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線 航空公司 出發日期 原價 折扣額 優惠價

南美四國20天團(UAA20-MTD) 阿聯酋 / 智利/ 巴西天馬/ 阿根廷航空 7月31日, 10月30日 $89999起 $3,000 $86999起

南美(阿根廷、智利、秘魯、巴西)18天團 (UAA18-MTD) 阿聯酋 / 智利/ 巴西天馬航空 12月20日 $81999起 $3,000 $78999起

冰島、芬蘭10/11天團 (IKE10/11-MZZ) 英國/ 冰島航空 7月4日, 7月24日, 8月14日 $33999起 $3,000 $30999起

美國(夏威夷、洛杉磯、拉斯維加斯、三藩市)10天團 

(UHL10-MAZ)
聯合航空 6月18日, 7月21日, 8月6日 $19999起 $1,500 $18499起

美國夏威夷、西東岸12天團 (UHE12-MAZ) 聯合航空 8月2日 $29999起 $1,500 $28499起

新西蘭南北島觀星9天團 (NFF09-MZZ) 新西蘭航空 7月31日, 8月12日, 9月23日 $18999起 $1,500 $17499起

愛爾蘭、英倫三島9天團 (EDM09-MZZ) 阿聯酋航空
6月21日, 7月26日, 8月2,9,16,30日,

 9月13,27日,10月11日
$18499起 $1,500 $16999起

歐洲六、七國10/11天團 (EYT10/11-MZZ) 阿聯酋航空
6月19,26日, 7月3,10,17,24,31日

8月7,14日,9月4日
$15533起 $1,500 $14033起

歐洲五國10天團 (EYE10-MZZ) 阿聯酋航空
6月24日, 7月8,22,29日

8月5日, 9月2,9日
$13933起 $1,500 $12433起

北歐四國9天團 (RAY09-MZZ) 芬蘭航空 6月1日至9月30日 $21999起 $1,500 $20499起

南非9天團 (SUP09-MTD) 阿聯酋 / 南非航空 6月1日至9月30日 $16999起 $1,500 $15499起

西葡10天團 (VAT10-MZZ) 阿聯酋航空

6月8,13,20,27日、

7月4,18,25日、

8月1,15日、9月5,19,26日

$12433起 $1,500 $10933起

東南亞 航空公司 出發日期 原價 折扣額 優惠價

濟州、釜山、慶州、首爾8天團 (CSP08-MZZ) 大韓/ 韓亞/ 釜山航空 7月14日至8月20日 $7899起 $500 $7399起

沖繩5天團 (JOK05-MFD) 香港航空 6月1日至8月31日 $5399起 $200 $5199起

台北4天團 (TLL04-MZZ) 中華/ 長榮/ 香港航空 7月10日至8月31日 $3599起 $200 $3399起

清邁、清萊5天團 (CNX05-MFZ) 杳港快運 6月4日至8月20日 $3499起 $200 $3299起

峇里島(急流之旅、海龜島)5天團 (DPC05-MZZ) 香港航空
6月12日至8月31日

(逢一、四)
$5199起 $200 $4999起

柬埔寨(吳哥窟)4天團 (PSR04-MZD) 越南航空
6月5日至8月31日

(逢一、四、六)
$3899起 $200 $3699起



柬埔寨(吳哥窟、金邊)5天團 (PNH05-MZD) 越南航空
6月6日至8月31日

(逢三、五、日)
$4799起 $200 $4599起

馬來西亞、新加坡5天團 (MLL05-MZZ/MZD) 馬來西亞/ 新加坡/ 亞洲/ 捷星航空 6月1日至8月31日 $4899起 $200 $4699起

馬來西亞、新加坡4天團 (SGO04-MZZ/MZD) 新加坡/ 捷星航空 6月1日至8月31日 $5099起 $200 $4899起

緬甸(仰光、勃固古城) 5天團 (RGN05-MND) 新加坡/ 泰國航空 6月13,27日、7月11,25日、8月8,22日 $7599起 $200 $7399起

