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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價為１2 天９晚   

日期／星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班編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06/16(六) 台北桃園 多倫多 BR 36 19:40 21:55 14:15 

06/17(日) 多倫多 滿地可 AC7562 00:30 01:42 01:12 

06/23(六) 哈利法克斯 多倫多  02:22 

06/26(二) 多倫多 台北桃園 BR 35 01:45 04:55+1 (06/27) 15:10 

預定航班 
 



 

 

  

第一天 06/16(六) 台北  多倫多  滿地可   AC7562  00:30/01:42 

搭乘國際航班直飛往加拿大多倫多。隨後轉機前往滿地可後約清晨 3 點抵達酒店休息。 
 

早餐：特備點心＋機上餐食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Le Centre Sheraton Hotel  http://www.sheratoncentremontreal.com/?SWAQ=958P 

 

第二天 06/17(日) 滿地可                                         

這天我們約清晨 3 點抵達酒店休息。建議補眠至中午享用午餐後走 city tour 晚餐與加航團員會合。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睡飽後午餐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Le Centre Sheraton Hotel  http://www.sheratoncentremontreal.com/?SWAQ=958P 

 

第三天 06/18(一) 滿地可→ →魁北克市  254km→2hr45min     

早餐後乘坐專車，前往參觀北美最大最著名的教堂-「聖約瑟夫大教堂」欣賞其莊嚴肅穆，宏偉壯麗，

這是世界第二大圓頂教堂，魁北克省三大宗教巡禮地之一。接著前往古意瑰麗的諾特丹聖母大教堂，

巴黎聖母院的姊妹教堂, 濃郁的舊城區，莊嚴的市政府大樓，您可體會到法國文化在這裡根深蒂固的

影響。 

隨後前往加拿大最古老的(405 年歷史)魁北克城，安排遊覽這充滿濃鬱歐陸色彩的魁北克古城，在這裡

歷史遺跡處處可見：北美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牆，雍容華貴的古堡大酒店，清秀脫俗的老教堂，氣

勢宏偉的魁北克省議會大廈，倍受遊客歡迎的仿古馬車…都令您忍不住拍照留念，留下倩影。晚餐特

別安排在古城老港，在浪漫情調下品嘗法式晚餐。晚膳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楓糖特色餐 晚餐：西式料理 

住宿：Hilton Québec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quebec/hilton-quebec-YQBHIHH/index.html 

 
 
 
 
 
 
 
 
 
 
 
 

行程安排 
 

http://www.sheratoncentremontreal.com/?SWAQ=958P
http://www.sheratoncentremontreal.com/?SWAQ=958P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quebec/hilton-quebec-YQBHIHH/index.html


 

 

第四天 06/19(二) 魁北克市→觀鯨→狼河  210km→2hr11min        
早餐過後前往水晶瀑布-美洲三大瀑布之一，魁北克省最高瀑布，有“小尼亞加拉瀑布”美譽的水晶瀑

布。水晶瀑布高度是尼亞加拉大瀑布的 1.5 倍, 團友可乘坐纜車到小瀑布的頂部欣賞聖羅倫斯河兩岸美

景.然後前往擁有令人窒息美景的聖安妮大峽谷. 峽谷間的索橋讓遊客可以安全地穿梭在兩峽谷之間. 

大自然的神奇造就了大峽谷的與眾不同, 搖擺欲墜的吊橋, 清澈的溪水, 處處讓人流連忘返, 如同深處

世外桃源.之後前往魁北克省狼河市接近聖羅倫斯河口處乘船觀鯨，該處是世界上觀賞鯨魚最好的地方

之一。團友更可以親身近距離觀賞各類鯨魚在水中嬉戲覓食的自然奇觀，實為人生難得的經歷。晚膳

後入住於狼河市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觀鯨遊輪午餐 晚餐：西式料理 

住宿：l'hôtel universel de rivière-du-loup  http://www.hoteluniverselrdl.com/ 

 

第五天 06/20(三) 狼河→費特列頓市→ 蒙克頓                 

389km-3hr45min→176km-1hr50min→565km-5hr35min            
早餐過後乘車途徑 Fredericton,參觀 Grand-Sault 大瀑布和參觀廊橋薯片廠，瞭解傳統薯片製作過

程， 下午抵達到達蒙克頓，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自助餐 

住宿：Delta Hotels by Marriott Beausejour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qmdr-delta-hotels-beausejour/ 

 

第六天 06/21(四) 蒙克頓→愛德華王子島 154km→1hr50min         
早餐後遊覽磁力山。 在 Moncton 午餐後，前往愛德華王子島首府—夏洛特城，抵達後參觀加拿大聯

