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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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2月1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803 號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鑑於一百零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臺鐵普悠
瑪六四三二號車次於宜蘭發生正線脫軌重大運輸事故，造成
十八人死亡，二百餘人輕重傷，引起社會關注。惟查我國現
行交通事故調查機制，侷限「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掌理之
飛航事故調查，其他有關軌道、水路及公路等運輸安全重大
事故之調查，仍付之闕如，未能滿足臺灣社會民眾之期待。
為確保國家運輸安全，特參照美國 NTSB、澳洲 ATSB 及日本
JTSB 等先進國家運輸事故調查範圍，設置執行航空運輸、軌
道運輸、水路運輸及公路運輸重大運輸事故調查之獨立機關
，專責掌理有關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原因鑑定及分析，並依
據 ICAO 及 IMO 等國際航空及水路事故調查之規範定有獨立
法源依據，參照前揭國家運輸安全之立法模式，及我國飛航
安全事故調查現有之組織規劃與經驗，以飛航事故調查為基
礎，設置「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運安會），執
行飛航、鐵道、水路及公路等重大運輸事故調查，以提升重
大運輸事故調查之公正性與準確性、保障民眾權益並提升國
家形象，爰擬具「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法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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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法草案總說明
鑑於一百零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臺鐵普悠瑪六四三二號車次於宜蘭發生正線脫軌重大運輸事故
，造成十八人死亡，二百餘人輕重傷，引起社會關注，質疑除航空事故外其他運輸重大事故，監理
與調查隸屬同一機關，球員兼裁判，致運輸安全事故與調查之公正性無法為社會大眾接受。為將監
理權與調查權作適當的切割，建構公正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機制，整合重大運輸事故調查鑑定等事項
事權統一規劃辦理，杜絕球員兼裁判之非議，並與世界運輸安全事故調查之立法接軌，參考世界各
先進國家之立法模式，及「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現有之組織規劃與調查經驗，區分組織法與作用
法之方式，以「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訂定運安會之組織，以「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法」訂定
運安會之調查範圍與權限等。爰擬具「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法草案」，以提升重大運輸事故調查之公
正性與準確性、保障民眾權益並提升國家形象，避免重大運輸事故之發生，達成權責劃分之目的。
其立法要旨如下：
一、本法立法目的為重大運輸事故之獨立調查。（草案第一條）
二、重大運輸事故及紀錄器等用詞定義，並授權由運安會會同交通部訂定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並
報請行政院核定。（草案第二條）
三、運安會之設置法源及其獨立性。（草案第三條）
四、本法調查範圍之運輸工具。（草案第四條）
五、運安會調查之目的、平行調查之原則及法律責任認定之依據。（草案第五條）
六、各類運輸事故於境內外調查權之分配。（草案第六條）
七、各類運輸事故涉及軍事機關（構）時，運安會會同各該機關（構）調查之方式。（草案第七條
）
八、運輸事故調查之發布，由運安會為之。（草案第八條）
九、運輸事故或疑似運輸事故發生後，具有通報義務之人員及機關、團體。（草案第九條）
十、運安會對國外調查機關通報之義務。（草案第十條）
十一、專案調查小組之成立與解散及主任調查官之指派及其權責。（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相關人員及機關（構）協助調查之義務。（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保護重大運輸事故現場完整之義務及例外規定。（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運安會得優先保管與該運輸事故有關之資料及物品。（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運輸事故現場證據之搜尋及保全。（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運安會得要求協助打撈殘骸之規定。（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相關機關（構）及人員頇提供運安會調查所需資料之種類。（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相關人員接受運安會訪談之義務。（草案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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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運安會得委託檢察機關蒐集罹難人員之相關資料。（草案第十九條）
二十、參與調查相關人員之保密義務。（草案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
二十一、不得記載於對外發布調查報告中之資料。（草案第二十二條）
二十二、規定非法干預導致運輸事故之處理。（草案第二十三條）
二十三、為加速水路、鐵道及公路事故之調查，修正各機關（構）及被調查單位回復調查報告草案
意見之期限。（草案第二十四條）
二十四、重新調查運輸事故之條件。（草案第二十六條）
二十五、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追蹤列管。（草案第二十七條）
二十六、各類運輸事故運具所有人、使用人及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相關罰則。（草案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
二十七、未經運安會同意擅自移動運輸事故相關資料及物品之罰則。（草案第三十四條）
二十八、對運安會之行政處分不服之救濟。（草案第三十五條）
二十九、運安會參與專案小組之成員於出庭時，得拒絕陳述個人意見。（草案第三十六條）
三十、與相關機關（構）配合及建立協調聯繫作業機制。（草案第三十八條）
三十一、本法施行日期。（草案第三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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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法草案
條

