小, 建安新村, 下溪沙尾,
威靈廟, 富洲里九段, 浮線, 台北海院, 富洲里

巴士2((台北海院))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台北海院: 05:40 - 23:00 (2) 臺大醫院: 05:40 - 23:0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2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2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台北海院 以網頁模式查看2

捷運台大醫院站
52 公園路, Taipei

台北車站(青島)
１０號 青島西路, Taipei

行政院
３０號 中山北路一段, Taipei

臺北車站(鄭州)
台北轉運站空橋, Taipei

後車站
２１號 重慶北路一段, Taipei

圓環(重慶)
Chongqing North Road Section 1, Taipei

民生重慶路口
１０１號 重慶北路二段, Taipei

涼州重慶路口
２０１號 重慶北路二段, Taipei

捷運大橋頭站
２４５號 重慶北路二段, Taipei

昌吉重慶路口
Changji Street, Taipei

民族重慶路口
２０４號 民族西路, Taipei

蘭州國中
１３６號 民族西路, Taipei

民族承德路口
Chengde Road Section 3, Taipei

庫倫街

巴士2的服務時間表和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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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號 庫倫街, Taipei

大龍峒保安宮
58 庫倫街, Taipei

酒泉重慶路口
１２５號 酒泉街, Taipei

酒泉街
１１２號 酒泉街, Taipei

老師里
２１７號 酒泉街, Taipei

污水處理廠
２３７號 延平北路四段, Taipei

社子消防分隊
１２號 延平北路五段, Sanchong

海光新村
７２號 延平北路五段, Sanchong

葫蘆堵市場
１７８號 延平北路五段, Sanchong

葫蘆寺
３１２號 延平北路五段, Taipei

社子市場
２８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園里
１１２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子派出所
２０７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新里
２２６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子國小
３０８號 延平北路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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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窟
３３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福安里
７９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福安消防隊
１１０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下竹圍
150巷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665003/2750774/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F%B0%E5%8C%97%E6%B5%B7%E9%99%A2


地藏禪寺
臨１８９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臨江園
臨２２５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福安國中
２６０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富洲里八段
８６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富安國小
臨１０８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建安新村
１８５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下溪沙尾
１號 延平北路八段, Sanchong

威靈廟
２５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富洲里九段
８８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浮線
１５２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台北海院
２４７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富洲里
臨３０３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方向: 臺大醫院

40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的服務時間表
往臺大醫院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40 - 23:00

星期一 05:40 - 23:00

星期二 05:40 - 23:00

星期三 05:40 - 23:00

星期四 05:40 - 23:00

星期五 05:40 - 23:00

星期六 05:40 - 23:00

巴士2的資訊
方向: 臺大醫院
站點數量: 40
行車時間: 35 分
途經車站: 富洲里, 台北海院, 浮線, 富洲里九段, 威靈
廟, 下溪沙尾, 建安新村, 富安國小, 富洲里八段, 福安國
中, 臨江園, 地藏禪寺, 下竹圍, 福安消防隊, 福安里, 普
濟堂, 社子國小二, 社子國小, 社新里, 社子派出所, 社子
市場二, 社子市場, 葫蘆寺, 葫蘆堵市場, 海光新村, 社子
消防分隊, 污水處理廠, 老師里, 酒泉街, 民族重慶路口,
昌吉重慶路口, 捷運大橋頭站, 涼州重慶路口, 民生重慶
路口, 朝陽公園(鈕釦街), 圓環(南京), 臺北車站(承德),
臺北車站(鄭州), 行政院, 臺大醫院

富洲里
臨３０５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台北海院
２３３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浮線
１４５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富洲里九段
９７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威靈廟
３５號 延平北路九段, Sanchong

下溪沙尾
臨２５７號 延平北路八段, Sanchong

建安新村
１８３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富安國小
１０９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富洲里八段
１號 延平北路八段, Taiwan

福安國中
２６０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臨江園
臨２２５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地藏禪寺
臨１８９號 延平北路七段, Taiwan

下竹圍
１４９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福安消防隊
１０９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福安里
６８號 延平北路七段, Sanchong

普濟堂
Yanping North Road Section 7, Sanchong

社子國小二
Huanhe North Road Section 3, Taipei

社子國小
３０８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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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新里
２４１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子派出所
１９３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子市場二
１２５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社子市場
６５號 延平北路六段, Taipei

葫蘆寺
２６７號 延平北路五段, Taipei

葫蘆堵市場
１７７號 延平北路五段, Sanchong

海光新村
１０５號 延平北路五段, Sanchong

社子消防分隊
１９號 延平北路五段, Sanchong

污水處理廠
２３３號 延平北路四段, Taipei

老師里
１７０號 酒泉街, Taipei

酒泉街
１１４號 酒泉街, Taipei

民族重慶路口
１６８號 重慶北路三段, Taipei

昌吉重慶路口
Changji Street, Taipei

捷運大橋頭站
Chongqing North Road Section 3, Taipei

涼州重慶路口
２１３號 重慶北路二段, Taipei

民生重慶路口
Minsheng West Road, Taipei

朝陽公園(鈕釦街)
58 重慶北路二段, Taipei

圓環(南京)
２４０號 南京西路, Taipei

臺北車站(承德)
３０號 承德路一段, Taipei

臺北車站(鄭州)

行政院
１８號 中山北路一段, Taipei



臺大醫院
Zhongshan South Road, Taipei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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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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