邦的誕生地—愛德華王子島省議會大廈。隨後參觀聞名於世的安妮小木屋。午後前往紅沙灘自由活動。

入住酒店後享用龍蝦大餐。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龍蝦餐 

住宿：Delta Hotels Prince Edward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ygdp-delta-hotels-prince-edward/?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第七天 06/22(五) 愛德華王子島→哈利法克斯 321km-3hr30min      
早餐後，前往聯邦大橋，位於加拿大諾森伯倫海峽，長達 12.9 公里，為連接愛德華王子島與紐布朗斯

維克兩省之間的混凝土箱式梁橋，1997 年 5 月 31 日正式通車。 該橋是貫穿加拿大東西的橫加公路

的一部分，設雙線車道，無分隔帶，車道寬 3.75 米，並禁止超車，每側有路肩，寬 1.75 米。 

通過聯邦大橋到達 Halifax，參觀哈利法克斯海洋博物館。乘坐兩栖遊船欣賞哈利法克斯老城和海港風

光，帆船觀光，有機會看到加拿大 10 分硬幣背面的“藍鼻子 II 號”然後前往天涯海角 PEGGY"S 

COVE 欣賞海天一色的美景。享用龍蝦大餐後入住酒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自助餐 晚餐：龍蝦餐 

住宿：Delta Hotels by Marriott Halifax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hzhf-delta-hotels-halifax/ 

  

http://www.hoteluniverselrdl.com/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qmdr-delta-hotels-beausejour/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ygdp-delta-hotels-prince-edward/?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hzhf-delta-hotels-halifax/


 

 

第八天 06/23(六) 哈利法克斯  多倫多                            
早餐後乘機前往多倫多.抵達多倫多後由專人送往扶輪社年會報到.之後送往酒店休息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住宿：Sheraton Centre Toronto Hotel  http://www.sheratontoronto.com/?SWAQ=958P 

 

第九天 06/24(日) 多倫多                                        

早餐後，專車送往參加扶輪社世界年會. 

午餐過後出發進行多倫多市區遊.參觀唐人街，多倫多大學，省議會，CN 塔。CN 塔塔上嘹望台可觀

賞安大略湖和多市全景。其後參觀曾經加拿大首富的私宅，帶著這位傳奇的人物故事的卡薩羅馬城堡，

屹立在小山上的古堡給人以高貴古樸的神秘感覺，精緻的建築令人歎為觀止，5 英畝的私人花園，各

樣的花卉爭奇鬥豔，現為現在多倫多人攝影首選景點。晚餐後返回酒店休息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會場內自理 晚餐：中式海鮮 

住宿： Sheraton Centre Toronto Hotel  http://www.sheratontoronto.com/?SWAQ=958P 

 

第十天 06/25(一) 多倫多                                         
早餐後驅車前往尼加拉瀑布。尼加拉地區的緯度低，氣候涼爽，較適合葡萄生長，是加拿大東部重要

的酒鄉，來自全世界各不同品種的葡萄在此地已生長了百餘年，由葡萄所釀製出的美酒也都在全世界

佔有一席之地。途經<女皇花園>及<花鐘>，體驗英式的庭園景致。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尼加拉瀑布

Niagara Falls 位於北美洲中央的東方，在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間的尼加拉河之上，南邊屬於美國的紐約

州，北邊屬於加拿大的安略大省。尼加拉瀑布每秒流量大約為 5,520 立方公尺，不但水量豐沛，而且

落差有 50 公尺以上，是全世界水量最大的瀑布. 在此我們安排搭乘號角瀑布遊船(原霧中少女號)，已

經有數十年歷史的霧中少女號現改為號角遊船 Hornblower Niagara Cruises，是每一位來到尼加拉瀑

布的必遊景點，船公司會發每人一件紀念雨衣，因為不論您在 2 樓或 1 樓，當船近瀑布下方，身處瀑

布核心時，您絕對可以感受瀑布的驚人威力，保證令人終身難忘！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機上餐食 

住宿：夜宿機上(晚上 23:45 要抵達機場) 

 

第十一天 06/26(二) 多倫多  臺北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機上餐食 

住宿：夜宿機上 

 

第十二天 06/27(三) 臺北                                         
回到溫暖的家。 

                         ※若因不可抗拒之情況行程順序如有變更,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以上航班及行程僅供參考 實際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http://www.sheratontoronto.com/?SWAQ=958P
http://www.sheratontoronto.com/?SWAQ=958P


 

 

 

