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8 屆第 6 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5 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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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星期一）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邀請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恆列席就「該會業務概況及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 104 年度單位預算、103 年度預算動支案」提出報告，
並備質詢(詢答及處理)。
（本日會議由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恆報告後，計有委員
李昆澤、楊麗環、羅淑蕾、管碧玲、蔡其昌、葉宜津、李鴻鈞、王進
士及邱志偉等 9 人提出質詢，均經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
恆、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許永議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復；委員
魏明谷、潘維剛及劉櫂豪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飛航安
全調查委員會儘速以書面答復。
討論事項
一、審查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單位預
算。
決議：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單位預算，處理完畢，內容如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
歲入部分：
第3款
第 21 項

規費收入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無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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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款

其他收入

第 21 項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8 萬 4,000 元，照列。

歲出部分：
通過決議 1 項：
1.鑑於我國海陸空越趨便利，但相對地若發生意外也將更為嚴重，
故改善我國之交通安全為最重要之課題。我國成立飛航安全調查
委員會之際，即已有比照美國國家交通安全委員會之構想，如今
交通部組織法尚未三讀，應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及飛航安全調
查委員會共同研議比照美國國家交通安全委員會模式，將民航、
鐵路、海運、管線運輸的意外事故，合併成立「交通及管線事故
調查委員會」，爰要求交通部與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於 3 個月內
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魏明谷 葉宜津 李昆澤 蔡其昌
管碧玲
第2款

行政院主管

第 16 項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原列 5,335 萬 3,000 元，減列第 2
目「飛航安全業務」項下「調查能量建立」之「資訊軟
硬體設備費」5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5,330 萬 3,000
元。
本項通過決議 5 項：
1.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104 年度編列員工文康活動費 5 萬 2,000
元，係按員工 26 人，每年以 2,000 元上限所編列。經查，中央
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中，針對文康活動費，係以為
倡導中央各機關員工正當休閒活動，維護身心健康，培養團隊精
神及鼓舞工作士氣，特訂定本要點。
經查，許多機關經常將本筆費用作為餐費等其他相關支出，
為防止文康活動費淪為活動聚餐之餐費等與使用目的不符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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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並落實文康活動的宗旨，亦有助於藝文團體及體育活動之發
展。爰此，將員工文康費全數凍結，俟該會 3 個月內將其員工文
康活動實施計畫送交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魏明谷 葉宜津 李昆澤 蔡其昌
管碧玲
2.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104 年度於「飛航安全業務」項下之「調查
能量建立」計畫項下「設備及投資」之「機械設備費」編列預算
數 202 萬 8,000 元，預計採購新式飛航紀錄器 HFR-5 系列紀錄器
之原始資料下載設備等。按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102 年度 11 月
「民用航空器及公務航空器裝置飛航紀錄器普查作業報告」 指
出，針對國籍航空器安裝之飛航紀錄器（CVR 及 FDR）解讀能力
為 97.7%及 95.1%。
惟目前國際間至少有 6 個國家之事故調查機關對該國註冊之
民用航空器，具備 100%的紀錄器解讀能量。為避免該會持續支出
經費購買落後儀器致使不符實際需求，爰全數凍結本筆預算，俟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於 3 個月內針對紀錄器解讀儀器提出符合確
切需求之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經同意後，始得動
支。
提案人：魏明谷 葉宜津 李昆澤 蔡其昌
管碧玲
3.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之「飛安自願報告系統」，乃為偵測飛
安死角、發掘不利飛安的潛伏性因素，與世界各國同步採取「自
願、保密、無責」之精神，由航空從業人員主動通報飛安問題，
以期能防範飛安事故於未然，實為飛航安全保障之「吹哨者」，
對維護人民與飛航從業人員安全、國家形象等均具重要功能。
然查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自 88 年委外建置運作、91 年自行
運作「飛安自願報告系統」以來，91 年起報告案件數陡然減少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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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個位數、98 年甚至僅 4 件，103 年度迄今尚無報告案件，恐有
推展不利、欠缺鼓勵之虞。
飛安會「飛安自願報告系統」網站之歷年報告案件數如下：
年度
報告
案數

