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大稻埕碼頭

18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綠17的服務時間表
往大稻埕碼頭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6:50 - 18:30

星期一 06:50 - 18:30

星期二 06:50 - 18:30

星期三 06:50 - 18:30

星期四 06:50 - 18:30

星期五 06:50 - 18:30

星期六 06:50 - 18:30

巴士綠17的資訊
方向: 大稻埕碼頭
站點數量: 18
行車時間: 18 分
途經車站: 華中河濱公園, 果菜市場, 萬大國小, 德昌街
口, 萬華國中, 華江高中(西藏), 西園29服飾基地, 大理
服飾, 龍山寺(西園), 桂林路, 祖師廟(康定), 長沙街, 捷
運西門站, 中華路北站, 捷運北門站, 玉泉里, 南京西寧
路口, 民生西寧路口

巴士綠17((大稻埕碼頭))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大稻埕碼頭: 06:50 - 18:30 (2) 華中河濱公園: 06:50 - 18:3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綠17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綠17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大稻埕碼頭 以網頁模式查看綠17

華中河濱公園
６１４號 萬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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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華國中
３５２號 西藏路, Taipei

華江高中(西藏)
４４８號 西藏路, Taipei

西園29服飾基地
３４號 西園路二段, Taipei

大理服飾
２１５號 西園路一段, Taipei

龍山寺(西園)
１３３號 西園路一段, Taipei

桂林路
８４號 桂林路, Taipei

祖師廟(康定)
９１號 康定路, Taipei

長沙街
６２號 長沙街二段, Taipei

捷運西門站

中華路北站
Section 2, Kaifeng Street

巴士綠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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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B6%A017/665430/2751619/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A4%A7%E7%A8%BB%E5%9F%95%E7%A2%BC%E9%A0%AD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5%A4%A7%E7%A8%BB%E5%9F%95%E7%A2%BC%E9%A0%AD-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1079696-665430-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A4%A7%E7%A8%BB%E5%9F%95%E7%A2%BC%E9%A0%AD


捷運北門站
10 塔城街, Taipei

玉泉里
Xining North Road, Taipei

南京西寧路口
４９號 西寧北路, Taipei

民生西寧路口
８５號 西寧北路,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7%B6%A017/665430/2751619/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A4%A7%E7%A8%BB%E5%9F%95%E7%A2%BC%E9%A0%AD


方向: 華中河濱公園

19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綠17的服務時間表
往華中河濱公園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6:50 - 18:30

星期一 06:50 - 18:30

星期二 06:50 - 18:30

星期三 06:50 - 18:30

星期四 06:50 - 18:30

星期五 06:50 - 18:30

星期六 06:50 - 18:30

巴士綠17的資訊
方向: 華中河濱公園
站點數量: 19
行車時間: 18 分
途經車站: 大稻埕碼頭, 延平宮,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塔
城), 捷運北門站, 中華路北站, 捷運西門站, 長沙街, 康
定路口, 祖師廟(康定), 桂林路, 龍山寺(西園), 大理服飾,
西園29服飾基地, 華江高中(西園), 聚福宮, 保德里, 東
園國小, 果菜市場, 華中河濱公園

大稻埕碼頭
Minsheng West Road, Taipei

延平宮
堤外道路, Taipei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塔城)
３０號 塔城街, Taipei

捷運北門站
３號 塔城街, Taipei

中華路北站
98之1 中華路一段, Taipei

捷運西門站
１６４號 中華路一段, Taipei

長沙街
７２號 長沙街二段, Taipei

康定路口
１５９號 長沙街二段, Taipei

祖師廟(康定)
１６０號 康定路, Taipei

桂林路
８８號 桂林路, Taipei

龍山寺(西園)
１８８號 西園路一段, Taipei

大理服飾
２５２號 西園路一段, Taipei

西園29服飾基地
Xiyuan Road Section 2, Taipei

華江高中(西園)
１７８號 西園路二段, Taipei

聚福宮
４４號 東園街, Taipei

保德里
１１６號 東園街, Taipei

東園國小
１５６號 東園街, Taipei

果菜市場
４８０號 萬大路, Chung-ho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7%B6%A017/665430/2751620/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A4%A7%E7%A8%BB%E5%9F%95%E7%A2%BC%E9%A0%AD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7%B6%A017/665430/2751620/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A4%A7%E7%A8%BB%E5%9F%95%E7%A2%BC%E9%A0%AD


華中河濱公園
６１４號 萬大路, Chung-ho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綠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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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