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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旅遊注意事項  
【集合/出境】飛機起飛 2小時前請至機場指定地點報到，敬請佩帶旅遊識別牌。                                            

【機艙內】❥.機上用餐，若需特殊餐食（如：素食、不吃牛肉、兒童餐）請出發前 3 日告知旅行社，
以便安排。 

❥.飛機座位係航空公司電腦依客人英文名字首字排定，若無法與親朋好友同座，請待上
機坐定後再行更換。 
❥.搭飛機產生耳鳴現象，可吃點東西或嚼口香糖，或吞口水，嚴重時可捏鼻閉口吹氣即
可消除。 
❥.較重的行李應置於前座下方，不可置於頭頂的行李箱或走道中央，以免發生危險。 
❥.機上全程禁煙，請勿於洗手間內抽煙，以免觸動警鈴又受罰。 
❥.機上免費供應茶、咖啡、果汁、牛奶及酒類（喝酒請勿過量）。 
❥.前座椅置物袋內有 
(1)安全說明卡(2)機上餐食內容(3)機上雜誌及免稅煙酒、化妝品目錄(4)嘔吐袋 (5)機。 
❥.於飛機起飛前及用餐時，降落前請將椅靠背歸回原位。 
❥.為維護飛行安全，機上禁止使用行動電話、電子遊樂器、個人電腦，CD隨身聽等電子
類物品.以免觸犯刑法。 

❥.旅客於機上任何時間請繫安全帶，飛機降落完全停止前，請勿站起來取隨身行李，以
免發生危險。         

【餐飲】在大陸以中式合菜及各地風味餐食為主;大陸一般餐廳的素餐，菜色少.質量也較差，敬請

原諒。 

【衣物】大陸氣候四季分明，但早晚溫差大，衣著以輕便、舒適、不易皺、易洗快乾—視當地氣候及行

程準備原則。 
春秋：毛衣、保暖外套或夾克。   ※酒店均有免費提供防寒大衣使用。       

冬季：禦寒大衣、毛衣、衛生衣、手套、圍巾、帽子、毛襪、口罩、防滑鞋子、乳液、護脣膏、

隨身補充水瓶。                           

夏季：與台灣相似，以輕便棉衣為主。因戶外遊覽時間較長，可攜帶太陽眼鏡和遮陽帽。 

【行李】以一大一小為原則，大行李(20公斤內)託運，小行李隨身攜帶。 

託運的行李建議要上鎖(禁放現金)，不管是搭飛機或火車，行李若沒上鎖，大陸方面將不

予託運。 

託運的行李，請掛上行李牌，註明中英文姓名、地址、聯絡電話，以利團體辨識。 

【飯店】一般狀況均為兩人一室(單房要補差價)。房間內均有熱開水供應，自來水不能生飲，肥皂、

洗髮精、毛巾等均有供應，亦可自行攜帶慣用之盥洗用品。吹風機不一定每個房間都有，

可與飯店的管家部借用。                                           

【電壓】大陸電壓為 220伏特﹝台灣為 110伏特﹞插座規格亦有所不同，可自備變壓器或向飯店借

用。 

http://www.travelstation.com.tw/XB/03/03.htm
http://www.travelstation.com.tw/XB/04/04.htm
http://www.travelstation.com.tw/XB/02/02.htm
http://www.travelstation.com.tw/XB/05/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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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平常有服用的習慣性藥物，如高血壓藥、感冒藥、腸胃藥、暈車藥----等等，請記得攜帶。              

高山症身體預防:初入高原前睡眠和休息要充足，多喝水多吃水果，禁煙酒;不要奔跑和劇 

烈運動。  

可適食巧克力或飲用紅景天、酥油茶、奶制品等.可增強對高原氣候的適應能力。 

心理準備：進入高原每個人都會感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應，如頭痛、胸悶、呼吸急促、惡

