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期 :2018 年 07/26.07/27.08/02 

 

出發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抵達時間 

第一天 日本航空 JL802 桃園 TPE 東京 TYO 10:00-14:20 

第五天 日本航空 JL809 東京 TYO 桃園 TPE 18:00-20:55 

 

第1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日本東京（成田空港）關東避暑勝地~輕井澤(★特別贈送★當季香

甜水果)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首都－東京，是一個充滿朝氣活力的國際大都市。這裡是全國

政治、經濟、交通及文化藝術的中心，更加是亞洲區最具潮流氣息的城市。隨後專車前往關東避暑勝地~輕井澤。 

 

住宿：輕井澤 1130 輕井澤 或 GREEN PLAZA 或 嬬戀王子 或同級 

餐食：早餐: XXX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飯店自助餐 或 會席料理 
 

第 2 天  白根山湯釜（纜車來回）天狗山 PLAYZONE~迎風滑草樂輕井澤的秘境～白絲瀑
布北歐浪漫風情～輕井澤（聖保羅教堂、白樺樹林羅曼蒂克大道、輕井澤銀座
CHURCH STREET 商店街） 

早餐後~  

【白根山湯釜】海拔 2160米的活火山，白根山是位於那須火山帶活火山的白根山、本白根山、米無山、橫手山

的總稱，搭乘纜車觀賞火山湖，山頂的噴火口分為湯釜、涸釜、水釜三個，火山噴煙從外壁向上升騰，其中〝湯

釜〞直徑約 300公尺，深度約 30 公尺，四周為懸崖，湖面上黑綠的湖水及荒瘠的土壤，湖水呈乳綠色，非常少

見，散發出一種荒僻詭異的氣氛。 

【天狗山 PLAYZONE】位於草津國際滑雪場內。冬天為滑雪場，夏天則有滑草、迷你高爾夫、木球…等活動。特

別安排老少咸宜的滑草車讓您享受迎風馳乘的暢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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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絲瀑布】位於輕井澤的白絲瀑布寬度約 100公尺，沿著岸壁

流下，宛如一批純白的絹布，白絲瀑布獨有的神秘氣質與唯美的景

緻，也讓它擁有「輕井澤的祕境」之稱。白絲瀑布的水不是來自河

川，而是透過岩壁湧出的地下水，因為是伏流水，水質透明澄澈見

底。分成幾條瀑布傾瀉而下，如白色綢緞一般，令人感到沁涼無比。 

 

☆輕井澤銀座、CHURCH STREET 商店街 

輕井澤銀座，在明治時期便已經開發，從舊輕井澤圓環起，約 600公尺的街道，鋪有紅磚的路面散發懷舊色彩。

各種餐廳、咖啡館、精品屋和流行商品專賣店鱗次櫛比，這些多彩的商店使這個度假區成為觀光客樂於光顧的地

方。 

☆聖保羅教堂 

Antonin Raymond）以歐洲的鄉間教堂風格所建造的教堂。木造的建築與水泥石板

混合素材讓這個教堂獲選現在摩登建築 the DOCOMOMO 100 之選。優美的森林搭配古典的教堂建築，形成一

種浪漫唯美的畫面。三角形屋頂和尖塔已經成為輕井澤的象徵。 

※特別說明：滑草車未滿七歲之兒童需與大人共乘，退費 NT.500。 

 

住宿：輕井澤 1130 輕井澤 或 GREEN PLAZA 或 嬬戀王子 或同級 

餐食：早餐：飯店豐盛早餐          午餐：日式御膳料理      晚餐：飯店自助餐 或 會席料理 
 

第 3 天  北歐童話世界~嚕嚕米森林公園川越．小江戶街道散策日本最大鳥居~冰川神社
[結緣風鈴祭：暫定 7/7~9/9](★特別贈送★釣平安鯛求籤體驗)免稅店台場 DiverCity 
Tokyo Plaza 購物廣場～全新獨角獸鋼彈立像 

