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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者: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以下稱甲方) 

電  話:04-23275085 傳真:04-23273711   

電子信箱:tpee.tc@gmail.com 

投標者: (以下稱乙方)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109花蓮雙五星三日遊』國內旅遊-投標須知 
甲乙雙方同意就本旅遊事項，依下列約定辦理。 

第一條（國內旅遊之意義） 

本契約所謂國內旅遊，指在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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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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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旅遊團名稱、旅遊行程及廣告責任） 

    本旅遊團名稱為 109 花蓮雙五星三日遊          
一、 旅遊地區（國家、城市或觀光地點）：台北~花蓮等地區(詳如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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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詳報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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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2 日 08 時 50 分於 台北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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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費用如詳報價單) 

甲方應依下列約定繳付： 

一、簽訂本契約後，14 日內支付訂金 20%(詳第三十二條第四項第 11 點)。 

二、出發前 7 日，支付總團費 60%。 

三、尾款：活動結束後，甲方需於 15 日內召開檢討會，確認乙方依行程及合約內容提供服務 

    及有無違約情事後，於檢討會議後 15 日內壹次付清餘款(扣除罰款後)並退還履約保 

    證金(即期支票 NT$10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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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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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旅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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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5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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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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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形成自然單時，甲方需再增補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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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遊覽車須

有 1 名隨車領隊) 

十、 保險費：責任保險及履約保證保險。(已含 200 萬意外險+20 萬醫療險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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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已內含) 

五、 保險費：甲方自行投保旅行平安險之費用。(報價已含 200 萬意外險+20 萬醫療險費用，

80 歲以上依保險公司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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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35__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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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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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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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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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3 _補償他方 

（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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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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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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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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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5 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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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萬 元。 
(二) 每一旅客因意外事故所致體傷之醫療費用新臺幣 20 萬 元。 
(三) 國內旅遊善後處理費用新臺幣 0 元。 
(四) 每一旅客證件遺失之損害賠償費用新臺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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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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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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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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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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需另再為甲方辦理旅遊平安險(200 萬+20 萬醫療險) ，並於出發前三日內提出保險 
         保單。80 歲以上依保險公司規定辦理. 
    三、 遊覽車： 

        1.交通部份乙方提供車輛應為國內定期檢查合格且車況良好(3 年內)之 42 人座營業大客 

          車。乙方提供之車輛應依各國法令投保各項保險，且應對車輛做適當之保養。 

    2.每台車輛以 35 人乘坐(如甲方超出人數時，經甲方告知乙方同意後不在此限)。(附空調

設備、錄放影機及卡拉 OK 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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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乙方指派之駕駛員須持有各該國交通監理單位核發之營業大客車駕駛執照，未曾有重大 

