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三峽

72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75副的服務時間表
往三峽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40 - 19:30

星期一 05:30 - 19:30

星期二 05:30 - 19:30

星期三 05:30 - 19:30

星期四 05:30 - 19:30

星期五 05:30 - 19:30

星期六 05:40 - 19:30

巴士275副的資訊
方向: 三峽
站點數量: 72
行車時間: 77 分
途經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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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
運忠孝敦化站, 仁愛敦化路口, 信義敦化路口, 大安國
中, 成功國宅, 鳳雛公園, 敦化和平路口, 和平高中, 自來
水處(基隆路), 臺大公館醫院, 台灣科技大學, 公館, 福
和橋(林森路), 福和國中, 永和國小, 永安市場, 保平路
口, 保生路口, 自強游泳池, 南山高中, 廟美里, 中和農會
(連城路), 連城景平路(暫時裁撤), 連城板南路, 臺貿一
村, 連城錦和路口, 連城中正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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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路),
清水(清水路), 裕民路口, 海山高工(金城路), 柑林橋, 土
城醫院, 中正路, 土城農會, 土城, 中華路口, 捷運永寧站,
中央路三段, 土城國中, 福德宮, 土城工業區, 大暖路口,
捷運頂埔站, 頂埔, 頂埔國小, 輔導中心, 媽祖田, 德門廟,
長壽山, 龍田社區, 溪北里, 加油站, 介壽路三段, 橫溪,
橫溪橋, 溪南里蘇厝, 龍埔國小, 學成大雅路口, 麗寶國
際館

巴士275副((三峽))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三峽: 05:30 - 19:30 (2) 松山機場: 05:30 - 19:3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275副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275副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三峽 以網頁模式查看275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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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敦化路口
１０８號 敦化南路一段, Taipei

捷運忠孝敦化站
２００號 敦化南路一段, Taipei

仁愛敦化路口
101 仁愛路四段, Taipei

信義敦化路口
３７０號 敦化南路一段, Taipei

大安國中
２６號 敦化南路二段, Taipei

成功國宅
７６號 敦化南路二段, Taipei

鳳雛公園
１２６號 敦化南路二段, Taipei

敦化和平路口
１８２號 敦化南路二段, Taipei

和平高中
Keelung Road Section 3, Taipei

巴士275副的服務時間表和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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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處(基隆路)
Section 3, Keelung Road

臺大公館醫院
１６０號 基隆路三段, Taipei

台灣科技大學
基隆高架道路, Taipei

公館
基隆高架道路, Taipei

福和橋(林森路)
１２４號 永元路, Taipei

福和國中
８５ 永利路, Taipei

永和國小
１４５號 永貞路, Taipei

永安市場
２８４號 永貞路, Taipei

保平路口
３０５號 永貞路, Taipei

保生路口
３２４號 中山路一段, Taipei

自強游泳池
５８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南山高中
１３２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廟美里
１８０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中和農會(連城路)
１８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景平路(暫時裁撤)
１１４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板南路
１５２號 連城路, Chung-ho

臺貿一村
１９２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錦和路口
２９７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中正路口
２８２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路
３４４ 連城路, Chung-ho

中和高中
５８５ 連城路, Chung-ho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75%E5%89%AF/665328/2751423/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89%E5%B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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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路)
２６８號 清水路, Banqiao

清水(清水路)
１５１號 清水路, Taiwan

裕民路口
２８５號 裕民路, Tucheng

海山高工(金城路)
Qingshui Road, Tucheng

柑林橋
４５號 金城路二段, Tucheng

土城醫院
１２５號 中正路, Tucheng

中正路
５９號 中正路, Tucheng

土城農會
２７２號 中央路二段, Tucheng

土城
３８２號 中央路二段, Tucheng

中華路口
２２號 中央路三段, Tucheng

捷運永寧站
６８號 中央路三段, Tucheng

中央路三段
１３４ 中央路三段, Tucheng

土城國中
２０８號 中央路三段, Tucheng

福德宮
２５４號 中央路三段, Tucheng

土城工業區
２５ 中央路四段, Taiwan

大暖路口
４７號 中央路四段, Taiwan

捷運頂埔站



６０號 中央路四段, Taiwan

頂埔
１２８ 中央路四段, Taiwan

頂埔國小
２８８號 中央路四段, Taiwan

輔導中心
２８１ 中央路四段, Taiwan

媽祖田
４３６號 中央路四段, Taiwan

德門廟
８號 介壽路三段２３３巷, Taiwan

長壽山
２２５號 介壽路三段, Taiwan

龍田社區
２１１號 介壽路三段, Taiwan

溪北里
１６３ 介壽路三段, Taiwan

加油站
１１４號 介壽路三段, Taiwan

介壽路三段
９１號 介壽路三段, Taiwan

橫溪
３１號 介壽路三段, Taiwan

橫溪橋
１１４號 介壽路二段, Taiwan

溪南里蘇厝
Jieshou Road Section 2, Taiwan

龍埔國小
３５號 大學路, Sanxia

學成大雅路口

麗寶國際館



方向: 松山機場

71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275副的服務時間表
往松山機場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40 - 19:30