心、嘔吐、失眠等，一般來說過 1~2天後，以上症狀都會逐步減輕或消失。 

【海關】入境大陸，金飾、外幣、照相機、攝影機、貴重物品等依規定都須申報。 
＊請勿攜帶政治書籍和雜誌入境大陸;並不得攜帶古董及其他違禁品出境大陸。 

＊出境台灣，台幣不超過 60,000元，美金不超過 1萬元（或等值外幣），旅行支票不受限。 

＊不可攜帶生鮮水果或動植物入境;滿 20歲準免稅攜帶煙酒一瓶(不超過 1公升)和 200支煙

(約 1條)。 

＊若要攜帶打火機(限 1個)，不可放置於託運之行李箱內。水果刀、瑞士刀、指甲剪.請勿

隨身攜帶。 

＊噴霧式髮膠不可隨身攜帶上飛機，安檢時容易被誤認為瓦斯噴霧器。 

＊於國外買酒必須托運,不能手提上飛機(購自免稅店或機上要封條證明)。                                 

【錢幣】兌換人民幣請在台灣或所下榻的酒店兌換。路邊黑市多假鈔，切勿因小失大，惹來麻煩。                 

【通訊】目前台灣的手機，有具備 SM900/1800之雙頻功能，且所使用之系統支援漫遊者，均可在

大陸地區漫遊通 

  話。但漫遊時所接聽之來電須由受話方支付漫遊費用，因此費用較高。                               

大陸撥往台灣 00+886+區域號碼﹝0不必撥﹞+當地電話  例 00-886-6-2691133                                                         

台灣撥往大陸 002+86+區域號碼﹝0不必撥﹞+當地電話  例 002-86-(512-65218855)或

(大陸行動)                                   

台灣撥往香港 002+852+當地電話    

香港撥往台灣 001+886+區域號碼﹝0不必撥﹞+當地電話   

【小費】上海每人台幣 400元小費統一於行前說明會交由財金中心，再統籌付給當地導遊(全/地陪)

司機(師傅)。 

房間床頭小費以及行李小費敬請自付，各約人民幣 5元,(行李小費大約以一件行李計)。 
【其他】出國旅遊期間（包括赴大陸地區）若發生傷病或緊急分娩情事，須至當地合法醫院就醫，

並索取(1)診斷書  (2)醫療費用收據正本與費用明細，於回國後 6個月內，檢具以上證明
及(3)當次出、入境證明文件， 
由投保單位向所在地中央健保局申請退費，免費服務電話 0800-2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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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運行李注意事項 

手提行李  

不論任何客艙，每名旅客（嬰兒除外）均

可免費攜帶一件手提行李。行李之體積包

括手提行李之輪子、把手及側袋，不可超

過 56x36x23 厘米（22x14x9 吋）。 

有關手提行李之重量限制如下：  

客艙等級 重量 

頭等客位 15公斤 (33 磅) 

商務客位 10公斤 (22 磅)  

經濟客位  7公斤 (15 磅)  

 

+ 不論任何客艙，免稅品亦包括在手提行李限額內。 

++ 如您將於同一行程分別乘搭不同之客艙級別，您將可全程獲享較多的手提行李寬限。  

 

所有乘客除手提行李限額，另可免費攜帶以下物件登機：  

 一個小型手袋或  

 一個小型背包或  

 一個小型公事包或  

 一個手提電腦公事包  

 

免費寄艙行李限額 

重量制 - 美洲以外地區  

乘客類別 件數限額 重量尺寸限額 

成人/兒童 件數不限  

最高總重量： 

頭等：40公斤（88磅） 

商務：30公斤（66磅） 

※參考網站 

國泰航空官網-行李須知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cabinbaggage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cabinbag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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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類別 件數限額 重量尺寸限額 

經濟：20公斤（44磅） 

超額行李費 

如個別寄艙行李超過 32公斤（70磅）重或超過 203公分（80吋）長（長+闊+

高），乘客必須於預訂/訂位時預先通知及獲得批准。 

如於辦理登機手續時，發現有任何超出重量上限之行李，乘客須即時重整有關

行李以符合規定，始可安排有關行李寄艙。例外：運動器材、樂器、寄艙寵物、自

動行動輔助裝置、醫療器材及外交使節之行李。  

重量制的超額費 - 美洲以外地區 

超過指定的免費寄艙行李限額的收費是以地區為基礎，按每公斤（2.2 磅）計算，

如下所列。 

每公斤 往第一區 往第二區 往第三區 往第四區 

從第一區  美金 10元  
美金 20

元  

美金 30

元  

美金 60

元  

從第二區  美金 20元  
美金 30

元  

美金 40

元  

美金 60

元  

從第三區 美金 30元 
美金 40

元  

美金 40

元  

美金 60

元  

從第四區 美金 60元  
美金 60

元  

美金 60

元  
-  

註：  

 

