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固定航線載客船舶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總說明
為貫徹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保障消費者之立法意旨，並減少船舶運送業與旅客之間發生消
費糾紛，俾使消費者與運送業互蒙其利。現參酌交通部一百零一年六月五日公告之臺灣本島與離島及離島島際
間固定航線載客船舶運送定型化契約範本，並依消保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擬定本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俾利保障旅客及運送業者。本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架構如下：
壹、應記載事項：
一、 規定船票應記載之事項。（第一點）
二、 有關退票及手續費等相關規定。（第二點）
三、 明定票價優待之相關條件及適用對象。（第三點）
四、 規定應記載乘客隨身行李尺寸之限制及託運行李之免費額度（第四點）
五、 明定武器及危險物品禁止攜帶上船（第五點）
六、 關於故意未開空調或空調故障之賠償（第六點）
七、 明定有關航班變更時運送人之責任及義務（第七點）
八、 規定發生運送糾紛時之處理方式及申訴管道資訊（第八點）
九、 明定乘客發生意外事故之賠償及保險額度（第九點）
十、 有關行李損害之賠償相關事宜（第十點）
十一、 規定部分特殊情形下，運送人始得拒絕乘客搭乘（第十一點）
十二、 明定有關爭訟時之管轄法院（第十二點）
十三、 有關未盡事宜之規定（第十三點）
十四、 個別磋商條款之規定（第十四點）
貳、不得記載事項：
一、 規定運送人不得片面更改契約內容。（第一點）
二、 規定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第二點）
三、 規定運送人不得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第三點）

四、 規定運送人不得約定違反其他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違反誠信原則、平等互惠原則等事項。（第四點）
五、 規定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運送人之責任。（第五點）
六、 規定不得約定旅客拋棄訴訟權。（第六點）

國內固定航線載客船舶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
壹、應記載事項
內

容

一、 船票應載明船舶所有人或運送人、船名、發航

說

明

一、 參酌「客船管理規則」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

港名、目的港名、中途停靠點、等級、艙位號數、

訂定客船運送業者發行之船票應記載事項，惟考

票價、票號、發航日期、預定發航時間（段）、

量航行國內固定航線之船舶航程遠近、班次密度

預定抵達時間、搭乘（載）人數及發售日期等事

等因素殊異，船票記載事項宜有詳簡之分，爰明

項，視為運送契約之一部分。但經航政機關指定

定經航政機關指定之固定航線應採記名客票，憑

之固定航線，應記載乘客之姓名。本項所指船票

以符現況並利實務作業。

不包括預付型電子票證。
使用預付型電子票證之乘客得請求運送人揭
露前項船票應記載事項相關資訊。
二、 船票僅限票載當日當航次有效。乘客得於該航

二、 另針對使用預付型電子票證乘客，因其票證性
質，無法載明船票應記載事項，故增訂其相關資
訊得由運送人揭露之，其效力與一般船票相同。
一、 參酌「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班表定開航時間發航前支付票面價額之百分之

事項」，規定乘客得於發航前支付一定價額之手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十）退票手續費，向

續費辦理退票。

運送人或原售票業者憑票要求辦理退票還款手續。二、 對於航班變更或取消之情形，明定消費者有退
但乘客於發航前因死亡、疾病或其他不可歸責之

票、改票之權利，且運送人或原售票業者不得收

事由而退票者，免收手續費。

取手續費。

前項所稱原售票業者，係指出售船票之旅行
社或其他業者。
表定航班變更或取消時，乘客得於原預定抵
達日起【】日（不得少於三十日）內要求辦理退
票，運送人或原售票業者應全額退費並不得收取
任何手續費；或得於原預定抵達日【】日（不得
少於三十日）內選擇更改搭乘航班。
三、 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享有票價優待：
１、 未滿三歲之嬰兒享有全額客運票價免費之優
待。
２、 未滿十二歲之兒童享有全額客運票價五折優
待。
３、 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享有全額客運票價五折優

參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
「客船管理規則」第一百二十六條、「老人福利法」
第二十五條，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八
條等有關票價優待規範，明定客船搭乘者得享有票價
優待之適用對象，並應主動出示證明文件俾供驗證。

待。
４、 本國籍身心障礙者及其監護人或必要陪伴者
中之一人，享有全額客運票價五折優待。但應
於購票及搭船時出示身心障礙手冊或其他證明
文件。
５、 其他：＿＿＿＿。
前項優待應於購票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並僅
得擇一，不得享有二重（含）以上優待。
四、 乘客隨身攜帶行李以不超過【】件為原則，合計

