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省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函 

                                                   公會地址：600 嘉義市友忠路 546 巷 1 號 

                                                                 聯 絡 人：孫淑蘋 

                                                                 聯絡電話：(05)233-2830 傳真：(05)233-2850                                     

                                                                 電子信箱：twata.po@gmail.com 

 受文者：本會各縣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7月 12 日 
 發文文號：省旅商周字第 107033號 
 附    件：「旅行業租賃遊覽車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主 旨：敬請  貴會加強宣導，轉知會員旅行社遵守「旅行業租賃遊覽車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關規定，敬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旅聯(107)字第 074 

       號函辦理(交通部觀光局 106年 12月 20日公告訂定)。 

   二、以進入暑假旺季，交通部觀光局關心旅遊用車安全，必將加強查 

       輯，關於旅行社與遊覽車間的租賃關係，交通部觀光局訂定「旅 

       行業租賃遊覽車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敬請  會員旅行社 

       切實遵守相關規定。 

   

 

  正本：本會各縣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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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租賃遊覽車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0日交路(一)10682006692公告訂定發布，並自即日生效 

壹、應記載事項 

一、業務執行期間、所需車輛數及相關規格 

    應記載旅行業於業務執行期間、所需車輛數及相關規格。 

二、租賃費用計算方式 

    應記載租賃費用(含營業稅)以總價計算之，其行程如有包含停車費、過路通行費與駕

駛之差旅食宿費用(應提供駕駛員一人一室為原則)，其費用應包含之。 

三、定金與費用支付期程 

    應記載租賃契約於簽約時，應預付之定金不得高於租金總額百分之二十及租金餘額支

付期程。 

四、基本資料提供 

    遊覽車業者於租賃契約成立給付定金後，應提供執行業務之遊覽車輛相關之車號、規

格、車輛數、出廠年月(車齡計算方式由車輛出廠日期起算)，廠牌、座位數、最近一

次檢驗合格紀錄及下次指定檢驗日期、遊覽車業者五年內事故紀錄及遊覽車業者評鑑

成績。 

五、報到時間、業務執行路線及地點之安排 

    應記載報到時間、地點及業務執行路線與地點，應由旅行業者告知，遊覽車客運業者

如未能準時報到及出車，致損害旅行業權益應由遊覽車客運業者負賠償責任。原訂行

程及路線如有變更必要時，需經雙方同意，得變更行程及路線，並不得安排行駛公路

主管機關公告禁行路段。 

六、服務內容與安全應注意事項 

    應記載旅行業隨團服務人員應協同遊覽車客運業者，向乘客解說及示範該款車輛安全

設施、逃生設備、宣導遵守交通法規規定並維護車輛整潔及雙方約定應提供之服務。 

    乘客如有違反交通法規規定之要求，旅行業隨團服務人員應協同駕駛員予以拒絕。 

    駕駛員及旅行業隨團服務人員不得向乘客兜售或媒介商品或其他服務。 

    雙方共同注意乘客非必要時勿任意取下或碰撞車內安全設備，並嚴禁攜帶違禁品及危

險品上車。 

遊覽車客運業者於遊覽車出發前應依交通部公路總局訂定之「機關、團體租(使)用遊

覽車出發前檢查及逃生演練紀錄表」填列相關資料供旅行業隨團服務人員查核。 

租賃期間遇相關主管機關執行稽查時，駕駛員及旅行業隨團服務人員應配合辦理其作

業。 

七、駕駛員酒駕之賠償責任 

    應記載遊覽車客運業者派任之駕駛員於行程前及行程中各休息站（點）、遊憩點行車前



應接受旅行業者或旅行業隨團服務人員確認未有飲酒情事，如確認發現駕駛員有飲酒

之虞時應立即更換駕駛員，其所致延誤行程或不能完成預定行程，除當日不得收費外，

應由遊覽車客運業者依所收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數額負賠償責任。 

    旅行業者如能證明損害超過前項數額者，遊覽車客運業者就超過部分仍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八、派用合格駕駛員 

