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捷運北投站

26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30的服務時間表
往捷運北投站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2:45

星期一 05:30 - 22:45

星期二 05:30 - 22:45

星期三 05:30 - 22:45

星期四 05:30 - 22:45

星期五 05:30 - 22:45

星期六 05:30 - 22:45

巴士230的資訊
方向: 捷運北投站
站點數量: 26
行車時間: 26 分
途經車站: 中山樓, 教師中心, 紗帽陽明路口, 頂半嶺, 大
埔(明玄宮), 大埔一, 水井尾, 紗帽橋, 頂北投, 龍鳳谷, 惇
敘工商(泉源), 大磺嘴, 北投文物館, 東昇路口, 上北投,
八勝園, 郵政訓練所, 源之鄉, 雅敘園, 華僑會館, 新北投,
大同街口, 大業中央北路口, 北投國小, 中央南路, 大興
街口

巴士230((捷運北投站))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捷運北投站: 05:30 - 22:45 (2) 陽明山: 05:30 - 22:45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230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230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捷運北投站 以網頁模式查看230

中山樓
臨８０號 陽明路一段, Taipei

教師中心
３９號 陽明路一段, Taipei

紗帽陽明路口
４３號 陽明路一段, Taipei

頂半嶺
７６號 紗帽路, Taipei

大埔(明玄宮)

大埔一

水井尾
２１號 紗帽路, Taipei

紗帽橋
１９號 紗帽路, Taipei

頂北投
２６０號 泉源路, Taipei

龍鳳谷
臨２４１號 泉源路, Taipei

惇敘工商(泉源)

大磺嘴

北投文物館

東昇路口

上北投
８０號 泉源路, Beitou

八勝園

巴士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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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665059/2750886/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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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8D%B7%E9%81%8B%E5%8C%97%E6%8A%95%E7%AB%99-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21-665059-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C%97%E6%8A%95%E7%AB%99


４９號 泉源路, Beitou

郵政訓練所
４８號 泉源路, Beitou

源之鄉
８號 新民路, Beitou

雅敘園
１號 泉源路, Beitou

華僑會館
２６號 泉源路, Beitou

新北投
１號 泉源路, Beitou

大同街口
２５號 大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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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南路
４６號 中央南路一段, Taipei

大興街口
５號 北投路二段,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30/665059/2750886/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C%97%E6%8A%95%E7%AB%99


方向: 陽明山

30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30的服務時間表
往陽明山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2:45

星期一 05:30 - 22:45

星期二 05:30 - 22:45

星期三 05:30 - 22:45

星期四 05:30 - 22:45

星期五 05:30 - 22:45

星期六 05:30 - 22:45

巴士230的資訊
方向: 陽明山
站點數量: 30
行車時間: 28 分
途經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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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僑
會館, 雅敘園, 源之鄉, 郵政訓練所, 八勝園, 上北投, 東
昇路口, 北投文物館, 大磺嘴, 惇敘工商(泉源), 龍鳳谷,
頂北投, 紗帽橋, 水井尾, 第二展望, 大埔一, 大埔(明玄
宮), 頂半嶺, 第一展望, 新薈芳, 教師中心, 陽明山(紗
帽), 陽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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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僑會館
２６號 泉源路, Beitou

雅敘園
１號 泉源路, Beitou

源之鄉
８號 新民路, Beitou

郵政訓練所
５２號 泉源路, Beitou

八勝園
４９號 泉源路, Beitou

上北投
８０號 泉源路, Beitou

東昇路口

北投文物館

大磺嘴

惇敘工商(泉源)
２２１號 泉源路, Taipei

龍鳳谷
臨２４１號 泉源路, Taipei

頂北投
２６０號 泉源路, Taipei

紗帽橋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30/665059/2750885/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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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665059/2750885/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6%8D%B7%E9%81%8B%E5%8C%97%E6%8A%95%E7%AB%99


１６號 紗帽路, Taipei

水井尾
２１號 紗帽路, Taipei

第二展望

大埔一

大埔(明玄宮)

頂半嶺
７８號 紗帽路, Taipei

第一展望

新薈芳
１００號 紗帽路, Taipei

教師中心
１２３號 紗帽路, Taipei

陽明山(紗帽)
１４０號 紗帽路, Taipei

陽明山
14 湖山路二段, Taipei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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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