103

102

101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89

0

10

12

11

9

4

7

11

16

13

9

8

8

21

22

鑑於飛航事故調查法已參考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增訂有
關「飛安自願報告系統」之法源依據，並於 103 年 6 月修正公告
施行，爰要求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應於 103 年底前完成擬定飛安
自願報告系統相關獎勵（對報告人）及洩密懲處（對行政人員及
報告對象）之規範。
提案人：魏明谷 葉宜津 李昆澤 蔡其昌
4.鑑於國際間飛行紀錄器不斷推陳出新，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所採
購之下載設備永遠追不上新式飛行紀錄器，導致於解讀黑盒子相
關資料時，仍需將其送交外國判讀，而不能掌握調查所需時間。
因此，建議國籍航空公司於採購飛機時，應將相對應之飛航紀錄
器原始資料下載設備列為必要附屬設備一併採購。飛航安全調查
委員會再依飛航事故調查法相關規定，於必要時要求航空公司提
供協助。
提案人：葉宜津 李昆澤 蔡其昌 管碧玲
5.對於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之調查，其調查時間有時需時達一、二
年之久，常讓人誤解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並未積極調查。為解民
眾疑惑，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應適時公布其調查進度及調查狀
況。
提案人：葉宜津 李昆澤 蔡其昌 管碧玲
本項有委員提案 6 案，不予通過或不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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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政府機關之一般管理事務，即應依公務人員任用體制由編制內
職員辦理，惟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於秘書室配置管理師 3 人辦理
長期經常行政業務，卻經年聘以聘用人員，洵非適法；即並非按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 3 條前段、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
注意事項第一點、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辦法第 23 條規定及 103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七)項規定，且未依聘用人
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辦理；屬經常性業務者，本應由
編制內職員辦理，臨時業務性才得聘以聘用人員辦理，飛航安全
調查委員會秘書室以管理師辦理長期性行政業務，卻聘以聘用人
員顯不符法制。爰此，針對 104 年度「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歲
出預算 5,335 萬 3 千元，提請酌予刪減 5%，以維預算法制。
提案人：管碧玲 葉宜津 李昆澤 蔡其昌
2.104 年度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一般行政項編列水電費 90 萬 4 千
元，較前年增加 12 萬 4 千元，竟大幅提升 15.8%。經查，飛航安
全委員會其員額僅 26 人，人員並未增加。且平均每人一年需花
費 3 萬 4 千餘元於水電費用，與常理不符。為撙節國家財政，符
合政府節能減碳之原則，爰建議刪除水電費用 50 萬元。
提案人：魏明谷 葉宜津 李昆澤 蔡其昌
管碧玲
3.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104 年度「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項下編列水電費 90 萬 4 千元，雖與本(103)年度預算數相同，但
根據 102 年度決算數為 86 萬 8 千元，依據行政院所頒佈之「四
省計畫」，各機關每年用電量應以負成長為原則，爰此，本於樽
節支出原則，飛安會 104 年度「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項下編列水電費 90 萬 4 千元，應予以刪減 5 萬元。
提案人：李昆澤 蔡其昌 管碧玲
4.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104 年度歲出預算「飛航安全業務」編列 834
萬 7,000 元，查截至 103 年上半年度結算，
「航政業務規劃及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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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預算分配數 233 萬元，已分配尚未執行數 99 萬 3,733 元，
