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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4 日 (五) - 2018 年 5 月 13 日 (日) (10 天 6 夜)  

Orlando, Florida, USA 

 

秉持專業與服務為本的精神，科盛科技持續致力帶領產學業界與世界級的技術接軌，提供您優質行

程，讓您輕鬆前進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參加全球塑膠業界最重要的新知與技術發表的研討會，

並列世界三大展之一的NPE 2018也同期於Orange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舉辦，此為一結合科技

與技術的殿堂，在三年一度的NPE 2018橡塑膠大展可讓您了解全球最新塑膠技術發展及塑膠市場的最

新產品服務與應用成果。  

 

活動名稱：ANTEC 2018 考察團 

主辦單位：科盛科技(Moldex3D) 

承辦單位：汎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日期：2018/5/4(五)～5/13(日)-【10天6夜】 

活動地點：美國奧蘭多 (Orlando, Florida, USA) 

活動費用：NT$ 88,000元 

 

ANTEC® 2018 研討會簡介 

【時間】：2018年5月7日(一) ~ 5月10日(四) 

【地點】：Orange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 

【ANTEC 2018官方網站】：https://www.eiseverywhere.com/ehome/252707 

一場結合最新技術發表以及全球知名塑膠相關廠商齊聚的盛會-ANTEC(Annual Technical Conference)。

此盛事由塑膠工程師協會(SPE)所主辦，是全球塑膠業界最重要的新知與技術發表的研討會，來自世界各

地之塑膠相關學術界及產業界的專業人士將齊聚一堂，交流塑膠產業最新的研究方向和新技術，在全球

重要性不出其右。每會期ANTEC接獲全球各地專家學者投稿約1,500篇，遴選約500-600篇發表，其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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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重要性可謂一時之選，不同於一般的學術研討會，來自全球塑膠業頂尖的公司、學術與研究單位，

都會一同參與其中，分享與交流彼此的知識、經驗與技術。 

ANTEC報名資訊： 

 

報名網址：https://www.eiseverywhere.com/ereg/index.php?eventid=252707& 

提醒大家：記得於2018/3/22前完成線上註冊等作業！ 

 

NPE 2018大展簡介  

【展會時間】：2018年5月7日(一) - 5月11日(五) 

【展會地點】：Orange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  

【舉辦週期】：三年一屆 

【科盛攤位】：S27079, South Hall 

【NPE 2018官方網站】： http://www.npe.org/ 
 

每三年舉辦一次的NPE大展，向來被視為全球最盛大並最有影響力的橡塑膠展覽。而這次，NPE 2018將

於5月7日至11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橙郡會議中心（OCCC, Orange County Convention 

https://www.eiseverywhere.com/ereg/index.php?eventid=252707&
https://www.eiseverywhere.com/ereg/index.php?eventid=25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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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開展。在這個全球橡塑膠相關產業業者齊聚一堂的盛會上，您將有機會見到世界領先的塑料製

造商和供應商，了解生產各階段的最新設備發展，並深入了解產品和材料的重要訊息，協助您尋找新的

資源，掌握產業發展趨勢與國際脈動。 

旅館簡介 Castle Hotel, Autograph Collection (奧多蘭城堡假日飯店) ★★★★ 

【位置資訊】：  

8629 International Drive, Orlando, FL, 32819, USA 

Front Desk: 407-345-1511 

距離奧蘭多國際機場 10 公里，約 25 分鐘車程，距離 Orange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 會展中心 1.5公里，距離奧蘭多環球

影城 4 公里，距離奧蘭多海洋世界有 4.8 公里，距離迪士尼主

題公園有 24公里。 

 

【飯店特色】： 

Castle Hotel, Autograph Collection 酒店採用城堡風格裝飾，設有

帶各種水上設施的室外游泳池、SPA 池及健身中心。 Castle 

Hotel 酒店的客房帶有獨具特色的內飾，包括裝飾床頭板和鍍

金把手等。另設有 24小時商務中心、咖啡廳以及池畔酒吧。旅

館共有 214間空調房間，均提供保險箱以、咖啡機/泡茶機及吹風機等。客房內提供有線和無線寬頻網路(需付費)。

另有 37 吋平面電視、付費有線電視頻道、電視遊樂器以及付費電影。 Castle Hotel Orlando 酒店內部設有健身中

心和商務中心，提供行李寄存處和洗衣設施。Café Tu Tu 酒店主打小吃、肉類菜餚等西班牙美食以及當地和國際

葡萄酒。Garden Bistro小酒館提供國際美食和季節性風味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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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簡介 Hampton Inn Seattle/Southcenter (西雅圖漢普頓酒店/南方中心) ★★★ 

