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中華民國105年12月12日觀業字第1050922838號函修正

立契約書人

（本契約審閱期間一日，民國 . 年 . 月 . 日由甲方攜回審閱） 

旅客（以下稱甲方）　

姓名：

電話：

居住所：

緊急聯絡人

姓名：

與旅客關係

電話：

旅行業（以下稱乙方）

公司名稱：

註冊編號：

負責人姓名

電話：

營業所：

甲乙雙方同意就本旅遊事項，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一條　（國內旅遊之定義）

本契約所謂國內旅遊，指在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其他自由地區之我國疆域範圍內之旅遊。

第 二 條　(適用之範圍及順序)

甲乙雙方關於本旅遊之權利義務，依本契約條款之約定定之；本契約中未約定者，適用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

附件、廣告亦為本契約之一部。

第 三 條　（旅遊團名稱、旅遊行程及廣告責任）

本旅遊團名稱為：

一、旅遊地區（國家、城市或觀光地點） 如附件

二、 行程（啟程出發地點、回程之終止地點、日期、交通工具、住宿旅館、餐飲、遊覽、安排購物行程及其所附隨之服

務說明） 如行程記載所示

與本契約有關之附件、廣告、宣傳文件、行程表或說明會之說明內容均視為本契約內容之一部分。乙方應確保廣告內容

之真實，對甲方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第一項記載得以所刊登之廣告、宣傳文件、行程表或說明會之說明內容代之。

未記載第一項內容或記載之內容與刊登廣告、宣傳文件、行程表或說明會之說明記載不符者，以最有利於旅客之內容為

準。

第 四 條　(集合及出發時地)

甲方應於民國 109 年 7 時 0 分

準時集合出發。甲方未準時到約定地點集合致未能出發，亦未能中途加入旅遊者，視為甲方任意解除契約，乙方得依第十

二條之約定，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 五 條　（旅遊費用及其付款方式）

旅遊費用：

除雙方有特別約定者外，甲方應依下列約定繳付：

一、簽訂本契約時，甲方應以現金、轉帳、即期支票 (現金、信用卡、轉帳、支票等方式)繳付新臺幣 元。

二、其餘款項以現金、轉帳、即期支票 (現金、信用卡、轉帳、支票等方式)於出發前三日或說明會時繳清。

前項之特別約定，除經雙方同意並記載於本契約第三十二條，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增減旅遊費用。

第 六 條　(怠於給付旅遊費用之效力)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怠於給付旅遊費用者，乙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甲方給付，甲方逾期不為給付者，乙方得終止契

約。甲方應賠償之費用，依第十二條約定辦理；乙方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第 七 條　(旅客協力義務)

旅遊需甲方之行為始能完成，而甲方不為其行為者，乙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甲方為之。甲方逾期不為其行為者，乙方

得終止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

旅遊開始後，乙方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時，甲方得請求乙方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由甲方附加年利率

0 ％利息償還乙方。

第 八 條　(旅遊費用所涵蓋之項目)

甲方依第五條約定繳納之旅遊費用，除雙方依第三十二條另有約定外，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 代辦證件之行政規費：乙方代理甲方辦理所須證件之規費。

二、 交通運輸費：旅程所需各種交通運輸之費用。

三、 餐飲費：旅程中所列應由乙方安排之餐飲費用。

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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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Ms

旅遊活動主辦人



四、 住宿費：旅程中所需之住宿旅館之費用，如甲方需要單人房，經乙方同意安排者，甲方應補繳所需差額。

五、 遊覽費用：旅程中所列之一切遊覽費用及入場門票費等。

六、 接送費：旅遊期間機場、港口、車站等與旅館間之一切接送費用。 

七、 行李費：團體行李往返機場、港口、車站等與旅館間之一切接送費用及團體行李接送人員之小費，行李數量之

重量依航空公司規定辦理。

八、 稅捐：機場服務稅捐及團體餐宿稅捐等。

九、 服務費：隨團服務人員之報酬及其他乙方為甲方安排服務人員之報酬。

十、 保險費：責任保險及履約保證保險。

前項第二款交通運輸費及第五款遊覽費用，其費用於契約簽訂後經政府機關或經營管理業者公布調高或調低時，應由甲

方補足，或由乙方退還。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年長者門票減免、兒童住宿不佔床及各項優惠等，詳如附件（報價單）。如契約相關文件均未