【嚕嚕米森林公園】本名：朵貝.楊笙 曙光兒童森林公園，位在日本琦

玉縣飯能市，是座以嚕嚕米為意象所打造出的公園。Moomin 嚕嚕米

可是芬蘭的國民卡通，主角是住在芬蘭森林 Muumin Valley 姆咪谷的

精靈家族，或許是因為芬蘭為離日本最近的歐洲國家、也或許是因為

日本電影首次全片北歐

芬蘭 Helsinki取景的這

部《海鷗食堂》，讓

Moomin嚕嚕米在日本

倍受喜愛。共有 4座主

要建築物，分別是「嚕

嚕米屋敷」、「水中小屋」、「兒童劇場」、「森林之家」，另外也有設

置樹屋、隧道、休憩廣場等其他設施。每一棟建築都訴求與自然共

生的理念，精心規劃的行經路線和隨著地形構築而成的奇特建築外

觀，彷彿進入到另一個世界的迷幻氛圍讓人想盡情探索。 

【川越小江戶街道】兩百五十年以上古街道，為日本保留最完

整明治時代的建築，國家指定保護的古蹟，街道旁造酒廠、鐘

樓、郵局林立及合菓子店等等…。您可漫步於古街道上細細品

味日本古風。 

 

【冰川神社】川越冰川神社為歷史悠久的神社，歷史約 1500

年，也是人氣結婚典禮舉辦地，更是求姻緣的聖地，神社內的

姻緣石常常被索取一空，各式各樣的御守、緣結物、幸運物不

但具有特色，更是人氣伴手禮。櫻花為主題的戀愛御守更是搶手貨，取而代之的黃楊木幸運吊飾也很受歡迎。這

邊的神籤是夾在可愛鯛魚的尾巴裏，想求神籤必須用釣的非常有趣。 

【免稅店】在此你可自由購物送給親朋好友。 

【台場 DiverCity Tokyo Plaza】2012年 4月 19日開幕的 DiverCity 

Tokyo Plaza，充分利用日本屈指可數的觀光地東京臨海副都心地區的優越

立地條件，成為「東京的新名景點」。各種對時裝潮流敏感的品牌以外，

在購物之餘還能夠體驗各種大規模的娛樂設施、東京名店聚集的美食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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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及盡享餐廳樓層的美食等，是富有多樣性的台場新地標。人氣景點 1：1 的「RX78-2」鋼彈立像自 2017年

春季退役後，由「RX-0 獨角獸鋼彈」於 2017年 9月 24日起接替啟動，您可近距離感受它的磅礡的氣勢。 

 

住宿：格蘭皇宮 或 幕張 GREEN TOWER 或 千葉 大倉 或 幕張 新大谷 或同級 
餐食：早餐：飯店豐盛早餐        午餐：日式御膳料理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第 4 天  東京全日暢遊繽紛海洋迪士尼 或 東京迪士尼樂園  
【迪士尼樂園】前往暢遊佔地 25 萬坪，大人與小孩夢幻中的天堂，迪斯尼樂園，與白雪公主、米老鼠、唐老鴨