                                        ※此行程所有圖檔擷取自網路僅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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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entre Sheraton Hotel 

滿地可喜來登中心酒店 ★★★★ 

http://www.sheratoncentremontreal.com/?SWAQ=958P 

 

 

 

 

 

 

 

 

 

 

 

簡介 

飯店最近完成裝修，有舞廳、美容中心和公共區域提供免費無
線網路。 為了能夠讓旅客能夠有個輕鬆又不費力的入住與退房
體驗，旅客可以多加利用蒙特婁喜來登中心酒店 - 蒙特利爾的
快速入住自動化服務機。 距離附近的酒吧和夜店一下子就到，
這間 4 星級的飯店也能夠讓旅客可以輕鬆地探索當地夜生活的
好去處。 

設施 

酒店的現代客房設有平面有線電視、現代客廳角和咖啡設施，
還配備了辦公桌和熨燙設施。有提供室內恆溫游泳池、Spa 和
按摩服務、桑拿浴室和漩渦浴缸面向所有客人開放。酒店還擁
有珠寶店、健身室和商務中心。 

位置 

這家酒店位於蒙特利爾市中心，距離 Bonaventure 地鐵站和
Montréal Canadiens 冰球隊的主場 Bell Centre 球場不足 2 分
鐘步行路程。 

飯店設定 
 

http://www.sheratoncentremontreal.com/?SWAQ=958P


 

 

 

 

 
 

 

 
 

Hilton Québec 

魁北克希爾頓酒店 ★★★★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quebec/hilton-quebec-YQBHIHH/index.html 

 

 

 

 

 

 

 

 

 

 

簡介 

位於魁北克市(QC)內、交通方便，希爾頓飯店已成為當地旅遊
的最佳落腳點。在這裡，旅客可輕鬆前往市區內各大旅遊、購
物、餐飲地點。體驗高質感的舒適休憩空間，部分客房配有平
面電視、地毯、禁菸房、空調、暖氣，讓您回房之後能好好地
放鬆休息。住宿設有眾多娛樂設施，例如：健身房、桑拿三溫
暖、鄰近高爾夫球場(3 公里內)、室外游泳池、滑雪，都是放鬆
身心的最佳選擇。 希爾頓飯店地理位置優越，設施先進，是最
熱門的飯店之一。 

設施 

571 間客房皆提供高級寢具和羽絨被等舒適的設施，以及 iPod 
底座和播放有線頻道內容的 LCD 液晶電視。房客可使用的其他
設施包括 24 小時客房餐點服務、無線上網和咖啡機/泡茶機。 

位置 

這家鄰近滑雪坡道的飯店位於市中心的市中心，距離魁北克市
會展中心和國會大廈不到 5 分鐘腳程，而且鄰近越野滑雪和滑
雪課等冬季運動場地。皇家廣場和魁北克星形要塞也在 2 公里
距離內。 

http://www3.hilton.com/en/hotels/quebec/hilton-quebec-YQBHIHH/index.html


 

 

 

 

 
 

 

 

  l'hôtel universel de rivière-du-loup 

盧普河環球大飯店 ★★★★ 

http://www.hoteluniverselrdl.com/ 

 

 

 

 

 

 

 

 

 

 

簡介 

酒店的國際風格 La Verriѐre 餐廳供應原汁烤牛肉和海鮮菜
式，亦於週日提供早午餐。Bistro Rialto 餐廳提供意大利美
食。這家酒店在夏季期間設有露天劇場。客人在冬季期間可
直接從酒店進入摩托雪橇車道。 

設施 

酒店設有桑拿浴室、健身中心、24 小時服務的商務中心以及
小型會議室。每間客房均設有微波爐、冰箱、咖啡設施、辦
公桌、空調和熨燙設施。 

位置 

這家適合家庭入住的飯店位於里維耶爾杜盧的機場附近，距
離聖羅蘭特平民博物館、里維耶爾-迪盧高爾夫俱樂部和里維
耶爾-迪盧學院不到 3 公里。弗雷澤莊園和葛蘭德波蒂奇地區
醫院也在 3 公里內。 

http://www.hoteluniverselrdl.com/


 

 

 

 

 
 

 

 

Delta Hotels Beausejour 

博塞留爾萬豪三角洲飯店 ★★★★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qmdr-delta-hotels-beausejour/ 

 

 

 

 

 

 

 

 

 

 

 

簡介 

酒店坐落在寧靜的 Petitcodiac 河谷，您可以游覽充滿活力
的蒙克頓市中心和新不倫瑞克的著名自然景點。酒店內的美
食屢獲殊榮，設有卓越的會議設施和娛樂選擇。寬敞的客房
可欣賞城市或河流景觀，為您的工作提供愉悅的私人空間。
入住行政客房的客人可使用行政酒廊，享受酒廊提供的歐陸
式早餐和晚間開胃菜。 