     過失或違規紀錄，且品德優良、情緒穩定者。活動期間，不得有酗酒、公共場所吸煙或 

     其它不良之行為（須出具合格駕照）。 

        4.旅遊途中如遇車輛故障或其他事故，在壹小時內無法修復時，乙方應於貳小時內另行僱 

         用同等級且車況良好之營業大客車，繼續原排定行程。因而產生之損失或費用，由乙方 

         負責。 

        5.乙方調派大客車上應準備急救藥箱。 

        6.公路總局公路法規公定，加駕駛員駕駛每日 10 小時，含遊覽車自公司出發開始計算，

因此規定乙方有權拒絕甲方在原本設定接送點以外臨時增加的接送點。 

    四、 其他事項： 

        1.乙方應指定專人擔任隨團總領隊，與甲方總領隊協調旅遊行程之問題，負責全程安排食 

          宿、交通、旅遊及乙方各車駕駛員及領隊之協調管理工作。 

        2.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變更行程，或安排採購物品。公路或國道部份以不停靠私 

          人休息站為原則，如需安排私人休息站，需經甲方總領隊同意。 

        3.乙方服務人員不得於車上、飯店中播放色情錄音、錄影帶，及不得兜售物品。 

        4.甲方於活動開始前因故無法成行時，得解除本合約，乙方應無息退還甲方已預付之款項， 

         惟乙方已代繳之訂金或履行本合約已支付之合理必要費用，應由甲方付擔。甲方因不可 

         抗拒或不可歸責事由，致本合約之全部或部份無法履行時，甲方得解除合約之全部或部 

         份，不負違約損害賠償責任，乙方應無息退還甲方已預付之款項。惟乙方已代繳之規費 

         得依收據核實扣除。 

 5.旅遊途中因不可抗拒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依合約書之約定履行時，為維護 

   甲方權益，乙方應依實際需要，經甲方之同意變更行程、參觀項目、食宿地點，如因而 

   增加之費用，由乙方負擔；因而節省之費用，應核實退還甲方。 

        6.應提供團員每日每人礦泉水(知名品牌)至少二瓶(每瓶約 600ml)。 

        7.應提供團員旅遊手冊(含行程、景點、行李牌…等資料)。 
      8.如出發前遇天候或不可抗力災害延期出發，則可順延三個月。 

        9.用餐餐廳皆以桌為單位，如有桌次未坐滿 10 位(6~9 人)，甲方需以桌為單位計算餐 

         費支付乙方。如甲方有茹素者，乙方需協助安排。 

  10.甲方如取消房間數，取消之手續費須依飯店之規定辦理。 

       11.飯店團體之變更及取消規定： 

        第一晚:花蓮翰品酒店: 入住前三天取消，將收取每間住房全額住宿費；入住前 4-19 日將 

        收取每間住房 50%住宿費；入住前 20-45 天將收取每間住房 30%住宿費；入住前 4 天前可 

        以可退 1 至 2 間房間的空間。 

        第二晚: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A.31 天前取消團體訂房，訂金全數退還。 

          B.20~30 天內取消訂房，訂金退還 70%。 

          C.19~10 天內取消訂房，訂金退還 50%。 

          D.4~9 天內取消訂房，訂金退還 30%。 

          D.3 天內含住宿當日取消訂房，訂金恕不退還。 

          E.出發前 2 日(不含出發日)可退 1 至 2 間房間的空間. 

          F.如遇天災或人力不可抗力之因素而取消訂房，訂金將保留至少 3 個月內使用，恕不 

延期。 

      

五、罰則: 

  1.乙方與甲方簽訂合約後，無故解約時，甲方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NT$100,000)，並函請交 

     通部觀光局、旅行業品質保證協會依法處理。 

2.乙方提供之服務，未依合約之規定履行，致旅遊品質低落，經甲方通知仍未改善時，由 

    甲方召開檢討會議後，依下列方式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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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乙方未經甲方領隊之同意，任意變更行程、行車違反交通規則，罰款總承包價款百 

分之五。 

    (2)乙方違反(交通部份)之規定，罰款總承包價款百分之五。 

    (3)乙方違反(住宿部份)之規定，每一事件罰款新台幣壹萬元整。 

(4)乙方違反(膳食部份)各款之規定，每一事件罰款新台幣參萬元整。 

(5)乙方違反(保險部份)之規定，罰款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6)乙方違反(其他協議事項部份)第一、二、四款之規定，每一事件罰款新台幣貳萬元整。   

3.甲方召開檢討會時，應邀請乙方代表蒞會說明，以維護乙方權益。 

六、契約份數: 

        本契約正本一式 2 份，甲乙雙方各執 1 份。副本 3 份，由甲方收執 2 份，乙方收執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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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約定無效， 

但有利於甲方者，不在此限。 
 

訂約人 

    甲方：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理事長：黃 仁 章 

       住（居）所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69-10 號 11 樓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01005897 

   電  話：02-27788898     傳  真：02-27788900 

    乙方（公司名稱）： 

       註冊編號：  

       統一編號： 

       負責人：  

       住 址：  

   電  話：             傳  真： 

  

  乙方委託之旅行業副署：（本契約如係綜合或甲種旅行業自行組團而與旅客簽約者，下列各項免填） 

  公 司 名 稱： 

  註 冊 編 號： 

  負 責 人： 

  住   址： 

  電話或傳真： 

  

簽約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如未記載，以首次交付金額之日為簽約日期） 

 

簽約地點：                         （如未記載，以甲方住（居）所地為簽約地點） 



 

2020 雙五星~一望無際海景.花蓮三日遊 

花蓮，對於都市人來說總帶著陌生、美麗觀感的後山，追溯起它的發展歷史，早從新

石器時代起，此地就遺留下如富世遺址、掃叭石柱等人類生活蹤跡；航海技術發展後，

原住民陸續踏上這片淨土，早期阿美族在現今東昌村登陸，帶來他們特有的部落文化、

神靈信仰，揭開花蓮悠久歷史的序幕。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高鐵站集合→雪山隧道→蘇花改公路→台泥 DAKA→砂卡噹

