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荣航空国内线航空乘客运送定型化契约  

立荣航空公司与机票或登机牌上所列载之乘客同意遵守下列条款：  

第一条： 

 机票经开票后，其运送义务范围自起运站，经载明之航线而至到达站。  

第二条： 

 机票自开票日起一年内有效，但机票上有特别规定者，依其约定。  

 乘客于机票有效期限及有效期限届满后一年内，均得凭证请求办理退票还款，逾期未请求办理退票还款，该机票作

废。  

 下列机票得报经民航主管机关同意后，订定逾期作废之退票限制：  

 一、 三日(含)以上法定连续假期公告疏运期间航班之机票； 

二、 应民航主管机关疏运旅客临时加开航班之机票； 

三、 第七条优待票以外之其它经民航主管机关备查之优惠票，其价格未满全额票价七折者。 
 

第三条： 

 机票上乘客姓名栏一经填写，不得涂改，但开票人误缮时，应重新开立机票。  

 机票持用人非票载乘客者，不得登机或行使其它权利。  

第四条： 

 乘客依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办理退票时，应至原售票单位办理退票手续。原售票单位得酌收票面价(实际售价，以下

同)百分之十退票费用（退票费用最高不得超过票面价百分之十）。但第七条优待票以外之其它经民航主管机关备

查之优惠票，于航班出发前办理退票，原售票单位得酌收票面价百分之二十五退票费用（退票费用最高不得超过票

面价百分之二十五）；于航班出发后办理退票，原售票单位得酌收票面价百分之五十退票费用（退票费用最高不得

超过票面价百分之五十）。  

乘客于机票有限期限内，除机票上有特别规定依其约定者外，得依下列方式更改航班搭乘日期及班次：  

 一、 应至原售票单位或航空公司办理改票手续。 

二、 第一次更改航班搭乘日期或班次时免收费用，自第二次改票起，原售票单位或航空公司得于改票时酌收票面

价百分之十改票费用（改票费用最高不得超过票面价百分之十）。 

前二项所称原售票单位，指下列单位： 

一、 向网站购票者，系指透过该网站出售机票之航空公司或旅行社； 

二、 向航空公司购票者，系指实际出售机票航空公司总公司、分公司、办事处； 

三、 向旅行社购票者，系指实际出售机票旅行社总公司、分公司。 

表定航班取消时，乘客得要求办理退、改票，原售票单位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前项表定航班之取消，如系可归责于航空公司之事由，致旅客受有损害者，航空公司应负赔偿责任。 
 

第五条： 



 

