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德霖技術學院

35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31的服務時間表
往德霖技術學院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6:00 - 20:00

星期一 05:30 - 19:45

星期二 05:30 - 19:45

星期三 05:30 - 19:45

星期四 05:30 - 19:45

星期五 05:30 - 19:45

星期六 06:00 - 20:00

巴士231的資訊
方向: 德霖技術學院
站點數量: 35
行車時間: 37 分
途經車站: 中華路北站, 捷運西門站, 小南門, 龍山國中,
捷運龍山寺站, 中國時報, 華江橋, 江翠國小(文化路),
雙十路, 大同街口, 永安公園, 翠華新村, 埔墘, 長壽里,
自來水公司, 松下電子, 積穗, 員山, 積穗國中, 員山派出
所, 中和高中一, 中和高中, 駕訓中心, 變電所, 平和里,
永豐路口, 清水國小, 清水, 清水派出所, 檳榔科, 清和里,
德霖技術學院, 清化里, 少年觀護所, 四海站

巴士231((德霖技術學院))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德霖技術學院: 05:30 - 19:45 (2) 捷運西門站: 05:30 - 19:45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231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231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德霖技術學院 以網頁模式查看231

中華路北站
98之1 中華路一段, Taipei

捷運西門站
１６４號 中華路一段, Taipei

小南門
２０４號 中華路一段, Taipei

龍山國中
４５號 南寧路, Taipei

捷運龍山寺站
116 和平西路三段, Taipei

中國時報
２０３號 和平西路三段, Taipei

華江橋
４８１ 文化路二段, Banqiao

江翠國小(文化路)
４０５號 文化路二段, Banqiao

雙十路
２１７號 雙十路二段, Banqiao

大同街口
７１號 雙十路二段, Banqiao

永安公園
Section 1, Shuangshi Road

翠華新村
７２ 三民路一段, Banqiao

埔墘
１ 三民路二段７０巷, Banqiao

長壽里

巴士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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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665060/2750888/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BE%B7%E9%9C%96%E6%8A%80%E8%A1%93%E5%AD%B8%E9%99%A2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5%BE%B7%E9%9C%96%E6%8A%80%E8%A1%93%E5%AD%B8%E9%99%A2-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21-665060-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BE%B7%E9%9C%96%E6%8A%80%E8%A1%93%E5%AD%B8%E9%99%A2


２０２ 三民路二段, Chung-ho

自來水公司
２２６號 三民路二段, Chung-ho

松下電子
５０４ 員山路, Chung-ho

積穗
５２３號 員山路, Chung-ho

員山
４３７號 員山路, Chung-ho

積穗國中
３１７號 員山路, Chung-ho

員山派出所
２２３號 員山路, Chung-ho

中和高中一
１３５ 員山路, Chung-ho

中和高中
５８５ 連城路, Chung-ho

駕訓中心
３１３ 金城路三段, Chung-ho

變電所
２１５號 金城路三段, Chung-ho

平和里
１５７號 金城路三段, Chung-ho

永豐路口
５４號 金城路三段, Chung-ho

清水國小
３６２號 金城路二段, Chung-ho

清水
１９４號 青雲路, Taiwan

清水派出所
２５０ 青雲路, Taiwan

檳榔科
３１８ 青雲路, Taiwan

清和里
４５９號 青雲路, Taiwan

德霖技術學院
３９６號 青雲路, Taiwan

清化里
５８５ 青雲路, Taiwan

少年觀護所
６０３號 青雲路, Taiwan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31/665060/2750888/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BE%B7%E9%9C%96%E6%8A%80%E8%A1%93%E5%AD%B8%E9%99%A2


四海站
１９號 石門路, Taiwan



方向: 捷運西門站

33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31的服務時間表
往捷運西門站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6:00 - 20:00

星期一 05:30 - 19:45

星期二 05:30 - 19:45

星期三 05:30 - 19:45

星期四 05:30 - 19:45

星期五 05:30 - 19:45

星期六 06:00 - 20:00

巴士231的資訊
方向: 捷運西門站
站點數量: 33
行車時間: 36 分
途經車站: 少年觀護所, 清化里, 德霖技術學院, 清和里,
檳榔科, 清水派出所, 清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金城),
清水國小, 永豐路口, 變電所, 駕訓中心, 中和高中, 員山
派出所, 積穗國中, 員山, 積穗, 松下電子, 自來水公司,
長壽里, 埔墘, 翠華新村, 永安公園, 大同街口, 捷運江子
翠站, 華江橋, 中國時報, 捷運龍山寺站, 龍山寺(康定),
祖師廟(康定), 西門國小(臺大醫院北護分院), 峨眉街口
(中醫院區), 漢口街

少年觀護所
６０３號 青雲路, Taiwan

清化里
５８９號 青雲路, Taiwan

德霖技術學院
５２９號 青雲路, Taiwan

清和里
４６３號 青雲路, Taiwan

檳榔科
３１８ 青雲路, Taiwan

清水派出所
２８９號 青雲路, Taiwan

清水
１９５號 青雲路, Banqiao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金城)
３１４號 金城路二段, Chung-ho

清水國小
３７４號 金城路二段, Chung-ho

永豐路口
２０號 金城路三段, Chung-ho

變電所
２號 金城路三段２０６巷, Chung-ho

駕訓中心
５０６ 連城路, Chung-ho

中和高中
１２８ 員山路, Chung-ho

員山派出所
１５０ 員山路, Chung-ho

積穗國中
２００號 員山路, Chung-ho

員山
３７０ 員山路, Chung-ho

積穗
４７４號 員山路, Chung-ho

松下電子
５０８號 員山路, Chung-ho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31/665060/2750887/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BE%B7%E9%9C%96%E6%8A%80%E8%A1%93%E5%AD%B8%E9%99%A2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31/665060/2750887/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BE%B7%E9%9C%96%E6%8A%80%E8%A1%93%E5%AD%B8%E9%99%A2


自來水公司
２４７號 三民路二段, Chung-ho

長壽里
１３５ 三民路二段, Chung-ho

埔墘
31 三民路二段, Banqiao

翠華新村
８９號 三民路一段, Banqiao

永安公園
２號 雙十路一段, Banqiao

大同街口
６號 雙十路二段, Banqiao

捷運江子翠站
３９４號 文化路二段, Banqiao

華江橋
５２６號 文化路二段, Banqiao

中國時報
２１０號 和平西路三段, Taipei

捷運龍山寺站
116 和平西路三段, Taipei

龍山寺(康定)
１６９號 康定路, Taipei

祖師廟(康定)
９１號 康定路, Taipei

西門國小(臺大醫院北護分院)
６４號 康定路, Taipei

峨眉街口(中醫院區)
２４號 康定路, Taipei

漢口街
８６號 漢口街二段, Taipei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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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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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