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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China Airlines 

華航2019年開票期限
更新2019年PRC開票期限如下，有關已訂位未

開票之訂位記錄，開票期限若有任何變動將以 

Queue信箱通知，請務必隨時檢查Queue信箱系

統設定之開票期限（ADTK），以免因未及時開票

而造成不便。

▲

大陸直航航線開票期限
航線 出發日期 開票期限

 台灣出發

 04APR-09APR18

 05OCT-18OCT18

 -

 08FEB-19FEB19

 04APR-09APR19

 05OCT~17OCT19

 大陸出發

上海、無錫 29MAR-06APR18 ALL 機位取得後1天內

 27APR-30APR18

 15JUN-19JUN18

 -

 25JAN-09FEB19

 29MAR-06APR19

 26APR-30APR19

 04JUN-06JUN19

 25SEP-05OCT19

 27DEC-31DEC19 

 
非上述出發日期

 出發日91天前 機位取得後3天內

  出發日90天內 機位取得後1天內

 台灣出發 出發日91天前 機位取得後10天內

 04APR-09APR18

 05OCT-18OCT18

 -

 08FEB-19FEB19

 04APR-09APR19

 05OCT~17OCT19

 大陸出發

大陸其他城市 29MAR-06APR18 出發日90天內 機位取得後1天內

 27APR-30APR18

 15JUN-19JUN18

 -

 25JAN-09FEB19

 29MAR-06APR19

 26APR-30APR19

 04JUN-06JUN19

 25SEP-05OCT19

 27DEC-31DEC19 

 
非上述出發日期

 出發日31天前 機位取得後10天內

  出發日30天內 機位取得後1天內

北京、廣州、  出發日31天前 機位取得後3天內

深圳 

K cls (含)以下 

或 ALL 出發日30天內 機位取得後1天內

大陸其他城市

R cls (含)以下

▲

長程線開票期限
航線 出發日期 開票期限

  出發日91天以前 出發日前90天

 01JAN-09JAN19 出發日61~90天 機位取得後14天內

 16JUN-23AUG19 出發日22~60天 機位取得後3天內

台灣出發至  出發日0~21天 機位取得後1天內

北美  出發日31天以前 出發日前30天

 非上述出發日期 出發日15~30天 機位取得後3天內 

 (不含寒假及CNY期間) 出發日8~14天 機位取得後2天內

  出發日0~7天 機位取得後1天內

 
ALL 出發日61天前

 出發日60天或機位

   取得14天(取其嚴者)

  出發日91天以前 出發日前90天

 11FEB19 出發日61~90天 機位取得後14天內

 28JUN-31AUG19 出發日22~60天 機位取得後3天內

  出發日0~21天 機位取得後1天內

  出發日61天以前 出發日前60天
 非上述出發日期 出發日31~60天 機位取得後14天內

 (不含寒假及CNY期間) 出發日15~30天 機位取得後3天內

台灣出發至  出發日0~14天 機位取得後1天內

歐洲   出發日90天或

  出發日91天前 機位取得7天

   (取其嚴者)

   出發日60天或

 ALL 出發日61天前 機位取得14天

   (取其嚴者)

   出發日45天或

  出發日46天前 機位取得14天

   (取其嚴者)

  出發日91天以前 出發日前90天

 
01JUL-31JUL19

 出發日61~90天內 機位取得後14天內

  出發日22~60天內 機位取得後3天內

台灣出發至  出發日0~21天內 機位取得後1天內

紐澳地區  出發日91天以前 出發日前90天
 非上述出發日期 出發日46~90天 機位取得後14天內

 (不含寒假及CNY期間) 出發日8~45天 機位取得後3天內

  出發日0~7天 機位取得後1天內

台灣出發至  出發日14天前

紐澳地區 
01JAN-31DEC19

 (不含14天) 
機位取得後3天內

E/Q/H/N/X/L   出發日14天內 

CLS  (含14天) 
機位取得後1天內

台灣出發

至美/加   
訂位日+3天

E/Q/H CLASS ALL  
(並符合機票之規定)

