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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5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2月1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011 號

案由：本院委員邱志偉等 18 人，鑑於航空公司未經核准無預警停飛
，造成飛航秩序大亂，罔顧公共運輸責任，甚至於惡意欺瞞
政府及大眾，無視主管機關，藐視消費大眾，不僅對消費者
造成重大衝擊，也直接重傷我國國際形象。主管機關雖以「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對航空公司開罰，
惟該罰則相對於日營業額超過上千萬之航空公司、以及國家
為此所付出之龐大社會成本而言，顯然不符比例，難以遏阻
日後居心效宥之不肖業者，復因該法則對於該類史無前例之
脫序、惡質行徑之規範，也不盡明確。爰提案修正「民用航
空法第二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除加重罰則，同時增列
：任意變更已核備之飛航計畫或違反飛航作業管制，以遏阻
再有類似情事發生。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查最近有航空公司未經核准無預警停飛，造成飛航秩序大亂，罔顧公共運輸責任，甚至於
惡意欺瞞政府及大眾，無視主管機關，藐視消費大眾，不僅對消費者造成重大衝擊，也直
接重傷我國國際形象。主管機關為了公眾利益，緊急協調其他航空公司視旅客需求情形，
適時增開班次或改派大機型航機以協助疏運旅客，政府、產業及人民為此付出龐大社會成
本。
二、主管機關雖擬對航空公司裁罰民用航空法最高之三百萬元，相對於航空公司之數千萬甚至
於數億元之日營業額，以及國家社會為航空公司之前項惡質行徑所付出之龐大社會成本，
顯然不成比例。再者，裁罰之條款乃「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查該內
容為「其他依本法應接受檢查或限期改善事項而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或屆期未改善者。
」乃不確定之法律用語，且與飛航計畫或飛航管制之意涵未直接相關，恐有適法性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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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飛航計畫之正確執行與飛航作業之妥善管制，乃直接衝擊消費者權益或造成人民恐慌之飛
航與飛安事件之主要原由。最近之國內航空公司無預警停航屬之，國外 2016 德國之翼航班
墜機、2014 年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失聯、1999 年埃及航空公司航班墜毀、1997 年印尼勝安航
空公司航班墜機等也屬之，據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之調查，都是任意變更已核備之飛
航計畫或違反飛航作業管制所造成。
四、為遏阻相關飛航計畫執行與飛航作業管制之不良事件發生，小則引起恐慌，大則造成人命
，爰提案修正「民用航空法部份條文」，除加重罰則至一千萬元，同時增列：任意變更已
核備之飛航計畫或違反飛航作業管制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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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法第二條及第一百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條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在民用航空法原條文中，

