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三重

37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933的服務時間表
往三重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2:30

星期一 05:30 - 22:30

星期二 05:30 - 22:30

星期三 05:30 - 22:30

星期四 05:30 - 22:30

星期五 05:30 - 22:30

星期六 05:30 - 22:30

巴士933的資訊
方向: 三重
站點數量: 37
行車時間: 41 分
途經車站: 捷運動物園站, 貓纜動物園, 萬壽橋頭(新光),
萬壽橋頭(木柵), 文山區行政中心, 木柵, 文山一分局,
再興中學, 中興公寓, 光輝路口, 溝子口, 考試院, 復興派
出所, 景美橋頭, 江凌二村, 復興路, 莊敬中學, 秀山里,
尖山腳, 景平路景德街口, 景平路大勇街口, 經建新村,
中和教會, 板橋花市, 捷運新埔站, 大漢橋, 長江路口, 麗
寶之星, 重安街口, 中正南路, 三重運動場, 明志國中, 果
菜市場, 忠孝路口, 三重商工(中正北路), 博愛新村, 仙
公廟

巴士933((三重))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三重: 05:30 - 22:30 (2) 動物園: 05:30 - 22:30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933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933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三重 以網頁模式查看933

捷運動物園站

貓纜動物園

萬壽橋頭(新光)
１９１號 新光路一段, Taipei

萬壽橋頭(木柵)
Muzha Road Section 3, Taipei

文山區行政中心
１９１號 木柵路三段, Taipei

木柵
５５號 木柵路三段, Taipei

文山一分局
１３７號 木柵路二段, Taipei

再興中學
２１號 木柵路二段, Taipei

中興公寓
３２７號 木柵路一段, Taipei

光輝路口
３２１號 木柵路一段, Taipei

溝子口
２２１號 木柵路一段, Heping Township

考試院
７４號 木柵路一段, Heping Township

復興派出所
71 木柵路一段, Heping Township

景美橋頭
Baoqing Street, Heping Township

巴士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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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690231/2901213/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89%E9%87%8D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4%B8%89%E9%87%8D-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978214-690231-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89%E9%87%8D


江凌二村
４４號 復興路, Heping Township

復興路
４５號 復興路, Heping Township

莊敬中學
１０５號 復興路, Heping Township

秀山里
１２ 景平路, Chung-ho

尖山腳
４２號 景平路, Chung-ho

景平路景德街口
１３６號 景平路, Chung-ho

景平路大勇街口
１６０號 景平路, Chung-ho

經建新村
２５８號 景平路, Chung-ho

中和教會
４００ 景平路, Chung-ho

板橋花市
２１６號 民生路二段, Banqiao

捷運新埔站
３８號 民生路三段, Banqiao

大漢橋
１４８號 民生路三段, Banqiao

長江路口
２２８號 民生路三段, Banqiao

麗寶之星
248-1 中正南路, Taipei

重安街口
１６４號 中正南路, Taipei

中正南路
６８號 中正南路, Taipei

三重運動場
２７號 中正北路, Taipei

明志國中
１１１號 中正北路, Taipei

果菜市場
１２６號 中正北路, Taipei

忠孝路口
１４１號 中正北路, Taipei

三重商工(中正北路)
２８４號 中正北路, Taipei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33/690231/2901213/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89%E9%87%8D


博愛新村
１８１號 中正北路, Taipei

仙公廟
３１９號 中正北路, Sanchong



方向: 動物園

40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933的服務時間表
往動物園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30 - 22:30

星期一 05:30 - 22:30

星期二 05:30 - 22:30

星期三 05:30 - 22:30

星期四 05:30 - 22:30

星期五 05:30 - 22:30

星期六 05:30 - 22:30

巴士933的資訊
方向: 動物園
站點數量: 40
行車時間: 46 分
途經車站: 仙公廟, 博愛新村, 三重商工(中正北路), 忠
孝路口, 果菜市場, 明志國中, 三重運動場, 中正南路, 重
安街口, 麗寶之星, 環河南路, 民生溪頭路口, 長江路口,
大漢橋, 捷運新埔站, 板橋花市, 雙和醫院(院內), 圓通
路口, 中興街口, 捷運景安站, 中和教會, 景平路大勇街
口, 景平路景德街口, 秀山里, 莊敬中學, 復興路, 江陵二
村, 復興派出所, 考試院, 溝子口, 光輝路口, 中興公寓,
再興中學, 文山一分局, 木柵, 文山區行政中心, 萬壽橋
頭(木柵), 萬壽橋頭(新光), 貓纜動物園, 捷運動物園站

仙公廟
４５０號 中正北路, Sanchong

博愛新村
３５２號 中正北路, Taipei

三重商工(中正北路)
２８４號 中正北路, Taipei

忠孝路口
１９６號 中正北路, Taipei

果菜市場
１２４號 中正北路, Taipei

明志國中
１６號 中正北路, Taipei

三重運動場
６３號 中正北路, Taipei

中正南路
６７號 中正南路, Taipei

重安街口
１３５號 中正南路, Taipei

麗寶之星
２５１號 中正南路, Taipei

環河南路
２４６號 環河南路, Taipei

民生溪頭路口

長江路口
２８７號 民生路三段, Banqiao

大漢橋
１９３號 民生路三段, Banqiao

捷運新埔站
８５號 民生路三段, Banqiao

板橋花市
２４７號 民生路二段, Banqiao

雙和醫院(院內)
２９１號 中正路, Chung-ho

圓通路口
171 中正路, Chung-ho

中興街口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33/690231/2901212/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89%E9%87%8D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933/690231/2901212/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4%B8%89%E9%87%8D


２號 中興街１１８巷, Chung-ho

捷運景安站
３７１ 景平路, Chung-ho

中和教會
２４３ 景平路, Chung-ho

景平路大勇街口

景平路景德街口
７１ 景平路, Chung-ho

秀山里
３號 景平路, Chung-ho

莊敬中學
９３號 復興路, Heping Township

復興路
４５號 復興路, Heping Township

江陵二村
２７號 復興路, Heping Township

復興派出所
３８號 木柵路一段, Heping Township

考試院
74 木柵路一段, Heping Township

溝子口
158 木柵路一段, Heping Township

光輝路口
２７８號 木柵路一段, Heping Township

中興公寓
２９２號 木柵路一段, Taipei

再興中學
６０號 木柵路二段, Taipei

文山一分局
１７４號 木柵路二段, Taipei

木柵
６８號 木柵路三段, Taipei

文山區行政中心
２２０號 木柵路三段, Taipei

萬壽橋頭(木柵)
Muzha Road Section 3, Taipei

萬壽橋頭(新光)
１６７號 新光路一段, Taipei

貓纜動物園
８號 新光路二段, Taipei

捷運動物園站



３２號 新光路二段, Taipei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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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