預算未執行率高達 42.65%。顯見交通部執行預算時未能依預算法
第 55 條規定覈實分配，恐致預算資源閒置，形成空有預算卻無
力執行之情，顯見預算容有撙節空間，爰針對 104 年度交通部「飛
航安全業務」834 萬 7,000 元，提請酌予刪減 10%，以撙節公帑。
提案人：葉宜津 李昆澤 蔡其昌 管碧玲
5.104 年度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於調查能量建立業務項下編列業務
費之「一般事務費」33 萬 2 千元，其中飛安自願報告系統運作與
簡介製作為 12 萬元，及飛安資訊交流期刊編撰與印製編列 20 萬
元費用，惟該會預算書上計畫重點及預期績效上卻未見績效，顯
見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在預算編列上過於寬鬆，爰此，建議刪除
本筆預算 30 萬元。
提案人：魏明谷 葉宜津 李昆澤 蔡其昌
管碧玲
6.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104 年度「飛航安全業務-調查能量建立」
項下編列『資訊服務費』98 萬 4 千元，其中「入口網維護費」45
萬 6 千元，且該科目本(103)年度亦編列 45 萬 6 千元，經查飛安
會目前的網站設計與功能，並無特別的技術需求，主要提供之訊
息只是張貼調查報告而已，向廠商詢價後行情僅需約 20~30 萬
元，基於政府財政拮据，機關應撙節支出，爰此，有關 104 年度
『資訊服務費』編列 98 萬 4 千元，應予以刪減 25 萬元。
提案人：李昆澤 蔡其昌 管碧玲
二、處理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函為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行政院主
管第 15 項決議（一），凍結該會 103 年度預算之五分之一，向本
院交通委員會提出報告後始得動支乙案。
說明：本院議事處 103 年 6 月 13 日函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5
會期第 12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處理。」
決議：報告完成，准予動支，提報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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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理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函為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行政院主
管第 15 項決議（八），凍結該會 103 年度歲出預算之五分之一，
向本院交通委員會提出報告後始得動支乙案。
說明：本院議事處 103 年 6 月 13 日函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5
會期第 12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處理。」
決議：報告完成，准予動支，提報院會。
通過臨時提案 1 項：
1.針對日前復興空難引發國人對飛安的關注，雖民航法規定飛行員
1 個月不能超過 100 小時的飛時，1 年不能超過 1000 小時，過去
飛行員一般都會控制在每月 70 小時左右，事實上目前台灣很多
航空公司的飛行員都操到 90、100 小時。若是短期需求，像暑假、
旺季加班勉強可接受，若長期讓機組人員長時間加班，勢必會影
響飛行安全和飛行員的健康。若是和生理時鐘不符的紅眼航班，
航空公司必須給予機組員任務前後足夠的休息時間，降低疲勞因
素。爰此，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該正視相關問題，並督促航空公
司確實補齊機組人員，以提高飛安品質。
提案人：羅淑蕾 王進士 楊麗環
10 月 15 日（星期三）
討論事項
一、審查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單位預算。
二、審查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關於交
通部主管交通作業基金－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分預算。
（本日會議所列二項議程，合併報告及詢答。由交通部部長葉匡時及
民用航空局局長沈啟報告後，計有委員李昆澤、羅淑蕾、葉宜津、楊
麗環、管碧玲、林國正、蔡其昌、李鴻鈞、王進士、許添財、王廷升
及鄭天財等 12 人提出質詢，均經交通部部長葉匡時、民用航空局局長
沈啟、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費鴻鈞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
9