一、 參酌「客船管理規則」行李篇及「國內線航空

不超過【】公斤，每件長寬高不得超過【】公分，

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相關規定，明

超過上述限制者，應改以託運方式運送，客船未

訂乘客隨身攜帶及託運行李之限制。

滿二百總噸或為渡船，或未提供行李託運服務時， 二、 參考「臺北捷運系統旅客須知」，訂定乘客攜
得拒絕託交運送。

帶動物之限制。

經濟座艙乘客之免費託運行李額度為
【】公斤（不得少於十公斤），經濟臥鋪艙以上
等級乘客之免費託運行李額度為【】公斤（不得
少於二十公斤），超過時船舶運送人得另外收費。

託運行李包裝不完整於運送過程中有損壞
之虞者，運送人應協助提供包裝服務，乘客如不
願配合，運送人始得拒絕載運該行李。
乘客攜帶動物登船，應置於寵物箱、小籠
或小容器內，且包裝完固、無糞便、液體漏出之
虞，動物之頭、尾及四肢均不得露出，每位乘客
以攜帶一件為限，尺寸不得超過長五十五公分、
寬四十五公分、高四十五公分。但執行任務之警
犬、導盲犬或專業人員（訓練師）陪同之導盲幼
犬，不在此限。
五、 為維護航行安全及乘客安寧，乘客不得攜帶或

一、基於確保船舶運輸與乘客生命之安全性及船上秩

放置武器及危險物品於行李中，亦不得攜帶不適

序，爰對危險物品及動物載運予以限制。

宜隨船運送之動物（如具毒性或攻擊性動物蛇、

二、有關軍、憲、警方人員基於執行勤務之需而有攜

蠍、蜘蛛），違者運送人得拒絕其登船。但負有

帶武器、彈藥之必要，為維船舶安全，爰明定搭

特殊任務必須攜帶武器之人員，應依規定由所屬

乘時應檢附核准文件方可攜帶。

單位主管出具證明文件，並由攜帶人自動請求查
驗。
六、 運送人營運之船舶於航程中應視室內、外溫差， 為提高客船服務品質，參照臺灣鐵路管理局針對各級
適時調節船艙室溫，裝有冷氣船舶如未於航程中

對號列車冷氣發生故障時之退費規定，增訂船艙冷氣

開啟空調或空調發生故障，其最低賠償金額，為

不分全程或部分航程故障賠償退還款最高限額之規定，

票面價額之百分之【】（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 以促運送人善盡船機維護之責。

七、 運送人應依船票所載或公告發航日期、時間與

一、 參酌「航業法」第十三條規定，明定運送人經

航線自發航港運送乘客至目的港，非有正當理由，

營固定航線，非有正當理由，不得任意變更。如

不得任意變更。如有變更、增減班或停航時，應

有變更、增減班或停航時，應以顯著方式即時公

以顯著方式即時公告及利用有效方式通知乘客。

告及利用有效方式通知乘客。如運送人違反前述

運送人違反第一項規定時，乘客得解除契
約，辦理退票，並得請求運送人支付票面價額百
分之【】（最低不得低於百分之五）之違約金。
如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規定時，為保障乘客權益，另訂定如其不同意航
班變更時之船票退還款及違約金請求機制。
二、 參酌「民法」六百五十四條規定，明定運送人
對於運送之遲到應負相關責任。

旅客運送人對於旅客因運送之遲到應負責。 三、 對於運送遲到之情形，明定運送人應行處理方
但因旅客之過失，不在此限。
運送之遲到係因不可抗力所致者，旅客運
送人之責任，除另有交易習慣者外，以乘客因遲

式及相關措施。
四、 明定乘客因可歸責於運送人事由之停航而衍生必
要費用時，運送人應為之補償措施。

到而增加支出之必要費用為限。
運送人於確定船舶無法依表定時間啟程、靠
泊，致遲延三十分鐘以上，或變更航線、靠泊地
點時，應即向乘客詳實說明原因及處理方式，並
應視實際情形並斟酌乘客需要，適時提供下列協
助：
１、必要之通訊。
２、必要之飲食或膳宿。
３、必要之禦寒或醫藥急救之物品。
４、必要之轉運或其他交通工具。
運送人應合理照顧乘客權益，如受限於當地
實際情況，無法提供前項協助時，應即時向乘客
詳實說明原因，並妥善處理。
因可歸責於運送人事由之停航，除即時發布
公告週知外，並應立即協調安排乘客改搭其他船
舶。如致乘客無法扺達目的地或接續其他交通工
具時，運送人應提供必要之飲水、安排膳食住宿。

