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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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1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79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楊鎮浯、顏寬恒等 17 人，有鑑於民用航空業者若無
預警停業或結束營業，將使特許性質之民航公共運輸市場極
不穩定，除造成航班混亂、搭乘航班旅客之權益嚴重受損外
，亦會對其受雇員工之生計造成重大衝擊，洵不利於我國民
用航空之制度與發展，惟目前法令對此之規範未臻完善。爰
提案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訂定民航業者
停業事前申報程序，並科以違規業者相關責任，以期建立民
航業者完整的退場機制，並保障旅客及員工之權益。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經查目前我國對於民用航空運輸業停業或結束營業並無需事前申報之相關規定，導致民航
業者能無預警停業或結束營業。而民用航空運輸之航線經營屬特許性質，其無預警的停業
或結束營業將公共運輸市場不穩定，亦嚴重影響搭乘航班旅客之權益，更對其所屬員工生
計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恐阻礙我國民用航空之制度健全與未來發展。例如，2016 年 11 月復
興航空召開董事會後無預警宣布解散公司，導致該公司所有航線停飛，復航旗下十多條航
線頓時無機可飛，立即衝擊我國民航之穩定秩序。而該停飛至少影響十萬名以上之訂票旅
客權益，後續衍生相關理賠爭議更是層出不窮；另在其受雇員工部分，亦有近 2000 名員工
在沒有任何預警的狀況下失業，生計頓時失所依靠。
二、尤其金門、馬祖、澎湖等離島縣旅客，與本島間之交通，幾乎咸仰賴航空運輸，一旦有航
空公司無預警解散及停飛，其他航空公司又支援調度不及的情況下，勢必嚴重影響離島居
民之疏運，所造成之不便與損失更難以估計。
三、職是之故，無預警停業或結束營業確實有必要做進一步之規範，爰提案修正民用航空法，
透過訂定民航業者停業或結束營業事前申報程序，並科以違規業者相關責任，俾利建立民
航業者完整的退場機制，並保障旅客及員工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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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經營民用航空運

一、由於無預警停業或結束營

輸業者，應申請民航局核轉
交通部許可籌設，並應在核

輸業者，應申請民航局核轉
交通部許可籌設，並應在核

業，易對我國民航運輸市場
有重大不利影響，故於本條

定籌設期間內，依法向有關
機關辦妥登記、自備航空器

定籌設期間內，依法向有關
機關辦妥登記、自備航空器

第三項增列民航業者停業事
前申報程序。要求民航業者

及具有依相關法規從事安全
營運之能力，並經民航局完

及具有依相關法規從事安全
營運之能力，並經民航局完

在停業或結束營業前應檢附
停業或結束營業之計畫，報

成營運規範審查合格後，申
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准，

成營運規範審查合格後，申
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准，

請民航轉報交通部核准，由
民航局與交通部考量申請業

如營業項目包括國際運送業
務者，並應先向海關辦理登

如營業項目包括國際運送業
務者，並應先向海關辦理登

者是否已做好相關準備，例
如：業者是否已完成購票旅

記，取得證明文件，由民航
局發給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

記，取得證明文件，由民航
局發給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

客退票或簽轉、安置或其他
補救方案、是否影響市場秩

證，始得營業。
民用航空運輸業自民航

證，始得營業。
民用航空運輸業自民航

序等，而於核准六十日後始
得停業或結束營業。停業或

局發給許可證之日起，逾二
十四個月未開業，或開業後

局發給許可證之日起，逾二
十四個月未開業，或開業後

結束營業之事前申請機制，
能使我國民航產業、旅客與

停業逾六個月者，由民航局
報請交通部廢止其許可後，

停業逾六個月者，由民航局
報請交通部廢止其許可後，

相關受雇員工能提前做足準
備，俾利將衝擊減至最低。

註銷其許可證，並通知有關
機關廢止其登記。但有正當

註銷其許可證，並通知有關
機關廢止其登記。但有正當

二、民用航空運輸業如未依第
三項程序申請結束營業並經

理由，並依規定程序申請核
准延展者，不在此限。

理由，並依規定程序申請核
准延展者，不在此限。

核准，應比照第二項廢止許
可之規定，故新增第五項。

民用航空運輸業停業或
結束營業前，應依第六十三

民用航空運輸業結束營
業，應先報請民航局轉報交

條之一規定檢附停業或結束
營業計畫，報請民航局轉報

通部備查，並自結束營業之
日起三十日內，將原領民用

交通部核准，並於交通部核
准六十日後始得停業或結束

航空運輸業許可證繳還；屆
期未繳還時，由民航局逕行

營業。
民用航空運輸業自結束

公告註銷。
第二項核准延展期限不

營業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原
領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證繳

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

第四十八條

經營民用航空運

第四十八條

還；屆期未繳還時，由民航
局逕行公告註銷。
民用航空運輸業未依第
三項程序而逕自停業或結束
營業者，由民航局報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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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廢止其許可後，註銷其許
可證，並通知有關機關廢止
其登記。
第二項核准延展期限不
得逾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
第六十三條之一 民用航空運
輸業之營業項目、資格條件