    應記載遊覽車客運業者派任之駕駛員為合格駕駛員，簽約時應出示有效之遊覽車客運

業駕駛人登記證、行車執照及三年內定期回訓證明文件、駕駛員之交通違規紀錄。 

    倘遊覽車客運業者於行車前因故需更換駕駛員，亦應出示前項相關證明文件。 

九、駕駛員駕駛時間及工作時間應符合相關規定 

    應記載租賃期間遊覽車客運業者派任駕駛員駕駛車輛營業時，應符合汽車運輸業管理

規則有關調派駕駛勤務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 

十、事故之處置與賠償 

    應記載業務租賃期間車輛故障時，遊覽車客運業者應於一小時內接駁至下一地點，二

小時內提供同品質車輛使用及提供適當飲料或餐點，如導致預定行程延誤或不能完成

者，遊覽車客運業者應依第七點所定方式負賠償責任。 

    業務租賃期間發生事故，旅行業者應協同遊覽車客運業者派人協助處理乘客相關善後

事宜外，若遊覽車客運業者有歸責事由時，應負賠償責任。 

十一、臨時道路障礙、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之處置與賠償 

因臨時道路障礙、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

遊覽車客運業者未能依規定出車者，旅行業者得解除契約並要求退還預付定金；如已

出車致未能完成預定行程者，旅行業者與遊覽車客運業者雙方得就行程、路線另行約

定。 

十二、保險 

    遊覽車客運業者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乘客責任保險，並應載

明保險證（單）號碼，保險金額不得低於主管機關公告之金額。 

貳、不得記載事項 

一、租用之車型、規格及配備等內容不得記載「僅供參考」或使用其他不確定用語之文字。 

二、不得約定排除任一方得任意解除或終止契約權利。 

三、不得約定任一方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 

四、不得約定遊覽車客運業者除收取約定之租車費用外，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 

五、不得約定免除或減輕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旅行業管理規則、勞動基準法及租賃契

約所載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應履行義務。 

六、不得約定記載其他違反誠信原則、平等互惠原則等不利之約定。 

七、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他方之責任。 



旅行業租賃遊覽車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總說明 
考量民眾對國內旅遊之期盼及需求、市場機制及消費者便利性，於符合發展觀

光條例、旅行業管理規則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範下，為期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

業協力確保旅遊安全與權益，並透過企業與企業間進行交易之模式，降低成本、縮

短交易流程增加效率，進而拓展觀光市場，爰訂定本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查交通部公路總局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訂定「遊覽車租賃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規範遊覽車客運業及承租人，保障消費雙方應有之

權益，惟目前並無針對企業與企業間異業結盟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無法透過規範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業協力義務，進一步保障旅遊安全及旅

客權益，遂於交通部一百零六年四月七日召開「遊覽車安全策進作為專家學者諮詢

小組」第一次會議將旅行業對遊覽車客運業契約納入後續辦理事項。經參酌交通部

一百零四年九月十四日交路(一)字第一○四八六○○四四五一號公告之遊覽車租賃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擬具旅行業租賃遊覽車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草案，並於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邀集相關機關、消保團體、學者專家、旅行

業及遊覽車業代表會商擬具應記載事項十二點，不得記載事項七點，其規定重點如

下： 

一、應記載事項 

（一）訂定業務執行期間、所需車輛數及相關規格。（第一點） 

（二）訂定租賃費用計算方式。（第二點） 

（三）訂定定金與費用支付期程。（第三點） 

（四）為避免提供瑕疵或老舊遊覽車，強制遊覽車業者於租賃契約成立給付定金

後提供車輛基本資料。（第四點） 

（五）訂定報到時間、業務執行路線及地點之安排。（第五點） 

（六）訂定服務內容與安全應注意事項（第六點） 

（七）訂定駕駛員酒駕之賠償責任。（第七點） 

（八）訂定遊覽車客運業者應派用合格駕駛員及出示相關證明文件責任。（第八點） 

（九）訂定駕駛員駕駛時間及工作時間應符合相關規定。（第九點） 

（十）訂定事故之處置與賠償。（第十點） 

（十一）訂定臨時道路障礙、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之處置與賠償。（第十

一點） 

（十二）訂定遊覽車客運業者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乘客責任保險責任。（第十

二點） 

二、不得記載事項 



（一）為平衡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業者權益，爰訂定租用之車型、配備等內容不

得記載「僅供參考」或使用其他不確定用語之文字。（第一點） 

（二）為平衡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業者權益，爰訂定不得約定排除任一方得任意

解除或終止契約權利。（第二點） 

（三）為平衡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業者權益，爰訂定不得約定任一方得片面變更

契約內容。（第三點） 

（四）為平衡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業者權益，爰訂定不得約定遊覽車客運業者除

收取約定之租車費用外，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第四點） 

（五）為平衡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業者權益，爰訂定不得約定免除或減輕依汽車

運輸業管理規則、旅行業管理規則、勞動基準法及租賃契約所載或其他相

關法規規定應履行義務。（第五點） 

（六）為平衡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業者權益，爰訂定不得約定記載其他違反誠信

原則、平等互惠原則等不利之約定。（第六點） 

（七）為平衡旅行業與遊覽車客運業者權益，爰訂定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他方之

責任。（第七點） 

 

