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運管理 03-02A

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二日交通部交航字第０八０四四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九日交通部交航字第０四八六七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交通部交航發字第七五二五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交通部交航發字第八六三０號令修正全文三十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交通部交航發字第八九０四號令修正第一條、第二條、第四
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交通部交航法九十字第０００八五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交通部交航發字第 091B000046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交通部交航發字第 091B000149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交通部交航發字第 093B000049 號令新增第 11 條之一、第 11 條
之二、第 30 條之一及第 30 條之二條文；刪除第 30 條條文並修正第 3 條、第 4 條、第 7 條、
第 9 條、第 11 條、第 15 條、第 19 條、第 24 條、第 25 條及第 28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交通部交航發字第 093B000049-3 號公告所需各種書表格式
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 18 日交通部交航發字第 0940085003 號令修正第 11-1 及 11-2 條文
中華民國 95 年 7 月 11 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0950085044 號令修正第 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1 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0970085034 號令修正第 4 條、第 5 條、第 7 條、第
11 條、第 22 條、第 25 條至第 29 條條文；刪除第 14 條及第 2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1 日交通部交航(一)字第 0970004514 號函修正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
各項變更登記申請書格式並新增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8 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1025009257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17 日交通部交航(一)字第 1028100211 號函修正各項變更登記申請書格式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1 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10450057631 號令修正第 9 條、第 23 條、第 26 條
條文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交通部交授航空管字第 10450094311 號公告修正航空貨運承攬業許
可證、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及各項變更登記申請書格式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7 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10950060841 號令修正第 4 條、第 7 條、第 9 條、
第 11 條之 1、第 11 條之 2、第 15 條、第 24 條及第 26 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民用航空法第七十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指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使民用航空運輸業運
送航空貨物及非具有通信性質之國際貿易商業文件而受報酬之事業；其管理除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不得使用相同之公司英文名稱。二公司英文名稱中標明不

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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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設立許可及登記
第四條
申請設立航空貨運承攬業應檢附下列文件，報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
簡稱民用航空局）核轉交通部許可籌設：
一、申請書。
二、公司章程草案。
三、營業計畫：包括資本運用、貨量預估、營運收支預估、人事組織概況及其
他有關事項。
四、全體股東或發起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公司設立登記預查名稱申請表影本。
已設立之公司申請增加經營航空貨運承攬業務項目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報請民用航空局核轉交通部核准籌設：
一、申請書。
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三、股東會議事錄或股東同意書影本。
四、公司章程修正草案。
五、營業計畫：包括資本運用、貨量預估、營運收支預估、人事組織概況及其
他有關事項。
六、全體股東名冊。
七、公司變更名稱或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影本。
第五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申請設立，除應符合本規則規定外，並依下列規定審核：
一、適應市場需要。
二、配合政府政策。
第六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實收資本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五百萬元。
第七條
經核准籌設航空貨運承攬業者，應於六個月之核定籌設期間內依法向有關
機關辦理相關登記，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民用航空局申請核轉交通部核准，由
民用航空局發給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後，始得營業：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公司章程影本。
三、股東名簿及董事、監察人名冊。
四、加入當地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簽給之會員證影本。
未依前項規定於許可籌設期限內申請核發許可證而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
間屆滿前三十日內申請延展；延展期限不得逾六個月，並以二次為限。
航空貨運承攬業自民用航空局發給許可證之日起逾六個月未開業，或開業
後停業逾六個月者，由民用航空局報請交通部廢止其許可後，註銷其許可證，
並通知有關機關廢止其部分或全部登記。但有正當理由並依規定程序於未開業
或停業六個月期間內申請核准延展者，不在此限，惟其核准延展期限不得逾六
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申請核發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時，應繳納許可證費新臺