記載者，甲方得請求如實退還差額。

第 九 條　(旅遊費用所未涵蓋項目)

除雙方依第三十二條另有約定外，第五條之旅遊費用，不包括下列項目：

一、 非本旅遊契約所列行程之一切費用。

二、 甲方個人費用：如自費行程費用、行李超重費、飲料及酒類、洗衣、電話、網際網路使用費、私人交通費、行

程外陪同購物之報酬、自由活動費、個人傷病醫療費、宜自行給與提供個人服務者（如旅館客房服務人員）之

小費或尋回遺失物費用及報酬。

三、 未列入旅程之機票及其他有關費用。

四、 建議給予司機或隨團服務人員之小費。

五、 保險費：甲方自行投保旅行平安險之費用。

六、 其他由乙方代辦代收之費用。

前項第二款、第四款建議給予之小費，乙方應於出發前，說明各觀光地區小費收取狀況及約略金額。

第 十 條　(組團旅遊最低人數)

本旅遊團須有 30 以上簽約參加始組成。如未達前定人數,乙方應於預訂出發之 7 日前（至少七日，如未記載時

，視為七日）通知甲方解除契約，怠於通知致甲方受損害者，乙方應賠償甲方損害。

前項組團人數如未記載者，視為無最低組團人數；其保證出團者，亦同。

乙方依第一項規定解除契約後，得依下列方式之一，返還或移作依第二款成立之新旅遊契約之旅遊費用：

一、 退還甲方已交付之全部費用。但乙方已代繳之行政規費得予扣除。

二、 徵得甲方同意，訂定另一旅遊契約，將依第一項解除契約應返還甲方之全部費用，移作該另訂之旅遊契約之費

用全部或一部。如有超出之賸餘費用，應退還甲方。

第十一條（因可歸責於旅行業之事由致無法成行）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旅遊活動無法成行者，乙方於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甲方且說明其事由，並退

還甲方已繳之旅遊費用。前項情形，乙方怠於通知者，應賠償甲方依旅遊費用之全部計算之違約金。

 乙方已為第一項通知者，則按通知到達甲方時，距出發日期時間之長短，依下列規定計算其應賠償甲方之違約金：

一、 通知於出發日前第四十一日以前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

二、 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三、 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四、 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五、 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 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甲方如能證明其所損害超過前項各款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第十二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解除契約。但應於乙方提供收據後，繳交行政規費，並依列基準賠償：

一、 旅遊開始前第四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

二、 旅遊開始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三、 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四、 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五、 旅遊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 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乙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之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第十三條（出發前有法定原因解除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無法履行時，任何一方得解除契約，且不負損害賠

償責任。

前項情形，乙方應提出已代繳之行政規費或履行本契約已支付之全部必要費用之單據，經核實後予以扣除，並將餘款退

還甲方。

任何一方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他方並說明其事由；其怠於通知致他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為維護本契約旅遊團體之安全與利益，乙方依第一項為解除契約後，應為有利於旅遊團體之必要措置。



第十四條（出發前有客觀風險事由解除契約）

出發前，本旅遊團所前往旅遊地區之一，有事實足認危害旅客生命、身體、健康、財產安全之虞者，準用前條之規定，

得解除契約。但解除之一方，應按旅遊費用百分之 5 補償他方（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第十五條（證照之保管及返還）

乙方代理甲方處理旅遊所需之手續，應妥慎保管甲方之各項證件；如有遺失或毀損，應即主動補辦。如致甲方受損害

時，應賠償甲方之損害。

前項證件，乙方及其受僱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之；甲方得隨時取回，乙方及其受僱人不得拒絕。

