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八里

38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紅22的服務時間表
往八里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45 - 23:19

星期一 05:30 - 23:48

星期二 05:30 - 23:48

星期三 05:30 - 23:48

星期四 05:30 - 23:48

星期五 05:30 - 23:48

星期六 05:45 - 23:19

巴士紅22的資訊
方向: 八里
站點數量: 38
行車時間: 30 分
途經車站: 關渡, 關渡大橋, 艋舺橋, 大福社區, 龍形, 聖
心女中, 張厝, 烏山頭, 聖心別墅, 米倉國小一, 米倉國小,
觀音路口, 米倉里, 水雲山莊, 渡船頭, 下街仔, 西門, 乙
天宮, 大崁里, 安老院, 大崁國小, 大竹圍, 挖仔尾, 埤頭
里, 公田, 田心(十三行博物館), 仁愛路口, 山海關, 中廣
公司, 八里國小, 八里服務站, 八里區公所, 舊城里, 八里,
土地公廟, 廈竹圍, 八仙橋頭, 八仙樂園

巴士紅22((八里))共有2條行車路線。工作日的服務時間為：
(1) 八里: 05:30 - 23:48 (2) 捷運關渡站: 05:30 - 23:48
使用Moovit找到巴士紅22離你最近的站點，以及巴士紅22下班車的到站時間。

八里 以網頁模式查看紅22

關渡

關渡大橋
１２１號 龍米路一段, Taipei

艋舺橋
２０６號 龍米路一段, Taipei

大福社區
３１８號 龍米路一段, Taipei

龍形
５號 龍米路一段３８６巷, Taipei

聖心女中
４４２號 龍米路一段, Taipei

張厝
２６ 龍米路二段, Taipei

烏山頭
８０號 龍米路二段, Taipei

聖心別墅
１２３號 龍米路二段, Taipei

米倉國小一
１號 龍米路二段１２７巷, Taipei

米倉國小
９６號 龍米路二段, Taipei

觀音路口
北52, Taipei

米倉里
１５７號 龍米路二段, Taiwan

水雲山莊
１４８ 龍米路二段, Taiwan

巴士紅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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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8522/713189/3051475/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5%AB%E9%87%8C
https://moovitapp.com/index/zh-tw/%E5%85%AC%E5%85%B1%E4%BA%A4%E9%80%9A-line-%E5%85%AB%E9%87%8C-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1145444-713189-0?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5%AB%E9%87%8C


渡船頭
１８２號 龍米路二段, Danshui

下街仔
２３０ 龍米路二段, Danshui

西門
２６號 龍米路三段, Danshui

乙天宮
４３號 龍米路三段, Danshui

大崁里
５８號 中山路一段, Danshui

安老院

大崁國小
４５號 中山路一段, Danshui

大竹圍
１８０號 中山路一段, Danshui

挖仔尾
２９２號 中山路一段, Taiwan

埤頭里
３８６號 中山路一段, Taiwan

公田
４５２號 中山路一段, Taiwan

田心(十三行博物館)
７６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仁愛路口
１２６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山海關
１６６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中廣公司
２１２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八里國小
２０１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八里服務站
２４３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八里區公所
２８９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舊城里
４１８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八里
５１２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土地公廟
４５３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7%B4%8522/713189/3051475/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5%AB%E9%87%8C


廈竹圍
中山路三段, Taiwan

八仙橋頭
中山路三段, Taiwan

八仙樂園



方向: 捷運關渡站

40 站
查看服務時間表

巴士紅22的服務時間表
往捷運關渡站方向的時間表

星期日 05:45 - 23:19

星期一 05:30 - 23:48

星期二 05:30 - 23:48

星期三 05:30 - 23:48

星期四 05:30 - 23:48

星期五 05:30 - 23:48

星期六 05:45 - 23:19

巴士紅22的資訊
方向: 捷運關渡站
站點數量: 40
行車時間: 33 分
途經車站: 八仙樂園, 廈竹圍, 土地公廟, 八里, 舊城里,
八里區公所, 八里服務站, 八里國小, 中廣公司, 山海關,
仁愛路口, 田心(十三行博物館), 公田, 埤頭里, 挖子尾,
大竹圍, 大崁國小, 安老院, 大崁里, 乙天宮, 西門, 下街
仔, 渡船頭, 水雲山莊, 米倉里, 觀音路口, 米倉國小, 米
倉國小一, 聖心別墅, 烏山頭, 張厝, 聖心女中, 龍形, 大
福社區, 艋舺橋(臨時站), 艋舺橋, 關渡大橋, 關渡, 慈濟
志業中心, 捷運關渡站

八仙樂園
訊塘一路, Taiwan

廈竹圍
５１號 中山路三段, Taiwan

土地公廟
４５３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八里
３８９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舊城里
３３１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八里區公所
２９９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八里服務站
２４９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八里國小
２０１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中廣公司
１２５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山海關
７７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仁愛路口
十三行路, Taiwan

田心(十三行博物館)
２５號 中山路二段, Taiwan

公田
４５０號 中山路一段, Taiwan

埤頭里
１７７號 中山路一段, Taiwan

挖子尾
109 中山路一段, Taiwan

大竹圍
１７６號 中山路一段, Danshui

大崁國小
５５號 中山路一段, Danshui

安老院
９０號 中山路一段, Dan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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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ovitapp.com/_new__taipei___%E5%8F%B0%E5%8C%97%E6%96%B0%E5%8C%97-3843/lines/%E7%B4%8522/713189/3051474/zh-tw?ref=2&poiType=line&customerId=4908&utm_source=line_pdf&utm_medium=organic&utm_term=%E5%85%AB%E9%87%8C


大崁里
２１號 中山路一段, Danshui

乙天宮
４７ 龍米路三段, Danshui

西門
１５號 龍米路三段, Danshui

下街仔
２３６號 龍米路二段, Danshui

渡船頭
１９１號 龍米路二段, Danshui

水雲山莊

米倉里
１５７號 龍米路二段, Taiwan

觀音路口
１號 龍米路二段１４７巷, Taipei

米倉國小

米倉國小一
１號 龍米路二段１２７巷, Taipei

聖心別墅
１２３號 龍米路二段, Taipei

烏山頭
１０１號 龍米路二段, Taipei

張厝
４１號 龍米路二段, Taipei

聖心女中
４７０號 龍米路一段, Taipei

龍形
龍米路一段, Taipei

大福社區
３１８號 龍米路一段, Taipei

艋舺橋(臨時站)
２０６號 龍米路一段, Taipei

艋舺橋
１４１號 龍米路一段, Taipei

關渡大橋
１０９號 龍米路一段, Taipei

關渡

慈濟志業中心

捷運關渡站
４８號 大度路三段, Taipei



你可以在moovitapp.com下載巴士紅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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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