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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常見問題 : 

Q1. 網頁上票價有分經濟 K 跟經濟 S，有何不同呢？跟搭機座位有關嗎?  

K、S…等英文碼是航空公司制定票價時之指定艙等的代碼，所以它們跟票價有直接關係，每一種指

定艙等都有其限量，若訂位時訂不到該指定艙等的機位，就表示您無法享有該票價之優惠；雖同樣

都是經濟艙，但跟搭機座位無關，搭機座位多半是由機場的服務人員在旅客劃位時負責調度安排。  

Q2. 同樣都是上海的來回機票，搭的航班同樣都是長榮航空+東方航空，為什麼票價

會不一樣?  

這是因為出票制價的航空公司不同的關係，例如：若是長榮航空制定的票價（開出來的機票票號是

695xxxxxxxxxx），則必須遵守長榮航空針對此票價所指定的長榮航空的訂位艙等及東方航空的訂位

艙等、與相關的票價規定；若是東方航空制定的票價（開出來的機票票號是 784xxxxxxxxxx），則必

須遵守東方航空針對此票價所指定的長榮航空的訂位艙等及東方航空的訂位艙等、與相關的票價規

定；所有大陸線的連程票都可以此類推。  

Q3. 我買了來回機票，可以先使用回程票，再使用去程票嗎?  

不可。旅客必須依照機票搭乘聯的順序使用，如未按順序使用航空公司有權利拒絕受理。  

Q4. 買孩童票及嬰兒票的年齡限制是幾歲呢？  

已足 2 歲且未足 12 歲的小朋友才可以購買孩童票，未足 2 歲則可購買嬰兒票，此年齡限制是以搭乘

日當天為準。但若選購的是來回票，而去程日雖未足 12 歲，然回程日已足 12 歲時，須依各航空公

司之規定計價；有的航空公司僅以出發日為準，有的航空公司則規定必須買一本去程的單程孩童

票，及另買一本回程的單程成人票，但這樣兩本票價合計下來若高於成人優惠票價時，不如直接選

購成人票。  

Q5. 機票己經開了，可是臨時有事，可以轉讓給別人嗎?  

不可以轉讓，因機票為具名的有價證券，開票時皆已載明旅客姓名，使用時均須核對機票上之旅客

姓名。  

Q6. 我的小孩要出國，但沒有成人陪同前往，可以嗎？要不要辦理什麼申請手續？  

未足 16 歲以下之青少年或兒童要單獨成行獨自出國而無成人陪同前往時，須依各航空公司之規定開

立ＵＭ票，ＵＭ票價則須另依航空公司之規定（不適用一般的孩童票價），且必須至航空公司之票

務櫃台辦理ＵＭ申請書，各航空公司對於單獨成行者的年齡限制、及票價之計算方式與規定各有不

同，必須另向航空公司洽詢。  

Q7. 使用電子機票需要注意什麼？  

．收據帶到機場：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請記得將電子機票收據帶到機場，比較保險。  

．更改訂位記錄收費規定：機票一經開立，如欲更改機票訂位記錄時，請聯絡原開票之客服人 員協

助更改，但更改需支付更改手續費，除航空公司收費規定外，本公司每次另收取改票手 續費 1000

元 , 航空公司手續費視各家航空公司收取為準，如有票價差或稅金差額亦需補收)。  

．更改訂位記錄的方式： 【出發前】請於 48 小時工作日前(不含週末假日)向原開票旅行社提出申

請。 【出發後】請於 48 小時工作日前(不含週末假日)向原開票旅行社提出申請或向所搭乘之航空 

公司的當地分公司進行電子機票連結，未於 48 小時工作日前提出申請，將無法順利搭機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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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什麼票不能改 

1. 如航空公司規定，未在出發前取消原訂機位，而造成機位 “ NO-SHOW ”者，其機票視同已搭

乘，不得申請更改。  

【註】NO-SHOW 表示未搭乘也沒有取消訂位 !  