 乘客遗失机票时，应于机票有效期限内依规定向原售票单位办理挂失。经航空公司查证该机票未使用时，乘客得请

求另行开立或退费。但航空公司得酌收票面价百分之十为手续费（手续费最高不得超过票面价百分之十）。  

第六条： 

 机票于有效期限内，航空公司调整全额客运票价并经民航主管机关备查者，航空公司与乘客双方均同意照调整前后

机票票面价之差额多退少补。  

 前项全额客运票价系指国内航线经济舱效期一年之无使用限制之票价。  

 持第七条之优待票者，如有第一项情形时，亦同。  

第七条： 

 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享有搭乘国内线票价优待：  

 一、 未满二岁不占位之儿童享有票价免费优待。享免费优待之儿童应由成人陪伴，每位成人以陪伴一名不占位儿

童为限。 

二、 未满十二岁之占位儿童享有全额客运票价七五折优待。 

三、 年满六十五岁以上本国人享有全额客运票价五折优待。 

四、 本国籍身心障碍者及其必要陪伴者一人，享有全额客运票价五折优待。但应于购票及搭机时出示身心障碍证

明。 

五、 设籍离岛地区居民依「民用航空法」、「离岛建设条例」及「离岛地区居民航空票价补贴办法」享有优待票

价。 

前项优待仅能择一，不能享有二重以上优待。  

第八条： 

 乘客搭机时应携带政府机关核发贴有照片之身分证明文件，以备接受检查核对。  

 未满十四岁之儿童，未持有政府机关核发贴有照片之身分证明文件者，得以户口名簿影本或健保卡（儿童手册）等

能证明身分之文件代替之。  

第九条： 

 航空公司于航班表定起飞时间前六十分钟开始受理乘客报到作业，乘客应于航班表定起飞时间前三十分钟办妥报到

手续。  

 乘客未于前项时间内完成报到手续者，航空公司得取消其订位。  

第十条： 

 乘客随身携带行李以不超过一件为原则，合计不超过七公斤，每件长宽高不得超过 56公分 X 36公分 X 23公分，

超过上述限制者，应改以托运方式运送。  

第十一条： 

 经济舱乘客之免费托运行李额度为十公斤（除享有票价免费优待者外，不得少于十公斤），商务舱乘客之免费托运

行李额度为二十公斤（除享有票价免费优待者外，不得少于二十公斤），超过时航空公司得另外收费。  



 

第十二条： 

 托运行李包装不完整于运送过程中有损坏之虞者，航空公司得拒绝载运该行李。  

第十三条： 

 下列物品禁止手提携带或托运上机：（详情请洽航空公司）  

 一、 压缩气体（无论是否低温、易燃或有毒）：如罐装瓦斯、纯氧、液态氮、潜水用氧气瓶。 

二、 腐蚀性物质：如强酸、强碱、水银、湿电池等。 

三、 爆炸性物质：各类枪械弹药、烟火、爆竹、照明弹等。 

四、 易燃性物质：如汽柴油等燃料油、火柴、油漆、稀释剂、点火器等。 

五、 放射性物质。 

六、 以安全目的设计的手提箱（内含锂电池或烟火材料等危险物品）、钱箱等。 

七、 氧化物质：如漂白剂（水、粉）、双氧水等。 

八、 毒性及传染性物质：如杀虫剂、除草剂、活性滤过性病毒等。 

九、 其它危险物品：如磁化物（如磁铁）及刺激性物品（如防身喷雾器）等及其它经民 航主管机关公告影响飞

航安全之物品。 
 

第十四条： 

 下列物品如有携带必要，应以托运方式处理。  

 一、刀剑棍棒类。二、发胶、定型液、医用含酒精之液态瓶装物、防蚊液、酒类、非刺激性喷雾器及其它不影响飞

航安全之物品。但经安检人员同意者，得置于随身行李随身携带(详情请洽航空公司)。  

第十五条： 

 为维护飞航安全，乘客不得携带或放置武器及危险物品于行李中，违者禁止登机。但负有特殊任务必须携带武器之

军警人员，应依规定由所属单位主管出具证明文件，并由携带人自动请求查验，经核符后将所携带武器交由航空公

司服务人员处理。  

第十六条： 

 乘客在客舱内，禁止使用任何干扰飞航安全之通讯器材及电子用品（如：行动电话、个人无线电收发报机、各类遥

控器、CD唱盘、调频收音机等），并应遵守相关安全规定及与机上服务人员合作。(详情请洽航空公司)  

第十七条： 

 航班时刻表所列之航班时间与航线不得任意变更。如有变更或增减航班时，航空公司应以显著方式公告。  

 航班时刻表所定之起飞时间是乘客登机后，飞机舱门关闭之时间，而非航班实际起飞时间。  

 各航空公司之「航班异常处理机制」，应于各航空公司网站及航站售票柜台等显著处所揭露。  

 航空公司应依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第三十五条之五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第五款规定揭露劳资争议进程及消费者权

益保护措施。  



 

第十八条： 

 乘客因航空公司之运送迟到而致损害者，航空公司应负赔偿之责。但航空公司能证明其迟到系因天候变化、属非可

归责于航空公司之机件故障、民航主管机关命令约束或其它必要情况者，除另有交易习惯者外，以乘客因迟到而增

加支出之必要费用为限。航空公司于确定航空器无法依表定时间起飞，致迟延十五分钟以上或变更航线、起降地

点、取消该航班，致影响乘客权益者，应立即向乘客详实说明原因及处理方式，并应斟酌乘客需要，适时免费提供

下列服务：  

 一、 必要之通讯。 

二、 必要之饮食或膳宿。 

三、 必要之御寒或医药急救之物品。 

四、 必要之转机或其它交通工具。 

航空公司如受限于当地实际情况，无法提供前项服务时，应即向乘客详实说明原因并提供合理妥善之照顾。  

第十九条： 

 航空公司与乘客双方发生运送纠纷无法立即解决时，双方得申请航空站公务主管人员协助调处，并由双方填写民用

航空乘客离机协议见证表，乘客不得延迟下机，以避免影响后续航班乘客之权益。  

 前项调处系依据「民用航空乘客与航空器运送人运送纠纷调处办法」之相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依中华民国「民用航空法」与「航空客货损害赔偿办法」规定，航空公司就乘客于航空器中或于上下航空器时，因