一、航空器：指任何藉空氣
之反作用力，而非藉空氣

一、航空器：指任何藉空氣
之反作用力，而非藉空氣

並未針對飛航計畫、飛航作
業管制之罰則，理應針對該

對地球表面之反作用力，
得以飛航於大氣中之器物

對地球表面之反作用力，
得以飛航於大氣中之器物

作業予以定義，方能執行裁
罰。

。
二、航空站：指具備供航空

。
二、航空站：指具備供航空

二、增訂第二十六款飛航計畫
之定義。

器載卸客貨之設施與裝備
及用於航空器起降活動之

器載卸客貨之設施與裝備
及用於航空器起降活動之

三、增訂第二十六款飛航作業
管制之定義。

區域。
三、飛航：指航空器之起飛

區域。
三、飛航：指航空器之起飛

、航行、降落及起飛前降
落後所需在航空站、飛行

、航行、降落及起飛前降
落後所需在航空站、飛行

場之滑行。
四、航空人員：指航空器駕

場之滑行。
四、航空人員：指航空器駕

駛員、飛航工程師、航空
器維修工程師、飛航管制

駛員、飛航工程師、航空
器維修工程師、飛航管制

員、維修員及航空器簽派
員。

員、維修員及航空器簽派
員。

五、飛行場：指用於航空器
起降活動之水陸區域。

五、飛行場：指用於航空器
起降活動之水陸區域。

六、助航設備：指輔助飛航
通信、氣象、無線電導航

六、助航設備：指輔助飛航
通信、氣象、無線電導航

、目視助航及其他用以引
導航空器安全飛航之設備

、目視助航及其他用以引
導航空器安全飛航之設備

。
七、航路：指經民用航空局

。
七、航路：指經民用航空局

指定於空中以通道形式設
立之管制空域。

指定於空中以通道形式設
立之管制空域。

八、特種飛航：指航空器試
飛、特技飛航、逾限或故

八、特種飛航：指航空器試
飛、特技飛航、逾限或故

障維護及運渡等經核准之
單次飛航活動。

障維護及運渡等經核准之
單次飛航活動。

九、飛航管制：指飛航管制
機構為防止航空器間、航

九、飛航管制：指飛航管制
機構為防止航空器間、航

空器與障礙物間於航空站
跑、滑道滑行時之碰撞及

空器與障礙物間於航空站
跑、滑道滑行時之碰撞及

加速飛航流量並保持有序

加速飛航流量並保持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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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所提供之服務。
十、機長：指由航空器所有

飛航所提供之服務。
十、機長：指由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指派，於飛航
時指揮並負航空器作業及

人或使用人指派，於飛航
時指揮並負航空器作業及

安全責任之駕駛員。
十一、民用航空運輸業：指

安全責任之駕駛員。
十一、民用航空運輸業：指

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
、郵件，取得報酬之事業

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
、郵件，取得報酬之事業

。
十二、普通航空業：指以航

。
十二、普通航空業：指以航

空器經營民用航空運輸業
以外之飛航業務而受報酬

空器經營民用航空運輸業
以外之飛航業務而受報酬

之事業，包括空中遊覽、
勘察、照測、消防、搜尋

之事業，包括空中遊覽、
勘察、照測、消防、搜尋

、救護、拖吊、噴灑、拖
靶勤務、商務專機及其他

、救護、拖吊、噴灑、拖
靶勤務、商務專機及其他

經核准之飛航業務。
十三、航空貨運承攬業：指

經核准之飛航業務。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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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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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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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航空站地勤業：指於

件而受報酬之事業。
十四、航空站地勤業：指於

機坪內從事航空器拖曳、
導引、行李、貨物、餐點

機坪內從事航空器拖曳、
導引、行李、貨物、餐點

裝卸、機艙清潔、空橋操
作及其有關勞務之事業。

裝卸、機艙清潔、空橋操
作及其有關勞務之事業。

十五、空廚業：指為提供航
空器內餐飲或其他相關用

十五、空廚業：指為提供航
空器內餐飲或其他相關用

品而於機坪內從事運送、
裝卸之事業。

品而於機坪內從事運送、
裝卸之事業。

十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
業：指提供空運進口、出

十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
業：指提供空運進口、出

口、轉運或轉口貨物集散
與進出航空站管制區所需

口、轉運或轉口貨物集散
與進出航空站管制區所需

之通關、倉儲場所、設備
及服務而受報酬之事業。

之通關、倉儲場所、設備
及服務而受報酬之事業。

十七、航空器失事：指自任
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航空

十七、航空器失事：指自任
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航空

器時起，至所有人離開該
航空器時止，於航空器運

器時起，至所有人離開該
航空器時止，於航空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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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所發生之事故，直接
對他人或航空器上之人，