星期一 05:30 - 19:30

星期二 05:30 - 19:30

星期三 05:30 - 19:30

星期四 05:30 - 19:30

星期五 05:30 - 19:30

星期六 05:40 - 19:30

巴士275副的資訊
方向: 松山機場
站點數量: 71
行車時間: 76 分
途經車站: 麗寶國際館, 學成大雅路口, 龍埔國小, 溪南
里蘇厝, 橫溪橋, 橫溪, 介壽路三段, 加油站, 溪北里, 龍
田社區, 長壽山, 德門廟, 媽祖田, 輔導中心, 頂埔國小,
頂埔, 捷運頂埔站, 大暖路口, 土城工業區, 福德宮, 土城
國中, 中央路三段, 捷運永寧站, 土城, 土城農會, 中正路,
土城醫院, 柑林橋, 新北高工(金城), 裕民路口, 清水(清
水路), 清水立仁街口, 清水國小(清水路), 永豐路口, 平
和里, 變電所, 駕訓中心, 中和高中, 連城路, 連城中正路
口, 連城錦和路口 (施工中), 台貿一村, 連城板南路口,
連城景平路, 中和農會(連城路), 廟美里, 南山高中, 自
強游泳池, 保生路口, 保平路口, 永安市場, 永和國小, 福
和國中, 福和橋(林森路), 公館, 台灣科技大學, 臺大公
館醫院, 自來水處(基隆路), 和平高中, 敦化和平路口,
成功國宅, 大安國中, 信義敦化路口, 仁愛國中, 安和敦
化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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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錦街口

麗寶國際館

學成大雅路口
265 大雅路, Sanxia

龍埔國小
３５號 大學路, Sanxia

溪南里蘇厝
３２號 介壽路二段, Taiwan

橫溪橋
１３４號 介壽路二段, Taiwan

橫溪
５２號 介壽路三段, Taiwan

介壽路三段
１０１號 介壽路三段, Taiwan

加油站
１１８ 介壽路三段, Taiwan

溪北里
１５４號 介壽路三段, Taiwan

龍田社區
２號 介壽路三段２００巷４弄, Taiwan

長壽山
２１６號 介壽路三段, Taiwan

德門廟

媽祖田
４６０號 中央路四段, Taiwan

輔導中心
２８１ 中央路四段, Taiwan

頂埔國小
２０５號 中央路四段, Taiwan

頂埔
７９號 中央路四段, Taiwan

捷運頂埔站
51-6 中央路四段, Taiwan

大暖路口
４７號 中央路四段, Taiwan

土城工業區
２３號 中央路四段, Taiwan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75%E5%89%AF/665328/2751422/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89%E5%B3%BD


福德宮
１ 永平街, Tucheng

土城國中
１８７號 中央路三段, Tucheng

中央路三段
１１９號 中央路三段, Tucheng

捷運永寧站
９９號 中央路三段, Tucheng

土城
２４９號 中央路二段, Tucheng

土城農會
２１１號 中央路二段, Tucheng

中正路
３４號 中正路, Tucheng

土城醫院

柑林橋
２８ 金城路二段, Tucheng

新北高工(金城)
Qingshui Road, Tucheng

裕民路口
５４號 清水路, Tucheng

清水(清水路)
１３２號 清水路, Taiwan

清水立仁街口
１７４號 清水路, Taiwan

清水國小(清水路)
２６８號 清水路, Banqiao

永豐路口
２０號 金城路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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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訓中心
５０６ 連城路, Chung-ho

中和高中
５７５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路
４７３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中正路口
４６５號 連城路, Chung-ho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275%E5%89%AF/665328/2751422/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89%E5%B3%BD


連城錦和路口 (施工中)
２９１號 連城路, Chung-ho

台貿一村
２６１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板南路口
１８７號 連城路, Chung-ho

連城景平路
87 連城路, Chung-ho

中和農會(連城路)
４９號 連城路, Chung-ho

廟美里
１８５號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南山高中
１２７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自強游泳池
１１ 中山路二段, Chung-ho

保生路口
２９５號 中山路一段, Taipei

保平路口
３０５號 永貞路, Taipei

永安市場
１７９號 永貞路, Taipei

永和國小
１４１號 永貞路, Taipei

福和國中
１１８號 永利路, Taipei

福和橋(林森路)
８８號 林森路, Taipei

公館

台灣科技大學

臺大公館醫院

自來水處(基隆路)
Section 3, Keelung Road

和平高中
Keelung Road Section 3, Taipei

敦化和平路口
Lane 293, Section 2

成功國宅
１１３號 敦化南路二段, Taipei

大安國中



９３號 敦化南路二段, Taipei

信義敦化路口
２５號 敦化南路二段, Taipei

仁愛國中
２８１號 敦化南路一段, Taipei

安和敦化路口
Section 1, Dunhua South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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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錦街口
３３５號 敦化北路, Taipei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275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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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