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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兩宗個案，倘若消費者在

付款前，首先要求旅行社提供按照他們

指示的《機票行程表》並據此訂購機票，

已可知悉機位是否經已確定，便可免卻

許多煩惱，安心準備以後的旅程。

根據《旅行代理商規例》第218章

第14條（f）旅行代理商有責任在公眾人

士繳付某項旅行服務訂金之時或之前，

向客人提供是項旅行服務的詳情。而在

出售機票時，備有一份旅行代理商陳述

書，訂明旅行代理商按照客人的指示所擬

購入機票資料的陳述紀錄。

香港的旅遊業議會亦有一套守則，

要求其會員在刊登售賣機票廣告上必須

指出售價為單程或雙程，列出航空公司的

全名、簡稱或徽號，價格以成人為準，假如

是小童、嬰兒價格，必須清楚說明。而其會

員必須保證所有在廣告所刊登的機票售

價為真實，消費者是實在能夠買得到的。

錦 囊 集

個案一： 出差未能如期出機票
黃先生去年12月中旬透過一間旅行社購入香港至緬甸來回機票一張，訂價

$2,600，投訴人要求旅行社確認在1月16日出發的機位，當時，旅行社職員承諾

最遲在1月2日可以出票。

在1月2日早上，黃先生致電旅行社查詢機票狀況，職員回覆仍未能確定機

位，故此要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即1月5日方能獲得進一步消息，又再次承諾倘若

未能在1月5日或以前出票，其公司會把訂金全數退還。這時，黃先生才如夢初醒，

即時致電向航空公司查詢，查悉其訂票情況是屬於「候補」機位，是否能取得機

位仍是未知之數，但黃先生苦於一定要在月中遠赴緬甸公幹，於是向本會投訴，

希望能夠解決機票問題。最後黃先生也只能向旅行社退回訂金。

個案二： 回程時間不符承諾
馮女士需要在3月27日離港赴美遠行，並擬定回程日期是4月5日，旅行社

職員陳小姐回答來往美國的平價來回機票是$3,400，而馮女士要求的出發及回

港日期仍有機位，便付錢購票。陳小姐於3月上旬通知馮女士表示已可確定機位

出票，即出發日是3月27日，經日本赴美國，而回程在4月4日經日本返港。後來，

馮女士取出機票細閱回程時間，發覺其中回程一段由美國飛抵日本的時間與接

駁日本回港班機出發的時間十分接近，她恐怕稍一延誤，未必能趕上回港的接駁

航機。

本會不時收到關於機票的投訴，投訴內容主要涉及機票價格爭拗和不良旅行社在銷售機票

時的經營手法，從投訴個案內容顯示，部分消費者在購買機票時，因不能取得機位的資料、旅行社

訂票的情況及機票的不同限制、退票及手續費的計算方式等，故此，極容易產生磨擦及糾紛。

先看看以下的個案。

買機票要索取「機票行程表」買機票要索取「機票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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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抬頭人

旅行社名稱

訂票系統名稱*

訂票系統顧客編號

航空公司名稱 / 代號 / 訂位參考編號（PNR）

直航 / 轉機

航班機種

供應膳食資料，如

餐數、素食等

班機編號

座位種類，如頭等、商務、經濟客位

訂位情況：確定（confirmed）、等

候（wait listed）、未確定（RQ）

（Requested），表示有機位，甚至

連候補名單都未列入

機票抬頭人

訂票系統名稱*

訂票系統顧客編號

航空公司名稱 / 代號 / 訂位參考編號（PNR）

累積飛行里數會員號碼

座位種類，如頭等、商務、經濟客位

供應膳食資料，如餐數、素食等

訂位情況：確定（confirmed）、等

候（wait listed）、未確定（RQ）

航班機種

供應膳食資料，如餐數、素食等

機票抬頭人

特別指定座位要求

出發 / 抵步時間

航線 / 接駁城市 /

目的地
班機編號

班機日期

出發 / 轉機 /

抵步時間

旅行社名稱

班機日期

航線 / 接駁城市 /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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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樣本包括 Abacus、Amadeus、Galileo、Worldspan等

機票抬頭人

訂票系統名稱*

訂票系統顧客編號

航線 / 接駁城

市 / 目的地
班機編號

班機

日期

航空公司名稱 / 代號 / 訂位參考編號（PNR）

吸煙 / 非吸煙座位

訂位情況：確定（confirmed）、等

候（wait listed）、未確定（RQ）

供應膳食資料，如餐數、素食等

航班機種

座位種類，如頭等、

商務、經濟客位

訂票系統名稱*

機票抬頭人

班機編號

航線 / 接駁城市 /

目的地

供應膳食資料，如餐數、素食等

訂票系統顧客編號（PNR）

訂位情況：

確定（c o n f i r m e d）、等候

（wait listed）、未確定（RQ）

直航 / 轉機

航班機種

座位種類，如頭等、

商務、經濟客位

班機編號

班機日期 出發 / 轉機 / 抵步時間

旅行社名稱

旅行社名稱

出發 / 轉

機 / 抵步

時間

一張電腦列印的機票行程表的

資料基本上可分為四大類。

（1） 訂票系統、客人及旅行代

理商的資料，例如名稱、地址、旅行代

理商的編號、機位訂票系統的客人編

號，一 些 較 普 及 的 系 統 名 稱 如

A b a c u s、A m a d e u s、G a l i l e o、

Worldspan等。

（2） 行程表的資料，如出發日

期及時間、出發地及目的地的機場、

轉駁城市、抵步日期及時間班機的編

號及機種、座位種類、確認的狀況、是

否直航或轉駁、特別座位要求、餐膳

(如素食）的資料。

（3） 航空公司的資料，如航空

公司代號、航空公司內部訂位編號、

是否需要在回程時預先再行確認登

機手續、其他航空公司訂立的備註及

代收款項如稅類的資料。如有需要，

亦可提供個人累積飛行里數的會員

號碼以作紀錄。

（4） 航空公司訂位參考編號

（PNR），這是旅行社在替消費者與航

空公司訂位時，航空公司發予消費者

的訂位編號。消費者與航空公司聯絡

時，要以此編號作參考，亦可以此編

號聯絡航空公司查核《機票行程表》

內各項資料。

最重要的是要核對所有資料正

確，應在「確定」（confirmed）機位的

情況下，方可繳付機票費用。

如何閱讀《機票行程表》如何閱讀《機票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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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科技及電子資訊技術的發達，

