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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旅行安心 GO！購！夠！』旅行購物保障標章 

 

壹壹壹壹、、、、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第第第 01條條條條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貫徹本會章程第六條『促進旅行業提高旅

遊品質、協助及保障旅遊消費者權益』之任務，暨協助購物店業者強化商品服務品質，特訂

定『台灣旅行安心 GO！購！夠！』旅行購物保障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第第第 02條條條條 

本規定依商品內容將購物店分類如下： 

A、珠寶玉石類。 

B、精品百貨類。 

C、鐘錶 3C銀樓（金銀飾品）類。 

D、木雕陶瓷藝品類 

E、食品農特產類。 

F、其他類。 

G、免稅店類。 

本會對前項購物店類別，保有最終審議權。 

第第第第 03條條條條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業處所（包含農會等社團法人），且有意願與旅行社業務往來之購物

店，認同本會台灣旅行安心 GO！購！夠！旅行購物保障之宗旨及目的，且營業內容符合本

規定第二條內容者，均可向本會提出申請。 

第第第第 04條條條條 

本規定所稱旅遊消費者係指經由國內旅行社接待或辦理旅行相關事務之旅遊消費者為限，包

含來台觀光及國內旅遊的旅遊消費者。 

第第第第 05條條條條  

為提供國內外旅遊消費者購物參考，協助購物店宣導行銷，暨提供國內外各旅遊相關機構購

物資訊，本會印製『台灣─旅行品保購物指南』，登錄取得旅行購物保障資格之購物店資料，



提供國內外旅遊相關業者及旅遊消費者參考。 

第第第第 06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將登錄於本會『旅行購物保障』網站專區，提供國內外旅遊消費者、旅

行社、及各旅遊相關機構參考。 

 

貳貳貳貳、、、、組織及職掌組織及職掌組織及職掌組織及職掌 

 

第第第第 07條條條條 

為執行本旅行購物保障制度，設置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擬訂旅行購物保障作業規定草案及修正事項。 

二、研議旅行購物保障相關規範。 

三、審議購物店資格。 

四、監督旅行購物保障各小組工作之執行。 

五、研議其他旅行購物保障相關事務。 

第第第第 08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設有文件審查小組、評核執行小組、糾紛處理小組、管理考核小組

等處理相關事宜，並得視實際需要增設其他小組。 

第第第第 09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及委員若干人。由本會理事長擔任主

任委員，交通部觀光局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得邀請民間公正機關或團體、產業界專

家、各購物店產業公協會團體等推派代表擔任。 

前項副主任委員及委員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 

第第第第 10條條條條 

文件審查小組及評核執行小組、糾紛處理小組、管理考核小組，各組置組長一人，並依實際

需要聘任評審員或委員若干人。 

前項評審員或委員得邀請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民間公正機關或團體、產業界專家、各產

業公協會團體等推派代表擔任。 

前項組長、評審員、委員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 

第第第第 11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定副

主任委員代理之。 

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開會之決議，以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參參參參、、、、申請程序及費用申請程序及費用申請程序及費用申請程序及費用 

 

第第第第 12條條條條 

購物店申請旅行購物保障資格之核定時，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一份。（可至本會網站（http://www.travel.org.tw，下載相關申請書）。 

二、負責人身分證影本一份。 

三、營業處所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或設籍課稅或合法立案證書影本一份（如無營利事業登記證

或設籍課稅或合法立案證書者，請檢附相關團體出具之經營證明文件或推薦函影本一份）。 

四、商店主要商品簡介一份。 

第第第第 13條條條條 

購物店申請旅行購物保障資格之核定時，須繳交下列費用： 



一、評核費：提出申請時，每一營業處所新台幣六仟元。 

二、購物保障金：通過旅行購物保障資格核可時，應繳交下列購物保障金： 

01、珠寶玉石類、精品百貨類、免稅店類每一營業處所新台幣五十萬元。 

02、鐘錶 3C銀樓（金銀飾品）類、木雕陶瓷藝品類每一營業處所新台幣十萬元。 

03、食品農特產類、其他類每一營業處所新台幣五萬元。 

三、常年費：通過旅行購物保障之核可時，每一營業處所須繳交新台幣三仟元。 

第第第第 14條條條條 

常年費每一營業處所新台幣三仟元，採曆年制，購物店於申請旅行購物保障資格核可時，雖

不滿一年者，仍以一年計算。 

前項常年費應於當年一月底前繳納，但新申請之購物店於旅行購物保障資格核可時繳納。 

第第第第 15條條條條 

為促使購物店繳納常年費，本會應於每年一月十日前，將常年費繳納通知寄交旅行購物保障

業者。 

對於欠繳常年費者，應定七日期限催告其繳納，逾期不繳納者，依本規定第四十五條處理。 

 

肆肆肆肆、、、、資格核定程序資格核定程序資格核定程序資格核定程序 

 