步道→花蓮翰品飯店(晚餐自助晚餐~啤酒暢飲) 

建議高鐵車次(目前高鐵減班中.以高鐵公佈時段為主) 

802 車次: 

左營站 06:15-台南站 06:29-嘉義站 06:48-雲林站 07:00-彰化站 07:13-台中站 07:25-

苗栗站 07:45-新竹站 07:58-桃園站 08:10-板橋站 08:22-台北站 08:32 

0204 車次: 

左營站 06:55-台南站 07:07-台中站:07:48-板橋站 08:27-台北站 08:37 

08:50~        台北高鐵站集合出發 

09:00~10:20   國道風光~雪山隧道風光 

10:50~11:50   國道風光~蘇花改公路 

11:50~12:10   台泥 DAKA 

位於花蓮縣和平村的水泥專用區內，生態與循環經濟的理念也在 DAKA 裡多處呈現，有從歐洲引進，

會隨日照角度旋轉的東亞首座大型戶外太陽能發電暨裝置藝術—和平花( Smart Flower），發出來的

電力將供應園區內主題館與招牌的用電。 

園區內有雨水循環、台灣第一座音樂噴水池，還有世界唯一集合百種鳳梨科植物的保種園地「百鳳

園」，還有具有太魯閣文化的特色市集等，是一個結合生態、知識、文化、休憩的場域，也是台泥開

放生態循環工廠計畫中，優先開放給遊客歇腳與自由參觀的場域。 

12:30~13:30   享用美味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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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00    砂卡噹步道 

砂卡噹步道原名神秘谷步道，經過修整後更名，景致更美麗，是一條原住民風味濃 厚的步道。最初

是為了開發立霧溪的水力發電計劃而開鑿的一條道路，步道的 入口即沙卡礑溪與立霧溪會流處，沿

沙卡礑溪的河谷上行經三個重要據點：檢查哨 、攔沙壩及終點三間屋，繼續溯溪可至大同、大禮。

砂卡噹步道地形相當具有特色 ，溪水流經大理岩地區 

  

17:00~        花蓮翰品酒店 check in 

18:00~20:00   享用美味晚餐(飯店內自助晚餐) 
花蓮翰品酒店為東台灣首間以”GreenHotel”環保概念為主的國際級觀光飯店，由設計大師姚仁祿

團隊重新打造。花蓮翰品酒店十層建築坐落於花蓮市美崙山景點下，且居高望遠可欣賞花蓮不同的自

然景觀，東臨湛藍浩瀚的太平洋，西面層巒疊翠的中央山脈，南向秀麗的海岸山脈，北望蘇花山海崖

岸，酒店擁有 197 間的客房。 花蓮翰品酒店內設有三溫暖、戶外游泳池(5 月~10 月)、多功能健身

房、商務中心、兒童遊戲室)、便利屋和環保生態池等….，讓您即便在酒店中，同樣可以盡情放鬆！ 

‧戶外游泳池、餐廳、健身中心(07:00-22:30)/三溫暖、商務中心、會議室 

‧室內：健身房、棋藝室、兒童遊戲室、洗衣房、訂席及商務中心。 

‧室外：游泳池(5 月~10 月份的 06:30-22:00)、戶外停車場。 

‧另需付費使用項目：Ba Now 三溫暖，300 元/每人。 

‧擁有大小型會議廳，可容 50 至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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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晨喚→石梯坪→親不知子斷崖(豐濱天空步道) →大石鼻山步道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07:00~09:20   享用飯店營養自助早餐 

09:30~        花蓮翰品酒店 check out 

11:00~11:40   石梯坪 

石梯坪位於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以北約２公里處，為花東海岸風景點之一。因陸地上的岩石向海伸

