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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團報名表 –填完後請歸還給 APF 

(* 由 APF填寫)

團組: 團組代碼 *: 

報名日期: 出發地點 * :  

價格: 出團日期 * : 

客人信息  

#1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 

     家庭地址:                                                         城市             __            州                                   郵編________

     國籍:                                                                               生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通過電子郵件或者傳真的方式，提供一份清晰的護照複印件給我們，用於預訂作業.

     是否持有美國綠卡:  ❑是  ❑否    

  旅遊保險:  （隨團贈送基本險）                          簽證:   

❑ 我同意通過 APF購買旅遊保險. ❑我已經了解進入每個國家都可能需要簽證，我有責任在

❑ 我不同意通過 APF購買旅遊保險. 出發前辦好簽證。

#2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                                                                                                                                                                  . 

     家庭地址:                                                         城市             __            州                                   郵編________

     國籍:                                                                               生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通過電子郵件或者傳真的方式，提供一份清晰的護照複印件給我們，用於預訂作業.

     是否持有美國綠卡:  ❑是  ❑否    

    旅遊保險:  （隨團贈送基本險）                          簽證:   

❑ 我同意通過 APF購買旅遊保險. ❑我已經了解進入每個國家都可能需要簽證，我有責任在

❑ 我不同意通過 APF購買旅遊保險. 出發前辦好簽證。

客人條款(客人需簽名表示同意此條款):

客人 1: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已閱讀並接受下列條款: 旅遊條款, APF提供的簽證信息,  和其他

在 APF和拉丁假期網站上的條款 (www.golatin.com ) 

客人 1: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已閱讀並接受下列條款: 旅遊條款, APF提供的簽證信息,  和其他

在 APF和拉丁假期網站上的條款 (www.golatin.com ) 

如果沒有交還此報名表給 APF, 我們將不會提供所有最後的確認文件 

http://www.golatin.com/
http://www.golat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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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金 

每人$300, 在預訂的時候交付. 只接受支票、電匯或者銀行轉賬, 支付對象: APF Travel, Inc. 

APF 電匯/轉賬銀行信息 

您可以通過電匯或者轉賬的方式，把錢付到以下任何一個銀行賬戶. 一旦您進行了付款，請通知負責您的 APF職

員，以便我們確認款項。 

銀行信息: 

Bank Name: US Bank of America US HSBC US Chase 

Bank Address: 300 N. Atlantic Blvd 725 North Broadway 459 S.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Los Angeles, CA 9001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Bank Telephone: (626) 312-2040 (213) 628-8163 (626)576-7081

Bank Fax Number: (626) 312-2048 (213) 628-8172 (626)236-4203

Bank ABA Number: 121000358 122240861 322271627

SWIFT Code: BOFAUS3N MRMDUS33 CHASUS33

Account Name: APF Travel APF Travel APF Travel

Account Number: 24266-02561 271047330 866-798-192

機票* 

      機票出票日:  (接受信用卡或者支票) 

團費餘款 * 

須在出團日 60日前付清餘款. $  截止日:  (只接受支票或者銀行轉賬) 

罰款與退款 

距離出發日 取消定團的罰款 備註 

61 天以上 US $300 + 機票/遊輪/火車罰款* 

*機票罰款取決於各航空

公司的條款 

60 – 31 天 US $500 +機票/遊輪/火車罰款* 

30 – 8 天 50% 陸地團費 +機票/遊輪/火車罰款* 

7 days – 未登機 恕不退款 

1. 取消: 必須以書面聲明通知 APF Travel.（書面形式包括寄信、傳真或者電子郵件，口頭致電殊不接受）

2. 訂金：每人＄300不退，如果客人有醫生證明，APF可保留此訂金為將來的Credit , 有效期12個月。

3. 機票/火車票: 一旦開票不可退款，不可更改名字。如果名字拼寫寫錯誤，需支付罰款

4. 機票改期: 需要支付航空公司罰款和 APF Travel 手續費$75。

5. Tour 退款：請見上表所列。

6. 簽證費退款: 簽證一旦開始送進領事館處理，或者已經出簽，將無法退款。 

7. 我已讀並接受以上條文.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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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保險– 填完後請歸還給 APF 