第十六條（旅客之變更權）

甲方於旅遊開始 7 日前，因故不能參加旅遊者，得變更由第三人參加旅遊。乙方非有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

前項情形，如因而增加費用，乙方得請求該變更後之第三人給付；如減少費用，甲方不得請求返還。甲方並應於接到乙

方通知後  2  日內協同該第三人到乙方營業處所辦理契約承擔手續。

承受本契約之第三人，與甲乙雙方辦理承擔手續完畢起，承繼甲方基於本契約一切權利義務。

第十七條（旅行業務之轉讓）

乙方於出發前如將本契約變更轉讓予其他旅行業者，應經甲方書面同意。甲方如不同意者，得解除契約，乙方應即時將

甲方已繳之全部旅遊費用退還；甲方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甲方於出發後始發覺或被告知本契約已轉讓其他旅行業，乙方應賠償甲方全部旅遊費用百分之五之違約金；甲方受有損

害者，並得請求賠償。受讓之旅行業或其履行輔助人，關於旅遊義務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甲方亦得請求讓與之旅

行業者負責。

第十八條（旅程內容之實現及例外）

旅程中之食宿、交通、旅程、觀光點及遊覽項目等，應依本契約所訂等級與內容辦理，甲方不得要求變更，但乙方同意

甲方之要求而變更者，不在此限，惟其所增加之費用應由甲方負擔。除非有本契約第十三條或第二十一條之情事，乙方

不得以任何名義或理由變更旅遊內容。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未達本契約所定旅程、交通、食宿或遊覽項目等事宜時，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各該差額二倍

之違約金。

乙方應提出前項差額計算之說明，如未提出差額計算之說明時，其違約金之計算至少為全部旅遊費用之百分之五。

甲方受有損害者，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九條（因可歸責於旅行業之事由致行程延誤）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行程時，乙方應即徵得甲方之書面同意，繼續安排未完成之旅遊活動或安排甲方返回。

乙方怠於安排時，甲方得搭乘相當等級之交通工具自行返回出發地，其所支付之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第一項延誤行程期間，甲方所支出之食宿或其他必要費用，應由乙方負擔。甲方並得請求依全部旅費除以全部旅遊日數

乘以延誤行程日數計算之違約金。延誤行程時數在五小時以上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算。

依第一項約定，安排甲方返回時，另應按實計算賠償甲方未完成旅程之費用及由出發地點到第一旅遊地與最後旅遊地返

回之交通費用。甲方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第二十條（旅行業棄置或留滯旅客）

乙方於旅遊途中，因故意棄置或留滯甲方時，除應負擔棄置或留滯期間甲方支出之食宿及其他必要費用，按實計算退還

甲方未完成旅程之費用，及由出發地至第一旅遊地與最後旅遊地返回之交通費用外，並應至少賠償依全部旅遊費用除以

全部旅遊日數乘以棄置或留滯日數後相同金額五倍之違約金。

乙方於旅遊途中，因重大過失有前項棄置或留滯甲方情事時，乙方除應依前項規定負擔相關費用外，並應至少賠償依前

項規定計算之三倍違約金。

乙方於旅遊途中，因過失有第一項棄置或留滯甲方情事時，乙方除應依前項規定負擔相關費用外，並應賠償依第一項規

定計算之一倍違約金。

前三項情形之棄置或留滯甲方之時間，在五小時以上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算；乙方並應儘速依預訂旅程安排旅遊活

動，或安排甲方返回。

甲方受有損害者，另得請求賠償。

第二十一條（旅遊途中因非可歸責於旅行業之事由致旅遊內容變更）

旅遊中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依預定之旅程、交通、食宿或遊覽項目等履行時，為維護旅遊團體

之安全及利益，乙方得變更旅程、遊覽項目或更換食宿、旅程；其因此所增加之費用，不得向甲方收取，所減少之費

用，應退還甲方。

甲方不同意前項變更旅程時，得終止契約，並得請求乙方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附加年利率0％利息償