第一區：  

澳洲境內、馬來西亞境內、往返台灣和日本/韓國、往返泰國和印度/斯里蘭卡

/巴基斯坦/新加坡、往返阿聯酋和印度/巴林、往返斯里蘭卡和新加坡  

香港、中國、台灣、柬埔寨、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印尼、新加坡、

韓國* 

第二區：  日本、孟加拉、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斯里蘭卡  

第三區：  澳洲、紐西蘭、巴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  

第四區：  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英國、俄羅斯、南非  

第五區：  美國、加拿大  

第六區：  中美洲、南美洲  

 

攜帶液體、凝膠狀物體及壓縮氣體之限制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checkedbaggage#Z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checkedbaggage#Z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checkedbaggage#Z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checkedbaggag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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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國際航線出發及轉機之旅客 於手提行李內攜帶液體、凝膠狀物體及壓縮氣體

之限制  

 你可下載由香港國際機場發出有關攜帶液體、凝膠狀物體及壓縮氣體之保安限制

的彩色單張。  

 我們建議您觀看此短片以獲取更多資訊。  

 本頁所列之所有規定及限制只適用於國泰營運之航班。由其他航空公司營運之航

班的安排，請參閱有關航空公司所發出之個別指引。  

首要條件 

 所有液體、凝膠狀物體及壓縮氣體須以不超過 100 毫升的容器* 

分別盛載 及整齊地放入容量不超過 1公升並可再封口的透明膠

袋內  

 通過檢查之藥物、嬰兒奶類及其他食品以及特別營養必需品則不

在此限。  

 所有液體、凝膠狀物體及壓縮氣體之免稅品必須附購買單據

（請注意，部份免稅商店不會提供附購物單據的密封袋子） 

 

 

手提電子器材  

由於部分手提電子器材能對航機上的導航及控制系統構成影響，您只可於我們的航

班上作有限度的使用。我們並希望您能於航機在跑道上飛行、起飛、預備降落和著陸時，

暫停使用所有手提電子器材。  

  計劃在航機上使用可攜式電子醫療器材，請點擊這裡查閱更多資料。  

  基於安全理由，有機會干擾飛機的電子產品如無線電對講機、公民波段通話機、無線

傳送設備如藍牙，及無線電搖控器 （包括玩具）等，於我們的航機上將全面被禁止使

用。  

   由航機機門關上的一刻起，乘客必須完全關上手提電話，直至航機降落，機艙服務

員另行通知為止。轉機期間，除機艙服務員已作特別指示外，您可於艙門打開期間使用

您的手提電話。  

    其他電子器材如電腦用品（例如手提電腦或 PDA）、影音器材（例如鐳射唱碟機、

迷你鐳射唱碟機、MP3、iPod、DVD、VCD、LD、電腦光碟機）、攝影器材（攝錄機和數碼

相機），則可於航機起飛後安全帶燈號關掉，至預備降落時安全帶燈號亮起的期間使用。

※參考網站 

國泰航空官網-攜帶液體、凝膠狀物體及壓縮氣體之限制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lagrestrictions 

 

 

 

 

 

http://downloads.cathaypacific.com/cx/lags/LAG_leaflet.pdf
http://downloads.cathaypacific.com/cx/lags/LAG_leaflet.pdf
http://mfile.akamai.com/22934/wmv/cathay.download.akamai.com/22934/video/vollbild_englishgross1.wmv
javascript:fnContentSelfOpen('helpingyoutravel/specialneeds')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lagrestr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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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機艙服務員將提醒您有關事項。  

    所有航班座位上添置適合以上電子器材的充電插製。不過，這些充電插製的額定功

率不適用於醫療器材，如正壓呼吸輔助器 (CPAP) 。使用可攜式電子醫療器材的乘客需

自行預備足夠的電源。  

    此外，除於洗手間之適當插座上使用鬚泡外，其他個人電器用品（包括充電器）均

不得接駁於機艙內的電源插座。  

 

貴重物品  

當您出外旅遊，您應該加倍留意行李及財物。以下是一些提示：  

 在您的行李外面及裡面均加上名牌 。  

 為行李加上特別記認以茲識別，亦可避免其他旅客錯誤領取 。  

 除去舊的行李標籤 。  

 把易碎或易毀消的物品隨身攜帶於手提行李內。  

 把有重要物品隨身攜帶於手提行李內，例如鑰匙、藝術品、相機、金錢、珠寶、

貴金屬、銀器、藥物、處方藥物、危險物品、商業物品或樣品、個人電子器材及

不正常大小的物品等。  

 把重要的文件隨身攜帶於手提行李內,例如可作對換為金錢的文件(可流轉文

件)、證券、商業文件、護照及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等。  

 使用質素較好的行李箱，它們一般會較耐用，並能承受航空運輸和行李處理系統

會造成的損耗和碰撞。  

 使用合適的箱或袋妥善執拾行李，例如樂器放於堅固的樂器箱，單車放於堅固的

保護箱，液體、凝膠狀物體放入膠袋或防水容器等。  

 不要帶過多行李或讓行李超重。  

 確保您的行李不包含任何危險物品。請參閱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INTL/helpingyoutravel/prohibitedi