一同遨遊童話世界、明日世界、魅惑世界、宇宙世界等，有灰姑娘的城堡、海盜船及非洲叢林探險、巨雷山、鬼

屋、小小世界、太空山、魔法師的王國等，老少咸宜的娛樂設施；午後時分，華麗的花車以及各個耳熟能詳的卡

通人物遊行於街頭大匯表演，必讓您置身其中，重拾童年的歡樂；並帶給您終生甜美的回憶。  

【迪士尼海洋世界】取材於大海的種種故事和傳說，它將滿載著驚心動魄的精彩表演，和考究雅緻的娛樂節目等

等。來賓們將從時代和趣味迥異的七大主題海港，開始全然未知的航海旅程。大海深處的探險，未來海港的冒險，

在充滿生氣之市集上的購物享受。散步於異國情調之港口城市的珍貴片刻。還有在羅曼蒂克氣氛中享受稍稍高品

味的用餐…。如此等等，向著富於想像力且充滿個性化的歡樂時空，『東京迪士尼海洋』將要出航。 

特別說明： 

1)來回搭乘電車，建議今日穿著輕便服裝。為您遊園的方便，本日午、晚餐費用敬請自理。 

2)東京迪士尼可選擇“樂園”或“海洋”參觀，因團體票券須事前預約，請於出團前 7個工作日告知。如臨時更

改請自行排隊且自費購買個人票入園。 

3)因東京迪士尼規定門票當天不能跨園區使用(領隊亦同)，故領隊將與佔多數之貴賓一同入園，少數者敬請自行前

往，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4)本日若不前往迪士尼：佔床旅客每人退費 NT.1,700、不佔床小孩每人退費 NT.1,000、嬰兒免票故不退費。需

於出團前七天告知， 當地恕不退費。 

 

住宿：格蘭皇宮 或 幕張 GREEN TOWER 或 千葉 大倉 或 幕張 新大谷 或同級 
餐食：早餐：飯店豐盛早餐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第 5 天  東京自由活動(自費)建議您可選擇：1. 洽商訪友 2.SHOPPING 百貨公司或地
下街(★特別贈送★一蘭拉麵券)成田空港台北 

 

早餐後~自由活動 

P.S：建議貴賓前往以下其一、二之觀光點或有名鬧區觀光，逛街購物 

表參道：由原宿至青山大道間的『表參道』是一條林蔭大道、以日本的「巴黎」而著稱，沿街的林蔭大道、開放

式的時髦咖啡店和餐廳、高級時裝店，優雅而富有風情。沿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打扮時髦、奇裝異服的日本前衛青

年聚在路旁上，設置攤位兜售自己的作品，如手工飾品、公仔，或繪畫人像…等。 

新宿鬧區：擁擠的小路上，有各式各樣的餐飲小吃。還有各類新潮服裝店、雜貨店等充滿個性化的商品，在這挑

選禮物送給朋友是最適合的。 

六本木 Hills：這裏有全東京最大的電影城、最高的美術館，俱樂部、名店街、餐廳等設施，它可算是城市中的城

市。此外，在海拔 250米的樓層還設有展望台和美術館，是比較少見的複合型設施。六本木街上看到的外國人比

日本人還多，異國情調的商店把六本木的夜晚裝扮得流光溢彩，是東京都內有名的夜晚遊樂場所。 

涉谷：這裏的特色是每條街、每個地段各有自己的特點。面向年輕人的時尚服飾店、速食食品店和遊藝中心等鱗

次櫛比的中心大道，當成年輕人時尚的發源地頗引人矚目。無論白天還是夜晚，這裏總是聚集著大多爲十幾歲的

年輕人，熱鬧的場面能讓人深切地體會到現代日本的氣息。 

下午整理行囊準備前往機場。帶著滿滿的回憶和依依不捨的心情，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在日本

愉快難忘的五日遊。 

 

住宿：甜蜜的家 

餐食：早餐：飯店豐盛早餐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特別贈送★一蘭拉麵券)     晚餐：機上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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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金 10000/人 

大人/小孩佔床報價 小孩不佔床報價 嬰兒報價 

$37900/人 $34900/人 $5000/人 

此報價不含領隊服務費 

◎本行程注意事項 

1)本行程安排一次免稅店自由採購。 

2)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

之調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 

3)若遇遊樂區娛樂設施，不定期輪流保養維修，敬請見諒！ 

4)擁有雙重國籍護照之貴賓，請注意！務必攜帶符合出入境本國籍及前往國家之規定的護照。 

5)敬請貴賓攜帶有效之護照。(例如：曾報遺失之護照請勿攜帶) 

6)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11.20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

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 

7)【特別說明】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 6 月(2012 年)發布最新規定，每日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小時（以自車庫

實際發車時間為計算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 如因塞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

素導致行車時間與日本國土交通省制訂之法規有相抵觸情況時，以日本國土交通省法規為主。如有造成不便之處，敬

請見諒!(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8) 日本飯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目前旅遊市場的星級區分，皆是參考台灣及日本兩地間數個訂房網站資訊後所給予之