設施 

309 間客房皆提供免費無線上網和免費有線上網、播放有線
頻道內容的平面電視，以及電冰箱和咖啡機/泡茶機等便利
的設施。提供房客舒適加層床墊、24 小時客房餐點服務和
免費瓶裝水等設施。這家禁煙飯店不僅有 2 間餐廳，還有室
內游泳池和 24 小時健身俱樂部。免費提供公共區域無線上
網。另外還附設酒吧/酒廊、咖啡廳和 SPA 池。 

位置 

這家環保飯店位於蒙頓市中心，距離蒙克頓議會劇院和蒙克
頓市場不到 5 分鐘腳程。L'Escaouette 劇院和自由集會之
家也在 15 分鐘腳程內。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qmdr-delta-hotels-beausejour/


 

 

 

 

 
 

 

 

Delta Hotels Prince Edward 

愛德華王子萬豪三角洲飯店 ★★★★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ygdp-delta-hotels-prince-edward

/?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簡介 

酒店地處加拿大雄偉的東部海岸、迷人的歷史地，是眾多戶
外、美食和文化的奇遇地，游客可以體驗許多地道夏洛特敦
美食。而對于那些想停留探索當地的客人，酒店為其提供便
捷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舒適度和用心的服務。步入本四鉆級
酒店內就像進入到平靜的海面。Brakish 用餐碼頭提供新鮮
的海鮮和當地精釀啤酒。 

設施 

211 間客房皆提供舒適加層床墊和高級寢具等舒適的設
施，以及電冰箱和咖啡機/泡茶機等便利的設施。免費無線
上網和 iPod 底座為標準設施，並提供播放數位頻道的平面
電視。提供 2 間餐廳、碼頭和室內游泳池。免費提供公共區
域無線上網。另外還附設健身中心、酒吧/酒廊和咖啡廳。 

位置 

這家適合家庭入住的飯店位於夏洛特敦，距離高瀚屋俱樂
部、公會和愛德華王子島軍團博物館不到 5 分鐘腳程。聯
邦購物中心和聯邦公園也在 10 分鐘步行距離內。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ygdp-delta-hotels-prince-edward/?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ygdp-delta-hotels-prince-edward/?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Delta Hotels Halifax 

哈里法克斯萬豪德爾塔酒店 ★★★★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hzhf-delta-hotels-halifax/?scid=b

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簡介 

來感受充滿活力的哈利法克斯市海濱吧。酒店坐落在市中心
的心臟地帶，位于海灣邊，您可以方便前往附近古色古香的
店鋪，熱鬧的夜總會和新斯科舍省賭場。酒店的住宿風格藝
術而現代，您可以欣賞到城市或海灣景觀。酒店內屢獲殊榮
的海灣城餐廳為有多種優質葡萄酒可供選擇，提供使用新鮮
的新斯科舍省當地食材烹制的特色菜肴。 

設施 

295 間客房皆提供免費無線上網和免費有線上網、播放有線
頻道內容的電視，以及電冰箱和咖啡機/泡茶機等便利的設
施。房客可使用的其他設施包括客房餐點服務、免費報紙和
吹風機。擁有餐廳、室內游泳池和健身設施。免費提供公共
區域無線上網。另外還附設酒吧/酒廊、咖啡廳和 SPA 池。 

位置 

這家適合家庭入住的飯店位於哈立法克斯的海邊，距離歷史
遺產、哈利法克斯城堡和公共花園公園不到 2 公里。距離
達爾豪西大學 2.9 公里。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hzhf-delta-hotels-halifax/?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yhzhf-delta-hotels-halifax/?scid=bb1a189a-fec3-4d19-a255-54ba596febe2


 

 

 

 

 
 

 

 

Sheraton Centre Toronto Hotel 

喜來登多倫多市中心酒店 ★★★★ 

http://www.sheratontoronto.com/?SWAQ=958P 

 

 

 

 

 

 

 

 

 

 

簡介 

喜來登多倫多市中心酒店設有一座園景花園，四周環繞著一
個兩層樓高的瀑布。大堂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商務中心、票務
及旅游咨詢服務。客人可以在 BnB 餐廳享受現代餐點，該餐
廳供應漢堡、面食、本地啤酒和各種葡萄酒。Link Café咖啡
廳提供小吃和咖啡。 