汶萊(占米阿山納柏嘉清真寺、蘇丹王紀念館)4天團 

(BRI04-MZZ/MZD)
汶萊皇家航空

6月1日至8月31日

(逢一、四、六)
$4299起 $200 $4099起

中長 航空公司 出發日期 原價 折扣額 優惠價

青藏鐵路8天團 (UTE08-MZZ) 中國國際 / 四川航空 6月1日至8月31日 $12999起 $800 $12199起

內蒙古(希拉穆仁大草原、呼和浩特、包頭)5天團

 (MET05-MZD)
中國國際航空 6月1日至8月31日 $4299起 $200 $4099起

北京5天團 (PDD05-MTD) 中國國際 / 香港航空 6月1日至8月31日 $2999起 $200 $2799起

廈門(永定客家土樓)、翠豐溫泉4天團 (FXD04-MHD) 廈門/ 深圳航空 6月1日至8月31日 $1699起 $200 $1499起

長江三峽、武漢、重慶6天團 (WUE06-MND) 中國國際 / 南方航空 6月1日至8月31日 $5399起 $200 $5199起

西安5天團 (XIY05-MZZ) 中國東方航空 6月1日至8月31日 $3699起 $200 $3499起

杭州、烏鎮、無錫、蘇州、上海5天團 (NDD05-MTD) 中國東方/ 香港/ 吉祥航空 6月1日至8月31日 $2699起 $200 $2499起

雲南8天團 (YMD08-MTD) 中國東方/ 香港快運 6月1日至8月31日 $7899起 $200 $7699起

自遊行 航空公司 出發日期 原價 折扣額 優惠價

倫敦(溫布萊球場)精選賽事4-30天自遊行 阿聯酋 / 法國 / 英國 / 荷蘭航空 2014年5月17日至15年9月18日 $9799起 $800 $8999起

澳洲柏斯4天至1個月自遊行 澳洲航空 2014年5月6日至2015年1月31日 $5369起 $400 $4969起

澳洲塔斯曼尼亞4天至1個月自遊行 澳洲航空 2014年5月6日至2015年1月31日 $5589起 $400 $5189起

澳洲東岸百變4天至1個月自遊行 澳洲航空 2014年5月6日至2015年1月31日 $5369起 $400 $4969起

馬爾代夫5/6/7天自遊行 美佳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10月31日 $8589起 $400 $8189起

馬爾代夫6天4晚自遊行 馬來西亞 / 新加坡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10月27日 $11149起 $400 $10749起

馬爾代夫五天三晚自遊行 馬來西亞 / 新加坡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10月27日 $6899起 $400 $6499起



斐濟六天四晚自遊行 斐濟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11月30日 $6559起 $400 $6159起

塞舌爾群島六天三晚自遊行 塞舌爾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10月27日 $6649起 $400 $6249起

毛里裘斯5-21天自遊行 毛里裘斯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10月25日 $7779起 $400 $7379起

蘇梅島5天自遊行 曼谷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6月30日 $3789起 $200 $3589起

首爾4/5天自遊行 印度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9月30日 $2469起 $200 $2269起

釜山5天3晚自遊行 釜山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6月28日 $2489起 $200 $2289起

印度航空大阪4/5/6天自遊行 印度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9月27日 $2799起 $200 $2599起

東京4-7天自遊行 日本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12月19日 $3189起 $200 $2989起

大阪4-7天自遊行 日本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9月30日 $3899起 $200 $3699起

日本航空北海道4-7天自遊行 日本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9月30日 $5169起 $200 $4969起

北京3至7天自遊行 香港航空/中國國際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10月31日 $1999起 $200 $1799起

北京4/5天自遊團 中國國際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8月31日 $1899起 $200 $1699起

上海3天自遊行 香港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6月27日 $888起 $200 $688起

華東-上海/杭州/南京3至7天自遊行 香港航空/東方航空/上海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8月31日 $1399起 $200 $1199起

三亞3至7天自遊行 香港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10月31日 $1479起 $200 $1279起

廈門3天至7天自遊行 香港航空 2014年5月8日至6月30日 $1049起 $200 $849起

廈門3/4天自遊行 廈深鐵道 2014年5月8日至8月31日 $1289起 $200 $1089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