第第第第 16條條條條 

本會受理購物店申請時，將受理文件提請文件審查小組審查，文件審查須補正者，應以書面

通知業者於一星期內補正，俟補正後再審查，逾期未補正者，駁回申請。 

前項文件審查通過者，由文件審查小組報請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指示評核執行小組辦理

現場評核。但已取得經濟部商業司優良服務認證 GSP的購物店，得免除現場評核。 

第一項文件審查未通過或逾期未補正，駁回申請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請的購物店業者。 

第第第第 17條條條條 

辦理現場評核時，應由評核執行小組組長依實際需要派遣評審員二人以上（含二人）進行現

場評核。 

評核執行小組辦理現場評核時，應事先與受評核之業者約定時間，並事先以書面將現場評核

程序及內容通知受評核之業者。 

第第第第 18條條條條 

辦理現場評核時，由購物店業者進行商店概況簡報。 

評審員於進行評核時，得對購物店環境及安全設施、現場作業情況、及工作人員等進行概括

性了解，以做為評核參考。 

第第第第 19條條條條 

現場評核作業結束後，由評審員於現場評核記錄表上做成評核結果，送交旅行購物保障執行

委員會審議，提報本會理事會議決。 

前項評核結果，須請購物店提出說明或改善者，應以書面通知購物店業者於一星期內提出書

面說明或改善情形，再由評審員做成評核結果，送交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審議，逾期未

提出者，駁回申請。 

第第第第 20條條條條 

本會對旅行購物保障資格核定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之購物店。 

通過旅行購物保障資格核可之購物店，應依本規定第十三條規定於接到通知日起算一星期內

繳交購物保障金及常年費，逾期未繳納者，駁回申請。 

第第第第 21條條條條 

經評核結果未通過者，得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申請複評一次。 

複評仍不符合者，駁回申請案，且於通知到達後六個月內不得重新申請。 



第第第第 22條條條條 

購物店申請旅行購物保障資格之核定，經駁回者，其已繳交之評核費用不予退還。 

第第第第 23條條條條 

購物店之申請應經過文件審查、現場評核、資格核定、簽約、授證、登錄等階段，並依規定

繳納各項費用始完成手續，取得旅行購物保障證書及旅行購物保障標章使用權。 

第第第第 24條條條條 

購物店經核定資格並完成繳費程序者，由本會頒發旅行購物保障證書。 

前項購物店將於本會印製之『台灣─旅行品保購物指南』及網站上登錄。 

第第第第 25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之委員、評審員等相關人員，對購物店業者所檢送之文件資料內容，

應予保密，如洩漏資料內容，除負擔法律責任外，本會並予解聘。 

 

伍伍伍伍、、、、購物保障金的管理及運用購物保障金的管理及運用購物保障金的管理及運用購物保障金的管理及運用 

 

第第第第 26條條條條 

購物保障金應存於政府合法認可之金融機構，購物保障金之孳息，充為本會辦理旅行購物保

障所需之行政經費。 

第第第第 27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得以書面聲明放棄旅行購物保障資格。 

第第第第 28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經依本規定第四十五條撤銷旅行購物保障資格或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聲明

放棄旅行購物保障資格時，已繳納之各項費用，除購物保障金依本規定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處

理外，其餘概不退還。 

第第第第 29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經依本規定第四十五條撤銷旅行購物保障資格或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聲明

放棄旅行購物保障資格，本會應於報紙及網站上公告，對該旅行購物保障業者有購物糾紛之

旅遊消費者，限於公告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會提出申訴協調，逾期不予受理。 

本會對前項旅行購物保障業者，其繳納之購物保障金，應俟對旅遊消費者糾紛申訴案件處理

完畢後，有剩餘之購物保障金者，自本會刊登公告日起第四十五日後無息退還該剩餘之購物

保障金。 

 

陸陸陸陸、、、、購物糾紛之處理購物糾紛之處理購物糾紛之處理購物糾紛之處理 

 