作中所發生之事故，直接
對他人或航空器上之人，

造成死亡或傷害，或使航
空器遭受實質上損害或失

造成死亡或傷害，或使航
空器遭受實質上損害或失

蹤。
十八、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

蹤。
十八、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

：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
登上航空器時起，至所有

：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
登上航空器時起，至所有

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發
生於航空器運作中之事故

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發
生於航空器運作中之事故

，有造成航空器失事之虞
者。

，有造成航空器失事之虞
者。

十九、航空器意外事件：指
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

十九、航空器意外事件：指
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

航空器時起，至所有人離
開該航空器時止，於航空

航空器時起，至所有人離
開該航空器時止，於航空

器運作中所發生除前二款
以外之事故。

器運作中所發生除前二款
以外之事故。

二十、超輕型載具：指具動
力可載人，並符合下列條

二十、超輕型載具：指具動
力可載人，並符合下列條

件之固定翼載具、動力滑
翔機、陀螺機、動力飛行

件之固定翼載具、動力滑
翔機、陀螺機、動力飛行

傘及動力三角翼等航空器
：

傘及動力三角翼等航空器
：

(一)單一往復式發動機。
(二)最大起飛重量不逾六

(一)單一往復式發動機。
(二)最大起飛重量不逾六

百公斤。
(三)含操作人之總座位數

百公斤。
(三)含操作人之總座位數

不逾二個。
(四)海平面高度、標準大

不逾二個。
(四)海平面高度、標準大

氣及最大持續動力之
條件下，最大平飛速

氣及最大持續動力之
條件下，最大平飛速

度每小時不逾二百二
十二公里。

度每小時不逾二百二
十二公里。

(五)最大起飛重量下，不
使用高升力裝置之最

(五)最大起飛重量下，不
使用高升力裝置之最

大失速速度每小時不
逾八十三公里。

大失速速度每小時不
逾八十三公里。

(六)螺旋槳之槳距應為固
定式或僅能於地面調

(六)螺旋槳之槳距應為固
定式或僅能於地面調

整。但動力滑翔機之
螺旋槳之槳距應為固

整。但動力滑翔機之
螺旋槳之槳距應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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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式或自動順槳式。
(七)陀螺機之旋翼系統應

定式或自動順槳式。
(七)陀螺機之旋翼系統應

為雙葉、固定槳距、
半關節及撬式。

為雙葉、固定槳距、
半關節及撬式。

(八)設有機艙者，機艙應
為不可加壓式。

(八)設有機艙者，機艙應
為不可加壓式。

(九)設有起落架者，起落
架應為固定裝置。但

(九)設有起落架者，起落
架應為固定裝置。但

動力滑翔機，不在此
限。

動力滑翔機，不在此
限。

二十一、飛航安全相關事件
：指航空器因運作中所發

二十一、飛航安全相關事件
：指航空器因運作中所發

生之航空器失事、航空器
重大意外事件、航空器意

生之航空器失事、航空器
重大意外事件、航空器意

外事件及非在運作中所發
生之地面安全事件。

外事件及非在運作中所發
生之地面安全事件。

二十二、航空產品：指航空
器、航空器發動機及螺旋

二十二、航空產品：指航空
器、航空器發動機及螺旋

槳。
二十三、自用航空器飛航活

槳。
二十三、自用航空器飛航活

動：指以自有之航空器從
事非營利性之飛航。

動：指以自有之航空器從
事非營利性之飛航。

二十四、飛機：指以動力推
動較空氣為重之航空器，

二十四、飛機：指以動力推
動較空氣為重之航空器，

其飛航升力之產生主要藉
空氣動力反作用於航空器

其飛航升力之產生主要藉
空氣動力反作用於航空器

之表面。
二十五、直昇機：指較空氣

之表面。
二十五、直昇機：指較空氣

為重之航空器，其飛航升
力之產生主要藉由一個或

為重之航空器，其飛航升
力之產生主要藉由一個或

數個垂直軸動力旋翼所產
生之空氣反作用力。

數個垂直軸動力旋翼所產
生之空氣反作用力。

二十六、飛航計畫：指向飛
航業務單位提供有關航空
器意欲飛航或部分飛航之
特定資料。
二十七、飛航作業管制：指
航空器使用人為維護航空
器之飛航安全、規律及效
率，對飛航之起始、續飛
、轉降或終止飛航所執行
之管理作業。

委 14

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第一百十二條 航空器所有人
、使用人、民用航空運輸業

第一百十二條 航空器所有人
、使用人、民用航空運輸業

一、民航公司之日營業額動輒
數千萬元至數億元，相對於

、普通航空業、航空貨運承
攬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

、普通航空業、航空貨運承
攬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

本條文之罰則最高僅三百萬
元，顯然不符比例原則，遏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航空站經營人、飛行場經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航空站經營人、飛行場經

阻效果不足，故加重本條文
第一、二、三項之罰則至一

營人、管理人或民用航空人
員訓練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

營人、管理人或民用航空人
員訓練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

千萬元。
二、針對目前之無預警停航或

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

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
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

可能之相關飛航脫序行為，
並無直接適用之條文，故增

大者，民航局得報請交通部
核准後，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大者，民航局得報請交通部
核准後，停止其營業之一部

訂第一項第六款飛航計畫、
飛航作業管制，以為規範。

或全部或廢止其許可：
一、航空器國籍標誌及登記

或全部或廢止其許可：
一、航空器國籍標誌及登記

三、原條文第六款款次，變更
為第七款。

號碼不明或不依規定地位
標明。

號碼不明或不依規定地位
標明。

二、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規
定之航空器維護作業。

二、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規
定之航空器維護作業。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
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檢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
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檢