第六十三條之一 民用航空運
輸業之營業項目、資格條件

之限制、籌設申請與設立許
可、許可證之申請、登記、

之限制、籌設申請與設立許
可、許可證之申請、登記、

註銷與換發、資本額、公司
登記事項之變更、航空器之

註銷與換發、資本額、公司
登記事項之變更、航空器之

購買、附條件買賣、租用、
機齡限制、航線籌辦、航線

購買、附條件買賣、租用、
機齡限制、航線籌辦、航線

暫停或終止、停業或結束營
業、飛航申請、聯營許可、

暫停或終止、飛航申請、聯
營許可、證照費與包機申請

證照費與包機申請費收取、
營運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

費收取、營運管理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

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定之。

第一百十條之三

民用航空運

授權交通部訂定第四十八條有
關事前停業或結束營業之相關
行政規則，俾利遵循。

一、本條新增。

輸業負責人因執行業務未依
第四十八條第三項規定於停

二、民用航空運輸業無預警停
業或結束營業確實對市場秩

業或結束營業前經交通部核
准，且情節重大，嚴重損害

序、旅客權益或其受雇勞工
權益等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

乘客或其受雇員工權益、危
害市場秩序者，處負責人處

響。故新增本條針對相關情
節嚴重者科予有期徒刑及罰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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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運輸業未依第四
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程序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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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警停業或結束營業，確實
有可能致使運輸穩定、旅客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飛行場、製造廠或民用航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飛行場、製造廠或民用航

權益、或其受雇勞工權益受
損。爰增訂第二項第八款處

空人員訓練機構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

空人員訓練機構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

罰公司主體及第四項處罰負
責人之規定。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民航局得報請交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民航局得報請交

二、航線屬於稀有資產，為確
保其配置效率，民用航空運

通部核准後，停止其營業之
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許可：

通部核准後，停止其營業之
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許可：

輸業暫停或終止航線如事先
未依程序申請，亦將對公共

一、航空器國籍標誌及登記

一、航空器國籍標誌及登記

利益有所侵害，故新增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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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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依本法應接受檢查

為。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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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限期改善事項而規避、
妨礙或拒絕檢查或屆期未

改善者。
航空器所有人、使用人

改善者。
航空器所有人、使用人

、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
空業、航空貨運承攬業、航

、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
空業、航空貨運承攬業、航

空站地勤業、空廚業、航空
貨物集散站經營業、飛行場

空站地勤業、空廚業、航空
貨物集散站經營業、飛行場

、製造廠或民用航空人員訓
練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製造廠或民用航空人員訓
練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十
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十
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節

重大者，民航局得報請交通
部核准後，停止其營業之一

重大者，民航局得報請交通
部核准後，停止其營業之一

部或全部或廢止其許可：
一、登記證書或適航證書及

部或全部或廢止其許可：
一、登記證書或適航證書及

依據本法所發其他證書應
繳銷而不繳銷。

依據本法所發其他證書應
繳銷而不繳銷。

二、違反依第九條第三項所
定規則有關航空產品與其

二、違反依第九條第三項所
定規則有關航空產品與其

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設計
、製造之檢定、認可或其

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設計
、製造之檢定、認可或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三、違反依第九條第五項所

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三、違反依第九條第五項所

定規則有關適航檢定之分
類與限制、檢定、簽證、

定規則有關適航檢定之分
類與限制、檢定、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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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年限管制、適航、
維修管理或其他應遵行事

紀錄、年限管制、適航、
維修管理或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規定。
四、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項之規定。
四、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未遵守飛航管制或
飛航管制機構指示。

規定，未遵守飛航管制或
飛航管制機構指示。

五、違反依第四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所定規則有關航空

五、違反依第四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所定規則有關航空

器飛航作業、飛航準備、
航空器性能操作限制、航

器飛航作業、飛航準備、
航空器性能操作限制、航

空器儀表、裝備與文件、
航空器通信與航行裝備、

空器儀表、裝備與文件、
航空器通信與航行裝備、

航空器維護、飛航組員作
業、駕駛員資格限制、簽

航空器維護、飛航組員作
業、駕駛員資格限制、簽

派員、手冊表格與紀錄、
客艙組員、保安或其他應

派員、手冊表格與紀錄、
客艙組員、保安或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規定。
六、違反依第四十一條之二

遵行事項之規定。
六、違反依第四十一條之二

所定規則有關飛航安全相
關事件通報作業事項之規

所定規則有關飛航安全相
關事件通報作業事項之規

定。
七、不遵照噪音管制規定。

定。
七、不遵照噪音管制規定。

八、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三項
規定，停業或結束營業未

八、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客貨運價之訂定及

經交通部核准、或未按核
准之停業或結束營業計畫

變更，未報請備查或核准
。

執行。
九、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項

九、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未按期申報營運、

規定，客貨運價之訂定及
變更，未報請備查或核准

財務、航務、機務或股本
百分之三以上股票持有者

。
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之表報。
十、違反第五十八條規定，

規定，未按期申報營運、
財務、航務、機務或股本

未申報增減資本、發行公
司債、租借、相繼運送與

百分之三以上股票持有者
之表報。

代理等契約或主要航務與
機務設備之變更或遷移。

十一、違反第五十八條規定
，未申報增減資本、發行

未經許可而從事民用航
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航

公司債、租借、相繼運送
與代理等契約或主要航務

空貨運承攬業、空廚業、航
空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散

與機務設備之變更或遷移
。

站經營業或民用航空人員訓
練機構之業務及製造、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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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違反依第六十三條之
一所定有關航線暫停或終
止之規定。
未經許可而從事民用航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
組件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航
空貨運承攬業、空廚業、航
空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散
站經營業或民用航空人員訓
練機構之業務及製造、銷售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
組件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民用航空運輸業負責人
因執行業務未依第四十八條
第三項規定於停業或結束營
業前經交通部核准者，得處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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