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panda 承攬服務條款
緣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foodpanda」)與承攬外送廠商(以下簡稱「外送廠商」)
訂有「勞務承攬合約」，故訂定本服務條款供外送廠商於提供服務時以玆遵循，外送廠商於每次執行外
送承攬服務時，均同意本服務條款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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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2、
3、

本公司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維護食品安全、廣告暨恪遵政府法令及相關規範，爰訂定本服務條款。
基於前言第一款意旨，本公司對本服務條款規定保有最終解釋之權利。
本公司對違反服務條款規定之事實認定保有最終認定權利。

一般條款
1、 外送廠商應提供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
自消費者指定地點取得商品並遞送至消費者指定地點。
2、 外送廠商於承攬服務時，建議自行備妥品項如下，如有不齊者，可向本公司採購：
(1) 建議基本可備妥品項
1. 保溫箱：使用符合政府法令暨相關規定之保溫箱。
2. 衣物：具備反光標示及符合氣候溫度狀況之衣物。
3. 安全帽：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並於帽體貼有商品檢驗標識之安全帽。帽體及
相關配件必須齊全，並無毀損、鬆脫或變更之情事。
(2) 建議其他可備妥品項
1. 行動電源：確保行動裝置於承攬服務時有充足之續航電力。
2. 乾溼紙巾或毛巾：隨時保持運輸設備之清潔乾淨以維護食品安全衛生。
3. 零用金：建議自備 2000 元零用金備供現金交易找零使用。
3、 作業安全指引
(1) 上線前應確認事項
1. 駕照是否吊銷。
2. 強制險是否在保。
3. 實施車況檢查，如汽油量、機油燈、燈光、煞車功能與輪胎、輪圈等是否正常。
4. 保溫箱是否固定、是否無破損。
(2) 正確配戴安全帽
配帶時安全帽應正面朝前及位置正確，於顎下繫緊扣環，安全帽並應適合頭形，穩固戴在頭
上，不致上下左右晃動，且不可遮蔽視線。
(3) 每次上線前應依照附件《車況暨清潔檢核表》進行自主檢核，若未符合規定，不應承攬外送
業務。
4、 為保障食品安全、校園安全、衛生規範、消費者權益及服務品質等，外送廠商凡提供服務時，應
避免有下述之行為，如有發生或疑似有類似情形，公司可能暫時停止派單並考慮後續是否繼續合
作關係：

(1)
(2)
(3)
(4)
(5)
(6)
(7)
(8)

抽菸(含電子菸)或嚼食檳榔。
未將餐點置於符合政府相關法令之保溫箱內。
擅自開啟食品外包裝或直接碰觸飲食內容物。
未送餐至消費者指定地點(含抵達樓層、房號)。
口語或肢體之衝突、侮辱。
欺騙、偷竊、妨害名譽、傷害或破壞之行為。
不正常或不道德之交易。
經由任何形式或管道洩漏第三人之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
號、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含電話、地址）），或利用取得之個人資料侵犯第三人之隱私及
自由(包括但不限於騷擾第三人)。
(9) 洩漏與承攬服務無關之未公開資訊。
(10) 送餐進高中(含)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校園及宿舍。

