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2 3 4

A 大安站 大安站 大安站 大安站

B 雙連站 雙連站 雙連站 雙連站

C 圓山站 圓山站 圓山站 圓山站

D 石牌站 石牌站 石牌站 石牌站

E 北投站 北投站 北投站 北投站

F 芝山站 芝山站 芝山站 芝山站

G 東門站 東門站 東門站 東門站

H 健保署 健保署 健保署 健保署

I 信義安和站 信義安和站 信義安和站 信義安和站

J 民權西路站 民權西路站 民權西路站 民權西路站

K 台北101站 台北101站 台北101站 台北101站

L 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

M 微風南山 微風南山 微風南山 微風南山

N 台北車站Z4 台北車站Z4 台北車站Z4 台北車站Z4

O 京站時尚廣場 京站時尚廣場 京站時尚廣場 京站時尚廣場

5 6 7 8 9 10 11

A 大安站 板橋站 板橋站 板橋站 板橋站 板橋站 板橋站

B 雙連站 西門站 西門站 西門站 西門站 西門站 西門站

C 圓山站 府中站 府中站 府中站 府中站 府中站 府中站

D 石牌站 新埔站 新埔站 新埔站 新埔站 新埔站 新埔站

E 北投站 南港站 南港站 南港站 南港站 南港站 南港站

F 芝山站 善導寺站 善導寺站 善導寺站 善導寺站 善導寺站 善導寺站

G 東門站 亞東醫院站 亞東醫院站 亞東醫院站 亞東醫院站 亞東醫院站 亞東醫院站

H 健保署 香堤大道 香堤大道 香堤大道 香堤大道 香堤大道 香堤大道

I 信義安和站 忠孝復興站 忠孝復興站 忠孝復興站 忠孝復興站 忠孝復興站 忠孝復興站

J 民權西路站 西門誠品 西門誠品 西門誠品 西門誠品 西門誠品 西門誠品

K 台北101站 忠孝敦化站 忠孝敦化站 忠孝敦化站 忠孝敦化站 忠孝敦化站 忠孝敦化站

L 台北車站 忠孝新生站 忠孝新生站 忠孝新生站 忠孝新生站 忠孝新生站 忠孝新生站

M 微風南山 國父紀念館站 國父紀念館站 國父紀念館站 國父紀念館站 國父紀念館站 國父紀念館站

N 台北車站Z4 南港展覽館站 南港展覽館站 南港展覽館站 南港展覽館站 南港展覽館站 南港展覽館站

O 京站時尚廣場 國泰置地廣場 國泰置地廣場 國泰置地廣場 國泰置地廣場 國泰置地廣場 國泰置地廣場

2020年1月地點表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2020年1月地點表

12 13 14 15 16 17 18

A 板橋站 古亭站 古亭站 古亭站 古亭站 古亭站 古亭站

B 西門站 景美站 景美站 景美站 景美站 景美站 景美站

C 府中站 七張站 七張站 七張站 七張站 七張站 七張站

D 新埔站 松山站 松山站 松山站 松山站 松山站 松山站

E 南港站 中山站 中山站 中山站 中山站 中山站 中山站

F 善導寺站 迪化街商圈 迪化街商圈 迪化街商圈 迪化街商圈 迪化街商圈 迪化街商圈

G 亞東醫院站 大坪林站 大坪林站 大坪林站 大坪林站 大坪林站 大坪林站

H 香堤大道 南京復興站 南京復興站 南京復興站 南京復興站 南京復興站 南京復興站

I 忠孝復興站 台電大樓站 台電大樓站 台電大樓站 台電大樓站 台電大樓站 台電大樓站

J 西門誠品 松江南京站 松江南京站 松江南京站 松江南京站 松江南京站 松江南京站

K 忠孝敦化站 微風南京 微風南京 微風南京 微風南京 微風南京 微風南京

L 忠孝新生站 南京三民站 南京三民站 南京三民站 南京三民站 南京三民站 南京三民站

M 國父紀念館站 臺安醫院 臺安醫院 臺安醫院 臺安醫院 臺安醫院 臺安醫院

N 南港展覽館站 台北小巨蛋站 台北小巨蛋站 台北小巨蛋站 台北小巨蛋站 台北小巨蛋站 台北小巨蛋站

O 國泰置地廣場 新店區公所站 新店區公所站 新店區公所站 新店區公所站 新店區公所站 新店區公所站

19 20 21 22 23 24 25

A 古亭站 景安站 景安站 景安站

B 景美站 頂溪站 頂溪站 頂溪站

C 七張站 蘆洲站 蘆洲站 蘆洲站

D 松山站 西湖站 西湖站 西湖站

E 中山站 港墘站 港墘站 港墘站

F 迪化街商圈 內湖站 內湖站 內湖站

G 大坪林站 行天宮站 行天宮站 行天宮站

H 南京復興站 南勢角站 南勢角站 南勢角站

I 台電大樓站 六張犁站 六張犁站 六張犁站

J 松江南京站 中山國中站 中山國中站 中山國中站

K 微風南京 中山國小站 中山國小站 中山國小站

L 南京三民站 科技大樓站 科技大樓站 科技大樓站

M 臺安醫院 永安市場站 永安市場站 永安市場站

N 台北小巨蛋站 中崙大樓 中崙大樓 中崙大樓

O 新店區公所站 長春國賓 長春國賓 長春國賓

春節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2020年1月地點表

26 27 28 29 30 31

A 景安站 景安站

B 頂溪站 頂溪站

C 蘆洲站 蘆洲站

D 西湖站 西湖站

E 港墘站 港墘站

F 內湖站 內湖站

G 行天宮站 行天宮站

H 南勢角站 南勢角站

I 六張犁站 六張犁站

J 中山國中站 中山國中站

K 中山國小站 中山國小站

L 科技大樓站 科技大樓站

M 永安市場站 永安市場站

N 中崙大樓 中崙大樓

O 長春國賓 長春國賓

春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