文
第一章

總

說

明

則

第一條 為獨立調查飛航、鐵道、水路及公路
之重大運輸事故，以促進運輸安全，特制定
本法。

一、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法（以下簡稱本法）之
立法目的。
二、運安會組織法規定執掌在重大事故調查原
因分析及報告，此外本作用法規範重點也
在重大事故調查，如果名稱只定位為運輸
事故調查法會讓人以為全國上下一年一千
多件大小運輸事故都由運安會做調查處理
，事實上運安會沒有此能力處理這麼多的
運輸事故案件，為名實相符，建議草案名
稱為「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法」，調查範圍
為飛航、鐵道、水路及公路之重大運輸事
故。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重大運輸事故：指因運輸工具運行所造
成一定數量之人員傷害、死亡或財物損害
，或造成社會關注且經國家運輸安全調查
委員會（以下簡稱運安會）認定之重大飛
航、鐵道、水路及公路事故。

一、第一項明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第一款明定重大運輸事故。
(二)第二款配合運安會掌理事項，修正調
查報告之定義。
(三)第三款明定運安會掌理事項。
(四)第四款明定「紀錄器」之定義。

二、調查報告：指由主任調查官彙整各專業
分組參照國內外相關運輸組織格式撰寫，
包括事實資料、分析、結論及改善建議四
項，並依本法審議通過之報告。
三、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指對重大運輸事故
之認定、事實資料之蒐集、彙整、分析、
原因之鑑定、改善建議提出及調查報告撰
寫之作業過程。
四、紀錄器：指運輸工具中可記錄系統運行
、性能、環境參數、語音或影像之裝置。
前項第一款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由運
安會會同交通部訂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第二項明定授權由運安會會同交通部擬訂
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並報請行政院核定
。有關重大運輸事故的範圍由運安會會同
交通部訂定。

第三條 為公正調查重大運輸事故，改善運輸
安全，政府應設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運安會），依法獨立行使調查職權
。

運安會之設置法源及其獨立性。

第四條 適用本法調查範圍之運輸工具（以下
簡稱運具），指民用航空器、公務航空器、
超輕型載具、遙控無人機、民用船舶、公務

本法調查範圍之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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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鐵路系統與大眾捷運系統之車輛及行
駛於道路之汽車。
第五條

運安會對於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旨

一、明定運安會調查之目的、平行調查之原則

在避免運輸事故之再發生，不以處分或追究
責任為目的。
運安會獨立行使職權，有關機關本於其
職權所為之調查及處理作業，不得妨礙運安

及法律責任認定之依據。
二、第一項說明自願報告系統建置的目的不以
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三、參考美國 NTSB 之作法，並考量我國之法

會之調查作業。
運安會之調查報告，不得作為有罪判決
判斷之唯一依據。
運安會得建置運輸安全自願報告系統，

律訴訟制度，明定調查報告不得作為有罪
判決判斷之唯一依據。
四、第四項以正向方式說明其目的為蒐集彙整
分析事故原因有效改善運輸安全為目的。

其建置以蒐集彙整分析事故原因，有效改善
運輸安全為目的，且對報告者身分及資料來
源應予保密。

再則自願報告系統的建置目的之一在於對
報告者的身份及資料來源予以保密。

第六條 運安會應負責下列運輸事故之調查：
一、發生於境內之重大運輸事故。
二、發生於公海、不屬於任一國家之領域或

一、參採國際民航組織第十三號附約飛航事故
調查，及國際海事組織海難事故調查之規
範，並考量鐵道及公路事故均發生於境內

發生地不確定之本國籍或由本國人使用之
航空器及船舶之重大運輸事故。
三、發生於境外之本國籍航空器及船舶、由
本國人使用、本國設計或製造之航空器及

，爰於第一項明定重大運輸事故發生於境
內、境外之調查權及分配。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配合運安會之調查範圍，
酌作文字修正。另考量僅航空器及船舶具