2

幣三萬六千元。
航空貨運承攬業申請換發或補發許可證，應繳納換補證費新臺幣二千一百
元。
第九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之英文名稱變更，應先報請民用航空局核准。
航空貨運承攬業之中文名稱、組織、代表人、資本額、地址變更、停業、
復業及分公司設立或結束營業，應於辦妥登記後三十日內，報請民用航空局備
查。
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登載事項有變更者，航空貨運承攬業應檢附換證費
向民用航空局申請換發。
第十條
航空貨運攬業許可證遺失、滅失或損毀時，應申請補發或換發。
第十一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結束營業，應先報請民用航空局轉報交通部備查，並自
結束營業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原領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繳還，屆期未繳還
時，由民用航空局逕行公告註銷。
第十一條之一
同時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業申請合一許可證者，交
通部得將航空貨運承攬業之籌設許可、籌設期限延展之許可、結束營業
之備查及許可證之核准、廢止等事項，委任航政機關辦理。
同時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業申請合一許可證者，民
用航空局得將航空貨運承攬業停業、復業之備查與許可證之發給、換
發、補發及註銷等事項，委託航政機關辦理。
前二項委任及委託事項，交通部或民用航空局應依規定公告，並刊
登公報及網站。
第十一條之二
同時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及航空貨運承攬業申請合一許可證者，其
申請籌設許可、核發許可證，得依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規定，向航
政機關提出申請。
依前項規定取得海運承攬運送業暨航空貨運承攬業合一許可證
者，其申請換發、補發許可證或廢止許可、註銷許可證，應向航政機關
提出申請。結束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並經航政機關廢止該部分許可
者，應向民用航空局申請換發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
已分別領有海運承攬運送業許可證及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之業
者，得向航政機關申請換發海運承攬運送業暨航空貨運承攬業合一許可
證。
第三章 管理
第十二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應將許可證懸掛於營業場所。
第十三條
民用航空局為促進航空貨運之發展，維護飛航安全或公共利益之需要，
得派員檢查航空貨運承攬業各項設備及業務，航空貨運承攬業者不得拒絕、
規避或妨礙，發現其有缺失者，應通知航空貨運承攬業限期改善。
航空貨運承攬業者逾期未改善者，或拒絕、規避或妨礙檢查者，民用航
空局得報請交通部核准後，暫停其營業，情節重大者，廢止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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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局得派員檢查航空貨運承攬業各項設備及業務，並得委託或會
同相關公會辦理。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五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簽發之分提單，應載明公司中文或英文之名稱、地址及
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字號，並逐一依序編號。
第十六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應依託運人製作之託運單詳實填發分提單，其各聯內容
應完全一致，不得有變造、偽造及重複 使用同一號碼情事。
每一主提單應將其涵蓋之分提單號碼逐一記載。
第十七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應印製分提單標籤，其內容應包括：公司名稱、啟運地、
目的地、總件數及分提單號碼。
第十八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不得將分提單或分提單標籤，借與他人使用。
第十九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所簽發之分提單及收費有關帳冊原始資料，應保存二
年。
第二十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應派員接受民用航空局舉辦或委託相關公會舉辦之
相關訓練。
第二十二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遞送之快遞貨物，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應符合財政部「快遞貨物通關辦法」之規定。
二、貼妥足以識別貨物之條碼。
第二十三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遞送之國際貿易商業文件，以本規則所訂書表中所列
之文件為限。
第四章 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
第二十五條
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申請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者，應檢附下列
文件，報請民用航空局核轉交通部許可籌設：
一、申請書。
二、公司章程影本。
三、公司登記國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營業計畫：包括資本運用、貨量預估、營運收支預估、人事組織概況
及其他有關事項。
前項各類文件應經中華民國相關駐外使館或代表機構驗證，如為外文
者，並應檢附中文譯本。
第二十六條
經核准籌設分公司之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者，應於六個月之核定籌設
期間內依法向公司主管機關辦理分公司設立登記後，檢附第七條第一項各
款文件，向民用航空局申請核轉交通部核准，由民用航空局發給外籍航空
貨運承攬業分公司許可證後，始得營業。
第二十七條

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未依本規則規定設立分公司營運者，應委託在中
華民國境內之航空貨運承攬業代為執行或處理航空貨運承攬業務，始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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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境內辦理航空貨運承攬業務。
第二十八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受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委託辦理承攬業務時，應檢附
下列文件，向民用航空局申請核准：
一、申請書。
二、委託書。
三、外籍公司登記國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委託人之分提單樣本。
前項第四款之分提單得免列印許可證字號、公司中文名稱及中文地
址。
第二十八條之一
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分公司結束營業，應先報請民用航空局轉報
交通部備查，並自結束營業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原領外籍航空貨運承
攬業分公司許可證繳還；屆期未繳還者，由民航局逕行公告註銷。
第二十九條
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除本章另有規定者外，準用第三條、第六條、
第八條至第十條、第十一條之一至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條 （刪除）
第三十條之一
本規則規定應檢附之文件影本，申請人應敘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申
請人印章，民用航空局必要時得要求提出正本供查核。
第三十條之二
本規則所需各種書表格式，由交通部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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