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中和里

48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873的服務時間表
往中和里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8:25 - 19:00

星期一 08:25 - 19:00

星期二 08:25 - 19:00

星期三 08:25 - 19:00

星期四 08:25 - 19:00

星期五 08:25 - 19:00

星期六 08:25 - 19:00

巴士873的資訊
方向: 中和里
站點數量: 48
行車時間: 55 分
途經車站: 捷運淡水站, 永樂巷口(中山市場), 重建街口,
淡水圖書館 (文化大樓), 淡水分局(小白宮), 紅毛城(真
理大學), 家畜所, 滬尾砲台(忠烈祠、球場), 油車口, 淡
江新村, 天生國小, 大河文明, 果嶺大道, 天生社區, 觀海
社區, 歡喜天地, 星海別墅, 濱海義山路口, 義山新市二
路口, 崁頂里六鄰39號, 崁頂里, 崁頂里 (崙頂), 海尾, 華
榮工廠, 田寮, 崁頂61號, 磚廠, 育英國小, 林子, 義山里,
下圭柔山, 英光工廠, 東元廠, 社厝坑, 興化店, 後洲子,
聖約翰科技大學, 夏威夷社區, 灰瑤子, 大屯橋, 石頭厝,
老灰埕, 李厝口, 番社, 田寮子, 崎腳, 石頭公, 中和里

巴士873((中和里))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中和里: 08:25 - 19:00 (2) 捷運淡水站: 08:25 - 19:0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873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873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中和里 以網頁模式查看873

捷運淡水站
Zhongzheng East Road, Danshui

永樂巷口(中山市場)
７８號 中山路, Danshui

重建街口
２０號 文化路, Danshui

淡水圖書館 (文化大樓)
２８ 馬偕街, Danshui

淡水分局(小白宮)
３號 新生街, Danshui

紅毛城(真理大學)
３５４號 中正路, Danshui

家畜所
中正路, Danshui

滬尾砲台(忠烈祠、球場)
中正路, Danshui

油車口
２９號 中正路一段, Danshui

淡江新村
２０號 淡海路, Danshui

天生國小
６２號 淡海路, Danshui

大河文明
１２４號 沙崙路, Danshui

果嶺大道
２４２號 沙崙路, Danshui

天生社區

巴士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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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665277/2751322/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5%92%8C%E9%87%8C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4%B8%AD%E5%92%8C%E9%87%8C-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21-665277-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5%92%8C%E9%87%8C


３００號 沙崙路, Danshui

觀海社區

歡喜天地

星海別墅
３０９號 新市一路一段, Danshui

濱海義山路口
義山路一段, Taiwan

義山新市二路口

崁頂里六鄰39號

崁頂里

崁頂里 (崙頂)

海尾

華榮工廠

田寮

崁頂61號

磚廠

育英國小
１６３號 中山北路三段, Taiwan

林子
５５號 淡金路三段, Taiwan

義山里
１７０號 淡金路三段, Taiwan

下圭柔山
２６０號 淡金路三段, Taiwan

英光工廠
３５８號 淡金路三段, Taiwan

東元廠
１６號 興仁路, Taiwan

社厝坑
１號 興仁路４６巷, Taiwan

興化店
１４６號 興仁路, Taiwan

後洲子
４７８號 淡金路四段, Taiwan

聖約翰科技大學
５６２號 淡金路四段, Taiwan

夏威夷社區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873/665277/2751322/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5%92%8C%E9%87%8C


５７１號 淡金路四段, Taiwan

灰瑤子
７０號 淡金路五段, Taiwan

大屯橋
１０６號 淡金路五段, Taiwan

石頭厝

老灰埕

李厝口

番社

田寮子

崎腳

石頭公

中和里



方向: 捷運淡水站

48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873的服務時間表
往捷運淡水站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8:25 - 19:00

星期一 08:25 - 19:00

星期二 08:25 - 19:00

星期三 08:25 - 19:00

星期四 08:25 - 19:00

星期五 08:25 - 19:00

星期六 08:25 - 19:00

巴士873的資訊
方向: 捷運淡水站
站點數量: 48
行車時間: 55 分
途經車站: 中和里, 石頭公, 崎腳, 田寮子, 番社, 李厝口,
老灰埕, 石頭厝, 大屯橋, 灰瑤子, 夏威夷社區, 聖約翰科
技大學, 後洲子, 興化店, 東元廠, 英光工廠, 下圭柔山,
義山里, 林子, 育英國小, 磚廠, 崁頂61號, 田寮, 華榮工
廠, 海尾, 崁頂里, 崁頂66號, 崁頂里六鄰39號, 義山新
市二路口, 濱海義山路口, 星海別墅, 歡喜天地, 觀海社
區, 天生社區, 果嶺大道, 大河文明, 天生國小, 淡江新村,
油車口, 滬尾砲台(忠烈祠、球場), 家畜所, 紅毛城(真理
大學), 淡水分局(小白宮), 淡水圖書館, 重建街口, 永樂
巷口(中山市場), 華南銀行, 捷運淡水站

中和里

石頭公

崎腳

田寮子

番社

李厝口

老灰埕

石頭厝

大屯橋
１０６號 淡金路五段, Taiwan

灰瑤子
５１號 淡金路五段, Taiwan

夏威夷社區
５４５號 淡金路四段, Taiwan

聖約翰科技大學
４９９號 淡金路四段, Taiwan

後洲子
４６９號 淡金路四段, Taiwan

興化店
１６１號 興仁路, Taiwan

東元廠
９號 興仁路, Taiwan

英光工廠
４２３號 淡金路三段, Taiwan

下圭柔山
３４７號 淡金路三段, Taiwan

義山里
Danjin Road Section 3, Taiwan

林子
５５號 淡金路三段, Taiwan

育英國小
１６５ 中山北路三段, Taiwan

磚廠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873/665277/2751323/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5%92%8C%E9%87%8C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873/665277/2751323/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AD%E5%92%8C%E9%87%8C


崁頂61號

田寮

華榮工廠

海尾

崁頂里

崁頂66號

崁頂里六鄰39號

義山新市二路口

濱海義山路口
義山路一段, Taiwan

星海別墅
２９５號 新市一路一段, Danshui

歡喜天地

觀海社區

天生社區
３００號 沙崙路, Danshui

果嶺大道
１９９ 沙崙路, Danshui

大河文明
１３９號 沙崙路, Danshui

天生國小
５５號 淡海路, Danshui

淡江新村
１１８ 中正路一段, Danshui

油車口
２１號 中正路一段, Danshui

滬尾砲台(忠烈祠、球場)
中正路, Danshui

家畜所
中正路, Danshui

紅毛城(真理大學)
２５７號 中正路, Danshui

淡水分局(小白宮)
334 中正路, Danshui

淡水圖書館
６３號 文化路, Danshui

重建街口



８７號 重建街, Danshui

永樂巷口(中山市場)
７５號 中山路, Danshui

華南銀行
１號 中山路, Danshui

捷運淡水站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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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