第第第第 30條條條條 

旅遊消費者與旅行購物保障業者發生消費爭議時，業者應儘速妥善處理，其所購物品有瑕疵

者，業者應提供退、換貨服務。但來台之國外人士或大陸人士於離境前提出時，業者應儘量

於離境前處理完畢。 

第第第第 31條條條條 

旅遊消費者與旅行購物保障業者發生消費爭議時，得請求購物店業者依本規定第三十條處

理，或逕向本會提出申訴。 

前項消費爭議，旅遊消費者應自受領所購物品後三十日內向旅行購物保障業者或本會提出，

逾期不予受理。 

第第第第 32條條條條 

旅遊消費者與旅行購物保障業者發生消費爭議時，得檢附下列文件，並以書面為之且記載下



列各款事項向本會提出申訴： 

一、申請人姓名、身份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住居所、聯絡電話。 

二、相關承辦旅行業之資料。 

三、購物商店名稱、商品付款資料。 

四、糾紛發生經過、內容。 

五、請求處理之方式或賠償金額。 

第第第第 33條條條條 

糾紛處理小組受理旅遊消費者購物糾紛申訴後，應進行了解，必要時通知雙方到會調處。 

糾紛處理小組對於購物糾紛申訴案件，經調處或依查得之事證，應由購物店業者賠償或退款

者，由購物店於十日內履行，逾期未履行者，由本會就旅行購物保障資格之業者所繳交之購

物保障金範圍內對旅遊消費者代償。 

前項代償，授權理事長核准後十日內支付之。 

第第第第 34條條條條 

本會依本規定對旅遊消費者代償，僅以旅遊消費者與旅行購物保障業者間因購物所生糾紛為

限，其他爭議不在本規定代償範圍。 

第第第第 35條條條條 

購物糾紛申訴案件，需請專家鑑定時，如鑑定結果係購物店業者有責任時，鑑定費用由購物

店業者負擔。 

前項鑑定費用業者應自收到通知日起算七日內給付，逾期未給付時，由購物保障金項下扣抵，

再通知業者於收到通知日起算七日內補足本規定第十三條之購物保障金。 

第第第第 36條條條條 

本會對旅行購物保障業者的最高代償金額如下： 

一、珠寶玉石類、精品百貨類、免稅店類每一營業處所新台幣五十萬元。 

二、鐘錶 3C銀樓（金銀飾品）類、木雕陶瓷藝品類每一營業處所新台幣十萬元。 

三、食品農特產類、其他類每一營業處所新台幣五萬元。 

第第第第 37條條條條 

本會依本規定第三十三條代償或第三十五條由購物保障金扣抵鑑定費用時，將通知購物店業

者自通知到達日起七日內繳還。逾期未繳還時，提報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討論後提報本

會理事會撤銷旅行購物保障資格。 

第第第第 38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不得假藉已支付旅行社購物佣金為由，拒絕處理旅遊消費者之糾紛申訴。 

第第第第 39條條條條 

為保障旅遊消費者購物權益，旅行購物保障業者對所販賣商品品質應建立消費者申訴服務處

理機制。 

 

柒柒柒柒、、、、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考核考核考核考核 

 

第第第第 40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販售商品不得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以詐欺脅迫或違反誠信原則等不

正當方法販售商品。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如有前項情事，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提報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

會討論後提報理事會撤銷旅行購物保障資格。 

第第第第 41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應遵守雙方所簽定『台灣旅行安心 GO！購！夠！』旅行購物保障合約

書，如有違反者，提報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處理，情節重大者，提請本會理事會撤銷旅



行購物保障資格並予公告。 

第第第第 42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應接受管理考核小組定期或不定期考核。 

第第第第 43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有下列事由之一者，應向本會聲請登記備查： 

一、名稱、負責人或代理人變更。 

二、登錄商品類別變更。 

三、遷移營業處所。 

四、停工或停業一個月以上。 

旅行購物保障登錄類別、營業處所地址申請變更時，必要時評核執行小組得進行現場評核。 

第第第第 44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停工或停業期間不得超過一年。 

前項停工或停業之購物店業者復工或復業時，應通知本會，必要時評核執行小組得派員進行

現場評核。 

第第第第 45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討論後提報理事會撤銷

旅行購物保障資格： 

一、以詐欺方法或偽造文件等違法行為取得旅行購物保障資格者。 

二、販售商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以詐欺脅迫或違反誠信原則等不正當方法販售商品，

情節重大者。 

三、違反本規定或旅行購物保障合約書，情節重大者。 

四、未依規定繳納常年費、購物保障金、代償還款、鑑定費等相關費用，經催繳後逾期仍未

繳納者。 

五、停工或停業一個月以上時，未依規定聲請備查。 

六、相關證照或資格遭撤銷、註銷或廢止者。 

七、其他有違反本規定情節重大，經通知仍未改善者。 

第第第第 46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經撤銷旅行購物保障資格或申請放棄旅行購物保障資格者，應自通知到

達日起七日內向本會繳回旅行購物保障認證合約書及證書、標章，逾期未繳回時，公告註銷。 

前項業者，應自通知到達日起七日內塗銷商店內外一切旅行購物保障標章之圖形、文字。 

第一項業者經被撤銷資格或申請放棄資格後，於取回認證合約書及證書、標章或公告註銷前

所生之購物糾紛，仍依本規定第三十三條辦理。 

第第第第 47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得使用本會旅行購物保障證書及標章。 

旅行購物保障證書有效期限為一年。 

 

捌捌捌捌、、、、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第第第 48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業者與本會所簽定之合約書，於繳納當年度常年費時，視為雙方完成續約。 

第第第第 49條條條條 

旅行購物保障證書所載事項如有變更，業者應檢附有關文件，向本會申請換發新證書。 

旅行購物保障證書如有遺失或滅失時得申請補發。 

第第第第 50條條條條 

本規定由旅行購物保障執行委員會提報理事會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