不可抗力或意外事故致死亡或伤害者，航空器使用人或运送人应负赔偿之责。但因可归责于乘客之故意或过失事由

而发生者，得免除或减轻赔偿。乘客能证明其受有更大损害得就其损害请求赔偿外，航空公司对每一乘客应负之损

害赔偿金额，依下列标准办理：  

 一、 死亡者：新台币三百万元整。 

二、 重伤者：新台币一百五十万元整。（所称重伤，依刑法第十条第四项规定。） 

乘客非死亡或重伤者，其赔偿金额依实际损害计算，但最高不得超过新台币一百五十万元整。但第一项之法令，或

其它法规关于前一项赔偿金额之规定有变动时，依该规定之变动比例调整之。 

乘客之死亡或伤害赔偿额，有特别书面契约者，依其契约，无特别契约者，依前二项之赔偿标准。  

第二十一条： 

 乘客行李之损害，航空器使用人或运送人应负赔偿之责。但因可归责于乘客之故意或过失事由而发生者，得免除或

减轻赔偿。乘客能证明其受有更大损害得就其损害请求赔偿外，航空公司对每一乘客行李应负之损害赔偿金额，依

下列标准办理：  

 一、 随身行李：按实际损害计算，但每一乘客最高不超过新台币二万元整。 

二、 托运行李：按实际损害计算，但每公斤最高不得超过新台币一千元整。 

乘客行李损害之赔偿额，有特别书面契约者，依其契约，无特别契约者，依前项之赔偿标准。 

前条第三项但书之规定，于第二项之赔偿标准亦适用之。  



 

第二十二条： 

 乘客如于托运行李中放入钱币、珠宝、银器、可转让之有价证券、公债、股票、贵重物品、样品或商业文件等物品

于运送途中遭遗失或毁损，航空公司仅能依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二款负赔偿责任。但航空公司有故意、重大过失，

或接受乘客以报值行李方式办理托运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三条： 

 运送途中如因托运行李中之易碎、易腐等物品所致行李之全部或部分毁损，航空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但乘客能证明

航空公司有故意或过失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条： 

 航空公司对运送之行李，仅负交付与持（行李）票人之责任，乘客应凭航空公司发给之行李票提领托运行李。 

行李票如有遗失，除有急迫情形经乘客提出切结书及确实之证明，航空公司得同意乘客先行提领外，乘客应待二日

后（不得逾七日）且无其它乘客提出异议，始可请求交付。对于被他人领走之任何行李，除航空公司能证明其有核

对行李票外，应负赔偿责任。但乘客必须于当日提出请求。  

第二十五条： 

 航空公司基于飞航安全考量，仅得依报经民航主管机关备查之规定，限制下列乘客之搭乘：（详情请洽航空公司）  

 一、 身心障碍及伤病旅客。 

二、 需特别照顾之孕妇及高龄者。 

三、 同行婴儿、独行小孩。 

四、 被押解之罪犯（含嫌疑犯）。 

五、 酩酊者（含吸食麻药、药品所致者）。 

六、 可能影响乘客、机组员及飞航之安全者。 
 

第二十六条： 

 乘客不满意航空公司提供之服务时，可利用航空公司之申诉服务专线反映，航空公司应立即视实际情形迅速妥适处

理。  

 航空公司申诉服务专线 02-25135509及网址：//www.uniair.com.tw  

第二十七条： 

 本契约如有未尽事宜，依相关法令、习惯及平等互惠与诚实信用原则公平解决之。  
 

•立荣航空国内线航空乘客运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本契约所称之乘客系指机票或登机牌上所列载之乘客。 

壹、应记载事项：  

http://www.uniair.com.tw/


 