入，形成大大小小的灣澳，其形如階梯一般，排排長短不一，故稱為「石梯坪」。隆起的珊瑚礁有些

呈塊狀附著在岩外上，有些呈崎嶇外形，獨具風味。也有植物在岩台上零星分佈，如林投樹、仙人掌、

馬鞍藤等，景觀豐富而有趣。石梯坪石處盡頭，迆灑接連秀姑巒溪口；左側盡頭，內凹成澳，稱為「石

梯灣」。現已闢為漁港，灣漣漪盪漾，風光旖旎。 

11:50~12:50    享用美味午餐 

   
13:40~14:10   親不知子斷崖(豐濱天空步道) 
花蓮台 11 線的海天一線，一直都是很多人難忘的美景，而豐濱的新磯隧道，在新豐隧道開通之後也

封閉了，成為一條很適合優漫步的步道，尤其是親不知子斷崖的天空步道更是精華。 

而崖邊下方有一個相傳為「海盜洞」的地方，斷崖的海蝕岩洞，據傳荷蘭人據臺時，為便於統治臺灣，

曾經派船隊在本島東部海面航行觀測地形，不巧遇到颱風，人船漂流至斷崖下登陸，全船人躲入岩洞

避難時，遇路過之原住民，認為係外番海盜，幾經派人接觸，始知為荷人遇難船隊，遂以禮款待，並

協助其修復船隻，讓其搭乘返航，故得名為「海盜洞」。 

14:20~15:40    大石鼻山步道 
大石鼻山步道位於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海濱遊憩區，是條總長約 910 公尺的登山步道，走完全程大約

需要 1 小時，步道大部分為枕木及石頭階梯，沿途可見野百合、七里香、刺蔥等豐富的植物及各種昆

蟲，走到最高點還可全覽整個磯崎海灣，是條適合親子同行的自然生態步道 

16:20~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check in 

17:30~19:00    享用美味晚餐(飯店內自助晚餐) 

飯店介紹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依山傍海、視野遼闊，聳立在壽豐鄉鹽寮村海拔 220 公尺海岸山脈的北端，十

餘公頃的維多利亞式造景設施，置身悅來、湛藍的太平洋將隨手可得、碧綠的花東縱谷盡收眼底，山

海交錯、秀麗天成。正所謂「近者悅，遠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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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晨喚→享受飯店設施→花蓮秘境~向陽山月牙灣(需換小車)→

清水斷崖→蘇花改公路→台北火車站 

07:00~09:00    享受飯店內早餐 

09:00~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check out 
09:20~12:50   花蓮秘境~向陽山月牙灣之旅 
四八高地：位於七星潭南方，花蓮港北方，舊名「米崙鼻」、「美崙鼻」(討海人稱為標尾)，正式名

稱為「奇萊鼻」，奇萊鼻岬角標高 48 公尺，故通稱為「四八高地」。這裡早期是軍事用地而禁止進

入，開放後規劃七星潭自行車道、環保公園。 

奇萊鼻燈塔：位於花蓮港北端的「奇萊鼻峽角」上，又名凸鼻仔燈塔，建於 1931 年(日治時期昭和 6

年)，是一座塔高 13.4 公尺、塔身雪白的五角形混凝土燈塔(原為方形燈塔，二次大戰被美軍炸毀，

1963 年重建)，不僅為航行於花蓮七星潭海域的大小船隻指引方向，也是全台唯一設有土地公廟的燈

塔 

這條「砂婆礑溪」是美崙溪的的源頭之一，也是花蓮市的水源地。位於花蓮縣秀林鄉，發源於七腳川

山，源頭標高 2014 公尺，流經沙婆礑山南後出谷，為花蓮市自來水廠水源地。砂婆礑溪上游欄砂壩

形成的深潭是當地人喜歡從高處一躍而下的跳水天堂，娑婆礑溪不論是沖 SPA、學泰山攀岩走壁或跳

水等皆宜，是花蓮人私房的戲水天堂。。 

向陽茶莊陽山茶舖坐落於花蓮縣中央山脈吉安大山之半山腰，面對正東方 的太平洋，因為能夠吸取

每天太陽升起的第一道曙光，而 被命名為：Sun-Shine Mountain。 

整棟建築物為歐式現代化建築，宜蘭洗石子牆面、一二樓大型的落地窗設計，更增添藝術美感。一樓

約有三十人的座位，二樓室內約有三十五人座位，室內均為禁煙區，不管在 一樓或二樓，均可遠眺

花蓮市美景。 

另擁有可容納近百人的 250 坪大型觀景廣場 ，以及約 30 部車的大型停車場，是花蓮市郊一處交通

便利，賞景的最佳去處。 

13:00~14:00    享用美味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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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清水斷崖 
清水斷崖位於清水山東側，自蘇花公路和平至崇德之間，綿延 21 公里 。其中清水山東南大斷崖尤