客觀綜合分級，且各網站之評量標準及角度各有不同，難以單一網頁所載資訊做為最終評鑑，敬請瞭解。 

 

【注意事項】 

出團說明 （成團人數/訂金金額/訂金繳交期限）：  

1.此行程需 16 人以上方達出團人數，如人數不足無法出發將於出發前七天通知並辦理全額退費;16人以上方派台灣領

隊隨行。  

2.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

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敬請鑒諒。 

3.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本行程恕無法接受年滿 70歲以上之貴賓，無同行家人

或友人之單獨報名，不便之處，敬請鑒諒。 

 

住宿說明： 

1.日本房型除和室房型外，皆為兩人一室雙床房型，少有一張大床之房型。大床房型可提出需求，本公司會盡力與飯

店爭取，但恕無法保證入住，入住房型將以當天為主。 

2.日本房型除和室房型外，少有三人房型及其他特殊房型，如需加床為三人房，會有以下三種方式： 

a.一般雙人房(兩張單人床)+一張沙發床或行軍床(比正常單人床再小一點的尺寸。) 

b.一大床+一小床(依飯店不同，無法保證入住，可提出需求，但以當天入住情形為主。) 

c.若無法需求到三人房時，請分出一人與他人同住，或補單人房之差價加開單人房，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餐食及行程說明： 

1.特殊餐食需求：向旅行社報名行程時，請事先向您的服務人員表明自己的特殊餐食需求。目前多數航空公司都備有多

樣特別餐，提供給不同需求旅客。例如：素食餐、水果餐、海鮮餐、無牛肉餐等，如待出發當天或前一天告知需求，

恕無法順利安排。 

2.素食者：日本的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蒜、蛋、奶、魚類製品等食材，與台灣素食習慣完全不同。提醒您素食旅

客建議自行準備些許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日本提供全素客人的菜色會多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佐白

飯或麵類主食等較為簡單之菜色，敬請諒解。 

※敬愛的貴賓：因餐廳品質把關皆在本公司作業，請於付訂報名時或出發前 14 天務必告知「特別餐食」等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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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貴賓玩得更開心，敬請配合，感謝您的體諒。 

3.日本境內自來水冷水可生飲，且旅館房間少有熱水提供，若有需要，請自行使用房間內熱水壺煮沸或自購礦泉水飲用。 

4.日本團體使用車輛、調度，常受團員人數之影響，有大、小車之分，敬請原諒。 

5. 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力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

調動，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6.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2012年 6月 27 日)發文至日本全國各省市地方遊覽車公司，為防止遊覽車司機過勞駕

駛緊急因應對策，規定遊覽巴士司機每天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以車庫實際發車時間為基準至回抵車庫時間）。  

相關連結如下:日本國土交通省  

【費用說明】 

團費包含項目： 

1. 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 

2.行程表中註明之住宿及表列餐食費用。 

3.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 

4.行程所列之旅遊景點及交通費用。 

5.為保障您玩的幸福，更加安心，本公司提供旅約責任險新台幣 500萬責任險暨新台幣 20萬意外醫療險。 

※相關說明：依保險法條規定未滿 15歲 / 75 歲以上之團員每人 200萬元旅遊意外責任險、20萬元意外傷害醫療險。 

 

團費不包含項目： 

1.導遊、司機小費 (建議每天約NT$300 元/人) 。 例:日本 5日 X300=合計每人小費NT.1,500元。 

2.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4.護照新辦費用(工作天數 7 日) 及如須提早取的加收費用。 

5.因機票、國外飯店、匯率等成本變動因素，售價以訂購當日之網頁售價為準。 

6.本行程僅適用於本國人（持中華民國護照者）參團有效；非本國國籍之旅客及台商及大陸人士，價格需另計。 

 

團票說明： 

1.團體旅遊所採用的一律為團體機票(含燃油附加稅)。一經開票後，退票須收取手續費及代辦費，此點基於各個航空公

司之規定，敬請見諒。 

2.北海道地區、加班機或包機之團體，機票一經開立後不可更改姓名、轉讓、退票或更改行程，且機票一經開票後即無

退票價值。正確航班時間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敬請知悉。 

3.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全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恕不接受外站臨時脫隊。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