船舶所造成之重大運輸事故，而事故發生
地之調查機關不調查或委託運安會調查。
前項第一款發生於境內之其他國籍航空
器及船舶之重大運輸事故，運安會得委託該
國事故調查機關調查。
本國籍或本國人使用之航空器及船舶、
本國設計或製造之航空器及船舶重大運輸事
故發生於境外，運安會於接獲通報後，應聯

有國籍，爰本國籍及其他國籍「航空器」
後僅增列「船舶」。
三、運具包含車輛，而鐵路系統與大眾捷運系
統之車輛及行駛於道路之汽車不可能於境
外發生事故，爰修正為航空器及船舶。

絡該國事故調查機關要求參加調查，並於接
獲邀請後派員前往參加調查作業。
第七條 發生於境內之重大運輸事故，涉及軍
事機關（構）之場站或軍用運具之操作者，
運安會尌涉及事項應會同各該機關（構）調
查。

各類運輸事故涉及軍事機關（構）時，運安會
應會同各該機關（構）調查。

第八條 依本法所為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消息之
發布，統一由運安會為之。但涉及其他有關
機關權限者，不在此限。
運安會於重大運輸事故調查過程中，應
適時發布調查相關資訊。

運輸事故調查之發布，由運安會為之。

第九條

一、運輸事故或疑似運輸事故發生後，具有通

第六條第一項之運輸事故發生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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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所有人、使用人、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及
運輸主管機關均應於得知消息後二小時內通
報運安會。
疑似第六條第一項之運輸事故發生後，
運具所有人、使用人、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

報義務之人員及機關、團體。
二、依據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九條之二規定，超
輕型載具所有人及操作人應加入活動團體
為會員，始得從事活動，並遵守活動團體
之指導。該活動團體非屬運具所有人或使

及運輸主管機關應於得知消息後二十四小時
內通報運安會。
第二章
第十條

用人，爰增訂其通報義務。

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

第六條第一項涉及飛航、水路重大運

參照國際民航組織第十三號附約飛航事故調查

輸事故發生後，運安會應儘速通知航空器及
船舶之登記國、使用人國籍國、設計國及製
造國之運輸事故調查機關，並得視實際情況
儘速通知罹難乘客國籍國之運輸事故調查機

，及國際海事組織海難事故調查之規範，對於
應由運安會主導調查之飛航及水路重大運輸事
故，其涉及外國利益者，運安會有通知相關國
家有關資料之義務，以符合國際規範。

關。
第十一條

第六條第一項之重大運輸事故發生

一、專案調查小組之成立與解散及主任調查官

後，運安會應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任調查官
，召集成立專案調查小組全權負責指揮調查
，並邀請相關機關代表及專家參與。
專案調查小組於調查報告發布後解散之

之指派及其權責。
二、根據運安會組織法，已設有專任及兼任委
員，為提高運安會在調查重大事故案件上
更具代表性及公信力，運安會應指定委員

。

一人擔任主任調查官，召集成立專案調查
小組全權負責指揮調查。

第十二條 第六條第一項之重大運輸事故發生
後，運具所有人、使用人、超輕型載具活動
團體及有關機關（構）應儘速派員趕赴現場
，並協助專案調查小組指定之調查作業。

一、相關人員及機關（構）協助調查之義務。
二、為避免消除事故發生時之紀錄，影響調查
作業，於第二項加以規定之。另對於未保
持紀錄器資料完整，應負擔回復資料相關

重大運輸事故或疑似重大運輸事故發生
後，運具使用人應確保其紀錄器資料之完整
，不得使資料毀損，或因繼續記錄而覆蓋滅
失，運安會處置前，不得再開啟；如損及紀

費用之規定。
三、規範各級相關機關除依災害防救法處理外
之其他關係日後調查所需協助之義務。

錄器資料之完整，應負擔回復資料之相關費
用。
重大運輸事故發生後，各級機關除依災
害防救法先行處理外，並應封鎖現場，及告
知運安會其於現場採取之措施。
第十三條 運輸事故之現場，除為救援及消防
之必要外，應維持現場之完整；如有重大影
響交通而有清理現場之必要時，應由事故現
場管理機關與運安會專案小組召集人共同協
商。

