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天门打开先知特会

以 色 列 特 会 以 色 列 旅 游 
6 月 4 日 6 月 8 日 6 月 9 日 6 月 12 日 

报 名 表(自备机票) 

机票方案/网路报名 请至荣耀事工网站 www.gloryministries.org.tw 

中文姓名： □先生 Mr □小姐 Ms 同房配偶/父母/儿女姓名：

住家电话： 办公室电话：  手机：

E-mail： 地址：

紧急连络人姓名： 紧急联络人电话：

※请按护照内容填写以下资料附护照照片扫描 国籍 Nationality：

英文姓氏 Surname：  护照号码 Passport Number： 
英文名字 Given Name： 发照日期 Date of issue：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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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请清楚填写每一个栏位 每张报名表限一人使用- 

费用包含：特会入场、旅馆住宿费及餐费(早、午、晚)、税、行政及小费  

儿童：指 2-12 岁以下，12 岁以上以成人价格收费 2 岁以下免费 

参加以色列特会 (6/4 6/8) 入住 6/3 3:00PM 退房 6/8 10AM 前

双人房/27425 NT/每人 (刷卡 28248 NT) 单人房/39015 NT (刷卡 40186 NT) 
每儿童与 2 位成人同住/16750 NT/每人 (刷卡 17253 NT) 
每儿童与 1 位成人同住/19800 NT/每人 (刷卡 20394NT) 
家庭房 2 儿童与 2 位成人/每房NT$88,425(刷卡 NT$91078) 家庭房请一次填 4 张报名表 

参加以色列特会 ＋旅游 (6/4 6/12) 入住 6/3 3:00PM 退房 6/12 10AM 前

双人房 48470NT/每人 (刷卡 49925 NT) 特会双人房旅游单人房 57620NT (59349NT)
单人房 67990 NT (刷卡 70030 NT) 
每儿童与 2 位成人同住/31085NT/每人 (刷卡 32018 NT) 
每儿童与 1 位成人同住/37185 NT/每人 (刷卡 38301 NT) 
家庭房 2 儿童与 2 位成人/每房 NT$162770 ( NT$167654) 家庭房请一次填 4 张报名表 

大陆兄姐自备机票需找5人搭乘同航班进出以色列以办理团体签证 

机场接送及额外住宿 
您的飞机行程 日期 飞机班次 到达/离开时间 日期 共 晚 

到达班机 迁入 

离开班机 迁出 

学员需额外住宿（含早餐及晚餐）学员更多增加住房需要： 

双人房每日 2471 NT (刷卡 2545 NT) 单人房每日 4941 NT (刷卡 5090 NT) 
1 儿童与 2 大人/每房 6771 NT (刷卡 6975 NT)， 

1 儿童与 1 大人/每房 4941 NT，(刷卡 5090 NT) 
2 儿童与 2 大人/每房 9791 NT (刷卡 10085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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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应付款总额为：

付款资讯 □2018 4/15 前须付订金（不退费）NT$20,000 元（刷卡 NT$20,6OO 元）

□ ATM 转账/临柜汇款 帐户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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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用卡线上刷卡(须加收 3%手续费，键入金额请包含手续费，如以上表格所示)

请至荣耀事工网站奉献项目 线上奉献页面 选择专案 2018 以色列特会

请将：1.报名表 
2.付款凭证  3.
清晰的护照影本，扫描电邮 info@gloryministries.org.tw 或

挂号邮寄至 荣耀事工 10597 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 5 段 92 号 6 楼 以色列特会报名

※上述费用皆是代收款项，恕无法提供收据及奉献收据证明

注册相关注意事项 
1. 为确定旅馆订购，请于 4/15 前缴交 2 万元订金（不退费）、报名表及护照影本
2. 4/15 前需缴交全部费用，汇款时请全额到行，之后报名或缴交费用者，要依照当时是否仍有

旅馆位置决定能否接受报名，大会也许会收取和台币 1 万元罚金

3. 护照效期必须是在预计离开以色列日期的六个月以上
＊不包含在行程中的费用：需自行负责如服务生服务、电话、客房服务、衣物清洗服务、网路及行
李的保险费
＊免责声明：耶稣事工及荣耀事工只担任提供本次旅程各膳宿公司的代理者。耶稣事工或荣耀事工在任何大
客车/火车/或自行驾驶车辆，飞机或其他使用的交通工具之接驳，及其对旅客履约部分，不论全程或部分行
程，不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若情况必须，保留取消任何旅游的权利。所有的膳宿及旅游，系由旅游经营者
及其代理人安排，而非耶稣事工或荣耀事工。我接受上述条款跟条件。 

请在 4/15 给我们你的飞机行程细节，以便安排接机。4/15 以后，请安排你自己的住宿。若有 10 

个人在您班机时间到达，旅行社可以提供机场交通，以上服务皆根据当时状况，非主办者的责任 

签名： 日期 

mailto:info@gloryministri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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