 

【位置資訊】：  

7200 South 156th Street, Tukwila, WA 98188, USA 

這家位於華盛頓塔奇拉(Tukwila)的酒店，方便前往個主要高速公路，也

方便前往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並提供許多現代設施，包括免費機

場班車服務。 

 

【飯店特色】： 

Hampton Inn Seattle/Southcenter 酒店旨在為客人提供周到的設施，共有 193間房間, 包括免費每日熱自助早餐和

免費無線網絡連接，讓客人的每次入住都舒適開心。酒店的客人還可以使用酒店內的健身中心，其中包括一個室

外游泳池。 

熱門的區域旅遊景點包括飛行博物館、西雅圖水族館和風景秀麗的海濱等，都只需很短的車程便可抵達。距離酒

店僅有幾分鐘的距離內設有多間購物中心和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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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C®2018 考察團行程表 

【BR+DL 航空】桃園 5/4 出發 – 5/13 回台 (10 天 6 夜) 團費：NT 88,000 元 

報名截止日：2018 年 4 月 6 日(五)，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已繳交訂金者優先保留) 
 
 

航空公司 日期 航空公司班機 航段 時間 飛行時間 

去程- BR/DL 

5/4(五) BR-12 桃園-洛杉磯 19:20-16:20 12小時 

5/4(五)-5(六) DL-1321 洛杉磯-奧蘭多 22:30-06:20+1天 5小時 

回程- DL/BR 

5/10(四) AS-019 奧蘭多-西雅圖 18:58- 22:10 6.5小時 

5/12(六)-13(日) BR-25 西雅圖-桃園 01:50-05:10+1天 12.5小時 

 
 

天數 日期 考察重點 
早 

餐 

中 

餐 

晚 

餐 
住宿 

1 
5月 4日 

(星期五) 

桃園 → 洛杉磯 (BR-012, 19:20 - 16:20) 

洛杉磯 → 奧蘭多 (DL-1321, 22:30-06:20+1天) 
X X  

Castle Hotel 

★★★★ 

/ 

Hampton Inn 

Seattle 

★★★ 

2 
5月 5日 

(星期六) 
抵達奧蘭多，準備 ANTEC會議資料  X X 

3 
5月 6日 

(星期日) 
辦理 ANTEC 2018研討會報到手續 X X X 

4 
5月 7日 

(星期一) 

ANTEC 2018會議 

參加Monday Opening Reception 
X X X 

5 
5月 8日 

(星期二) 

ANTEC 2018會議 

參加 IMD ANTEC reception(由Moldex3D 贊助) 
X X X 

6 
5月 9日 

(星期三) 

ANTEC 2018會議 

參加Moldex3D 晚宴 
X X O 

7 
5月 10日 

(星期四) 
奧蘭多 → 西雅圖(AS-019, 18:58- 22:10) X X X 

8 
5月 11日 

(星期五) 
西雅圖市區導覽考察，晚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O X X 

9~10 
5月 12-13日 

(星期六~日) 

西雅圖 → 桃園 (BR-025, 01:50-05:10+1) 

於清晨 05:10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X X 溫暖的家 

    ※備註: 行前若有異動，將以科盛科技主辦單位發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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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含： 

1.機票：台北/奧蘭多/西雅圖來回長榮航空團體票經濟艙一張(不同回程者，票價另計)。 

2.住宿：旅館住宿二人一室，如住單人房需補差額(NTD 21,000 )。 

3.交通：機場-旅館-機場、5/5及 5/10及 5/11全日團體專車接送。  

4.保險：500 萬旅行責任險及 20萬醫療及海外急難救助保險。 

5.小費：司機及行李等小費。 

  

※費用不含: 

1.護照規費NTD1,500 及 ESTA 美國電子簽証費用 (代辦費NTD 800)。 

2.私人電話費用及床頭小費。  

3.上述未列之早餐/各式餐費及交通費等。 

4.參觀門票及研討會費用。   

 

※更多關於【ANTEC 2018 考察團】事宜，歡迎來電洽詢 ! 