 

 

旅行業租賃遊覽車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規定 說明 

壹、應記載事項  

一、業務執行期間、所需車輛數

及相關規格  

   應記載旅行業於業務執行

期間、所需車輛數及相關規

格。  

為保障旅遊安全，爰訂定旅行業者於訂約時應

提供之行程業務執行期間所需之車輛數與規

格，避免訂約後發生爭議，損及旅客權益。 

二、租賃費用計算方式  

    應記載租賃費用 (含營業

稅 )以總價計算之，其行程如有

包含停車費、過路通行費與駕

駛之差旅食宿費用 (應提供駕

駛員一人一室為原則 )，其費用

應包含之。  

明訂租賃費用計算方式，並考量疲勞駕

駛將提升旅遊風險，爰就駕駛員部分明

訂應提供駕駛員一人一室為原則，給予

良好休息環境。  



三、定金與費用支付期程  

    應記載租 賃 契約於簽約

時，應預付之定金不得高於租

金總額百分之二十及租金餘額

支付期程。  

明訂定金與費用支付期程，以應預付定

金方式，保障企業與企業間交易品質。 

四、基本資料提供  

    遊覽車業者於租賃契約成

立給付定金後，應提供執行業

務之遊覽車輛相關之車號、規

格、車輛數、出廠年月 (車齡計

算 方 式 由 車 輛 出 廠 日 期 起

算 )，廠牌、座位數、最近一次

檢驗合格紀錄及下次指定檢驗

日期、遊覽車業者五年內事故

紀錄及遊覽車業者評鑑成績。  

參酌交通部公路總局之建議及交通部

一百零四年九月十四日交路 (一 )字第

一○四八六○○四四五一號公告之遊

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與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八十