議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4.若貴賓需求商務艙，則視該航空公司是否有加價升等之服務，若無此優惠，則需另外訂購個人機票，一切依航空公司

規定之，相關報價請洽服務人員。 

5.團體機票不適用累積航空公司的里程數，亦不可事先指定座位或劃位。 

6.團體套裝產品有固定航班及出發日期，因此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或航班。 

7.若貴賓們需保留機票票根時，務必於開票前告知您的承辦人員，將依各航空公司規定之作業程序申請，謝謝合作。 

【簽證資訊】 

持台灣護照者入日本國為免簽證，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需於本行程出國日起算 6個月以上。如護照快過期或需新辦護照時，

請事先通知承辦人員，我們將以依您的個人狀況辦理。 

日本政府對入境日本國內之台灣居民，實施免簽証措施規定如下： 

1.持有效台灣護照者（僅限護照上記載有身分証字號者），護照效期是否在入境當天算起六個月以上。 

http://www.mlit.go.jp/report/press/jidosha02_hh_000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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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赴日目的以觀光、商務、探親等短期停留目的赴日時（以工作之目的赴日時，則不符免簽証）。 

3.停留期間不得超過 90 日之期間。 

 

現役軍人身份→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役男者→出國前必須前往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科(課)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役男係指年滿十九歲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年滿三十六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具我國國籍在臺灣地

區曾設有戶籍男子。 

年齡計算：當年-出生年（例：民國 106年－87 年次＝19歲）。 

87 年次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出生之役男，於民國 106 年期間，「兵役年齡」皆為 19歲。 

 

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本行程所載之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

請主動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相關連結:移民署相關規定 

 

新辦護照資料 

1.身分證正本 (孩童無身分證，請附戶口名簿正本或二週內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  

2.兩吋彩色證件照 2張須為三個月內拍攝，露耳，必須以純白色為背景之彩色證件照，頭頂至下巴約 3.2～3.6公分，

千萬不要用家庭照或自拍自洗之數位相片。 

3.護照正本及退伍令正本；如為軍職人員則必須另附軍人身分證或雇員證的影本。 

4.工本費(請隨證件一併附上)。  

【團體訂購須知】 

1.報名團體旅遊因有最低成團人數之故，因此報名狀態「確定」者須等繳交訂金人數達成團人數，始能確定該團體成行。 

2.網站訂購「預定」者未於訂金繳交時間內完成付款，旅遊契約則尚未生效。 

3.網站報名並完成繳交訂金、團費並簽約後，若有變更、取消等則依《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或《國外(個別)旅遊契約

書》內容辦理。 

4.報名參加團體旅遊者，若屬重大殘、疾者、孕婦..等需特別服務者，務必請於報名前先以電話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絡，

以提供適合行程與配合事項之建議。若因未事先告知致無法成行時，需自行承擔衍生之費用。 

5.若有因未預警之匯率或費用變動時，本公司保留對未繳付訂金或團費者之費用調整權利。 

6.若團體無法成團時，本公司將於出發前 7 日通知，並依原付款方式退還已付費用。 

7.出發前如貴賓任意取消(解除)旅遊契約，依觀光局頒佈之《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第 27 條規定，除應繳交證照費用

外，並依下列標準賠償本公司： 

 ◎ 取消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31日以前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10%。 

 ◎ 取消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21日至 30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20%。 

 ◎ 取消通知於出發日前第 2日至 20 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30%。 

 ◎ 取消通知於出發日前 1 日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 50%。 

 ◎ 取消通知於出發當天到達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 100%。 

http://law.immigration.gov.tw/immigr-law/lawCatalogue.jsp?lawClass2=2&lawClass=2&tabindex=500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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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準時到約定地點集合致未能出發，亦未能中途加入旅遊者，視為取消旅遊，賠償金額為旅遊費用 100%。 

 ◎ 本公司如證明所受損害超過上開標準者，得就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 遊輪旅遊基於海上安全性、郵輪公司規定以及國際海洋公約之因素，相關航程變更、取消旅遊之賠償標準，本公