 諮詢服務：馬小姐 (Anny Ma) 

 電話：+886-3-5600199#701 

 E-mail：annyma@moldex3d.com 

 

※汎歐旅遊服務團隊： 

 洽詢專線:02-6618-7770   總機：02-2775-2640  傳真專線:02-2773-1290, 02-8771-8525 

 石夢麗( Lily )ext. 268, 謝湘寧( Vivian ) ext. 265, 許立蓁(Viki) Ex.267 

 E-mail: lily@airtrade.com.tw; vivian@airtrade.com.tw; vikihsu@airtrade.com.tw 

 

  

mailto:annyma@moldex3d.com
mailto:lily@airtrade.com.tw
mailto:vivian@airtrad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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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C®2018 考察團報名表 
【BR+UA 航空】桃園 5/4 出發 – 5/13 回台 (10 天 6 夜)  團費：NT 88,000 

報名截止日：2018 年 4 月 6 日(五)，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已繳交訂金者優先保留) 

 

報名表填妥請回傳馬小姐 (Anny Ma)  E-mail：annyma@moldex3d.com 

 學校/公司名： 電話：(   )        Ex. 

 聯絡人： 傳真：(   ) 

 聯絡地址： 

 發票抬頭： 

 ☐同上 (請填寫清楚,以便開立代收轉付收據) 

統一編號： 

 電子信箱： 聯絡手機： 

 報名者  

中文姓名 護照上英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生日 (日-月-年) 職稱 素食 吸煙 

     ☐ ☐ 

護照號碼 護照有效日期 (日-月-年) ESTA有效日期 (日-月-年) 電子信箱 

    

班機 ☐長榮團進團出  ☐有後續行程(您可將行程填寫於特殊要求欄位)  ☐自理 

房間類型 旅館：Castle Hotel 

☐ 單人房 (需加價)  ☐ 雙人房 (☐指定合住人_______________ / ☐旅行社安排) 

簽證調查 

 

特殊要求: 特別行程…..等 

 

 報名截止日期為 4 月 6 日(五) ，為確保您的權益，請於 4 月 9 日(一)前繳交訂金， 

  每人預付訂金一萬元，以保留優先名額！ 

 依報名先後順序安排合住人，如遇晚報名而造成落單無法安排合住人，則需指定單人房(差額 NTD21,000)。 

 團費餘款繳交期限，旅行社將於 4 月 27 日前，通知進行尾款繳交事宜。  

☐有美國簽證(B1/B2,效期於 2018/12月之後)請提供有效護照+美簽 copy  
☐無美國簽證(B1/B2)、有美國 ESTA電子簽證(效期 2018/06月以後)請提供有效護照+美簽 copy 
請注意! 
如 2011 年 3 月 1 日當天或之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及葉門旅行者，美國 ESTA 電
子簽證會自動失效,需改親自面談 B1/B2 美國簽證 
☐無美國簽證(B1/B2)、無美國 ESTA電子簽證 

※申請美國 ESTA電子簽證條件：需持有中華民國晶片護照 (護照號碼為 3 開頭) 
申請方式 
☐自行上網https://esta.cbp.dhs.gov/esta/application.html?execution=e1s1申請刷卡付費,費用USD14  
☐請汎歐代為申請,費用NTD800/人 (若旅行授權未核准,仍需收費NTD300) 
請 email提供有效電子護照影本 

 

mailto:annyma@moldex3d.com
https://esta.cbp.dhs.gov/esta/application.html?execution=e1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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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金付款方式 
請於報名後繳交訂金，每人預付訂金 NTD10,000.-以示確認，預付方式： 
□ 承交支票：請開立抬頭汎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郵寄至: 104台北市復興北路 92號 12樓 
                                               收件人:謝湘寧 小姐收 電話:02-2775-2640 
□ 電匯：凱基商業銀行(809)城東分行(汎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07-11-8063301 