建議之一般承攬流程
1、 增加/取消承攬時段
外送廠商無法於所選時段提供服務時，得選擇自行於該時段開始前釋出；接單後若需中斷服務，
建議通知本公司派單中心協助下線。(建議於本公司 rooster 系統進行承攬時段增加/取消。)
2、 前往取餐作業
(1) 如未能於系統估算時間抵達合作餐廳取餐，建議聯繫通知派單中心。
(2) 如合作餐廳未營業，建議聯繫通知派單中心。
3、 餐廳取餐作業
(1) 抵達時建議主動告知合作餐廳人員是 foodpanda 合作外送廠商取餐。
(2) 合作餐廳告知將延後出餐超過 10 分鐘，建議聯繫通知派單中心。
(3) 自行確認餐點之外包裝、品項、數量、金額、溫度、餐具、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正確。
(4) 合作餐廳地址前面有以下 3 種標示（括弧處），建議核對發票金額與餐點金額，圖示說明如
下：
（○）合作餐廳→要拿統一發票
（△）合作餐廳→要拿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Ｘ）合作餐廳→不拿統一發票及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5) 取餐後才按下取餐鍵。
4、 前往送餐作業
(1) 請確認消費者是否有特殊要求(如:別按電鈴、找特定人、發票等)。
(2) 應確認餐點溫度及外觀狀態。如有餐點打翻、失溫，建議立即聯繫通知派單中心；如餐點有
輕微傾斜撒出，可將餐點容器扶正並將外包裝擦拭乾淨後，再交付給消費者。
(3) 學校：大專院校依各校園規範送餐。
5、 送達時作業
(1) 抵達消費者指定位置時，建議告知消費者是 foodpanda 合作外送廠商送餐。
(2) 建議與消費者確認餐廳名稱、餐點內容及金額並核對餐點。
(3) 確認交付合作餐廳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予消費者。
(4) 若系統顯示為貨到付款，請於現場向消費者收取現金並確認後找零；如為刷卡、月結則免
收。
(5) 如消費者有其他詢問事項，請消費者通知聯繫 foodpanda 線上客服中心處理。
(6) 消費者對於餐點、金額、付款等有疑慮、不願意付款，應立即聯繫通知派單中心。
(7) 建議勿短時間內多次重覆按鈴或長按電鈴。
(8) 送達後才按下完成鍵。
建議之特殊承攬流程
1、 如遇任何異常狀況，建議立即聯繫通知派單中心。外送廠商不得代本公司做任何決定，建議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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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如下：
(1) 截圖訂單編號
(2) 異常狀況敘述
(3) 提供地點及時間
2、 送餐時，應避免危險駕駛行為(如超速、逼車、駕駛於人行道、闖紅燈等一切交通法規之事務)。
外送廠商於交通事故發生時，應聯繫通知以下相關單位：
(1) 警察局：於事發生時立即聯繫警察局前往交通事故現場處理，並取得事故三聯單。
(2) 派單中心：於事故發生時應立即聯繫派單中心告知交通事故發生，由派單中心協助外送廠商
處理運送途中之訂單或暫停接受訂單。
(3) 本公司：於事發後在 Roadrunner 系統之幫助選項中選擇車禍項目，本公司將安排專人瞭解交
通事故情形。
承攬報酬結算
1、 報酬內容：依 foodpanda 公告費率為準。
計算方式：依 foodpanda 公告費率為主，並扣除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扣繳稅款及其他扣項(如法院
扣款)
2、 報酬發放日：
1) 每月 10 日及(或)25 日，遇假日本公司可能提前或延後發放。
2) 額外承攬獎勵發放日：每月 10 日及(或)25 日，遇假日本公司可能提前或延後發放。
3) 報酬疑慮：請透過 Roadrunner 系統之幫助功能向本公司負責單位反映。
4) 協助進行廣告宣傳者，另發廣告費用：
A. 廣告費用計算方式
依 foodpanda 公告費率為準。
B. 廣告費用扣除辦法
依 foodpanda 公告內容為準。
3、 報酬疑慮：請透過 Roadrunner 系統之幫助功能向本公司負責單位反映。
4、 雨天加發：依 foodpanda 公告之加發標準及費率為準。
5、 離開合作餐廳後發現遺漏/毀損餐點或統一發票等情形，外送廠商應重新協助消費者取得餐點或統
一發票等。餐點遺漏或毀損不予計算件數報酬。協助完成遺漏或毀損餐點之外送廠商予以加計件
數報酬。
代收貨款結算
1、

2、
3、
4、

外送廠商應於每日上線時段結束後，將當日收取貨款匯至外送廠商專屬帳戶，有金額上的差異請
確認是否有跨夜單等問題，其他疑問請透過 Roadrunner 系統之幫助選項中選擇現金匯回進行回
報。
代收貨款金額準則：依 foodpanda 公告內容為準。
如未於 foodpanda 指定期間將代收款項匯回專屬帳戶，將暫時無法進入系統，至外送廠商專屬帳
戶中應代收貨款金額歸零為止。
虛擬帳號的銀行為中國信託(代碼 822)，可使用 ATM、網路銀行方式匯款，不可採臨櫃轉帳及
ATM 無卡存款。

暫停派單/終止外送合約
1、 代收款：外送廠商應於合約終止前將代收之貨款匯付至本公司指定之收款帳戶。
2、 外送廠商如欲終止合約，應於 foodpanda 規定日期前填妥申請表單並完成遞交予本公司承辦窗
口。
3、 如本公司合理懷疑以下事項，可能未經通知立即或在後續承攬期間暫時停止派單，並依情節輕重
考慮後續合作關係：
(1) 違反承攬服務條款
(2) 發生重大事件，涉及危害公司商譽。
(3) 違反相關法令或政府規範
(4) 連續未繳回代收款
(5) 危害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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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遵守交通安全法規
(7) 違反誠實信用(如詐欺、侵占、不正常交易等)、善良風俗、公共秩序之行為

外送廠商不定期任務實施要點
1、 foodpanda 將不定期提供任務項目，並提供額外點數予達成任務之外送夥伴。
2、 累計點數可透過公司提供之點數搜尋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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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車況暨清潔檢核項目
每次上線前應確實按照下列項目進行檢核，若有不符合者，不應承攬外送業務。
《檢核項目表》
是否穿戴反光背心或配置反光標識?
汽油量是否低於最低油量線?
機油燈是否亮起?
是否定期更換?
燈光(大燈、方向燈、煞車燈)
是否明亮?
是否髒汙?
是否破損?
煞車
前煞系統是否正常?
後煞系統是否正常?
輪圈
是否變形?
是否龜裂?
是否磨損?
駕照是否吊銷?
外送保溫箱是否確實固定?
外送保溫箱是否破損?
外送保溫箱是否已確實清潔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