其險峻，絕壁臨海面長達 5 公里，非常壯觀。當行車在山壁斷崖與無垠汪海之間，好像騰雲凌空，上

有巨壁千仞，下是汪洋萬頃，真是驚險無比，也感受前人拓荒築路的艱辛，眼前所見正是一篇山海與

人的壯麗詩篇。在這裡還可以欣賞太平洋海天一色，山海對峙，以及海岸呈現多層次的藍色驚艷。 

15:30~16:30   國道風光~蘇花改公路 

17:00~18:30   國道風光~雪山隧道風光 

19:00~          台北火車站《滿滿回憶回到溫暖的家》 

建議高鐵車次 

0157 車次: 

台北站 19:31-板橋站 19:39-台中站 20:20-左營站 21:05 

681 車次: 

台北站 19:46-板橋站 19:55-桃園站 20:10-新竹站 20:22-台中站 20:48-嘉義站 21:14-台南

站 21:33-左營站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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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單位 數量 單價 小計 說              明

1. 交 通 台/3天 1
遊覽車限3年內四排椅，每車以35人估算.

二人房 間 1

三人房 間 1

四人房 間 1

單人房 間 1

豪華海景二人房 間 1

悅來三人房(山側二中床) 間 1

家庭四人房(海景)(一中2小床 間 1

單人房 間 1

桌 1 440 440 素食另計.以整桌計費.(含2瓶果汁)，請附菜單.

個 1 0 0 飯店內自助晚餐小朋友未佔床6歲~11歲       元/人

飯店內 1 0 0 飯店內自助餐

桌 1 440 440 素食另計.以整桌計費.(含2瓶果汁)，請附菜單.

飯店內 1 0 0 飯店內自助晚餐

飯店內 1 0 0 飯店內自助餐.

桌 1 440 440 素食另計.以整桌計費.(含2瓶果汁)，請附菜單.

個 1 0 0 便當.請附照片

位 1 40 40 以實際人數實報實銷(6歲以上需收費用)

位 1 以實際人數實報實銷.

人 1 200萬責任險及履約保險+20萬醫療險

人 1 200萬旅遊平安險+20萬醫療險

人 1 100萬旅遊平安險+10萬醫療險

車 1 依實際車數計價

車 1 依實際車數計價

人 1 200 200 內容須經公會同意

人 1 請註明內容:每桌飲料2瓶.識別證.行李牌.手冊.

說              明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109年度國內旅遊』報價單        附件一

旅遊名稱：「花蓮雙五星三日遊」   本會連絡電話:04-23275085  傳真:04-23273711  E-mail:tpee.tc@gmail.com

日    期：109年10月22~24日(四五六)         連絡地址:403台中市西區華美街408號4樓

遊覽車（含過路費.停車費及食宿）

(一)房間小計

*一泊一食

*免開瓶費

*Ba Now三溫暖      元/人

*小孩及幼兒費用.請另註明

小孩及幼兒不佔床早餐之費用        元/人

*一泊二食

*免開瓶費

*小孩及幼兒費用.請另註明

小孩及幼兒不佔床早餐之費用???

住 宿

第1天中餐

第1天晚餐(飯店內自助晚餐)

第2天早餐

第2天中餐

第2天晚餐

第3天早餐

第3天中餐

第3天晚餐

親不知子斷崖

向陽山小車

責任險及履約保險

四人房一人費用

旅遊平安險

旅遊平安險(80歲~89歲)

司機差旅小費

領隊差旅小費

伴手禮

行政服務費

花蓮翰品酒店

花蓮遠雄悅來

大飯店

注意事項:1.投標日期:即日至起109年6月19日(五)下午三點整截止，並於6月23日(二)下午出席評選會議說明.

         2.以上報價價格均須含稅.

         3.以上報價條件均須包含本會提供之投標須知所示之內容(詳如附件).

         4.以上合菜白飯均需無限供應.

         5.報價者:                        電話:            傳真:                 (簽章)

本團參考行程:

第一天:台北火車站集合→雪山隧道→蘇花改公

路→台泥DAKA→砂卡噹步道→花蓮翰品飯店(晚

餐自助晚餐~啤酒暢飲)

第二天:晨喚→石梯坪→親不知子斷崖(豐濱天

空步道) →大石鼻山步道→花蓮遠雄悅來大飯

店

第三天:晨喚→享受飯店設施→花蓮秘境~向陽

山月牙灣(需換小車)→清水斷崖→蘇花改公路

→台北火車站

報價

膳 食

門  票

二人房一人費用

三人房一人費用

2.

3.

4

5. 保險費

雜費6.

  單人費用

房  型 每人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