(請提供匯款單影本) 
□ 刷卡：請填妥信用卡授權付款同意書，傳真至 02-27731290或 02-87718525 
為確認參加者證件 OK，敬請隨報名表傳真護照影本。 
依公司報名順序安排合住人，如遇晚報名而造成落單無法安排合住人，則需指定單人房。

信用卡授權付款同意書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汎歐旅行社刷卡消費，特立此書同意以信用卡支付下述帳款.以信用卡支付下述帳款
為確保持卡人用卡權益，請務必於付款前自行確認"卡友權益"，本公司於接受刷卡付款後，恕不接受
更換其他付款方式. 敬請謹慎注意 

出發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急件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男  □女授權日期: 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持卡人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____年___月__日 

 帳款明細: 科盛 ANTEC 2018 考察團－訂金                           

卡別  □VISA □MASTER□AE 美國運通卡□JCB CARD□聯合信用卡(U Card) 

卡號   □□□□-□□□□-□□□□-□□□□ 
發卡 
銀行  

有效 
期限 

_ _月 20_ _年 (西元) 

檢查碼  (卡片背面末三碼或 AE 卡檢查碼) 授權碼 (由旅行社填寫) 

 

金額 
本人同意以此卡支付以下金額之旅遊費用 

NTD  

持卡人 
簽名 

請親自簽名並與信用卡背面簽名式樣相同, 否則無效) 

☆ 填完資料請回傳至 FAX: (02) 2773-1290 或 8771-8525  承辦人: 謝湘寧☆☆ 

   請於 4 月 9 日前完成刷卡，否則發生信用卡無法授權導致保險公司未能賠償時，

該責任由持卡人承擔。    

汎歐旅行社(股)商店代號:  01-016-2796-3 

備註事項:  
1)**代刷卡同意**   (若沒有代刷卡 此欄請空白跳過)      

本人同意以信用卡替旅客 _________________ 支付此次旅遊相關費用。兩者關係:________ 

旅客 _________________ 支付此次旅遊相關費用。兩者關係:________ 

2)開立收據抬頭及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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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付款方式 

1. 刷卡付款：請填妥(附件一)信用卡授權書回傳 (FAX: 02-2773-1290 ; 02-8771-8525) 
 
2. 即期支票：請開立抬頭『汎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寄至本公司地址：104台北市復興北路 92號 12樓    收件人：謝湘寧 小姐 ext 265 
 
3. 電匯：凱基商業銀行(809)城東分行(汎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7-11-8063301   
  (電匯後請傳真匯款單至 FAX: 02-2773-1290 ; 02-8771-8525) 

 

二. 簽證說明 
首先…請檢查護照效期是否在 2018/12/01 之後? 
 如果效期不夠, 請準備換新護照 

 如果效期 OK, 繼續檢查美簽部份 
 
接著...請檢查有沒有傳統的美國簽證? 效期到了嗎(需在 2018/06/01之後)? 類型是不是 B1/B2 商務觀
光簽證 (F1 學生簽證不可以用!) 近期有去美國的話, 簽證也許還有效. 因為以前申請美簽大多是 5 年 
效期. 不確定的話, 請撥空將護照拿出來檢查一下. 
 

 
 如果簽證效期還夠, 就 OK啦. 
  (PS.美簽若還有效但在舊護照上,仍可使用.  

  出國新舊護照都要帶) 
 
 如果沒有美簽, 或是效期過了, 請準備 

  在網上申請免簽授權(ESTA) 
 
 

美國不是免簽證了嗎? 我帶護照去機場就可以出國了? NO NO NO… 
雖然“免簽”,出發前還是要先申請好免簽旅行授權(簡稱叫 ESTA)才算數! 
近期有去美國的話, ESTA 也許還有效. ESTA 效期是 2 年.不確定的話,可上網調取紀錄 

 
◎申請 ESTA… 首先, 先檢查護照是不是晶片護照? 
晶片護照是 2008/12/29 以後核發的護照(或是護照號碼 3 開頭)，上面一定要有身分證號碼 

 
 如果不是晶片, 請準備換新護照, 才能申請 ESTA 
 如果是晶片, 請到以下網址申請 ESTA (一定要認明美國官方網站. 網路上出現許多代辦業者. 