一、維持重大運輸事故現場完整之義務及例外
規定。
二、惟事故現場管理機關認有重大影響交通而
有清理現場之必要時，應與運安會專案小
組召集人共同協商。

第十四條 運安會為重大運輸事故調查之必要
，得優先保管及處理運具、殘骸、紀錄器與

運安會得優先保管與該運輸事故有關之資料及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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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運輸事故有關之其他資料及物品（以下簡
稱運輸事故相關資料及物品）。
第十五條

重大運輸事故現場之有關機關（構

規定重大運輸事故現場證據之搜尋及保全。

）及運具所有人、使用人，應協助運安會搜
尋、運送、安置、戒護及保全重大運輸事故
相關資料及物品。
遇有重大運輸事故相關資料及物品移位
或有滅失之虞者，運安會及有關機關（構）
應以照相、繪圖、標示或其他必要方法予以
記錄及保全。
民眾發現重大運輸事故相關資料及物品
散落於公有及私有土地或建築物時，應立即
通報運安會或其他有關機關（構），不得擅
自移動。運安會於接獲通報後應會同有關機
關（構）進入現場，並由主任調查官或其指
定之專人統籌指揮，進行確認及處理。
第十六條

重大運輸事故發生於水域時，運安

一、運安會得要求協助打撈殘骸之規定。

會審度調查之必要性及打撈之可能性，對於

二、重大運輸事故調查之現場作業，倘若運輸

第十四條所定之運具、殘骸及紀錄器，應立

工具墜入水域或深山中，殘骸之取得極為

即進行定位、打撈及運送等相關作業。

困難，然此類物件為調查作業中極為重要

重大運輸事故發生於陸地時，運安會審

部份。為使打撈或運送工作能順利進行，

度調查之必要性，對於第十四條所定之運具

對於運輸事故發生於水上及陸上，運安會

、殘骸及紀錄器，應立即進行搜尋、現場量

得要求有關機關、運輸工具所有人或使用

測及運送等相關作業。

人提供協助，以遂行運輸事故之調查，鑑

前二項之水域及陸地作業，運安會得要

定肇事之可能原因。

求有關機關（構）、運具所有人、使用人或
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提供協助，有關機關（
構）、運具所有人、使用人或超輕型載具活
動團體，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第十七條 第六條第一項之重大運輸事故發生
後，運安會專案調查小組基於調查之目的且
於必要時，得要求運具所有人、使用人、監
理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構），於限期內提
供下列調查資料：
一、運具裝載情形及簽派資料。
二、與運具運作有關人員訓練與經歷紀錄、
證照及其他有助於研判之資料。
三、運具認證與維護有關資料及紀錄。
四、氣象及運行管制紀錄。
五、與運具運作有關人員於該事故或過去三

一、配合運輸事故之調查範圍，修正應提供資
料之對象，及各款所定應提供資料之範圍
。
二、第三款所定「運具認證」，如航空器之適
航檢定、船舶之檢查或檢驗、車輛之安全
檢測、審驗及定期檢驗等。
三、第五款所定醫療紀錄，除原訂相關人員於
該事故之醫療紀錄外，亦有瞭解與運具運
作有關人員過去醫療紀錄之必要，爰予增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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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之醫療紀錄，及乘客於該事故之醫療
紀錄。
六、場站、輔助運行設備或助導航設備資料
。
七、搜尋、救護、消防作業資料。
八、監理機關對運具及使用人之查核紀錄。
九、紀錄器相關資料。
十、其他有關該運輸事故之資料。
第十八條 第六條第一項之重大運輸事故發生
後，運安會專案調查小組得訪談相關人員，
受訪談人員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或拒絕，並
應據實陳述；受訪談人員之主管或雇用人，
不得妨礙訪談。

相關人員接受運安會訪談之義務。

第十九條 運安會專案調查小組得委託檢察機
關，或國內外專業機關（構）、法人團體，
尌與運具運作有關人員及乘客之死因，及酒
精、藥物或毒物之使用狀況，進行解剖、檢
驗、檢測及其他相關資料蒐集工作。但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運安會得委託檢察機關蒐集罹難人員之相關資
料。

