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德霖技術學院

75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62的服務時間表
往德霖技術學院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6:00 - 21:30

星期一 05:30 - 21:30

星期二 05:30 - 21:30

星期三 05:30 - 21:30

星期四 05:30 - 21:30

星期五 05:30 - 21:30

星期六 06:00 - 21:30

巴士262的資訊
方向: 德霖技術學院
站點數量: 75
行車時間: 85 分
途經車站: 莊敬里, 新益里, 民生國中, 新東街口, 民生社
區活動中心, 聯合二村, 介壽國中, 公教住宅, 富錦街口,
松山機場, 民生敦化路口, 長春敦化路口, 南京敦化路口
(小巨蛋), 八德敦化路口, 市民敦化路口, 頂好市場, 捷
運忠孝復興站, 正義郵局, 臺北科技大學(忠孝), 忠孝國
小, 華山文創園區, 捷運善導寺站, 臺北車站(忠孝), 中
華路北站, 捷運西門站, 小南門(和平院區), 捷運小南門
站, 中正二分局, 寧波重慶路口, 自強市場, 捷運頂溪站,
中興街口, 正興里, 大新街, 福和里, 永和國小, 得和路口,
中興新村, 中興二村, 智光商職, 中和教會, 捷運景安站,
南華路口, 中和區公所(景平路), 連城路口, 福真里, 連
和里, 連和里, 中山路, 中和國稅局, 中原里, 平河里, 中
正路, 心中市, 連城路, 中和高中, 駕訓中心, 變電所, 平
和里, 永豐路口, 清水國小,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金城),
中正國中, 裕民路口, 學士路口, 新北高工(學府), 裕民
路口, 廣福里, 土城看守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青雲),
清水, 清水派出所, 檳榔科, 清和里, 德霖技術學院

巴士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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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30 (2) 民生社區: 05:30 - 21:3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262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262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德霖技術學院 以網頁模式查看262

莊敬里
１號 撫遠街, Taipei

新益里
１７號 新東街, Taipei

民生國中
２３４號 撫遠街, Taipei

新東街口
Minsheng East Road Section 5, Taipei

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１２９號 民生東路五段, Taipei

聯合二村
８１號 民生東路五段, Taipei

介壽國中
１９號 民生東路五段, Taipei

公教住宅
１０５號 民生東路四段, Taipei

富錦街口
３３５號 敦化北路, Taipei

松山機場
３３８號 敦化北路, Taipei

民生敦化路口
２１４號 敦化北路, Taipei

長春敦化路口
１５０號 敦化北路, Taipei

南京敦化路口(小巨蛋)

八德敦化路口
Section 3, Bade Road

巴士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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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665085/2750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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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843-978221-6650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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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敦化路口
１０８號 敦化南路一段, Taipei

頂好市場
７３號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捷運忠孝復興站
２７９號 忠孝東路三段, Taipei

正義郵局
２０９號 忠孝東路三段, Taipei

臺北科技大學(忠孝)

忠孝國小
９５號 忠孝東路二段, Taipei

華山文創園區
９號 忠孝東路二段, Taipei

捷運善導寺站
７號 忠孝東路一段, Taipei

臺北車站(忠孝)
３８號 忠孝西路一段, Taipei

中華路北站
98之1 中華路一段, Taipei

捷運西門站
32之1 寶慶路, Taipei

小南門(和平院區)
１４３號 延平南路, Taipei

捷運小南門站
2 重慶南路二段, Taipei

中正二分局
35 南海路, Taipei

寧波重慶路口
２２號 重慶南路三段, Taipei

自強市場
９４號 重慶南路三段, Taipei

捷運頂溪站
２１５號 永和路二段, Taipei

中興街口
９３號 永和路二段, Taipei

正興里
６３１號 中正路, Taipei

大新街
５５９號 中正路, Taipei

福和里
４８５號 中正路,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62/665085/2750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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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和國小
４７０號 中正路, Taipei

得和路口
２７３號 中正路, Chung-ho

中興新村
１８３號 中正路, Chung-ho

中興二村
８５號 中正路, Chung-ho

智光商職
７３ 安樂路, Chung-ho

中和教會
４００ 景平路, Chung-ho

捷運景安站
５０２號 景平路, Chung-ho

南華路口
５７６號 景平路, Chung-ho

中和區公所(景平路)
５１１號 景平路, Chung-ho

連城路口
６５６ 景平路, Chung-ho

福真里
２９８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連和里
３４４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連和里
３７２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中山路
４０６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中和國稅局
５１０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中原里
８３３號 中正路, Chung-ho

平河里
７９７號 中正路, Chung-ho

中正路
７２７號 中正路, Chung-ho

心中市
６７９號 中正路, Chung-ho

連城路
３２８號 連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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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金城)
３１４號 金城路二段, Chung-ho

中正國中
２３６號 金城路二段, Tucheng

裕民路口
２０５號 金城路二段, Tucheng

學士路口
１２５號 明德路二段, Tucheng

新北高工(學府)
２７６號 學府路一段, Tucheng

裕民路口
２１５號 學府路一段, Tucheng

廣福里
５５號 學府路一段, Chung-ho

土城看守所
４６號 青雲路, Chung-ho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青雲)
１３６號 青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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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民生社區