收取很高的費用! 官方付費 14 美金; 代辦收取 50-70 美金不等, 請小心勿受騙!!) 
 
申請網址: https://esta.cbp.dhs.gov/esta/application.html?execution=e2s1 

 別擔心,有中文版本,簡單明暸! 
 別擔心,個人資料填一下,線上直接刷卡(14 美金), 3分鐘即可完成申請~ 
 

什麼時候申請? 建議確定出國人員後即可申請. 核准後效期是 2 年. 因為授權還是有可能沒核准.  
如果沒核准的話, 就要準備很多資料, 本人要親自去 AIT 面談拿美簽. 

 

最遲請於 03/15前完成申請較為保險! 

付款&簽證資訊 

https://esta.cbp.dhs.gov/esta/application.html?execution=e2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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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免簽證計畫(VWP) 
 
   美國在台協會於 2016 年 2 月 23 日公佈，即日起依據《2015 年改善免簽證計畫暨 
   防範恐怖份子旅行法案》，實施免簽證計畫新規定，請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1. 在 2011年 3月 1日當天或之後曾赴伊朗、伊拉克、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及葉門旅

行或在此七個國家停留的免簽證計畫參與會員之公民，旅客將不再符合資格使用免簽證計畫前往美
國或入境美國。 

 
2. 曾在旅行授權電子系統（ESTA）申請表上表明具有雙重國籍且其中一個國籍為伊朗、伊拉克、蘇

丹、或敘利亞任一國的旅客，即使目前仍持有有效的 ESTA 旅行許可，自 2016 年 1 月 21 日起其
ESTA 旅行許可將自動失效。 
 

**以述類別的旅客仍然可以依照依般簽證程序在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申請赴美簽證。若需美國簽證
緊急赴美洽商、就醫、或有其他人道需求，美國各地的大使館和領事館意接受優先預約面談的申請 

★詳情請參考網址 http://www.ustraveldocs.com/tw_zh/tw-niv-visaapply.asp 

★若需由汎歐代為上網填寫傳統美國簽證 B1/B2 表格(需親自面談)，費用為 USD160+
代填手續費 NTD500,若需傳統美國 B1/B2 辦理需知,再請另行來電索取。 

 

STEP 1. 檢查是否符合免簽的資格? 

(一) 持有之台灣護照為 2008 年 12 月 29 日當日或以後核發之晶片護照，且具備國民身分證(戶籍)號碼。 

(二) 入境美國目的係為洽商或觀光(B簽證之旅遊目的)且停留不超過 90 日(真正可停留日期仍需依海關決定)。  

(三) 倘以飛機或船舶入境，須為核准之運輸業者(檢視核准之運輸業者名單)，並且有前往他國目的地之回程票。 

(四) 旅客具備足夠資金供在美期間支出。 

(五) 已透過旅行許可電子系統(ESTA)取得以免簽證計劃(VWP)入境之授權許可(至少在旅行前 72 小時送出旅

遊許可申請)。 

◎護照換新準備資料：(工作天 7天費用：NTD 1,500.-) 
□1.兩吋彩色照片 2張(背景為白底，自頭頂至下顎長度不得小於 3.2cm 及超過 
    3.6cm。請注意與簽證準備的不同) 
□2.身分證正本。 
□3.舊護照正本，新申請者不需附上。 
□4.男生第一次申請需附上退伍令正本。 
□5.首次申請普通護照自民國 100 年 7月 1 日起透過旅行社代辦者, 需經戶政 

 事務所辦理『確認人別』。辦理方式請參考各大戶政事務所。 

 

STEP 2. 申請美國旅遊許可電子系統(ESTA) 

★★若已持有有效 B1/B2 美國簽證者無須再申請 ESTA★★ 
美國旅遊授權電子系統(ESTA)網站:https://esta.cbp.dhs.gov/esta/application.html?execution=e1s1 