第二十條 參與重大運輸事故調查之人員，應
於承諾保密及遵守主任調查官之指揮下，從
事調查作業。

參與運輸事故調查之人員，包括運安會人員及
其他參與調查之人員，均應保密並遵守主任調
查官之指揮從事調查作業。

第二十一條 除運安會指定之發言人及運安會
網站所公布之資料外，參與調查人員及其主
管或雇用人於調查中不得對外揭露任何重大
運輸事故調查相關之資料。

參與調查人員及其主管或雇用人於調查中不得
對外揭露任何重大運輸事故調查相關之資料。

第二十二條 除為重大運輸事故調查之目的且
必要者外，運安會不得將下列資料記載於對
外發布之調查報告：
一、在調查過程中獲得之證詞及證物。
二、與運具運作有關人員間之通訊紀錄。
三、與運具運作有關人員之體檢紀錄。
四、涉及該事故相關人員之個人資料或醫療
紀錄。
五、運具紀錄器之抄件。
六、運行管制通話記錄之抄件。
所有影視、語音紀錄，不得對外揭露。

一、本條參採國際民航組織第十三號附約之規
範，及運安會之調查範圍。
二、為尊重個人之隱私，涉及個人隱私權部分
之語音紀錄、錄影紀錄器等相關設施所攝
之影音，應按個資法予以保護，均不得對
外揭露。

第二十三條 運安會於調查中得知或疑有非法
干預其他運具運行之情事者，應即通知國內

運安會調查案件時，發覺有其他運輸所有人或
已有非法干預其他運具運行的情事之處理方式

外之各有關權責機關，並得尌有關運輸事故
部分，協助國內外有關權責機關調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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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審議、修正及發布調查報告

第二十四條 運安會專案調查小組於完成調查
後，應撰寫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草案，送

一、由於航空及水路運輸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流
程及調查報告發布期程，因非僅單一涉及

請參與調查之國內外機關（構）及被調查單
位於下列期限內提供意見，並得參採各該機
關（構）或單位之意見，調整該調查報告草
案之內容後，提請運安會委員會議審議：

國內事務，且均有國際性調查規範，爰訂
為六十日，鐵道及公路訂為三十日。
二、為加速重大運輸事故調查流程及縮短調查
報告發布期程，送請提供意見之回復期限

一、飛航及水路重大運輸事故：六十日內。
二、鐵道及公路重大運輸事故：三十日內。
參與鐵道及公路重大運輸事故調查之國
內外機關（構）及被調查單位有特殊情形，

訂為三十日內，以符合國人期待。
三、參與鐵道及公路事故調查之國內外機關（
構）及被調查單位，無法於三十日內提供
相關意見時，可申請延長回復期限，爰於

未能於三十日內提供意見者，得以書面申請
展延三十日。
參與調查之國內外機關（構）及被調查
單位對於審議後之草案內容有異議，並提出
書面申請時，運安會應通知其到運安會委員
會議陳述意見。
運輸事故之調查報告草案經運安會委員
會議審議修正通過後，應對外發布之。

第二項規定。

第二十五條 飛航及水路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
告應由運安會函送運具登記國、運具使用人

一、飛航及水路事故調查報告有函送相關組織
及機關（構）之國際義務。

國籍國、運具設計國、運具製造國、罹難乘
客國籍國、國際民航組織、國際海事組織、
相關機關（構）、運具使用人及所有人。
鐵道及公路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應由
運安會函送相關機關（構）、運具使用人及
所有人。

二、鐵路及公路重大事故調查報告有函送相關
機關（構）、運具使用人及所有人義務。

第二十六條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發布後，
有新事實、新證據資料，經運安會委員會議
認有足以影響運輸事故調查報告之重要內容
時，應重新調查。

規定運安會對於已結案之飛航事故重新調查之
條件。

第二十七條 政府有關機關（構）於收到重大
運輸事故調查報告後九十日內應向行政院提
出處理報告，並副知運安會。處理報告中尌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之運輸安全改善建議
事項，認為可行者，應詳提具體之分項執行
計畫；認有窒礙難行者，亦應敘明理由。
前項之分項執行計畫，行政院應列管之
，並由運安會追蹤。

一、規範政府有關機關應落實運輸安全改善建
議。
二、規定行政院對於執行計畫應追蹤列管。

第四章
第二十八條

罰

則

航空器使用人故意違反第十二條

一、規定損及重大運輸事故資料之完整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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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規定，致損及紀錄器內重大運輸事故

