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圓環

35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636的服務時間表
往圓環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2:30

星期一 05:30 - 22:24

星期二 05:30 - 22:24

星期三 05:30 - 22:24

星期四 05:30 - 22:24

星期五 05:30 - 22:24

星期六 05:30 - 22:30

巴士636的資訊
方向: 圓環
站點數量: 35
行車時間: 40 分
途經車站: 龍壽村, 大慶蓮莊, 龍華科技大學, 迴龍商場,
迴龍派出所, 捷運迴龍站, 丹鳳國小, 雙鳳富國路口, 捷
運丹鳳站, 三洋, 營盤口, 捷運輔大站, 盲人重建院, 海山
里, 新泰路口, 捷運新莊站(新莊郵局), 新莊國小, 大眾
廟, 捷運頭前庄站, 頭前, 金陵女中, 中興街口, 捷運先嗇
宮站, 五谷王廟, 菜寮(重新路), 中山藝術公園, 大同路
口, 天台廣場, 捷運台北橋站, 三重派出所(重新路), 捷
運民權西路站, 台泥大樓(馬偕醫院), 國賓飯店, 捷運中
山站(志仁高中), 圓環(鈕釦街)

巴士636((圓環))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圓環: 05:30 - 22:24 (2) 迴龍: 05:30 - 22:24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636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636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圓環 以網頁模式查看636

龍壽村
２４號 萬壽路一段５５１巷１弄, Taiwan

大慶蓮莊
３７７號 萬壽路一段, Taiwan

龍華科技大學
２４９號 萬壽路一段, Taiwan

迴龍商場
１６３號 萬壽路一段, Taiwan

迴龍派出所
１０７號 萬壽路一段, Taiwan

捷運迴龍站
６號 中正路８９９巷, Taiwan

丹鳳國小
８９１ 中正路, Taiwan

雙鳳富國路口
８７９ 中正路, Taiwan

捷運丹鳳站
７５７號 中正路, Taiwan

三洋
６６９號 中正路, Taiwan

營盤口
５２０號 中正路, Taiwan

捷運輔大站
６５號 福營路, Taiwan

盲人重建院
４５５ 中正路, Banqiao

海山里

巴士636的服務時間表和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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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７號 中正路, Banqiao

新泰路口
３１５號 中正路, Banqiao

捷運新莊站(新莊郵局)
２６１號 中正路, Banqiao

新莊國小
登龍街, Banqiao

大眾廟
１４３號 中正路, Banqiao

捷運頭前庄站
５５號 中正路, Banqiao

頭前
1 中正路, Taipei

金陵女中

中興街口
５９９號 重新路五段, Taipei

捷運先嗇宮站
Zhongxin Road Section 5, Taipei

五谷王廟
９號 重新路五段４８６巷, Taipei

菜寮(重新路)
９２號 重新路四段, Taipei

中山藝術公園
１０６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大同路口
２８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天台廣場
５０號 重新路二段, Taipei

捷運台北橋站
１１９號 重新路一段, Taipei

三重派出所(重新路)
７８號 重新路一段, Taipei

捷運民權西路站
１０４號 民權西路, Taipei

台泥大樓(馬偕醫院)
１１２號 中山北路二段, Taipei

國賓飯店
５６號 中山北路二段, Taipei

捷運中山站(志仁高中)
３５號 南京西路, Taipei

圓環(鈕釦街)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636/665158/2751084/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9C%93%E7%92%B0


２０８號 南京西路, Taipei



方向: 迴龍

39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636的服務時間表
往迴龍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2:30

星期一 05:30 - 22:24

星期二 05:30 - 22:24

星期三 05:30 - 22:24

星期四 05:30 - 22:24

星期五 05:30 - 22:24

星期六 05:30 - 22:30

巴士636的資訊
方向: 迴龍
站點數量: 39
行車時間: 42 分
途經車站: 民生重慶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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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國小,
大龍街口, 三重派出所(重新路), 捷運台北橋站, 天台廣
場, 大同路口, 中山藝術公園, 捷運菜寮站, 菜寮(重新
路), 五谷王廟, 捷運先嗇宮站, 中興街口, 金陵女中, 頭
前, 捷運頭前庄站, 大眾廟, 捷運新莊站(新莊郵局), 新
泰路口, 海山里, 盲人重建院, 捷運輔大站, 營盤口, 三洋,
捷運丹鳳站, 雙鳳富國路口, 丹鳳國小, 捷運迴龍站, 迴
龍派出所, 迴龍商場, 迴龍社區, 大慶蓮莊, 龍壽村, 迴龍
站

民生重慶路口
１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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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６號 承德路三段, Taipei

大同國小
４６號 承德路三段, Taipei

大龍街口
１３６號 民權西路, Taipei

三重派出所(重新路)
６５號 重新路一段, Taipei

捷運台北橋站
108 重新路一段, Taipei

天台廣場
６１號 重新路二段, Taipei

大同路口
３１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中山藝術公園
１０８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捷運菜寮站
１４５號 重新路三段, Taipei

菜寮(重新路)
５１號 重新路四段, Taipei

五谷王廟
４４７號 重新路五段, Taipei

捷運先嗇宮站
５６３號 重新路五段, Taipei

中興街口
６３６號 重新路五段,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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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女中

頭前
４８號 中正路, Taipei

捷運頭前庄站
５４號 中正路, Banqiao

大眾廟
１４７號 中正路, Banqiao

捷運新莊站(新莊郵局)
１８６號 中正路, Banqiao

新泰路口
２５２號 中正路, Banqiao

海山里
３２６號 中正路, Banqiao

盲人重建院
４３０號 中正路, Taiwan

捷運輔大站
５５９號 中正路, Taiwan

營盤口
６５７ 中正路, Taiwan

三洋
５９８號 中正路, Taiwan

捷運丹鳳站
６２８號 中正路, Taiwan

雙鳳富國路口
８８１號 中正路, Taiwan

丹鳳國小
７３０ 中正路, Taiwan

捷運迴龍站
６號 中正路８９９巷, Taiwan

迴龍派出所
３８號 萬壽路一段, Taiwan

迴龍商場
110~114 萬壽路一段, Taiwan

迴龍社區
２５４號 萬壽路一段, Taiwan

大慶蓮莊
３９２號 萬壽路一段, Taiwan

龍壽村
５４２號 萬壽路一段, Taiwan

迴龍站
５５３號 萬壽路一段, Taiwan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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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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