tems 獲取更多資料。  

 在可能的情況下請鎖上您的行李，前往美國的乘客，請使用美國運輸安全局 (TSA) 

所認可之鎖具，從而美國運輸安全局可以直接檢查行李。請參閱安全檢查或美國

運輸安全局 (TSA) 的網頁以取得更多詳情。  

 辦理登機手續前請從您的行李拆除凸出的帶子和物件。 

 

※參考網站 

國泰航空官網-手提電子器材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electronicdevices 

 

 

 

 

 

 

 

 

 

 

 

※參考網站 

國泰航空官網-貴重物品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securingbaggage 

 

javascript:fnContentSelfOpen('helpingyoutravel/prohibiteditems')
javascript:fnContentSelfOpen('helpingyoutravel/prohibiteditems')
javascript:fnContentSelfOpen('helpingyoutravel/securitychecks')
http://www.tsa.gov/travelers/airtravel/assistant/editorial_1254.shtm
http://www.tsa.gov/travelers/airtravel/assistant/editorial_1254.shtm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electronicdevices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securingbag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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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品 

基於安全及保安理由，您不得於寄艙或手提行李內攜帶下列任何危險物品：  

 裝有防盜裝置的公事包、鋰離子電池和／或煙火製品  

 炸藥、彈藥、火藥、含火藥的玩具及信號燈  

 壓縮氣體(包括易燃、非易燃或有毒氣體)，如丁烷 (butane) 或瓦斯氣體 

(propane)、潛水氧氣筒、打火機燃料、噴霧或化學催淚彈  

 易燃液體，如油漆、天拿水及黏合劑  

 電槍類  

 易燃固體，如隨處可擦著的火柴及容易燃點的物件  

 過氧化物質，如漂白劑及過氧化物  

 有毒物質，如砒霜、氰化物、殺蟲劑及除草劑  

 放射性物質  

 腐蝕性物質，如水銀 (藏於溫度計或血壓計內)、酸性物質、鹼性物質及濕電池  

 任何上面未有列出而於空中運送時會構成危險的物品，如磁化的、具攻擊性或刺

激性物品。  

然而，於旅程上必需之少量藥物及個人用品，如髮型噴霧、含酒精之香水及藥

物均不在此限。您可隨時垂詢有關詳情。 

充氣物品 

充氣物品包括運動用之充氣球類用品，如籃球等，除非該等物品經已洩氣，否則均

不准帶入機艙內。  

違禁品 

請聯絡訂位辦事處以取得更多資訊。魚叉及魚槍均屬武器。以下各項為違禁品： 

 打火機及火柴 

中國及印度 

從這兩個國家出發的旅客不可於身上、寄艙行李或手提行李內攜帶任何打火機或火柴。  

詳情請瀏覽美國運輸安全局 (TSA) 的網頁。  

 刀 (如打獵用刀、劍)、剪刀及任何法例規定的非法利器 (例如冰鑿)。  

 槍械／彈藥，包括手槍、信號槍、步槍、獵槍、氣槍、衝鋒槍、微型衝鋒槍 (c.s. 

pistol)、雷明燈、動物屠宰機、槍栓、閃光信號槍、玩具步槍／手槍、玩具氣

步槍／氣手槍、玩具槍 (cap gun)、發令槍、彈藥、槍械複製品或仿製品、弩。  

 爆炸品，包括軍事用、商業用或自製爆炸品、容易引起爆炸的器材、爆鳴器、煙

霧彈、發射彈、手榴彈、導彈、子彈夾、地雷、其他具爆炸性的軍事用品、具爆

炸物品或器材的複製品或仿製品。  

 尖銳或鋒利並有可能導致受傷的物品，例如彈簧刀（或任何以同樣原理操作的手

動或電動刀械）、折刀、匕首、大彎刀、中國式／日式飛鏢、蝴蝶刀，亦包括竹

javascript:fnContentSelfOpen('contactus/worldwidecontacts')
http://www.t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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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有長度或形狀而有刀鋒之真刀或紀念用刀具，如有鞘的刀、宗教匕首、小劍、