一、 机票应载明开票日期、开票地点、乘客姓名、票价、运送义务范围(起运站、经载明之航线而至到达

站)及使用限制，并视为运送契约之一部分。机票自开票日期起一年有效，但机票上有特别规定者，

依其约定。  

 机票有效期限及有效期限届满后一年内均得凭证请求办理退票还款。  

 下列机票得报经民航主管机关同意后，订定逾期作废之退票限制：  

 1. 三日(含)以上法定连续假期公告疏运期间航班之机票； 

2. 应民航主管机关疏运旅客临时加开航班之机票； 

3. 第五点优待票以外之其它经民航主管机关备查之优惠票，其价格未满全额票价七折者。 
 

二、 乘客办理退票时，应至原售票单位办理退票手续。原售票单位得酌收票面价(实际售价，以下同)百分

之十退票费用（退票费用最高不得超过票面价百分之十），但第五点优待票以外之其它经民航主管机

关备查之优惠票，于航班出发前办理退票，原售票单位得酌收票面价百分之二十五退票费用(退票费

用最高不得超过票面价百分之二十五）；于航班出发后办理退票，原售票单位得酌收票面价百分之五

十退票费用(退票费用最高不得超过票面价百分之五十)。  

 乘客于机票有限期限内，除机票上有特别规定依其约定者外，得依下列方式更改航班搭乘日期及班

次：  

1. 应至原售票单位或航空公司办理改票手续。 

2. 第一次改票免收费用，自第二次改票起，原售票单位或航空公司得于改票时酌收票面价百分之十

改票费用(改票费用最高不得超过票面价百分之十)。 

前述所称原售票单位，指下列单位： 

1. 向网站购票者，系指透过该网站出售机票之航空公司或旅行社。 

2. 向航空公司购票者，系指实际出售机票之航空公司总公司、分公司、办事处。 

3. 向旅行社购票者，系指实际出售机票之旅行社总公司、分公司。 

表定航班取消时，乘客得要求办理退、改票，原售票单位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前项表定航班之取消，如系可归责于航空公司之事由，致旅客受有损害者，航空公司应负赔偿责任。 
 

三、 乘客遗失机票时，应于机票有效期限内依规定向原售票单位办理挂失。经航空公司查证该机票未使用

时，乘客得请求另行开立或退费。但航空公司得酌收票面价百分之十为手续费（手续费最高不得超过

票面价百分之十）。  

四、 机票于有效期限内，航空公司调整全额客运票价并经民航主管机关备查者，航空公司与乘客双方均同

意照调整前后机票票面价之差额多退少补。 

前述全额客运票价系指国内航线经济舱效期一年之无使用限制之票价。 

持第五点之优待票者，如有第一项情形时，亦同。  

五、 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享有搭乘国内线票价优待：  



 