★授權效期:旅遊許可證(ESTA)授權為自核准日期起 2 年多次，或以護照效期到期日為準。 

★申請費用:受理費:4 美元及許可費 10 美元，合計 14 美元(若 ESTA 申請被拒絕，僅會收取受理費:4 美元)。 

旅行授權電子系統(ESTA)的所有付款必須使用信用卡來支付。目前僅接受以下信用卡：萬事達卡、VISA 卡、

美國運通卡及 Discover 卡(JCB、大來卡)。在收到所有付款資訊之前，將不會遞交申請進行處理。 

http://www.ustraveldocs.com/tw_zh/tw-niv-visaapply.asp
https://esta.cbp.dhs.gov/esta/application.html?execution=e1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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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免簽證計畫(VWP)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第 4 步 第 5 步 

     

第 1 步：填寫申請(有中文頁面但需英文填寫): 

https://esta.cbp.dhs.gov/esta/application.html?execution=e1s1 

請填寫所要求的所有資訊。將要求:提供護照上的資訊；填寫旅行安排及信用卡資訊；回答七個安全問題(有

無傳染病、特定罪行之逮捕與定罪、撤銷簽證或遭驅逐出境之記錄以及其他相關問題) 

第 2 步：送出申請 

請檢閱您的答案是否準確。若要更正，請選擇上一步按鈕返回申請表。 

第 3 步：記錄申請號碼 

送出申請後，系統將向您提供一個申請號碼。請記錄此申請號碼供自己留存。若要核查申請狀態或更新申

請，將要求提供申請號碼、護照號碼及出生日期。 

第 4 步：付款 

填寫信用卡資訊，以便支付與 2009 年旅遊促進法有關的費用。 

第 5 步：檢視申請狀態 

在大多數情況下，旅遊許可電子系統會立刻返回申請狀態。 若需更多時間來處理電子旅遊許可申請，通常

將在 72 小時內返回答覆。若收到的是「處理中」答覆，將提供如何核查申請狀態的資訊。 

電子旅遊許可申請可能有三種答覆，如下： 

1.許可已核准：旅遊許可已獲核准且可以根據免簽證計畫前往美國。系統顯示申請獲得核准的確認以及付款

收據通知，顯示從信用卡上扣去的金額。旅遊許可並不保證能夠進入美國；入境關口的美國

海關及邊境保護局官員將做出最終決定。 

2.旅行未獲許可：您未獲准根據免簽證計畫前往美國。可向美國國務院申請旅行簽證。請造訪美國國務院之

網站 www.travel.state.gov 以獲取有關申請簽證的更多資訊。此答覆並非拒絕進入美國。

此答覆僅禁止根據免簽證計畫前往美國。系統亦會顯示付款收據通知，顯示從信用卡上扣

去的金額，用以支付 ESTA申請手續費。 

3.許可處理中：旅遊許可正在審核中，因為無法就您的申請立即做出決定。此回覆並不表明有負面的調查結

果。通常將在 72 小時內做出決定。請返回此網站並選擇調取以前送出的一個人或更多人的

美國旅遊許可必須提供申請號碼、護照號碼和出生日期方可檢查。 

注意事項: 

※申請 ESTA授權許可的效期通常是二年或護照到期日，以二者較早發生者為準。 

※授權許可時間可能需要 72小時，建議儘早辦理。 

※隨行人員中的每位，無論年齡大小，在前往美國之前均須取得旅遊許可或簽證。 

※若換發新護照、更改姓名、改變國籍或之前回答 ESTA申請時所填寫之答案已不再正確，則必須重新申請

ESTA旅行許可證。 

※申請 ESTA被拒絕，請依現行程序申請美國簽證。 

服務團隊: 汎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機票&旅館部份  請聯絡  石夢麗(Lily) ext.268 或 謝湘寧(Vivian) ex.265  

E-mail: lily@airtrade.com.tw ; vivian@airtrade.com.tw 

簽證部份        請聯絡  許立蓁(Viki)  ex.267     E-mail: vikihsu@airtrade.com.tw 

洽詢專線:02-6618-7770；6618-2618 總機:02-27752640；2776-9690 

 

填寫申請 送出申請 記錄 

申請號碼 

信用卡 

付款 

檢視 

申請狀況 

https://esta.cbp.dhs.gov/esta/application.html?execution=e1s1
http://www.travel.state.gov/
mailto:lily@airtrade.com.tw
mailto:vivian@airtrade.com.tw
mailto:vikihsu@airtrad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