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臺北科技大學

47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02區的服務時間表
往臺北科技大學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20 - 17:35

星期二 06:20 - 17:35

星期三 06:20 - 17:35

星期四 06:20 - 17:35

星期五 06:20 - 17:35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202區的資訊
方向: 臺北科技大學
站點數量: 47
行車時間: 76 分
途經車站: 錦繡站, 碧瑤, 日興圖書館, 中央新城, 頭城,
頭城(一), 康樂新村, 台北菸廠, 浪漫貴族, 公崙新村, 安
康派出所, 光華新村(安和路), 及人中學, 十四份, 柴埕
里, 石頭厝, 安和路二段, 陽光運動園區(安和花市), 真
光教養院, 新和國小, 三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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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中橋, 果菜
市場, 萬大國小, 德昌街口, 西藏路口, 萬大路, 莒光路口,
萬華車站, 昆明街口, 龍山國中, 捷運西門站, 中華路北
站, 臺北車站(忠孝), 行政院, 長安東路一段, 長安林森
路口, 正守公園, 長安國小(長安), 長安東路二段, 中山
女高, 臺北科技大學(忠孝)

巴士202區((臺北科技大學))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臺北科技大學: 06:20 - 17:35 (2) 錦繡: 06:20 - 17:35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202區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202區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臺北科技大學 以網頁模式查看202區

錦繡站
１號 錦秀路, Taiwan

碧瑤
５３９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日興圖書館
５５２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中央新城
１５１ 安康路三段, Taiwan

頭城
８９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頭城(一)
２９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康樂新村
４１０號 安康路二段, Taiwan

台北菸廠
１９３號 安康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浪漫貴族
１４５號 安康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公崙新村
１０９號 安康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安康派出所
４６ 安康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光華新村(安和路)
６號 安和路一段, Heping Township

及人中學
１ 安和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十四份

巴士202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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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E5%8D%80/665301/2751369/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8%87%BA%E5%8C%9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8%87%BA%E5%8C%9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21-665301-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8%87%BA%E5%8C%9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８９號 安和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柴埕里
１４２號 安和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石頭厝
１６３號 安和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安和路二段
２２０ 安和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陽光運動園區(安和花市)
２３２號 安和路二段, Chung-ho

真光教養院
７６號 安和路三段, Chung-ho

新和國小
１３１號 安和路三段, Chung-ho

三介廟
４５９ 景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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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中橋
７２０ 景平路, Chung-ho

果菜市場
５０３號 萬大路, Chung-ho

萬大國小
３５５號 萬大路, Taipei

德昌街口
２６５號 萬大路, Taipei

西藏路口
１７１號 萬大路, Taipei

萬大路
６５號 萬大路, Taipei

莒光路口
５５號 萬大路, Taipei

萬華車站
２７３號 康定路,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02%E5%8D%80/665301/2751369/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8%87%BA%E5%8C%9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昆明街口
８０號 和平西路三段, Taipei

龍山國中
５０號 南寧路, Taipei

捷運西門站

中華路北站
Section 2, Kaifeng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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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
３０號 中山北路一段, Taipei

長安東路一段
８號 長安東路一段, Taipei

長安林森路口
２８號 長安東路一段, Taipei

正守公園
８９號 長安東路一段, Taipei

長安國小(長安)
２６號 長安東路二段, Taipei

長安東路二段
７２號 長安東路二段, Taipei

中山女高
１１８號 長安東路二段, Taipei

臺北科技大學(忠孝)



方向: 錦繡

51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02區的服務時間表
往錦繡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無服務

星期一 06:20 - 17:35

星期二 06:20 - 17:35

星期三 06:20 - 17:35

星期四 06:20 - 17:35

星期五 06:20 - 17:35

星期六 無服務

巴士202區的資訊
方向: 錦繡
站點數量: 51
行車時間: 49 分
途經車站: 忠孝國小, 華山文創園區, 捷運善導寺站, 臺
北車站(忠孝), 漢口中華路口, 捷運西門站, 小南門, 龍
山國中, 昆明街口, 萬華車站, 莒光路口, 萬大路, 西藏路
口, 德昌街口, 萬大國小, 果菜市場, 華中橋, 連城路口,
南華路口, 捷運景安站, 中和教會, 景新街, 三介廟, 新和
國小, 真光教養院, 安和里, 陽光運動園區(安和花市),
安和路二段, 石頭厝, 柴埕里, 十四份, 及人中學, 光華新
村(安和路), 安康派出所, 公崙新村, 浪漫貴族, 台北菸
廠, 安康車子路口, 薏仁坑, 安康路二段, 康樂新村, 大茅
埔, 頭城(一), 頭城, 中央印製廠, 二城, 建業路, 三城, 日
興圖書館, 碧瑤, 錦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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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口中華路口
７８號 中華路一段, Taipei

捷運西門站
32之1 寶慶路, Taipei

小南門
２０４號 中華路一段, Taipei

龍山國中
４５號 南寧路, Taipei

昆明街口
７３號 和平西路三段, Taipei

萬華車站
３５２號 康定路, Taipei

莒光路口
３９號 萬大路, Taipei

萬大路
１０４號 萬大路, Taipei

西藏路口
１７２號 萬大路, Taipei

德昌街口
２７２號 萬大路, Taipei

萬大國小
３５５號 萬大路, Taipei

果菜市場
４８０號 萬大路, Chung-ho

華中橋
６８９號 景平路, Chung-ho

連城路口
５８７ 景平路, Chung-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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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02%E5%8D%80/665301/2751370/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8%87%BA%E5%8C%9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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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新街
３９０號 景新街, Chung-ho

三介廟
４４８號 景新街, Chung-ho

新和國小
１４９號 安和路三段, Chung-ho

真光教養院
６１號 安和路三段, Chung-ho

安和里
３１ 安和路三段, Chung-ho

陽光運動園區(安和花市)
２３２號 安和路二段, Chung-ho

安和路二段
２號 安和路二段２２３巷, Heping Township

石頭厝
１６３號 安和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柴埕里
１號 安和路二段１４６巷, Heping Township

十四份
９１號 安和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及人中學
７號 安和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光華新村(安和路)
１５ 安和路一段, Heping Township

安康派出所
８２號 安康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公崙新村
１０９號 安康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浪漫貴族
１９６ 安康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台北菸廠
２８２號 安康路二段, Heping Township

安康車子路口

薏仁坑
３６２ 安康路二段, Taiwan



安康路二段
３８２號 安康路二段, Taiwan

康樂新村
４００號 安康路二段, Taiwan

大茅埔
３８３ 安康路二段, Taiwan

頭城(一)
４６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頭城
８９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中央印製廠
２０８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二城
３５２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建業路
４５２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三城
５２０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日興圖書館
５７８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碧瑤
６２０號 安康路三段, Taiwan

錦繡站
１號 錦秀路, Taiwan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202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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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