八、 運送人與乘客雙方發生運送糾紛時，運送人應
即主動與乘客協調處理，且乘客不得藉故延遲下
船。

一、 明定發生運送爭議時運送人及乘客之應行處理
方式，以維護雙方權益。
二、 明定運送人應提供完整客服申訴管道，以期發

運送人應於明顯處所揭示如下資訊，以提供
完整、透明化之申訴管道。
１、運送人公司名稱：
２、運送人公司負責人：
３、客服（申訴）專線：
４、運送人公司網址：
５、電子郵件地址：

生運送狀況時，乘客可藉由各類公開途徑獲得即
時及妥適處理。

６、運送人公司地址：
７、主管機關名稱及電話（含申訴電話）：
九、 旅客運送人對於旅客因運送所受之傷害應負賠

一、 參酌「民法」第六百五十四條規定，明定運送

償責任。但因旅客之過失或係不可抗力所致者，

人對於旅客因運送所受之傷害應負之責任及免責

不在此限。

事由。

運送人應為乘客投保旅客傷害保險，每一乘

二、 依「航業法」第十四條規定，明定運送人應為

客保險金額為新臺幣【】萬元（不得少於二百五

旅客投保傷害保險。

十萬元）。
十、 乘客託運行李之損害，運送人應負賠償之責。

分別參照民法第六百三十八條及六百五十七條有關運

但因可歸責於乘客之故意或過失事由所致者，得

送物賠償以交付時目的地價值計算，暨國內線航空乘

減輕或免除之。

客運送定型化契約範本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等規

運送人對乘客行李應負之損害賠償金額，應

定明訂海運旅客行李最高賠償基準，俾為依循。

依其應交付時目的地之價值計算辦理。但乘客證
明其受有更大損害者，得就該損害請求賠償。
乘客行李損害之賠償額，有特別書面契約，
且更有利於乘客者，依其契約，無特別契約者，
依前項之賠償標準。
乘客如於託運行李中放入錢幣、珠寶、銀器、
可轉讓之有價證券、公債、貴重物品、樣品或商
業文件等物品者，應報值。未經報值之商品如於
運送途中遭遺失或毀損，運送人僅依第二項負賠
償責任。但船舶運送人有故意、重大過失，或接
受乘客以報值行李方式辦理託運者，不在此限。
運送途中如託運行李中之易碎、易腐等物品
所致行李之全部或部分毀損，運送人應負賠償責
任。但運送人能證明其毀損，係因不可抗力或因
運送物之性質，或因乘客之過失而致者，不在此
限。
十一、 運送人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乘客無障礙搭乘 為保障乘客搭船之權益，爰規定運送人應採取適當措
客船，但縱採取適當措施，特定乘客仍有危害

施，確保乘客無障礙搭乘客船，惟即使運送人採取適

健康或航行安全之虞，運送人得依客船管理規

當措施，特定乘客仍有危害健康或航行安全之虞，運

則規定限制其搭乘。

送人得依「客船管理規則」規定限制其搭乘。

十二、 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地方法院為 明定發生爭訟時管轄法院之依據。
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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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平 參酌「消費者保護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體例，爰定
等互惠與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準用相關法規、習慣、法理等原
則。

十四、 運送人與乘客間有更利於乘客之特殊約定者， 為避免定型化契約條款與更有利於乘客之個人磋商條

依其約定。未約定者，仍依本契約辦理。

款間互有牴觸，爰參酌「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五條之
規定規範契約之適用效力。

貳、不得記載事項
內

容

一、 不得約定運送人可片面更改契約內容。

說

明

參酌「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
事項」，規定運送人不得片面更改契約內容。

二、 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參酌「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
事項」，規定運送人不得於契約內標註廣告僅供
參考。

三、 不得約定運送人可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
價。

參酌「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
事項」，規定運送人不得於契約內約定其他變相
或額外加價事項。

四、 不得約定違反其他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違反
誠信原則、平等互惠原則等事項。

參酌「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
事項」，規定契約內容不得違反其他法律強制禁
止之規定或違反誠信、平等互惠原則。

五、 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運送人之責任。

參酌「公路汽車客運業旅客運送定型化契約不得
記載事項」，規定不得於契約內容約定免除或限
制運送人之責任。

六、 不得約定旅客拋棄訴訟權。

參酌「公路汽車客運旅客運送定型化契約不得記
載事項」，規定不得於契約內要求旅客拋棄訴訟
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