旅遊業議會現已可要求每一間旅行社在

售賣機票時，即時向消費者印發一份《機

票行程表》，如此，消費者便可即時清楚

瞭解擬購入的機票是屬於「確定」抑或

「候補」的狀況。而有關航空公司、班機編

號、起飛及抵步時間、座位號碼、訂位編

號的記錄，皆可在電腦報表中列印出來，

故此，消費者可在核對各項資料無誤後，

方才付款。

機票小百科
機票種類

1. 單程或來回機票

2. 座位類別（如頭等、商務、經濟客位）

3. 個人票及團體票

市面上售賣的多是個人票，有效期

分一年或限定使用有效期，一般可在指

定期限內更改日期及航班，並需於最後

限期前出票，否則機位會被取消。

訂購團體機票須配合預先安排的

航班及日期及達至一定的人數要求才可

出票，很多時出發及回程日期均不能更

改，一般航空公司預留此等機位予旅行

團的旅客使用，但現今消費者亦可向旅

行社直接查詢，要求購買個別團體機票，

由於此等機票的條件限制較多，例如較

短的有效期、最長或最低的逗留限期、不

准轉讓、更改行程及退票等。

包機機票則由包機公司或旅行社事

先向航空公司包下飛機部分機位，然後售

予旅客，由於該等機票只在特定時間內使

用，條件限制未必與定期航班的機票相

同，一般不能更改出發日期及退票。

電子機票

現時很多航空公司已採用電子機

票，故消費者手上不一定持有實質「機

票」，故此消費者更需要求旅行社把航空

公司的電子機票確認紀錄列印並保存，

以供登機時參考。

網上購票須知

現有個別機票代理或航空公司以

網上信用卡過數形式讓消費者即時購入

機票。而在確認交易時，會要求消費者重

新核實網上所登列的機票資料，還有一

些需重新確認的條款如「交易一經確認，

便不可撤銷」的字句，消費者宜小心核

實所報資料及注意「不能撤銷」交易的

字眼，並將有關的資料記錄列印下來，

以便將來在發生爭執時有所依據。緊記

顧客編號並從速致電航空公司查詢機位

狀況。

訂購機票步驟

1. 決定目的地、出發及回程日期。查詢

目的地的簽證要求，檢查證件在出發

時的有效期。

2. 訂購機票前，事先查考有關不同航空

公司飛往目的地的航班資料，消費者

亦可在網上媒體找尋相關的資料。

3. 訂定自己購買機票的預算，如有可能

亦請事先確定假期是否有較彈性的安

排，以便航班誤點時不會影響上班。

4. 向不同旅行社「格價」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機票的價錢外，尚要弄清楚新增

的燃油附加費及旅行社是否還有其

他隱藏的手續費用。

5. 事先整理個人資料，例如乘機人的中

英文姓名（與旅遊證件相同）、性別，

是否帶同嬰孩、小孩、長者乘機（部分

航空公司向長者提供較大的優惠折

扣）及目的地(如有可能最好能提供機

埸名稱，以免混淆)。是否需要特別的

安排例如累積飛行里數、是否殘障人

士、座位的偏好、是否需要特別膳食

等，亦應在訂票時向旅行社提出。

6. 如旅行社所報價格特平，應小心查詢

機票種類及限制條款，一般而言，愈廉

價的機票，使用時限制也相對較多，而

此等限制條款可能會影響你的選擇和

行程。

7. 消費者在旅行社購買機票時，旅行社

現在可以即時與航空公司聯絡，確定

有否機位，更可即時印出《機票行程

表》，清楚看到旅行社已為自己確定了

班機機位。此外，更可向旅行社查詢所

確認機位的顧客參考編號（如PNR），

以便向航空公司直接查詢機位狀況。

8. 在查核《機票行程表》的所有機位資

料無誤後，才付訂金，索取單據及詳

列機票種類及其使用限制的說明。在

沒有任何「行程表」證明機位已確定

前，不要付款。

9. 現行的《旅行代理商條例》，規定旅行

社在收取顧客訂金時，必須向顧客說

明機票的資料詳情。

10.當旅行社通知已出了機票後，應小心

查看機票上所列印的乘客姓名、航空

公司名稱、班次編號、起程時間是否與

「行程表」吻合，其次可根據「行程表」

上的乘客編號及姓名，直接向航空公

司確認自己的名字是否與登機乘客名

冊相同。

11.雖然航空公司會替乘客購買意外保

險，消費者亦應考慮另行購買旅遊保

險，倘有意外，即有保險公司的賠償。

出票後核對事項

1. 機票上各項資料，包括：

﹣姓名、性別

﹣年齡組別（嬰孩 / 小童 / 長者）

﹣目的地 （包括機場名稱）

﹣出發、回程日期及時間

﹣乘客的編號

2. 機票有效期

3. 機位狀況欄（s t a t u s ）下一定印有

「OK」代號

4. 托運行李的重量 / 件數

5. 機票的每程張數是否有所遺漏，檢查

清楚機票先後次序、出發日期、有效

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