還乙方。

第二十二條（責任歸屬與協辦）

 旅遊期間，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搭乘飛機、輪船、火車、捷運、纜車等大眾運輸工具所受之損害者，應由

各該提供服務之業者直接對甲方負責。但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協助甲方處理。

第二十三條（出發後旅客任意終止契約）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中途離隊退出旅遊活動時，不得要求乙方退還旅遊費用。但乙方因甲方退出旅遊活動後，應可

節省或無須支付之費用，應退還甲方。  

前項情形，乙方並應為甲方安排脫隊後返回出發地之住宿及交通，其費用由甲方負擔。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未能及時參加依本契約所排定之行程者，視為自願放棄其權利，不得向乙方要求退費或任何補

償。



第二十四條（旅客終止契約後之回程安排）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怠於配合乙方完成旅遊所需之行為致影響後續旅遊行程，而終止契約者，甲方得請求乙方墊付

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附加利息償還之，乙方不得拒絕。

前項情形，乙方因甲方退出旅遊活動後，應可節省或無須支出之費用，應退還甲方。

乙方因第一項事由所受之損害，得向甲方請求賠償。

第二十五條（旅行業之協助處理義務）

甲方在旅遊中發生身體或財產上之事故時，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必要之協助及處理。

前項之事故，係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其所生之費用，由甲方負擔。

第二十六條（旅行業應投保責任保險及履約保證保險）

乙方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投保責任保險及履約保證保險。責任保險投保金額：

一、 □依法令規定。

二、 □高於法令規定，金額為：

(一) 每一旅客意外死亡新臺幣 元。

(二) 每一旅客因意外事故所致體傷之醫療費用新臺幣 元。

(三) 國內旅遊善後處理費用新臺幣 元。

(四) 每一旅客證件遺失之損害賠償費用新臺幣 元。

乙方如未依前項規定投保者，於發生旅遊事故或不能履約之情形，乙方應以主管機關規定最低投保金額計算其應理賠金

額之三倍作為賠償金額。

乙方應於出團前，告知甲方有關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之保險公司名稱及其連絡方式，以備甲方查詢。

第二十七條（購物及瑕疵損害之處理方式）

乙方不得於旅遊途中，臨時安排甲方購物行程。但經甲方要求或同意者，不在此限。

乙方安排特定場所購物，所購物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瑕疵者，甲方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請求乙方協助其

處理。

第二十八條（誠信原則）

甲乙雙方應以誠信原則履行本契約。乙方依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委託他旅行業代為招攬時，不得以未直接收甲方繳

納費用，或以非直接招攬甲方參加本旅遊，或以本契約實際上非由乙方參與簽訂為抗辯。

第二十九條（消費爭議處理）

本契約履約過程中發生爭議時，乙方應即主動與甲方協商解決之。

乙方消費爭議處理申訴（客服）專線或電子信箱：04-3505-0366 。

乙方對甲方之消費爭議申訴，應於三個營業日內專人聯繫處理，並依據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自申訴之日起十五日內妥

適處理之。

雙方經協商後仍無法解決爭議時，甲方得向交通部觀光局、直轄市或各縣（市）消費者保護官、直轄市或各縣（市）消

費者爭議調解委員會、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或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提出調解（處）申請，乙方除

有正當理由外，不得拒絕出席調解（處）會。

第三十條（個人資料之保護）

乙方因履行本契約之需要，於代辦證件、安排交通工具、住宿、餐飲、遊覽及其所附隨服務之目的內，甲方同意乙方得

依法規規定蒐集、處理、傳輸及利用其個人資料。

甲方：

□ 不同意（甲方如不同意，乙方將無法提供本契約之旅遊服務）。

簽名：

□ 同意。

簽名：

（二者擇一勾選；未勾選者，視為不同意）

前項甲方之個人資料乙方負有保密義務，非經甲方書面同意或依法規規定，不得將其個人資料提供予第三人。

第一項旅客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旅遊終了時，乙方應主動或依甲方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甲方個人

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在此限。

乙方發現第一項甲方個人資料遭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時，應即向主管機關通報，並立即查明發生原因及責任