71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62的服務時間表
往民生社區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6:00 - 21:30

星期一 05:30 - 21:30

星期二 05:30 - 21:30

星期三 05:30 - 21:30

星期四 05:30 - 21:30

星期五 05:30 - 21:30

星期六 06:00 - 21:30

巴士262的資訊
方向: 民生社區
站點數量: 71
行車時間: 83 分
途經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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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雲), 土城看守所, 廣福里,
廣福國小, 裕民路口, 新北高工(學府), 學士路口, 裕民
路口, 中正國中,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金城), 清水國小,
平和里, 變電所, 駕訓中心, 中和高中, 連城路, 中正路,
平河里, 中原里, 中和國稅局, 中山路, 中和保養廠, 連和
里, 連城路口, 中和區公所(景平路), 南華路口, 捷運景
安站, 中和教會, 智光商職, 中興二村, 中興新村, 得和路
口, 永和國小, 福和里, 大新街, 正興里, 捷運頂溪站, 中
正橋頭, 自強市場, 寧波重慶路口, 中正二分局, 一女中
(重慶), 博愛路, 臺北郵局, 臺北車站(忠孝), 捷運善導寺
站, 華山文創園區, 忠孝國小, 臺北科技大學(忠孝), 正
義郵局, 懷生國中, 捷運忠孝復興站, 頂好市場, 捷運忠
孝敦化站, 市民大道口, 市立體育場, 南京敦化路口(小
巨蛋), 長庚醫院, 公教住宅, 介壽國中, 聯合二村, 民生
社區活動中心, 新東街口, 塔悠路, 撫遠抽水站, 塔悠疏
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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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雲)
１３６號 青雲路, Chung-ho

土城看守所
４６號 青雲路, Chung-ho

廣福里
５８號 學府路一段, Chung-ho

廣福國小
１５８號 學府路一段, Banqiao

裕民路口
２５２號 學府路一段, Tucheng

新北高工(學府)
２７６號 學府路一段, Tucheng

學士路口
１１５號 明德路二段, Tucheng

裕民路口
２００號 金城路二段, Tucheng

中正國中
２３４號 金城路二段, Tu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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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和里
２０２ 金城路三段, Chung-ho

變電所
２號 金城路三段２０６巷, Chung-ho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62/665085/27509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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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訓中心
５０６ 連城路, Chung-ho

中和高中
５７５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路
４８７號 連城路, Chung-ho

中正路
７２６號 中正路, Chung-ho

平河里
７７８號 中正路, Chung-ho

中原里
８１２號 中正路, Chung-ho

中和國稅局
３７１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中山路
422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中和保養廠
３４１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連和里
２９５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連城路口
５８７ 景平路, Chung-ho

中和區公所(景平路)
４９９ 景平路, Chung-ho

南華路口
４２９號 景平路, Chung-ho

捷運景安站
３７１ 景平路, Chung-ho

中和教會
２４３ 景平路, Chung-ho

智光商職
６２號 中正路, Chung-ho

中興二村
１４０號 中正路, Chung-ho

中興新村
２５２號 中正路, Chung-ho

得和路口
３４８號 中正路, Chung-ho

永和國小
４３２號 中正路, Taipei

福和里
５７８號 中正路,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62/665085/27509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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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新街
６４８號 中正路, Taipei

正興里
６３１號 中正路, Taipei

捷運頂溪站
１５５號 永和路二段, Taipei

中正橋頭
３０８號 永和路二段, Taipei

自強市場
１１１號 重慶南路三段, Taipei

寧波重慶路口
９號 重慶南路三段, Taipei

中正二分局
１３號 重慶南路二段, Taipei

一女中(重慶)
Chongqing South Road Section 1, Taipei

博愛路
９１號 博愛路, Taipei

臺北郵局
６號 博愛路, Taipei

臺北車站(忠孝)
Station Front Metro Mall, Taipei

捷運善導寺站
12 忠孝東路一段, Taipei

華山文創園區
１６８號 忠孝東路一段, Taipei

忠孝國小
100 忠孝東路二段, Taipei

臺北科技大學(忠孝)

正義郵局
１６４號 忠孝東路三段, Taipei

懷生國中
２４２號 忠孝東路三段, Taipei

捷運忠孝復興站
２７４號 忠孝東路三段, Taipei

頂好市場
１２４號 忠孝東路四段, Taipei

捷運忠孝敦化站
１７９號 敦化南路一段, Taipei

市民大道口
５７號 敦化南路一段, Taipei



市立體育場

南京敦化路口(小巨蛋)
１３３號 敦化北路, Taipei

長庚醫院
２０１號 敦化北路, Taipei

公教住宅
７４號 民生東路四段, Taipei

介壽國中
８號 民生東路五段, Taipei

聯合二村
８０號 民生東路五段, Taipei

民生社區活動中心
１１６號 民生東路五段, Taipei

新東街口
２４４號 民生東路五段, Taipei

塔悠路
３１１號 塔悠路, Taipei

撫遠抽水站
３５１號 塔悠路, Taipei

塔悠疏散門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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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