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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1月 30日更新 

2020年夏季班表新增 / 調整航線公告 

如題，由於自 2020年 3月 29日起，羽田機場分配給國際航線的起降時間帶擴大，因此

ANA將以歐美長程線為主，新增 12條從羽田機場出發的航線，並增加洛杉磯與雪梨的班次 

詳情請參照下方內容，並轉告相關人員 

 

【從羽田機場出發的新增航線】 

國家 / 地區 都市名 

美國 

聖荷西 

舊金山 

西雅圖 

休士頓 

華盛頓 

中國大陸 
青島 

深圳 ※ 

俄羅斯 莫斯科 ※ 

印度 德里 

義大利 米蘭 ※ 

土耳其 伊斯坦堡 ※ 

北歐 斯德哥爾摩 ※ 

 

※ 為本次新開設的航線 

 深圳、伊斯坦堡、斯德哥爾摩為日籍航空史上首次開設的航線 

 莫斯科與米蘭在過去 ANA曾有經由第三地轉機飛行的紀錄 

 有關本次公告以外的航線計畫，將會在決定後另行通知 

 
 
 
 
 
 



 

1. 航線計畫概要 

國家/地區 航線 首航日期 航班數量 
成田起降的

同航線計畫 
備註 

美國 

新開航 羽田聖荷西 2020/03/29 每天 1班 停飛  

新開航 羽田舊金山 ※1 ※1 維持不變  

新開航 羽田西雅圖 2020/03/29 每天 1班 停飛  

新開航 羽田休士頓 2020/03/29 每天 1班 停飛  

新開航 羽田華盛頓 2020/03/29 每天 1班 停飛  

增班 羽田洛杉磯 2020/03/29 
每天 1班→

每天 2班 

每天 2班→

每天 1班 
 

中國大陸 
新開航 羽田青島 ※1 ※1 

預定變更航

班時間 
 

新開航 羽田深圳 ※1 ※1 ─  

俄羅斯 新開航 羽田莫斯科 ※1 ※1 ─ ※2 

澳洲 增班 羽田雪梨 ※1 
每天 1班→

※1 
─  

印度 新開航 羽田德里 2020/03/29 每天 1班 停飛  

義大利 新開航 羽田米蘭 ※1 ※1 ─ ※3 

土耳其 新開航 羽田伊斯坦堡 ※1 ※1 ─  

北歐 新開航 羽田斯德哥爾摩 ※1 ※1 ─ ※4 

 

※1：一切準備就緒後，預定在 2020年夏季班表內開設。預計於 12 月中旬開放訂位開票，

首航日與航班時間確定後，會再另行公告 

※2：預定會使用莫斯科的多莫傑多沃機場 (DME)  

※3：預定會使用米蘭的馬爾朋薩機場 (MXP) 

※4：此處的北歐概括瑞典、丹麥和挪威三國 

 
 
 
 



 

2. 航班時間 

2020 年 3月 29日起，新航線與增班航線的起降時間，請參照下方內容。本次公告僅列

出美國航線，其餘航線請自行參照 GDS 

 

航線 羽田聖荷西 

起降時間 

(皆為當地時間) 

NH120 羽田 17:05 → 聖荷西 10:30 

NH119 聖荷西 12:20 → 羽田 15:20+1 

使用機型 B787-8 (C32/PY14/Y138) 

開放訂位開票時間 11月 26日 (二) 台灣時間 09:00起 

 

航線 班號 期間 星期 機型 

HND-SFO NH108 

2020/03/29 – 04/27 二‧五‧日 

B777-300ER 
(F8/C68/PY24/Y112) 

2020/04/28 – 04/29 三 

2020/04/30 – 05/24 二‧五‧日 

2020/05/25 – 2021/03/27 每日 

SFO-HND NH107 

2020/03/30 – 04/28 一‧三‧六 

2020/04/29 – 04/30 四 

2020/05/01 – 05/25 一‧三‧六 

2020/05/26 – 2021/03/27 每日 

 

航線 羽田舊金山 

起降時間 

(皆為當地時間) 

NH108 羽田 22:55 → 舊金山 16:25 

NH107 舊金山 01:45 → 羽田 05:00+1 

使用機型 B777-300ER (F8/C68/PY24/Y112) 

開放訂位開票時間 1月 27日 (一) 台灣時間 09:00起 

// 2020 年 1月 30日更新 // 

 
 
 
 
 



 

航線 羽田西雅圖 

起降時間 

(皆為當地時間) 

NH118 羽田 21:00 → 西雅圖 14:10 

NH117 西雅圖 16:40 → 羽田 19:00+1 

使用機型 B787-8 (C32/PY14/Y138) 

開放訂位開票時間 11月 26日 (二) 台灣時間 09:00起 

 

航線 羽田休士頓 

起降時間 

(皆為當地時間) 

NH114 羽田 10:20 → 休士頓 08:40 

NH113 休士頓 13:10 → 羽田 17:00+1 

使用機型 B777-300ER (F8/C68/PY24/Y112) 

開放訂位開票時間 11月 27日 (三) 台灣時間 09:00起 

 

航線 羽田華盛頓 

起降時間 

(皆為當地時間) 

NH102 羽田 10:55 → 華盛頓 10:35 

NH101 華盛頓 13:10 → 羽田 16:15+1 

使用機型 B777-300ER (F8/C52/PY24/Y166) 

開放訂位開票時間 11月 28日 (四) 台灣時間 09:00起 

 

航線 羽田洛杉磯 

起降時間 

(皆為當地時間) 

NH126 羽田 21:05 → 洛杉磯 15:05 

NH125 洛杉磯 17:05 → 羽田 21:15+1 

使用機型 B777-300ER (F8/C52/PY24/Y166) 

開放訂位開票時間 11月 25日 (一) 台灣時間 09:00起 

 

※當天航班時間與使用機型若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有關表訂航班變更後訂位更改及改票處理辦法，將另行公告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