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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EVA AIR）
是由台湾航运界巨子张荣发所创办的航空公

司。与主要以台湾岛内及短程航线为主的立

荣航空（UNI AIR）同属长荣集团

（Evergreen Group）。

        长荣航空于2013年6月18日正式加入星空

联盟（Star Alliance），通过星空联盟会员公

司绵密的全球服务网，为旅客提供遍及全球

195国、将近1,400个航点，以及每天超过

21,900个航班的便捷服务。



2015年国际奖项：

AirlineRatings.com评估：

 1、全球十大最佳安全航空公司第三名

 2、全球十大最佳机舱服务航空公司

AERO International评选：

 全球十大最佳安全航空公司第三名

SKYTRAX颁发2015年：

 1、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2、最佳机舱清洁航空公司

美国旅游杂志《Premier Traveler》票选：

 亞洲最佳航空公司

美国专业旅游杂志《Global Traveler》评比：

 最佳机场工作人员╱地勤

长荣航空2015年殊荣





美加航線簡介



美加航線簡介
�美西
�     LAX:3班/天  21班/周                       
�     SFO:2班/天   14班/周
�     SEA:1班/天     7班/周
�     YVR:D13567   5班/周

�美东
�     JFK:1班/天           7班/周                       
�     YYZ:D12467       5班/周
�     HOU:D234567   6班/周

�与UA联营航线
     LAX→HOU                          SEA→HOU
     LAX→CHI (芝加哥)
     LAX→CLE (克利夫兰)



成都/重庆→美加  航班时刻
航班号航班号航班号航班号((((航段航段航段航段)))) 航班号（航段）航班号（航段）航班号（航段）航班号（航段）     班期班期班期班期     飞行时间飞行时间飞行时间飞行时间

BR766BR766BR766BR766（（（（CTU-TPECTU-TPECTU-TPECTU-TPE））））
1915-2230(D1/5)1915-2230(D1/5)1915-2230(D1/5)1915-2230(D1/5)

B7192B7192B7192B7192（（（（CKG-TPE)CKG-TPE)CKG-TPE)CKG-TPE)
1245-1600(D1/4)1245-1600(D1/4)1245-1600(D1/4)1245-1600(D1/4)

 BR12 (TPE-LAX BR12 (TPE-LAX BR12 (TPE-LAX BR12 (TPE-LAX）））） DAILYDAILYDAILYDAILY 1840-15251840-15251840-15251840-1525

BR02 (TPE-LAX)BR02 (TPE-LAX)BR02 (TPE-LAX)BR02 (TPE-LAX) DAILYDAILYDAILYDAILY 1920-16101920-16101920-16101920-1610

BR16 (TPE-BR16 (TPE-BR16 (TPE-BR16 (TPE-LAXLAXLAXLAX)))) DAILYDAILYDAILYDAILY 2355-20452355-20452355-20452355-2045

BR18 (TPE-SFO)BR18 (TPE-SFO)BR18 (TPE-SFO)BR18 (TPE-SFO) DAILYDAILYDAILYDAILY 1950-16001950-16001950-16001950-1600

BR28 (TPE-BR28 (TPE-BR28 (TPE-BR28 (TPE-SFOSFOSFOSFO)))) DAILYDAILYDAILYDAILY 2330-19402330-19402330-19402330-1940

BR26 (TPE-BR26 (TPE-BR26 (TPE-BR26 (TPE-SEASEASEASEA)))) DAILYDAILYDAILYDAILY 2340-19302340-19302340-19302340-1930

BR10 (TPE-BR10 (TPE-BR10 (TPE-BR10 (TPE-YVRYVRYVRYVR)))) D1.3.5.6.7D1.3.5.6.7D1.3.5.6.7D1.3.5.6.7 2355-19402355-19402355-19402355-1940

BR32 (TPE-JFK)BR32 (TPE-JFK)BR32 (TPE-JFK)BR32 (TPE-JFK) DAILYDAILYDAILYDAILY 1910-22051910-22051910-22051910-2205

BR36 (TPE-YYZ)BR36 (TPE-YYZ)BR36 (TPE-YYZ)BR36 (TPE-YYZ) D1.2.4.6.7D1.2.4.6.7D1.2.4.6.7D1.2.4.6.7 1940-21551940-21551940-21551940-2155