司悉依各遊輪公司之規定制定，相關規則細節，請主動參考當團之"出團說明"，或逕洽業務人員查詢。 

 ◎ 如簽署《國外(個別)旅遊契約書》，出發前如 貴客任意取消(解除)旅遊契約，除應繳交證照費用外，並依第 16 條

規定辦理。 

8.其他未盡事宜，將遵照觀光局之《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或《國外(個別)旅遊契約書》規定。 

【個資保護】 

個人資料蒐集之隱私權政策及運用 

1.當貴賓參加本公司旅遊行程時，我們將必須保留您的個人資料，以利旅遊業務之辦理、或與旅客聯繫、完成交易、提供服

務，本公司就個人資料之利用區域限於參加旅遊行程之所在國家以及台灣地區；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明白告知服務您參加

行程所需之使用者。除非法律允許無須事先通知之外，本公司不會蒐集或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在其他無關的用途上。 

2.本公司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完整儲存於我們的資料儲存系統中，並以嚴密的保護措施防止未經授權人員之接觸。本公司的人

員均接受過完整之資訊保密教育，充分瞭解用戶資料之保密為基本責任，如有違反保密義務者，將受相關法律及公司內部規

定之處分。 

3.為提供完善的旅遊服務，本公司將可能運用到您提供的個人資料，並可能傳遞您對本公司有興趣的各種商品資訊、專案活

動、其他商品服務以及相關資訊。若不願收到此類資料，請於提供個人資料時直接告知，或隨時可以選擇日後不要再收到任

何相關資料。 

4.本公司將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旅遊服務與產品品質。期盼您在行程結束後，填妥「顧客意見調查表」，密封之後，交由領隊

帶回。 

歡迎您提供寶貴的意見協助我們進步與提升！謝謝您的合作！  
 

1、 團體旅遊中各團價格、航班及行程內容可能會因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請先依您所需的出團日期查詢。 

2、 航空公司於票價中需增收燃油附加費，但因各航空公司徵收的費用不同，以致相同機場之機場稅也會有所差異。 

3、 本站所提供之各項旅遊產品是否需額外加收燃油附加費，請詳閱各項產品之說明。 

4、 請務必詳閱各團的各項說明以確保您的權益。 

 

 

 

 

 

 

 

 

聯絡人:  林佩苓  02-25011759分機 203 peiling090107@gmail.com 
  

線上客服 line@ID:@hfr8686q 

 

mailto:peiling09010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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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姓名/性別:  

英文名字: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Mail:  

lineID:  

聯絡地址:  

報名行程: □東京        □北海道 

 

 



出發日期 :2018 年 07/26.07/27.08/02 

鑫 曜 旅 行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INGYAO TRAVEL CO.,LTD.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157號 5樓  交觀(甲)02636 

TEL:886-2-25011759   FAX: 886-2-25011769 

 

信用卡訂購單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鑫曜旅行社刷卡消費,特立此同意書以信用卡支付以下款項: 

    付款人姓名: 

    ※持卡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發卡銀行：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信用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美國運通卡 AE (識別碼：□□□□) 

※信用卡卡號：__________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期限： _______月_______年 ※信用卡背面末三碼 :__________ 

     ※持卡人連絡地址： 

     ※持卡人連絡電話：（H）              （O）              (行動) 

    商店代號： (鑫曜旅行社) 000812500100525    授權號碼：(不用填寫) 

     ※持卡人簽名：                                    （與信用卡背面之簽名相符） 

消費日期：   年   月   日 

    消費金額新台幣： NT$                 元整 

代收轉付收據   統編：   抬頭：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使用或訂購物品，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 

(以上信用卡之內容經本人確認無誤，如有不實之處，願負所有相關法律之責) 

填妥後請將其傳回或寄至本公司 〜FAX：（02）2501-1769 

   鑫曜旅行社匯款帳號: 台新銀行 0481內湖分行 帳號:20480100005079 (匯款後請來電告知後五碼) 

 

tel:886-2-25011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