歐洲

E/H/N CLASS 

台灣出發至
  出發日14天以前 

訂位日+3天

美/加/歐 ALL
 (含14天)

N/X/L CLASS
  出發日14天內 訂位日+1天

  (含14天) (並符合機票之規定) 

   ▲

東南亞開票期限 (含DEL/ROR/GUM)
航線 出發日期 回程日期 開票期限

台灣出發 27FEB19-28FEB19 03MAR19 取得機位後 落入90天， 

至 03APR19-05APR19  07APR19 14天或 機位取得2

東南亞 09OCT19-10OCT19 13OCT19 出發前90天 天內

航線 出發日期 開票期限

台灣出發至 26FEB19/01MAR19/ 
出發日91天以前 出發前90天

東南亞 06APR19 

 05JUN19~07JUN19 
出發日61~90天 機位取得7天內

 21JUN19~24AUG19  

 11SEP19~13SEP19 
出發日31~60天 機位取得3天內

 11OCT19

 PEN/RGN/PNH全時段 
出發日0~30天 機位取得1天內

 商務艙    

 
非上述出發日期

 出發日31天以前 出發日前30天

 
(不含寒假及CNY期間)

 出發日15~30天 機位取得3天內

  出發日14天內 機位取得1天內

台灣出發至  

東南亞 Q/N/X/L CLASS 
任何出發日期 機位取得3天內

 

Q/N/X/L CLASS   出發日14天內 機位取得後1天內 

▲

東北亞開票期限 
航線 出發日期 回程日期 開票期限

台灣出發 27FEB19-28FEB19 03MAR19 取得機位後 落入90天， 

至 03APR19-05APR19  07APR19 14天或 機位取得2

東北亞 09OCT19-10OCT19 13OCT19 出發前90天 天內

航線 出發日期 開票期限

 26FEB19/01MAR19 
出發日91天以前 出發前90天

 22MAR19~02APR19 

台灣出發至 06APR19 出發日61~90天 機位取得7天內

東北亞 05JUN19~07JUN19 
出發日31~60天 機位取得3天內 21JUN19~24AUG19 

 11SEP19~13SEP19  
出發日0~30天 機位取得1天內

 11OCT19

  出發日91天前 出發前90天  

台灣出發至 
 09NOV19-24NOV19

 出發日61~90天 出發前7天 

大阪  出發日31~60天 機位取得後3天內

  出發日0~30天 機位取得後1天內

台灣出發至 非上述出發日期
 出發日31天以前 出發日前30天

東北亞 (不含寒假及CNY期間)
 出發日8~30天 機位取得後3天內

  出發日7天內 機位取得後1天內

台灣出發至  任何出發日期 機位取得後7天內
東北亞  ALL 

出發日14天內 機位取得後1天內 R/Q CLASS  

台灣出發至

東北亞 ALL  
任何出發日期 機位取得後3天內

H/N/X/L CLASS  出發日14天內 機位取得後1天內 

▲

香港線開票期限
航線 出發日期 開票期限

 02FEB19~17FEB19 出發日91天以前 出發日前90天

 28FEB19~02MAR19 出發日61~90天 機位取得後7天內

 04APR19~06APR19 出發日31~60天 機位取得後5天內

 07JUN19~08JUN19 出發日15~30天 機位取得後3天內

 21JUN19~31AUG19 

台灣出發至 13SEP19~14SEP19

香港 01OCT19~12OCT19 
出發日14天內 機位取得後1天內

 24DEC19~O1JAN20 

 非上述出發日期 出發日8天以前 出發日前7天
 (不含寒假及CNY期間) 出發日7天內 機位取得後1天內

  出發日14天以前 機位取得後7天內
   

特殊票種依票價規定或取其嚴者

 ALL 出發日8-13天 機位取得後3天內
  

 

特殊票種依票價規定或取其嚴者

  出發日0-7天  機位取得後1天內
   特殊票種依票價規定或取其嚴者

*後續開票限制規定如有變更，將另發通告，提醒業者應隨時清理Q信箱訊息。

http://www.china-airlin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