BR52 (TPE-IAH)BR52 (TPE-IAH)BR52 (TPE-IAH)BR52 (TPE-IAH) D2.3.4.5.607D2.3.4.5.607D2.3.4.5.607D2.3.4.5.607 2200-23002200-23002200-23002200-2300

红字表示可以急转航班



美加→重庆/成都  航班时刻
航班号（航段）航班号（航段）航班号（航段）航班号（航段）     班期班期班期班期     飞行时间飞行时间飞行时间飞行时间 航班号航班号航班号航班号((((航段航段航段航段))))

 BR01 (LAX-TPE BR01 (LAX-TPE BR01 (LAX-TPE BR01 (LAX-TPE）））） DAILYDAILYDAILYDAILY 0005-0520+10005-0520+10005-0520+10005-0520+1

BR765BR765BR765BR765（（（（TPE-CTUTPE-CTUTPE-CTUTPE-CTU））））
1430-1815(D1/5)1430-1815(D1/5)1430-1815(D1/5)1430-1815(D1/5)

B7193B7193B7193B7193（（（（TPE-CKGTPE-CKGTPE-CKGTPE-CKG））））
0815-1135(D1/40815-1135(D1/40815-1135(D1/40815-1135(D1/4））））

BR15 (LAX-TPE)BR15 (LAX-TPE)BR15 (LAX-TPE)BR15 (LAX-TPE) DAILYDAILYDAILYDAILY 0030-0545+10030-0545+10030-0545+10030-0545+1

BR11 (LAX-TPE)BR11 (LAX-TPE)BR11 (LAX-TPE)BR11 (LAX-TPE) DAILYDAILYDAILYDAILY 1655-2210+11655-2210+11655-2210+11655-2210+1

BR07 (SFO-TPE)BR07 (SFO-TPE)BR07 (SFO-TPE)BR07 (SFO-TPE) 357357357357 0045-0525+10045-0525+10045-0525+10045-0525+1

BR17 (SFO-TPE)BR17 (SFO-TPE)BR17 (SFO-TPE)BR17 (SFO-TPE) DAILYDAILYDAILYDAILY 0100-0535+10100-0535+10100-0535+10100-0535+1

BR27 (SFO-TPE)BR27 (SFO-TPE)BR27 (SFO-TPE)BR27 (SFO-TPE) 1357135713571357 1740-2210+11740-2210+11740-2210+11740-2210+1

BR25 (SEA-TPE)BR25 (SEA-TPE)BR25 (SEA-TPE)BR25 (SEA-TPE) DAILYDAILYDAILYDAILY 0130-0510+10130-0510+10130-0510+10130-0510+1

BR09 (YVR-TPE)BR09 (YVR-TPE)BR09 (YVR-TPE)BR09 (YVR-TPE) 12.4.6712.4.6712.4.6712.4.67 0200-0530+10200-0530+10200-0530+10200-0530+1

BR31 (JFK-TPE)BR31 (JFK-TPE)BR31 (JFK-TPE)BR31 (JFK-TPE) DAILYDAILYDAILYDAILY 0125-0515+10125-0515+10125-0515+10125-0515+1

BR35 (YYZ-TPE)BR35 (YYZ-TPE)BR35 (YYZ-TPE)BR35 (YYZ-TPE) 123.5.7123.5.7123.5.7123.5.7 0145-0500+10145-0500+10145-0500+10145-0500+1

BR52 (IAH-TPE)BR52 (IAH-TPE)BR52 (IAH-TPE)BR52 (IAH-TPE) 1.345671.345671.345671.34567 0110-0605+10110-0605+10110-0605+10110-0605+1

红字表示可以急转航班





美加航线 订位票务规则
�单程票

�台湾停留：去或回可免费停留1次；加停需加价CNY450

�换开/退票费：CNY450

�儿童票：成人票75%

�婴儿票：成人票10%

�里程累计：所有舱位均可累计 星盟会员卡
�重庆、昆明始发经台湾中转已经开通，可持护照及第三方重庆、昆明始发经台湾中转已经开通，可持护照及第三方重庆、昆明始发经台湾中转已经开通，可持护照及第三方重庆、昆明始发经台湾中转已经开通，可持护照及第三方
签证直接中转。成都暂无法接受护照中转。签证直接中转。成都暂无法接受护照中转。签证直接中转。成都暂无法接受护照中转。签证直接中转。成都暂无法接受护照中转。