歸屬，且依實際狀況採取必要措施。

前項情形，乙方應以書面、簡訊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甲方，使其可得知悉各該事實及乙方已採取之處理措施、客服電話

窗口等資訊。

第三十一條（合意管轄法院之約定）

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關之爭議，以中華民國之法律為準據法。

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

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之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依保單}

(甲方簽約視為簽名同意)

{依保單}

{依保單}

{依保單}

V

V

V



第三十二條（其他協議事項）

甲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各項：

一、甲方□同意 □不同意　乙方將其姓名提供給其他同團旅客。

二、甲方告知所有團員已簽約、合約內容，若甲方團員取消、延期等因素而衍生之額外費用由甲方完全支付。

三、本團按觀光局規定已投保旅遊責任險每人新台幣貳佰萬元{含醫療險新台幣拾萬元，醫療險給付需提供旅遊

當日就醫證明正本以及所有就醫收據正本，採實支實付}。本旅遊責任保險給付只針對旅遊意外之有

『醫療收據正本』之醫療行為，無法提供額外精神賠償、無因傷工作薪資損失補償、無看護費用…等。

為了您的保險權益，如有高額保險需求，請務必自行再另外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四、合約第八條{費用所涵蓋項目}與第九條{旅遊費用所未涵蓋項目}，以本旅遊行程附件標示為準。

五、合約生效日須於 電匯支付定金始為有效；逾期未付定則視同合約作廢，無須賠償他方。

六、乙方隨團人員會於旅遊活動中拍攝活動照片給予甲方紀念留存，並會於乙方公司留存旅遊活動照片。甲方

如不同意乙方拍攝、或使用通訊軟體或雲端傳輸給甲方、或不同意乙方運用於旅遊文宣露出。請務必書面

告知乙方拒絕拍攝與使用圖片{肖像權}，甲方不得因活動照片經乙方拍攝、傳輸、使用而對乙方或乙方人

員提起任何刑事或民事訴訟。照片{肖像權}如不願被拍攝、傳輸、使用亦可告知，乙方於被通知72小時內

刪除並無需負任何賠償責任。{如不希望被拍攝，請於領隊帶團時告知不可拍攝旅遊活動照片。}

七、合約未經雙方同意而自行增加或刪除文字說明均屬無效{更改處需簽名或蓋章}。

八、甲方簽名或蓋章後，使用傳真或圖檔給乙方仍視同有效力合約。

前項協議事項，如有變更本契約其他條款之規定，除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其約定無效，但有利於甲方者，不在此限。

訂約人：

甲方：

簽約單位{用印} 或 簽約代表人{簽名} :

簽約單位 或 簽約代表人住址：.

簽約單位統編 或 簽約人身分證字號 .

電話 或 傳真： .

旅遊籌辦連繫窗口： 先生/小姐

乙方：

註冊編號： ８３３７　　交觀甲５３２６

負責人： 陳怡君

住址： 40746台中市西屯區大信街６０號７樓之２

電話或電傳： ０４－３５０５－０３６６

簽約日期：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如未記載以交付訂金日為簽約日期）

簽約地點： （如未記載以甲方住所地為簽約地）

樂在其中旅行社 承辦： 李達晟

連絡行動： 0977-250666

Mr Ms

樂在其中旅行社有限公司

.

O/O 下午15:00前

V

公司章，或主辦簽名



為了您旅遊途中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

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駕駛員每日工時從車場出發時起算不得超過12小時{勞基法規定勞工上班8小時，每日加班不得超過4小時}，

車輛行駛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每行駛4小時並應休息0.5小時。但塞車及不可抗力因素不在此限。因遊覽車

皆已全面安裝GPS且介接監理站平台可動態監控，希望在《勞基法》工時制規定下，每日行程規劃和時間不

要超過12小時，避免超時工作遭勞動檢查，也希望規劃不合理的行程時可以多為司機著想，調整行程，避免

承擔違反《勞基法》處分風險。旅客委託承辦旅遊如因超時被稽核需由旅客負擔罰款，敬請明白。

　

