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天門打開先知特會

以 色 列 特 會 以 色 列 旅 遊 以 色 列 旅 遊 
6 月 4 - 8 日 6 月 9 日 6 月 8  - 12 日 

   以色列特會(＋旅遊) 報 名 表 
自備機票/網路報名者 請至榮耀事工網站www.gloryministries.org.tw 

中文姓名： □先生 Mr □小姐 Ms 同房配偶/父母/兒女姓名：_ _ 
住家電話： 辦公室電話：— 手機：

E-mail： 地址：

緊急連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請按護照內容填寫以下資料，請附清楚護照

影本或照相，辦理住宿
國籍 Nationality： 

英文姓氏 Surname：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  
英文名字 Given Name： 發照日期 Date of issue：  
性別 Sex：  職業： 效期截止日期 Date of expir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特會費用包含：旅館住宿、餐費(三餐)、機票、交通、稅、行政、全程保險費（規定）、 小費

兒童：指 2-12 歲以下，12 歲以上以成人價格收費 2 歲以下免費 

參加以色列特會 (6/3-6/9) 入住 6/3 3:00PM 退房 6/9 10AM前(6/8安息日無飛機)

(不參加9日旅遊者，於早上10點前遷出，晚上7點有車從旅館送至機場逾時不候)
雙人房/52466 NT/每人 (刷卡54040 NT)
單人房/66526 NT (刷卡68522 NT)
每兒童與 2 位成人同住/41150 NT (刷卡42385 NT)
每兒童與 1 位成人同住/44841 NT (刷卡46187 NT)
家庭房2兒童與 2 位成人同住/每房 192996  (刷卡198786 NT) 家庭房請一次填4張報名表

參加以色列特會＋旅遊1日 (6/3-6/9) 入住 6 /3 3:00PM 退房 6/9 10AM 前

(旅遊行程：橄欖山＋墓花園＋加帕（海邊）包括午晚餐及送至機場)

雙人房/54906 NT/每人 (刷卡56554 NT)
單人房/68966 NT (刷卡71035 NT)
每兒童與 2 位成人同住/42980 NT (刷卡44270 NT)
每兒童與 1 位成人同住/46671 NT (刷卡48072 NT)
家庭房2兒童與 2 位成人同住/每房 201536  (207583 NT) 家庭房請一次填4張報名表

參加以色列特會＋旅遊 (6/3-6/12) 入住 6 /3 3:00PM 退房 6/12 10AM 前

雙人房 71040/每人(刷卡73172)   特會雙人房旅遊單人房 80190NT（82596 NT）

單人房  90560 NT (刷卡 93277 NT)
每兒童與 2 位成人同住/53655NT/每人 (刷卡55265 NT)
每兒童與 1 位成人同住/59755 NT/每人 (刷卡61548 NT)
家庭房2兒童與 2 位成人同住/每房 253050  (刷卡260642 NT)家庭房請一次填4張報名表

非從台灣出發者每人需多付500NT（刷卡515NT）香港機場稅
持大陸護照者，每人需多付500 NT (刷卡515NT）香港機場稅
請自備港澳通行證和大家在香港機場集合，細節於報名後通知。

http://www.gloryministries.org.tw/


我需支付款項的總額： 

機票行程 去程：香港機場集合時間：6/2 17:00 

回程：香港機場解散時間：6/10 16:00, 6/13 16:00 

台北及其他地方-香港 請上網買個人機票，從台灣出發可請鳳凰旅行社莊小姐代購 

(02)2537-8226  amizi.chuang@phoenix.com.tw line:0958918510    請儘早購置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機票號碼 到港時間 離港時間 

請附加英文機票（或英文電子機票）以辦理轉機(大陸兄姐可省略此項，不需要繳交)

付款資訊 □2018 4/15 前需付訂金（不退費）NT$20,000 元（刷卡 NT$20,6OO 元）

1.報名表 2.付款憑證 3.清晰的護照影本，掃描電郵 info@gloryministries.org.tw 或掛

號郵寄至 榮耀事工 10597 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5 段 92 號 6 樓 以色列特會報名 

註冊相關注意事項 
1. 為確定旅館訂購，請於 4/15 前繳交 2 萬元訂金（不退費）、報名表及護照影本

2. 保險：美商安達產物（包括產物、飛機誤點、行李、意外海外旅行平安保險 100 萬意

外險保障＋海外醫療 10 萬＋當地緊急醫療險(80 歲以上長者保費另洽)

3. 4/15 前需繳交全部費用，匯款時請全額到行，之後報名或繳交費用者，要依照當時是否仍有

旅館位置決定能否接受報名，大會也許會收取和台幣 1 萬元罰金

4. 護照效期必須是在預計離開以色列日期的六個月以上
＊不包含在行程中的費用：需自行負責如服務生服務、電話、客房服務、衣物清洗服務、網路及

行李的保險費

＊免責聲明：耶穌事工及榮耀事工只擔任提供本次旅程各膳宿公司的代理者。耶穌事工或榮耀事工在任何大

客車/火車/或自行駕駛車輛，飛機或其他使用的交通工具之接駁，及其對旅客履約部分，不論全程或部分行

程，不承擔任何責任與義務。若情況必須，保留取消任何旅遊的權利。所有的膳宿及旅遊，係由旅遊經營者

及其代理人安排，而非耶穌事工或榮耀事工。我接受上述條款跟條件。 

簽名： 日期 

□ ATM 轉帳/臨櫃匯款 帳戶名稱：社團法人台北市榮耀事工協會

玉山銀行 信義分行 銀行代碼：808 銀行帳號：1229-940-001775 請附加付款憑證

□ 信用卡線上刷卡(須加收 3%手續費，鍵入金額請包含手續費，如以上表格所示)

請至榮耀事工網站奉獻項目 線上奉獻頁面 選擇專案 2018 以色列特會

※上述費用皆是代收款項，恕無法提供收據及奉獻收據證明

mailto:amizi.chuang@phoenix.com.tw
mailto:info@gloryministries.org.tw

	自備機票/網路報名者 請至榮耀事工網站www.gloryministries.org.tw
	1.報名表 2.付款憑證 3.清晰的護照影本，掃描電郵 info@gloryministries.org.tw 或掛號郵寄至 榮耀事工 10597 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5 段 92 號 6 樓 以色列特會報名
	註冊相關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