商务舱商务舱商务舱商务舱 菁英舱菁英舱菁英舱菁英舱((((豪华经济舱豪华经济舱豪华经济舱豪华经济舱)))) 经济舱经济舱经济舱经济舱

J舱 65% K舱65% Y舱65%



�重庆-台北 往返 可使用航班：
�AVH/CKGLAX24MAR*BR
    B7 航班号：CKG(B7)-TPE(BR)-LAX
                          CKG(B7*)-TPE(BR)-LAX 
    CA 航班号：CKG(CA)-TPE(BR)-LAX 

�成都-台北 往返 可使用航班
�AVH/CTULAX21MAR/BR



美加航线 机型简介(777)
长程线提供WIFI (付费使用)



美加航线 机型简介(777&747)



美加航线 机型简介
�皇玺桂冠舱(商务舱)
        
                                                     菁英舱(豪华经济舱)

�经济舱



�180度全平躺，椅长约2米
�个人空间，隐密性高

优质客舱服务——皇玺桂冠舱



        RIMOWA过夜包                               睡衣

      
       
              精致餐食                               个人娱乐系统

优质客舱服务——皇玺桂冠舱



        舒适宽敞空间                        上网不受限

      
       
         机上专属服务                      空中美食

优质客舱服务——菁英舱



舒适快意的空间
从座椅形状、柔软度到双脚的伸展空间，我们都透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计
算，盼望在有限的机上空间中，设计出您最舒适快意的乘坐环境。

无国界的地道美味
来自美食王国台湾，并航线遍及全球的长荣航空，不管中餐、西餐一样
拿手。为旅客提供新鲜、健康的无国界美食，是我们的宗旨。在长荣经
济舱，我们会依季节时令变化丰富菜色，并准备两种主菜供您选择。

乐在其中的星空走廊
长荣777-300ER, A330-200/300及747-400全客机机队的机上娱乐星空走
廊，同时播放电影长片及电视短片，您可自由选择观赏。从热门电影、
时事新闻到旅游报导、飞航信息都有。还有音乐频道播放风格各异的乐
曲，包括排行金曲、民谣精选、古典旋律、爵士音乐等。此外，喜欢冒
险刺激的大小朋友们，还有Game可以自我挑战喔！

亲切、有礼的优质服务
在机上不论有任何需求或是设备操作上的问题，每位长荣航空的空服
员将以最热情、最诚挚的心为您服务。

优质客舱服务——经济舱





我们的A321有何不同？

崭新的飞机，清洁的机舱环境！崭新的飞机，清洁的机舱环境！崭新的飞机，清洁的机舱环境！崭新的飞机，清洁的机舱环境！



我们的A321有何不同？

对您的行李给予特别照顾！对您的行李给予特别照顾！对您的行李给予特别照顾！对您的行李给予特别照顾！



我们的A321有何不同？

更美味可口的餐食！更美味可口的餐食！更美味可口的餐食！更美味可口的餐食！



长荣航空A321-200商务舱

�舒适宽敞商务办公空间及110V电源插座

�10.6英吋个人触控屏幕

�Panasonic eFX影视随选系统(AVOD)，每月更新的影视音乐资源

�最新3D飞行信息显示系统

�提供Connecting Gate Information(CGI)

�可调整情境灯光系统(Mood Light)

优质客舱服务——商务舱



订位票务规则
�单程票

�换开费：CNY100
�退票费：CNY250(V舱CNY800)
�儿童票：成人票75%

�婴儿票：成人票10%

�提前40天开票，以V舱票价减价CNY200

商务舱商务舱商务舱商务舱 经济舱经济舱经济舱经济舱

C舱 65% Y舱65%





有奖问答

1.长荣航空美加航点有哪些？

LAX, SFO, SEA, YVR
IAH, YYZ, JFK



有奖问答

2.长荣航空777机型三个舱等名称

皇玺桂冠舱
菁英舱
经济舱



有奖问答

3.长荣航空美加航线换开/退票费
为？

CNY450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