 1. 未满二岁之不占位儿童享有票价免费优待。享免费优待之儿童应由成人陪伴，每位成人以陪伴一

名不占位儿童为限。 

2. 未满十二岁之占位儿童享有全额客运票价七五折优待。 

3. 年满六十五岁以上本国人享有全额客运票价五折优待。 

4. 本国籍身心障碍者及其必要陪伴者一人，享有全额客运票价五折优待。但应于购票及搭机时出示

身心障碍证明。 

5. 设籍离岛地区居民依「民用航空法」、「离岛建设条例」及「离岛地区居民航空票价补贴办法」

享有优待票价。 

前项优待仅能择一，不能享有二重以上优待。  

六、 报到、登机规定 

乘客搭机时应携带政府机关核发贴有照片之身分证明文件，以备接受检查核对。 

未满十四岁之儿童，未持有政府机关核发贴有照片之身分证明文件者，得以户口名簿影本或健保卡

（儿童手册）等能证明身分之文件代替之。 

航空公司于航班表定起飞时间前六十分钟开始受理乘客报到作业，乘客应于航班表定起飞时间前三十

分钟办妥报到手续。 

乘客未于前项时间内完成报到手续者，航空公司得取消其订位。  

七、 行李相关规定 

乘客随身携带行李以不超过一件为原则，合计不超过七公斤，每件长宽高不得超过 56公分 X 36公分 

X 23公分，超过上述限制者，应改以托运方式运送。 

经济舱乘客之免费托运行李额度为十公斤（除享有票价免费优待者外，不得少于十公斤），商务舱乘

客之免费托运行李额度为二十公斤（除享有票价免费优待者外，不得少于二十公斤），超过时航空公

司得另外收费。 

托运行李包装不完整于运送过程中有损坏之虞者，航空公司得拒绝载运该行李。  

八、 危险物品及危安物品相关规定 航空公司应载明禁止携带或托运上机物品及相关规定，且乘客在客舱

内禁止使用任何干扰飞航安全之通讯器材及电子用品，并应遵守相关安全规定及与机上服务人员合

作。  

九、 航班时刻表所列航班时间与航线不得任意变更。如有变更或增减航班时，航空公司应以显著方式公

告。 

航班时刻表所定之起飞时间系乘客登机后，飞机舱门关闭之时间，而非航班实际起飞时间。 

各航空公司之航班异常处理机制，应于各航空公司网站及航站售票柜台等显著处所揭露。 

航空公司应依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第三十五条之五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第五款规定揭露劳资争议进

程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  

十、 乘客因航空公司之运送迟到而致损害者，航空公司应负赔偿之责。但航空公司能证明其迟到系因天候

变化、属非可归责于航空公司之机件故障、民航主管机关命令约束或其它必要情况者，除另有交易习

惯者外，以乘客因迟到而增加支出之必要费用为限。 

航空公司于确定航空器无法依表定时间起飞，致迟延十五分钟以上或变更航线、起降地点、取消该航



 

班，致影响乘客权益者，应立即向乘客详实说明原因及处理方式，并应斟酌乘客需要，适时免费提供

必要之通讯、饮食或膳宿、御寒或医药急救物品、转机或其它交通工具服务。 

航空公司如受限于当地实际情况，无法提供前项服务时，应即向乘客详实说明原因并提供合理妥善之

照顾。  

十一、 航空公司与乘客双方发生运送纠纷无法立即解决时，双方应依「民用航空乘客与航空器运送人运送纠

纷调处办法」之相关规定办理，乘客不得延迟下机，以避免影响后续航班乘客之权益。  

十二、 航空公司就乘客于航空器中或于上下航空器时，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故致死亡或伤害者，航空器使用

人或运送人应负赔偿之责。但因可归责于乘客之故意或过失事由而发生者，得免除或减轻赔偿。  

十三、 行李损害赔偿相关规定 

乘客行李之损害，航空器使用人或运送人应负赔偿之责。但因可归责于乘客之故意或过失事由而发生

者，得免除或减轻赔偿。 

乘客如于托运行李中放入钱币、珠宝、银器、可转让之有价证券、公债、股票、贵重物品、样品或商

业文件等物品，于运送途中遭遗失或毁损，航空公司仅须依「航空客货损害赔偿办法」规定负赔偿责

任。但航空公司有故意、重大过失，或接受乘客以报值行李方式办理托运者，不在此限。 

运送途中如因托运行李中之易碎、易腐等物品所致行李之全部或部分毁损，航空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但乘客能证明航空公司有故意或过失者，不在此限。  

十四、 航空公司对运送之行李，仅负交付与持（行李）票人之责任，乘客应凭航空公司发给之行李票提领托

运行李。 

行李票如有遗失，除有急迫情形经乘客提出切结书及确实之证明，航空公司得同意乘客先行提领外，

乘客应待二日后（不得超过七日）且无其它乘客提出异议，始可请求交付。 

对于被他人持行李票而领走之任何行李，除航空公司能证明其有核对行李票外，应负赔偿责任。但乘

客必须于当日提出请求。  

十五、 航空公司基于飞航安全考量，仅得依报经民航主管机关备查之规定，限制搭乘之乘客类别。  

十五之一、 航空公司应提供服务专线电话及网址。  

十六、 本契约如有未尽事宜，依相关法令、习惯及平等互惠与诚实信用原则公平解决之。  

十七、 运送契约条款如较本应记载事项规定标准对消费者更为有利者，从其约定。  
 

贰、不得记载事项：  

一、 不得约定航空公司可片面更改契约内容，而乘客不得异议。  

二、 不得约定广告仅供参考。  

三、 不得约定航空公司可以其它方式变相或额外加价。  

四、 不得约定违反其它法律强制禁止规定或违反诚信原则、平等互惠原则等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