罰。

資料之完整者，處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上
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航空器使用人因過失違反第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致損及紀錄器內重大運輸事故資料

二、因航空器營業規模較大且航空器紀錄器有
記錄時間限制，若經覆蓋或毀損，嚴重影
響調查，爰依比例原則，另訂船舶、鐵道
及公路運具使用人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規

之完整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
以下罰鍰。
航空器以外其他運具使用人因故意違反
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致損及紀錄器內重大

定之較輕罰則。
三、第三項及第四項比照第一項及第二項立法
例，按航空器以外運具使用人之故意或過
失責任分別核處不同罰鍰。

運輸事故資料之完整者，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航空器以外其他運具使用人因過失違反
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致損及紀錄器內重大
運輸事故資料之完整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九條

航空器、船舶、鐵路系統及大眾

規定未協助調查之處罰。

捷運系統運行車輛所有人或使用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於限期內協助，屆期不
協助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無正當理由
未提供協助。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運安會之要求協助。
超輕型載具所有人、操作人或活動團體
，遙控無人機所有人或操作人，汽車所有人
或使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於限期
內協助，屆期不協助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無正當理由
未提供協助。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運安會之要求協助。
第三十條

參與調查人員之雇用人，違反第二

規定對外揭露與調查相關資料之處罰。

十一條規定，對外揭露與調查相關之資料者
，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
參與調查人員或其主管，違反第二十一
條規定，對外揭露與調查相關之資料者，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一條

航空器、船舶、鐵路系統及大眾

一、規定未於限期內通報事故消息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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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系統運行車輛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第

二、配合通報義務之對象審酌運具所有人或使

九條規定，無正當理由未於限期內通報運安
會事故或疑似事故消息者，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超輕型載具所有人、操作人或活動團體

用人之營運規模，區分不同之罰鍰額度。

，遙控無人機所有人或操作人，汽車所有人
或使用人，違反第九條規定，無正當理由未
於限期內通報運安會事故或疑似事故消息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二條 航空器、船舶、鐵路系統及大眾
捷運系統運行車輛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第

一、規定未於限期內提供資料之處罰。
二、配合通報義務之對象審酌運具所有人或使

十七條規定，無正當理由未於限期內提供相
關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者，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於
限期內提供，屆期不提供者，得按次處罰。
超輕型載具所有人、操作人或活動團體
，遙控無人機所有人或操作人，汽車所有人
或使用人，違反第十七條規定，無正當理由
未於限期內提供相關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

用人之營運規模，區分不同之罰鍰額度。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於限期內提供，屆期不提供者，得
按次處罰。
第三十三條 受訪談人員之雇用人，違反第十
八條規定，妨礙訪談者，處新臺幣四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受訪談之人員或其主管，違反第十八條
規定，規避、拒絕訪談、為不實之陳述，或
妨礙訪談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規定規避、拒絕、妨礙訪談或不實陳述之處罰
。

第三十四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未經
運安會同意擅自移動運輸事故相關資料及物
品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明定未經運安會同意擅自移動運輸事故相關資
料及物品之罰則。

第五章

附

則

第三十五條 對運安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應
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依據獨立機關建制原則，獨立機關所為決策不
受行政院或其他行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性之
監督。故對獨立機關所為決定不服者，應直接
提起行政訴訟。爰規定對運安會之行政處分不
服者，應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第三十六條 運安會參與專案調查小組之成員
，尌該運輸事故出庭時，得拒絕陳述個人意

為使專案調查小組成員得出庭提供其參與調查
案件外之專業意見，爰將得拒絕陳述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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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之範圍限於該運輸事故。

第三十七條 本法有關重大運輸事故之通報、
認定、現場處理、訪談、調查及報告發布等

授權運安會訂定重大運輸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
則，以規範調查細部事項。

事項之作業處理規則，由運安會定之。
第三十八條

本法規定事項，涉及檢察機關之

為加強與其他機關間之合作機制，爰規定運安

偵查權責者，運安會應與其協調配合行之。
運安會行使本法所定職權，涉及其他機
關（構）之權責者，應會同該機關（構）建
立協調聯繫作業機制。

會與相關機關間應相互配合並建立協調聯繫作
業機制。

第三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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