●搭乘遊覽車，請全體旅客務必繫帶好安全帶，並請仔細聆聽帶團領隊指導的逃生門(窗)使用方法。

●遊覽車開動後，請旅客勿任意於車上走動、跑跳，務必照顧好年幼的小孩。

●遊覽車上配備卡拉ok、麥克風…等相關娛樂設備，請愛惜使用，維護下一位使用人的權益。

●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請勿亂丟棄垃圾，果皮紙屑請丟入垃圾桶內，維護旅遊共同環境整潔。

●搭乘飛機時，請隨時緊扣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並務必關閉行動電話等相關電子產品。

●搭乘飛機時，請勿攜帶爆裂物及相關航空法規禁止物品，否則因此觸法由旅客自行承擔責任。

●外出旅遊請勿攜帶大量現金，貴重物品請妥善保管，嚴防宵小有機可乘。

●貴重物品如：數位照相機、dv、隨身聽、身分證…等重要物品請自行妥善保管，勿轉交他人(或隨團領隊保

管)，如因而遺失或損壞，由旅客自行負責，不可歸責於其他團員或領隊。

●住宿飯店請先留意安全門逃生方向，檢查安全門開啟是否正常，維護自身生命財產安全。

●住宿飯店請隨時緊扣安全鎖，勿任意開門讓陌生人入房，並勿將衣物披在燈上或在床上抽煙，聽到警報器

響時，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離開飯店勿擅自帶離飯店設備：吹風機、水壺…等非消耗性物品，維護國人旅遊的品質。

●搭乘船隻，請檢查座位是否配備救生衣並務必穿著，船速較快或風浪大時，請扶緊坐穩，船上勿任意走動

，以免發生危險。

●游泳池、溫泉池未開放時間，請勿擅自入池；開放時間請結伴同行享受游泳、泡湯的樂趣。

●海(水)邊戲水，下水前要注意海象、天氣，浪大、海水漲、退潮，或有標示「危險海域」、「禁止游泳」

或岸邊插有禁止紅旗區域，絕不可下水。

●參加浮潛或水上活動時，請注意安全，未穿妥救生衣請勿下水，接受浮潛老師之講解，並於岸邊練習使用

呼吸面具方得下水，並請留意安全教練位置、勿單獨遊玩或超越安全警戒線。

●參與泛舟等水上活動請務必仔細聆聽教練安全指導(行前解說)，安全救生衣有其固定穿法，勿逞強、勿於

解說時與其他團員嘻鬧。

●參與刺激性旅遊活動(刺激性活動如：吉普車飆沙、泛舟、浮潛、滑雪雪盆、草地滑草盆、飛球滾球…等)

，請視本身體能狀況參加{身體不適者請勿參加}，孕婦或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等疾病者可退費於一旁

休息，請事先告知領隊，方便於照顧。

●使用滑水道或雪盆時，請遵守起點安全人員管制，以免撞到前方遊客，抵達終點後立即離開水道，以策安

全。

●從事冰(雪)上活動時，請配戴完整護具，接受教練或工作人員指示，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小心謹慎。

●團體旅遊勿單獨脫隊，離開前往其他地方請務必告知領隊，以免發生危險。

●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結伴同行以策安全。(請將領隊電話牢記)

●遵守領隊所宣佈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場…等所有注意事項及集合時間地點。

●用餐時請等待同桌人員到齊才開動，並保持良好的用餐禮儀，做一個快樂的旅行者。

●旅遊期間，夜間自由活動勿酗酒過量、聚眾賭博，注意自身體力提早就寢。

●領隊善盡旅遊服務責任，若有任何疑問請直接與領隊協調(或直接電聯與您旅遊服務的規劃師)，請尊重領

隊的服務工作，給予領隊適當的休息時間。

●做個禮貌的旅行者，常說請、謝謝、對不起，進駐飯店輕聲小語、上車問候辛勞的運將。

●出門在外，請相互扶持，玩的盡興，平安歸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