答復；委員葉宜津質詢另提書面補充意見，及委員潘維剛、魏明谷、
劉櫂豪、楊瓊瓔所提書面質詢，均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交通部
及相關單位儘速以書面答復。
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單位預算，處理完畢，內容如審查結果。
四、交通部主管交通作業基金－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分預算，處理完畢
，內容如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單位預算
歲入部分：
第2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 142 項
第3款

規費收入

第 153 項
第4款

民用航空局 2,411 萬 2,000 元，照列。

財產收入

第 154 項
第7款

民用航空局 270 萬 2,000 元，照列。

民用航空局 2,000 元，照列。

其他收入

第 151 項

民用航空局 62 萬 4,000 元，照列。

歲出部分：
第 14 款 交通部主管
第2項

民用航空局 3 億 1‚125 萬 8‚000 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 25 項：
1.鑑於各公部門提出預算明細，乃為行政部門實現政策之重要工
具，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卻未將實現其施政理念之具體施政計
畫，透過預算之擬編、成立並據以執行，以致無法展現其施政作
為。為維護我國預算體制，爰要求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於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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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預算，將各項公務業務計畫應依預算法規定回歸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單位預算內辦理，俾符法制。
提案人：魏明谷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2.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管制編制員額為 353 人，然而現
有員額僅 310 人。管制員除了負責航空器及旅客的安全，同時也
要兼顧效率，工作壓力十分沉重。復興空難後，管制員因壓力過
大而出現離職潮，加上管制員平均年資為 12.2 年，明顯少於一
般公務員平均年資的 16.63 年，已出現人力不足及年齡斷層問
題。加上每年各國際機場大幅增加航班架次，航管員每小時處理
航班架次大增，毫無喘息機會。經查，臺北機場管制臺月平均管
制架次 1 萬 7,430 次，現行人力僅 38 人，等於 1 人 1 個月須負
責 458 架次，相較於臺東機場管制臺月平均管制架次 1,200 次，
人力 9 人，等於 1 人 1 個月僅負責 133 架次，顯見人力分配不均
問題。交通部應正視航管人力不足、員額分配等問題，於 3 個月
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蔡其昌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3.台灣既有交通運輸能量已趨飽和，公路、軌道、定翼機等運輸工
具能量日漸不足，民眾於尖峰時間及連續假日更時常面臨塞車或
一票難求之窘境，除造成民眾往來不便，亦有損我國觀光持續發
展。直升機為成本低但機動性、安全性與效率極高之交通運輸工
具，直升機產業更可提振相關產業發展，縮短偏遠地區與都會交
通，強化陸海空運輸效率。我國雖已開放私人擁有直升機，卻幾
乎無人申請，經營直升機業務之航空公司亦未著重旅客運輸業
務，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亦未積極進行推展，造成直升機客運發展
成效不彰。爰建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就我國直升機客運發展停
滯困境，提出檢討改善計畫。
提案人：陳根德 羅淑蕾 王進士 陳雪生
李鴻鈞 葉宜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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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升機為機動性高、起落條件寬之飛行載具，國外早已將之納入
緊急醫療、救援體系之常用工具。我國四面環海且多高山，民眾
於離島、山區或偏遠地區有緊急醫療需求時，仍多仰賴陸、海路
運輸，偶有直升機出勤亦多載送病患至主要機場，方轉運至醫療
院所，除浪費搶救時間，亦增加病人搬運過程，造成非預期傷害
之產生。我國各主要醫療院所多設有直升機起降場供緊急醫療使
用，然除因空勤隊機型老舊無法降落外，全國竟只有 6 家醫院起
降場取得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准，造成緊急停機坪使用率偏低。
為充實國內緊急救援能量，建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邀集民航業者
與相關單位，研擬方案，以提高國內直升機緊急救難、緊急醫療
救護臨時起降場使用頻率。
提案人：陳根德 羅淑蕾 王進士 陳雪生
李昆澤 李鴻鈞 葉宜津
5.飛安事故之肇因除天候因素及機械故障，機組人員之生理、心理
狀況亦為主因之一。國內航空公司因營運成本考量，近年紅眼航
班班次大增，然在航空公司收益增加之餘，亦隱藏空服人員缺額
及機組人員休息時間不足造成之飛安危機。爰建請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應就國內紅眼航班是否造成機組員生理、心理上過度負擔致
有危害飛安之虞進行調查，並建立控管機制。
提案人：陳根德 羅淑蕾 王進士 陳雪生
李鴻鈞 葉宜津
6.鑑於航空服務日益發達，現已有深夜或凌晨飛行起降的航班，即
航空業俗稱之「紅眼航班」，機組人員必須熬夜執勤。在現今各
國主要機場皆朝全天候開放，以提高使用效能的趨勢下，紅眼航
班只會增加。無論傳統航空公司或是廉航，都必須在人力上調整
因應。惟飛航作業係為注意力需高度集中之工作，為降低疲勞因
素，爰要求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與勞動部協調不定時針對航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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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相關機組人員進行勞動檢查，並公布檢查結果，以確保飛安
品質。
提案人：魏明谷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7.復興航空澎湖空難事件造成 48 名國人罹難，凸顯政府飛航安全維