設施 

喜來登多倫多市中心酒店的客房空間寬敞，配有桃木辦公桌
和大理石浴室，也提供一臺帶室內電影的平面電視和一個咖
啡壺。高檔的娛樂設施包括室內/室外溫水游泳池、現代化的
健身房和內部 Spa。與擁有各種商店和服務設施一個 16 英
里的地下網絡場所 PATH 相連。 

位置 

這家 SPA 飯店位於金融區，距離奧斯古德府、冰上曲棍球博
物館和加拿大航空中心不到 15 分鐘腳程。加拿大國家廣播
公司和 CN 塔也在 2 公里距離內。 

 

http://www.sheratontoronto.com/?SWAQ=958P


 

 

 

報價說明(長榮 12 天 9 晚) 

艙    等 
全程 5 段商務艙 4 段 

(機位有限) 

全程 5 段 豪經艙 2 段 

(機位有限) 

全程 5 段經濟艙 

(機位有限) 

2 人一室 
NTD 266,000 /位 
 
機票約 NTD 150,000 

NTD 175,000 /位 
 
機票約 NTD 60,000 

NTD 151,000 /位 
 
機票約 NTD 36,000 

每人訂金 

 出發日期 ：2018 年 6 月 17 日   

 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12 月 03 日止。額滿為止，報名依收到報名訂金之先後順序， 

 作業訂金：每人 NT$ 50,000 元 (年會指定房須全額付費)；另加機票款 

費用包含 

1. 全程個人機票 (國際段可累積里程、預先選位、中段無法退票)。  

2. 兩地機場稅、燃油稅雜支。 

3. 行程表列之餐食安排及導覽行程。 

4. 10 天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5. 500 萬契約責任險+ 20 萬意外醫療險。 

6. 全程兩人一室 / 飯店內用早餐。 

7. 加拿大電子簽證 

8. 每人每天一瓶水 

費用未含 

1. 無自然單間，如單數報名無同性團員可配對或指定入住單人房，需補單人房差。 

2. 如需求出發回程日期不一樣須依航空公司規定補票價。 

3.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飲料、酒類、洗衣、電話費、逾重行李費等）。 

4. 扶輪年會 各項報名費用。 

5. 售價不含美國簽證。 

6. 國際段機票更改日期或航班所產生之票差 

注意事項 

1. 若無法兩人一室，須入住單人房需補單人房價差。 

2. 本公司保留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之事由，使行程更改之重新報價之權利。 

3.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5.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6. 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我們保有更改之權利。 

取消規定 
報名後，如旅客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通知杰達旅行社取消及變更，仍應繳交證照費

用，並依觀光局頒定之定型化遊旅契約進行 第二十七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

標準賠償 

其他備註 簽證準備相關事宜,會一一通知協辦 thanks 



 

 

杰達旅行社有限公司  刷卡付款單 
Visa/Master/JCB 信用卡持卡人授權書 

Visa/Master/JCB Cardholder Authorization Letter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  杰達  旅行社-台北分公司刷卡消費，特立此書同意以信用卡支付下述帳款 

I hereby agree to pay the bill below to： Jeyda Travel Service with 

Credit card by issuing  this letter of authorization(02-8037-8100) 

 杰達旅行社 聯絡人 Sophia 洪秀慧 0958-290581 / 專線 2563-7255       

TEL:(02)2561-9199  FAX:(02)2581-0007 台北市吉林路 24 號 6 樓-4B 

統編：54656031 mail：sophiahong8899@gmail.com 

商店代號 

Merchant Name 

台新 000812-000-109-626 

合庫 006546-560-311-001 

JeydaTravel 

商店名稱 

Merchant No. 
杰達旅行社有限公司 

持卡人卡號 

Card No.  
發卡銀行  卡別  □VISA  □MASTER  □JCB 

有效期限 

Valid Period 
        月       年 

        卡片背面末三碼 

last 3 digit of card number on back 

 

 

消費者金額 

Amount 
NTD              元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需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As the same as the signature on your card 

消費者中文名 

＆護照英文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mail： 

收據資料 統編號碼： 代轉抬頭： 

消費內容 

備    註 

團名：2018 國際扶輪多倫多世界年會 12 天(長榮 12 天 9 晚) 

商務艙：NTD 266,000 /位，機票款+訂金 NTD.50,000 /位 (授權後立即開票) 

豪經艙：NTD 175,000 /位，機票款+訂金 NTD.50,000 /位 (授權後立即開票) 

經濟艙：NTD 151,000 /位，機票款+訂金 NTD.50,000 /位 (授權後立即開票) 

mailto:sophiahong8899@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