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SENT AND RELEASE  
(CARRIAGE OF UNACCOMPANIED MINORS)  
TO: CHINA AIRLINES, Ltd.  
I, the undersigned, being the parent/guardian of the under mentioned minor, hereby 
give consent and permission for him/her to travel unaccompanied via China Airlines  
Fligh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d agree to release China Airlines, Ltd., its agents and employees from any and all 
liabilities for the custody of the minor during the above-mentioned flight and after 
arrival at destination and certify that the minor will be met on arrival of the aircraft at 
the point of destination by an adult hav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ustody of the minor, 
and that if the minor is not met on arrival, China Airlines is authorized to have the minor 
carried back by any first availabl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to the point of departure, at 
the expense of the undersigned who will also assume any other expenses incurred as a 
result thereof and will take over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inor.  
 
Name and date of birth of minor to be carried:  
Name:  
Date of Birth:  
Sex:  
 
Name of person accompanying the minor to the airport at the point of departure, 
his/her address and relationship to the minor:  
Name:                   Address:  
 
Relation:                 Phone:  
 
Name of person meeting the minor at the airport at the point of destination, his/her 
address and relationship to the minor:  
Name:                   Address:  
 
Relation:                 Phone:  
 
I certify that the above is true and correct.  
(Signed):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ent or Guardian 




協助工具報告


		檔名： 

		consent and release form English.pdf




		報告建立者：

		

		機構：

		




[由「偏好設定」>「身分」對話方塊輸入個人與組織資訊。]


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2

		已通過手動檢查: 0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1

		已通過: 29

		失敗: 0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已通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略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返回頁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