六條之二內容及現行公路總局運作，俾

使規範內容更貼近實務，避免業者提供

之資料不足以保障旅遊安全。  

五、報到時間、業務執行路線

及地點之安排  

    應記載報到時間、地點及

業務執行路線與地點，應由旅

行業者告知，遊覽車客運業者

如未能準時報到及出車，致損

害旅行業權益應由遊覽車客運

業者負賠償責任。原訂行程及

路線如有變更必要時，需經雙

方同意，得變更行程及路線，

並不得安排行駛公路主管機關

公告禁行路段。  

為避免遊覽車客運業者因未能準時報

到及出車，導致行程壓縮或變更，損及

旅客權益，更甚者影響旅遊安全；另就

行程及路線變更，規範需經雙方同意，

保障對等之雙方權利。  

六、服務內容與安全應注意事

項  

    應記載旅行業隨團服務人

員應協同遊覽車客運業者，向

乘客解說及示範該款車輛安全

設施、逃生設備、宣導遵守交

通法規規定並維護車輛整潔及

雙方約定應提供之服務。  

    乘客如有違反交通法規規

定之要求，旅行業隨團服務人

員應協同駕駛員予以拒絕。  

    駕駛員及旅行業隨團服務

人員不得向乘客兜售或媒介商

品或其他服務。  

    雙方共同注意乘客非必要

時勿任意取下或碰撞車內安全

一、明訂服務內容與安全應注意事項，

並為保障旅遊安全及品質，賦予應

記載旅行業隨團服務人員及遊覽

車客運業者，為交通安全之必須得

拒絕乘客違法交通法規規定之要

求，課予雙方共同注意乘客之義

務，並參酌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七十二條規定修正。  

二、另為避免旅行業者不法經營旅行業

務，與發生事故時，旅客難以求償

之問題，爰依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

七 條 及 旅 行 業 管 理 規 則 第 四 十

條，規範業者配合交通部觀光局之

稽查業務。  



設備，並嚴禁攜帶違禁品及危

險品上車。  

遊覽車客運業者於遊覽車

出發前應依交通部公路總局訂

定之「機關、團體租 (使 )用遊

覽車出發前檢查及逃生演練紀

錄表」填列相關資料供旅行業

隨團服務人員查核。  

租賃期間遇相關主管機關

執行稽查時，駕駛員及旅行業

隨團服務人員應配合辦理其作

業。  

七、駕駛員酒駕之賠償責任  

    應記載遊覽車客運業者派

任之駕駛員於行程前及行程中

各休息站（點）、遊憩點行車前

應接受旅行業者或旅行業隨團

服務人員確認未有飲酒情事，

如確認發現駕駛員有飲酒之虞

時應立即更換駕駛員，其所致

延誤行程或不能完成預定行

程，除當日不得收費外，應由

遊覽車客運業者依所收費用總

額每日平均之數額負賠償責

任。  

    旅行業者如能證明損害超

過前項數額者，遊覽車客運業

者就超過部分仍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酒駕之問題大多是駕駛員心存僥倖，或

是對酒駕的認識不充分，近年來，因酒

後駕駛造成之交通事故尤為突出，為保

障旅客之旅遊安全，避免駕駛員於行程

前、中飲酒發生事故，明訂駕駛員應接

受旅行業者或旅行業隨團服務人員確

認未有飲酒情事，如有違反應負賠償責

任。  

八、派用合格駕駛員  

    應記載遊覽車客運業者派

任之駕駛員為合格駕駛員，簽

約時應出示有效之遊覽車客運

業駕駛人登記證、行車執照及

三年內定期回訓證明文件、駕

駛員之交通違規紀錄。  

    倘遊覽車客運業者於行車

前因故需更換駕駛員，亦應出

示前項相關證明文件。  

參酌現行實務運作，俾使規範內容更貼

近實務，明訂遊覽車客運業者應派用合

格駕駛員及出示相關證明文件責任，避

免業者提供之不良駕駛員，有害旅遊安

全。  

九、駕駛員駕駛時間及工作時

間應符合相關規定  

應記載租賃期間遊覽車客

運業者派任駕駛員駕駛車輛營

有關駕駛員勞務時間之相關規定，因勞

動基準法為勞動條件之基本規範，遊覽

車駕駛員除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等相關

法令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外，參酌汽車



業時，應符合汽車運輸業管理

規則有關調派駕駛勤務及勞動

基準法等相關法令關於工作時

間之規定。  

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二就營業

大客車業者調派駕駛勤務另有對駕車

時間及休息時間之相關規範，避免駕駛

員過勞及對行車安全之雙重保障。  

十、事故之處置與賠償  

    應記載業務租賃期間車輛

故障時，遊覽車客運業者應於

一小時內接駁至下一地點，二

小時內提供同品質車輛使用及

提供適當飲料或餐點，如導致

預定行程延誤或不能完成者，

遊覽車客運業者應依第七點所

定方式負賠償責任。  

     業 務 租 賃 期 間 發 生 事

故，旅行業者應協同遊覽車客

運業者派人協助處理乘客相關

善後事宜外，若遊覽車客運業

者有歸責事由時，應負賠償責

任。  

為保障旅遊安全及品質，明訂事故之處

置與賠償。  

十一、臨時道路障礙、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之處置

與賠償  

因臨時道路障礙、天災事

變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不可

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

遊覽車客運業者未能依規定出

車者，旅行業者得解除契約並

要求退還預付定金；如已出車

致未能完成預定行程者，旅行

業者與遊覽車客運業者雙方得

就行程、路線另行約定。  

為保障旅遊安全及品質，明訂臨時道路

障礙、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之

處置與賠償。  

十二、保險  

    遊覽車客運業者應依主管

機關之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及乘客責任保險，並應載

明保險證（單）號碼，保險金

額不得低於主管機關公告之金

額。  

避免旅客求償無門，明訂遊覽車客運業

者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及乘客責任

保險責任。  

貳、不得記載事項   

一、租用之車型、規格及配備

等內容不得記載「僅供參考」

或使用其他不確定用語之文

字。  

針對租用之車型、規格及配備等內容用

語應精確。  



二、不得約定排除任一方得任

意解除或終止契約權利。  

任意解除或終止契約權利，不得約定排

除。  

三、不得約定任一方得片面變

更契約內容。  

不得約定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  

四、不得約定遊覽車客運業者

除收取約定之租車費用外，以

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  

遊覽車客運業者不得約定或以其他方

式變相或額外加價。  

五、不得約定免除或減輕依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旅行業管

理規則、勞動基準法及租賃契

約所載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應

履行義務。  

約定不得免除或減輕汽車運輸業管理

規則、旅行業管理規則、勞動基準法、

租賃契約所載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應

履行義務。  

六、不得約定記載其他違反誠

信原則、平等互惠原則等不利

之約定。  

約定不得免除誠信原則、平等互惠原

則。  

七、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他方

之責任。  

他方責任之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