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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彙整表 

分類 編號 定型化契約 審閱期間 主管機關 

金融保險類 1 活期（儲蓄）存款契約附屬金融卡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 個人網路銀行業務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3 金融機構保管箱出租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4 個人購車貸款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5 個人購屋貸款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6 消費性無擔保貸款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7 電子票證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8 網路保險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 傳統型個人人壽保險(不分紅保單)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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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傳統型個人人壽保險(分紅保單)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 網路保險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休閒旅遊類 1 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1日 交通部 

 2 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1日 交通部 

 3 海外渡假村會員卡(權)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交通部 

 4 國內渡假村會員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交通部 

 5 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1日 交通部 

 6 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1日 交通部 

 7 國外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1日 交通部 

車輛房屋類 1 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經濟部 

 2 中古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2日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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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古汽車買賣仲介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經濟部 

 4 汽車維修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1日 經濟部 

 5 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交通部 

 6 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5日 內政部 

 7 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3日 內政部 

 8 預售停車位買賣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5日 內政部 

 9 房屋租賃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3日 內政部 

 10 房屋委託租賃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3日 內政部 

 11 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5日 內政部 

 12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承攬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7日 內政部 

 13 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委託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7日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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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住宅轉租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3日 內政部 

 15 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委託及工程承攬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7日 內政部 

電腦電器類 1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經濟部 

 2 電器買賣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1日 經濟部 

電視育樂類 1 錄影節目帶出租業者與會員間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1日 文化部 

 2 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文化部 

 3 藝文展覽票券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1日 文化部 

醫療保健類 1 產後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2 瘦身美容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7日 衛生福利部 

 3 一般護理之家（委託型）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4 一般護理之家（自用型）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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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臍帶血保存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文教補習類 1 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5日 教育部 

 2 海外旅遊學習（遊學）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教育部 

 3 海外留學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教育部 

 4 汽車駕駛訓練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3小時 交通部 

 5 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經濟部 

 6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教育部 

運輸通信類 1 路外停車場租用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交通部 

 2 國內固定航線載客船舶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1日 交通部 

 3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服務契約範本 至少為 2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4 撥接連線網際網路接取服務定型化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2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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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固接連線網際網路接取服務定型化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5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保育教養類 1 自費安養定型化契約（定有期限）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2 自費安養定型化契約（未定期限）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3 委託安養定型化契約（定有期限）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4 委託安養定型化契約（未定期限）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5 委託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定有期限）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6 委託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未定期限）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7 自費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定有期限）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8 自費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未定期限）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9 機構服務身心障礙者契約書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殯葬禮儀類 1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自用型） 至少為 5日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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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家用型） 至少為 5日 內政部 

 3 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內政部 

 4 骨灰（骸）存放單位使用權買賣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內政部 

其他類 1 系統保全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7日 內政部 

 2 駐衛保全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7日 內政部 

 3 套書（百科全書等）買賣契約書 至少為 5日 經濟部 

 4 婚紗攝影（禮服租售及拍照）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經濟部 

 5 移民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內政部 

 6 職業介紹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勞動部 

 7 電業消費性用電服務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經濟部 

 8 社區污水處理設施受託操作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7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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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自來水事業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經濟部 

 10 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內政部 

 11 高爾夫球場招募會員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教育部 

 12 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3日 教育部 

 13 訂席、外燴 (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至少為 5日 衛生福利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