2. 非在本公司購買並開立的機票，不得向本公司請求機票更改。  

3. 票價規定中有註明“ 一經開立不得更改 ”之機票。  

4. 全程未用的機票，如機票規定並無更改的限制，但欲更改的日期超過機票原始開票日一年，亦不

接受更改。 

Q9. 更改需求 

1. 至少需在出發前 3 天（不含國定假日、例假日）提出更改需求，如遇有開票前置日規定之機

票，則需依航空公司規範時間之前完成。  

2. 本網所註明的更改費用是單次更改的金額，如遇部份航空公司，其更改費用的計算方式，是以訂

位紀錄修改的次數來計算，則需依航空公司的規範為準。  

3. 航空公司保有更改所需收取相關費用的方式，客服皆以當天更改來回覆金額，如不在報價當天 

16:00 PM 前完成相關付款及更改手續者，則需以更改當天重新報價之金額為準。  

4. 每次更改除了依票價規定收取航空公司相關費用（罰金、手續費、票價差、稅金差）外，本公司

另外收取更改服務費（美加 / 中南洲 / 中東南亞 / 歐洲 / 紐澳 / 非洲線 TWD 1000；東南亞 / 東

北亞 / 港澳大陸線 TWD 800）。 

Q10. 更改流程 

1. 確認更改後，請先完成付款，才能執行相關更改作業。  

2. 更改作業至少需 1 - 2 個工作天，因更改須將需求提交航空公司，待航空公司審查完成後，才能將

更改轉發給本公司客服部門或開票中心執行。  

3. 更改完成後，客服將會 E-mail 回覆已更改之行程表或電子機票給您。 

Q11. 什麼票不能退 

1. 機票未按照順序使用，即不符合退票申請資格。  

2. 己使用之部份機票，其價值超過原購機票，即無退票價值。  

3. 團體票、量販票或有載明“ 一經開立不得退票 ”之限制者。  

4. 在機票標示“ CHARTER ”者，此類型的機票不得申請退票。  

5. 如航空公司規定，未在出發前取消原訂機位，而造成機位 “ NO-SHOW ”者，其機票視同已搭

乘，不得申請退票。  

【註】NO-SHOW 表示未搭乘也沒有取消訂位 !  

6. 符合退票資格之機票（大陸民航除外），需於開票日始算一年內提出申請退票，逾期者視同放

棄。  

7. 大陸民航則規定，需於機票上記載之有效出發日前完成提出申請，逾期將不受理。 

Q12. 退票需求 

1. 需在本公司購買並開立之機票，才能向本公司申請退票。  

2. 需要退票之機票，需透過訊息或 MAIL 的方式與客服專員聯絡。  

3. 退票申請，須透過客服先做初步審核，一經確認符合退票申請資格後，客服將會儘快向航空公司

提出申請並 E-mail 回覆退票確認申請通知給您。  

4. 原始購買機票若含贈品或加購商品請一併附上，否則將依據活動當時公告或航空公司規定折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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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價值扣回。  

5. 若遇天災(如颱風、地震..等)或特殊狀況(如航空公司取消航班、航線停飛、旅客死亡或罹患重大

疾病..等)導致無法搭乘，旅客於辦理退票時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註】  

[ 1 ] 退票手續費依航空公司規定為準，本公司每張機票另酌收新台幣 1000 元作業費。  

[ 2 ] 部份航空公司有收取分銷成本費 ( Distribution Cost Charge )，該項目無法申請退回。  

※特別提醒※  

[ 1 ] 可辦理退票申請之機票，退款時並非全額退費，款項尚需扣除航空公司所規定之手續費或罰金

及本公司之代辦退票之手續費。  

[ 2 ] 優惠越多之機票，其扣收之手續費越多，請務必於購票前詳讀機票規定之說明。 

Q13. 退票手續費 

1. 符合退票資格者申請退票時，航空公司需先收取航空公司手續費及服務費，將機票轉送總公司審

核，送審後如機票無退票價值，相關費用亦不退還。  

2. 全程未使用：原購票金額（含稅）-10 ~ 12%（本公司退票作業費）- 航空公司退票手續費或罰金 

= 退票金額。  

3. 部份未使用：經航空公司精算後如有退票價值之機票，原購票金額（含稅）- 扣除已使用行程之

相關費用 - 航空公司退票手續費或罰金 - 本公司退票作業服務費 TWD 1000 元 = 退票金額。  

4. 若有使用匯款優惠金者，將會於退款時扣除該項優惠金額。  

【註】部份航空公司有收取分銷成本費 ( Distribution Cost Charge ) 該項目無法申請退回。 

Q14. 退票流程 

1. 退票作業時間大約需 3 - 6 個月，可於 3 個月後可向業務人員查詢退票作業進度，如遇申請大陸民

航的機票退票，其退票時間可能長達 6 個月以上。  

【註】  

[ 1 ] 退票時間的長短是取決於航空公司，確認退款日期將依各航空公司回覆而定！  

[ 2 ] 經客服人員通知或與本公司客服人員聯繫核對退票款項後，退款以即期支票的方式支付，支票

抬頭限開立原訂購付款之客戶，恕不接受匯款及其他退款方式！ 

Q15. 己付款之訂單,可以更改付款方式嗎 

機票付款後，本公司不接受變更付款方式。 

Q16. 我沒有信用卡也可在網站上訂位嗎?  

可以的，您仍可於本站完成機票訂購，當客服人員收到訂單後會直接跟您聯絡，客服會詢問您的付

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