APF 環球旅遊保險計劃 

基本保險 - 不包括取消旅遊       統一價格:   隨團贈送，若需 Trip Cancellation，請致電聯繫 

保險範圍 保險額度 

航班錯失/延誤 $ 500 ( 3 小時或以上) 限回程航班 

旅程延誤 $ 750  ($150/天/6 小時) 

紧急意外及疾病医疗费用 $ 50,000 

緊急撤离，医疗必要的遣返和遗体遣返 $ 250,000 

行李及个人财物 $ 1,500  (每件$ 250 /貴重物品組合最高$500 ) 

行李延誤 $ 400 (12 小時) 

意外死亡及傷殘 $ 25,000 

請注意: 

 以上條款的保險對應每人$ 10,000 團費以下，旅遊日期在 30 天以內。

 如果你的團費超過了$ 10,000，或者旅遊日期在 30 天以上，請聯絡我們獲得報價。

 如果你想增加旅遊保險的覆盖范围，请联系您聯絡拉丁假期獲取报价。

 额外的保險覆盖范围将產生额外的費用，这将由客人自己支付。

 所有的保险理赔將由旅客直接与保險公司聯繫，拉丁假期不负责旅遊保險索赔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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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須知

請咨訊您的 APF/拉丁假期聯絡人或者查看我們網站上關於每個國家的簽證要求 

www.golatin.com 

每位客人都有責任檢查自己護照的有效期，需要從旅遊回國日算起，有效期大於 6 個月。如

果有效期小於 6 個月，請在申請旅遊簽證前，更新您的護照。  

重要提醒: 所有 申請簽證的證據文件必須一同夾在護照裡。 

例如: 阿根廷的網路申請頁面必須打印出來並貼在護照的空白頁，以供入境時移民官審查。 

美國免簽入境:  網絡申請的確定頁面必須印出來，貼在護照的空白頁，以供入境時給移民官

審閱。但是這個或者不足以讓您能夠符合免簽條件進入其他國家。我們建議您申請一個標準

的美國旅遊簽證貼在您的護照上，用來確保您有資格免簽進入其他的一些國家。 

每個國家的移民局有最終的權利決定你的簽證文件是否有效。如果您提供的簽證文件不正確

或者當地入境政策沒有事先通知而突然改變，造成不能順利入境，APF/拉丁假期對此不承擔

任何責任。 

http://www.golat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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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F/拉丁假期條款 

1. 報名時需要繳納每人$300 的押金。押金可以通過支票或者銀行轉賬的方式繳納，且繳納後不可

退還。團費恕不接受信用卡付款，請用支票或者銀行轉載的方式支付團費。如果在報名後 7天內還

沒有收到押金，您的報名將會被自動取消。

2. 信用卡只能用於支付機票。  我們不接受第三方的信用卡。.

3. 以防支票上的資金不足，如退回支票，將會收取$30 的手續費。

4. 旅遊保險（包括旅遊取消險）要求在報名時全額支付。如果不能在交押金後的 21 天內支付，保

險將不能包括預先存在的條件。所有的旅遊保險都恕不退款。請保留所有外國的收據和發票，用於

索賠證據。請客人直接與保險公司聯絡賠償事宜，保險公司保留最終的解釋權。

5. 團費的最終款項必須在出團日 60日前全部付清，可用支票或者銀行轉賬的方式支付，恕不接受

信用卡付款。如果在出團日 60日前沒有收到剩下的團費，您的報名將有可能會被取消，此前交的

押金也將沒收。如果在您報名時，已經距離出團日不足 60日，那麼在您報名時，就需要付清全部

團費。

6. 所有客人需自己承擔簽證的責任。所有的簽證都需要貼在護照上，用於各國有效的入境許可。

如果對簽證有任何的疑問，請直接聯絡當地的外國領事館。如果因為簽證問題被拒絕入境，APF/拉

丁假期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

7. 護照的有效期，需要從旅遊回國日算起，有效期大於 6 個月。如果你的護照有效期不足 6 個
月，請先去更新您的護照，然後再去申請任何簽證。

8. 所有的退款需要先得到批准。

9. APF/拉丁假期對不可預見的情況保留修改行程的權利。因航空公司變動，自然災害，或者當地

政府政策變動而造成的行程變動，APF/拉丁假期對此無法保證，但如果行程發生任何的變動，我

們會盡最大的努力去照顧客人，盡快確認新的行程，以保證客人的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