剃刀、解剖刀、冰鑿、劍類、有刀鋒或箭頭的雨傘、任何設計成飾物但尖銳或附

刀鋒，使用時須先緊握手柄然後刀鋒或尖刺會從手指間或拳頭突出的武器（例

如：指環節）。  

 會導致身體喪失機能的物體，如催淚氣體、鎚矛、硫酸等。  

 高度易燃物體，如電油、燃油等。  

 盛載氣體或壓縮氣體之容器，而容量超過 500 毫升。  

 指環節（不論有否附有刀鋒或尖釘）、球棒、棍棒、連枷，包括附有彈簧的警棒、

雙節棍、狼牙棒、手扣／手指扣、重力式鐵棒、中國式鐵棒、彈刀式鐵棒。

※更多更完整資訊請參考網站 國泰航空官網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omepage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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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事項 
 

輕鬆旅遊錦囊  
享受舒泰及安全的旅程 

一般而言，如欲到外地旅遊，搭乘航機是最安全和方便的途徑之一。每年有數以千萬計

旅客選乘航機，當中大部分並未因飛行而感到不適。正由於搭乘航機日益普遍，每天相

繼有更多身體欠佳的旅客登機，當中大部份並不為意客艙環境對健康可造成的影響。我

們希望能為您提供多一點有關空中旅遊的健康資訊，務求令您更能舒適地享受旅程。 

 

飛行途中  
 

機艙氣壓對生理之影響 

現今所有客機雖已於客艙內調壓，但仍與海平面氣壓 (sea level pressure) 相隔一段

距離。大部份航機均於客艙保持相等於海拔 6000 至 8000公尺的氣壓。氣壓下降會引致

氣體膨脹達 20%。 

 

人體內充滿大量氣體，當中大部份為空氣及消化時所產生的氣體。我們建議您於出發前

避免進食如大豆，包心菜，碳酸飲料和啤酒等可製造更多氣體的食品，以防導致胃氣脹

等情況發生。 

 

中耳腔內的空氣會隨氣壓轉變而膨脹或收縮。如不能取得平衡，鼓膜 (eardrum) 便會

因此而膨脹，導致耳痛或暫時性失聰。咽鼓管 (Eustachian tube) 主要負責保持中耳

和耳朵的氣壓平衡。…… 

 

如剛接受牙醫治療或遇上較為嚴重的牙齒問題，我們建議您於 24小時內不要乘坐客

機。這是由於航機能使補牙、蛀牙或牙瘡內的空氣膨脹而引致不適。  

 

客艙內之環境 

一般而言，大部份新型客機不但令您感覺舒適，且提供高質素的通風系統。我們所有航

班均屬非吸煙客機，因此機艙空氣所含的有害廢棄物量應較一般繁盛街道所錄取的為

低。我們於機艙內不斷增添新鮮空氣，經過瀘以消除當中的塵埃、真菌及細菌，然後從

客艙頂部流入，於底部連同空氣中不潔的微粒流出客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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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客艙內的空氣濕度較低，但情況不比大多地方嚴重，尤其是沙漠地區。大部份旅客

均不會受到影響，但有少部旅客份會因皮膚、眼睛及鼻子乾燥而略感不適。只需塗上潤

膚霜、水份噴霧劑及使用眼藥水即可避免上述情況出現。大多數配戴隱形眼鏡的旅客於

飛行旅途中均沒有感到任何不適，但亦有旅客選擇於乘搭客機時改戴一般眼鏡。  

 

暈機浪 

暈機症狀是由於身體的視覺與平衡感未能協調而引致的。飛機遇上氣流時，不適感覺會

更為強烈。把視線集中於固定的物體有助減輕不適。 

 

出現暈機症狀時，可盡量坐到窗口位置，因為將視線集中在地面、海面或水平線有時可

減輕不適。飛機中部近機翼位置通常亦是較佳的位置。  

 

輕鬆飛行 

乘搭航機時，勿忘把藥物放於容易取出的地方。我們於客艙內提供「利器箱」，方便您

注射藥物後處理用過的針筒。請向我們的機艙服務員查詢。 

 

由於機艙濕度偏低，我們建議您於飛行旅途中多飲清水或果汁，而盡量少喝茶、咖啡或

含酒精的飲料，以減低乾燥的感覺。於航機上應盡量不要吃得過飽。 

 