查。
四、違反第五十八條之一第

查。
四、違反第五十八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未經許可實施
聯營。

一項規定，未經許可實施
聯營。

五、違反第六十四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而為個別攬客行

五、違反第六十四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而為個別攬客行

為。
六、任意變更已核備之飛航

為。
六、其他依本法應接受檢查

計畫或違反飛航作業管制
。

或限期改善事項而規避、
妨礙或拒絕檢查或屆期未

七、其他依本法應接受檢查
或限期改善事項而規避、

改善者。
航空器所有人、使用人

妨礙或拒絕檢查或屆期未
改善者。

、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
空業、航空貨運承攬業、航

航空器所有人、使用人
、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

空站地勤業、空廚業、航空
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

空業、航空貨運承攬業、航
空站地勤業、空廚業、航空

經營人、飛行場經營人、管
理人或民用航空人員訓練機

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
經營人、飛行場經營人、管

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
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十萬元

理人或民用航空人員訓練機
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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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十萬元
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並

者，得按次處罰；情節重大
者，民航局得報請交通部核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情節重大

准後，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
全部或廢止其許可：

者，民航局得報請交通部核
准後，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

一、登記證書或適航證書及
依據本法所發其他證書應

全部或廢止其許可：
一、登記證書或適航證書及

繳銷而不繳銷。
二、違反依第九條之一第二

依據本法所發其他證書應
繳銷而不繳銷。

項所定規則有關航空產品
與其各項裝備、零組件之

二、違反依第九條之一第二
項所定規則有關航空產品

適航維修、簽證、紀錄、
年限管制或維修管理之規

與其各項裝備、零組件之
適航維修、簽證、紀錄、

定。
三、違反依第二十七條第三

年限管制或維修管理之規
定。

項所定規則有關民用航空
人員訓練機構之招生程序

三、違反依第二十七條第三
項所定規則有關民用航空

、訓練學員之資格、訓練
課程、訓練設施與設備、

人員訓練機構之招生程序
、訓練學員之資格、訓練

教師資格或訓練管理之規
定。

課程、訓練設施與設備、
教師資格或訓練管理之規

四、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未遵守飛航管制或

定。
四、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飛航管制機構指示。
五、違反依第四十一條之一

規定，未遵守飛航管制或
飛航管制機構指示。

第二項所定規則有關航空
器飛航作業、飛航準備、

五、違反依第四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所定規則有關航空

航空器性能操作限制、航
空器儀表、裝備與文件、

器飛航作業、飛航準備、
航空器性能操作限制、航

航空器通信與航行裝備、
航空器維護、飛航組員作

空器儀表、裝備與文件、
航空器通信與航行裝備、

業、駕駛員資格限制、簽
派員、手冊表格與紀錄、

航空器維護、飛航組員作
業、駕駛員資格限制、簽

客艙組員或保安之規定。
六、違反依第四十一條之二

派員、手冊表格與紀錄、
客艙組員或保安之規定。

所定規則有關飛航安全相
關事件通報作業事項之規

六、違反依第四十一條之二
所定規則有關飛航安全相

定。
七、不遵照噪音管制規定。

關事件通報作業事項之規
定。

八、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客貨運價之訂定及

七、不遵照噪音管制規定。
八、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項

變更，未報請備查或核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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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客貨運價之訂定及
變更，未報請備查或核准

九、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未按期申報營運、

。
九、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財務、航務、機務或股本
百分之三以上股票持有者

規定，未按期申報營運、
財務、航務、機務或股本

之表報。
十、違反第五十八條規定，

百分之三以上股票持有者
之表報。

未申報增減資本、發行公
司債、租借、相繼運送與

十、違反第五十八條規定，
未申報增減資本、發行公

代理等契約或主要航務與
機務設備之變更或遷移。

司債、租借、相繼運送與
代理等契約或主要航務與

未經許可而從事民用航
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航

機務設備之變更或遷移。
未經許可而從事民用航

空貨運承攬業、空廚業、航
空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散

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航
空貨運承攬業、空廚業、航

站經營業或民用航空人員訓
練機構之業務及製造、銷售

空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散
站經營業或民用航空人員訓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
組件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

練機構之業務及製造、銷售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組件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
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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