最近於報章上有不少關於飛行旅客遇上靜脈栓塞 (Deep Vein Thrombosis) 的報導。如

欲獲取更多資料，包括一系列簡單的機艙運動，請閱覽有關專題及旅遊與健康。 

 

乘客安全守則  

根據法律規定，乘客在任何時候必須遵從機組人員的指引。 請參考以下建議，以確保

旅途安全及舒適。 

 

 

        

 

 

 

 

※更多更完整資訊請參考網站 國泰航空官網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insidethecabin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insidethec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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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乘客安全守則 

 
手提行李 – 乘客的責任  

  國泰航空十分重視乘客及機組人員的安全。職業健康及安全守則不建議機組人員為乘

客提放行李，乘客應將過重的行李寄存在行李艙內。如果您的手提行李超出限額規定，

行李將會被轉放在行李艙內。對於殘疾、體弱人士、長者、單獨搭乘飛機的兒童或少年、

帶同嬰兒或小孩的乘客，我們的機組人員將會在可行的情況下,給予適當的協助。  

 

當您打開或關閉行李櫃時，請小心行李滑落，提取或存放行李後，請您確保行李櫃門妥

善關閉。  

 

機上衣櫃專為存放外套和衣架而設，乘客不應把手提包或背包存放於此。  

 

為確保您的安全，請您與我們的機艙服務員合作，在飛機起飛或降落時按照指示，將您

的私人物品存放在適當的地方，以免妨礙緊急逃生， 以及防止物品在飛機突然下降時

滑落。請遵守行李重量限制，以確保旅途的安全及舒適。   

 

機艙內使用電子用品  

  在國泰航機上, 某些電子用品包括無線傳送設備, 如藍芽、 寬頻及遙控裝置等儀器

會直接干擾飛機的導航、 通訊及控制系統, 故此被列為全面禁止使用。 其他電子儀器

包括電腦用品 (如手提電腦和 PDA)、 影音器材 (如鐳射唱碟機、 迷你鐳射唱機、 MP3、 

iPod、 DVD、 VCD、 電腦光碟機)、 攝影器材 (如攝像機和數碼相機), 以及無線功能

已關閉的儀器, 可在起飛後, 機艙服務員通知可安全開啟直至降落時之“扣好安全

帶”燈號亮起前使用。 

 

從航機機門關上開始, 乘客必須保持手提電話關閉, 直至航機降落, 機艙服務員另行

通知為止。 某些電子用品例如手提電話及 iphones 等, 可在其電話功能關閉後, 處於

“飛行安全模式”時使用。 但必須確保其藍芽及寬頻功能亦要關上。 

特定的座位備有手提電腦電源插座, 請勿使用其他插座, 以免損壞航機及您的儀器。   

 

機艙內飲用酒精類飲料  

  國泰航機不會為 18 歲以下的乘客提供含酒精類飲料。根據國泰航空公司規定，乘客

於機上不得飲用自行攜帶或於機艙內購買的酒精類飲料。我們會為乘客提供免費飲料，

但根據機組人員的判斷，我們保留不提供酒精類飲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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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提示  

  機艙內提供針筒收集盒，以方便棄置用完的針筒，乘客若需要任何協助，請聯絡機組

人員。 

所有國泰航班均為非吸煙航班，而機上的洗手間內均安裝了煙霧感應器，在洗手間內吸

煙或干擾煙霧感應器均屬違法，最高罰款可達五萬港元， 及最高刑罰為監禁兩年。  

 

電子香煙是禁止在航機上使用。 

  

 

具破壞性的、粗野或危險的行為  

  國泰航空絕不容忍機上乘客做出任何不當行為，違規人士可被控告。  

所有國泰航機均受香港法律管轄，乘客不可做出以下違規行為：  

 

故意妨礙機組人員履行其職責。  

無合理解釋而不遵從機組人員為保護航機、人身、設備安全， 或維護機艙內秩序及紀

律所提供的指引。  

擾亂秩序的行為。  

破壞或干擾航機內任何部件、儀器、設備或系統，包括煙霧感應器。  

於醉酒時登機或於機艙內喝醉。  

於任何時段內於機艙內吸煙。  

於禁止使用電子儀器時段，或在機組人員提示後仍使用電子儀器。  

 

 

※更多更完整資訊請參考網站 國泰航空官網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whatonboard/inflight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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