護仍有不足。事件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與各航空公司雖加重對民
航機於惡劣氣候飛行條件之限制。然我國各機場之助、導航設備
是否充足亦應加以檢討。爰要求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就我國機場相
關安全設施進行評估，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改善方案書面報
告，並應儘速完成。
提案人：陳根德 羅淑蕾 王進士 陳雪生
李鴻鈞 葉宜津
8.鑑於近年來低成本航空運輸模式在全球迅速發展，我國近年來亦
快速增加，無論公司家數、航線數、載客人數及市占率均普遍成
長，以 102 年度為例，載客數達 232 萬 2,609 人，市占率為 5.97%，
惟消費者爭議亦逐年增加，103 年度截至 7 月底止，爭議案件更
高達 83 件，遠高於 102 年度全年度之件數。由消費者對低成本
航空公司所提供服務，資訊不對稱引起消費糾紛，其中以退票、
改期以及訂票系統異常為大宗，爰要求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針對低
成本航空公司應加強民眾權益之監督控管，並於 3 個月內提交書
面報告至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提案人：魏明谷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9.近年「廉價航空」由於低價機票策略，成功獲得消費者青睞，但
便宜價格卻時常犧牲消費者權益，如訂票之後就不能退票，換機
位要多付近 2,000 元手續費等問題，消費糾紛、旅客求償無門情
形屢見不鮮。廉價航空除以降低服務水準換取低廉票價，但部分
廉價航空業者亦以高齡機隊營運，潛藏飛安疑慮。爰要求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加強對廉價航空飛航安全與民眾權益之監督控管。
提案人：陳根德 羅淑蕾 王進士 李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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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生 葉宜津
10.廉價航空硬塞服務，預勾選行李託運服務，有的還預勾選餐點或
選位，消費者一旦不察，就會買到不需要的服務。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應檢討約束業者不得預勾選額外服務等不利消費者權益事
項，並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楊麗環 羅淑蕾 陳雪生 林國正
李鴻鈞 葉宜津
11.鑑於 103 年 6 月 13 日歐盟新生效之消費者權益指令，在網路訂
購機票過程中，網頁可能會出現其他附加服務選項，已被預先勾
選，消費者若不察即會加購而需多付錢，故禁止業者該預設勾選
行為。經查，我國 14 家飛航台灣之廉航業者購票官網，包含捷
星、欣豐虎航、宿霧太平洋、全亞洲航空、馬亞洲航空、台灣虎
航、酷航、香港快運等 8 家業者，均有預勾選託運行李 20 公斤，
以台灣至新加坡航程為例，單程約加價 78 至 888 元，消費者若
有不慎即會購買到不需要之服務。爰要求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協
調各廉價航空公司，針對旅客訂票預先勾選服務項目等不利消費
者權益事項應予檢討，以免民眾權益受損，並於 3 個月內將改善
狀況以書面報告送至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提案人：魏明谷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12.近年來低成本航空（亦稱廉價航空）在全球發展迅速，據亞太航
空中心（CAPA-Centre for Asia Pacific Aviation）統計，101
年低成本航空公司在全球市場占有率已達 26.10%，而低成本航空
的作法乃採簡化服務流程及使用者付費概念，實施差別取價，惟
國人尚未充分認知，並對於低成本航空之經營型態、服務及計費
方式不甚瞭解，而存有安全性及準點率等疑慮，再者屢有航空公
司未揭示退換票規定及拒絕消費者辦理退票等，致衍生眾多退票
及消費糾紛。有鑑於我國亦陸續有國籍航空公司投入低成本航空
市場，為營造有利於航空產業發展環境，建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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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行相關法令及規範之妥適性，並加強宣導措施，設置單一
窗口及指派專人專責處理消費爭議案件，以降低消費者因資訊不
對稱引發消費糾紛，以利航空產業發展，並確保民眾搭機之多元
選擇。
提案人：林國正 陳雪生 葉宜津
連署人：李鴻鈞 管碧玲
13.國家正積極推動桃園航空城計畫，相關開發計畫之成功與未來桃
園國際機場旅客量能否持續增加高度相關。我國經營東南亞中轉
過境生意長達十幾年，僅依靠東南亞旅客與國內出入境尚不足發
展產業規模。桃園國際機場亞洲主要競爭對手如韓國仁川、香
港、新加坡都已積極經營大陸地區航空生意，我國卻遲未能投入
經營，形成我國民眾可到對岸轉機，陸客卻不能來台轉機的不平
等現象。鑑於我國地理位置優越，最適合發展陸客中轉業務，並
預計可為台灣航空業帶來二至三成的客流量成長。爰要求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應就台灣開放陸客中轉一事，積極進行相關規劃與推
動。
提案人：陳根德 羅淑蕾 王進士 陳雪生
李鴻鈞 葉宜津
14.國人往來花蓮、台東地區目前仍主要依賴鐵、公路運輸，然受限
於地形限制，前述陸運能量不足。每逢假日不但公路壅塞、鐵路
亦一票難求，久為國人詬病，對東部居民亦不公平。相較鐵、公
路運輸，搭乘飛機為更有效率且便利之運輸工具，然目前花蓮及
台東機場經營航空公司少、班次不足，形同獨占經營。相較離島
澎湖，台北至台東票價單程甚至高出 700 餘元，降低民眾搭乘意
願；亦造成花蓮、台東航空站空間、運能之閒置與浪費。爰要求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增進花
東地區民航客運發展計畫。
提案人：陳根德 羅淑蕾 王進士 陳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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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鈞 葉宜津
15.依照國際規範，飛機是否起降之最後判斷在於飛行員本身，然而
飛行員本身可能因公司方面等種種壓力，而不得不放棄該權力。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就各個機場之一般起降標準再為嚴格規
定，同時應檢視各個航空公司所訂標準，要求提高該標準規定，
以制度保障之方式，而非獨自讓飛行員本身去承受各種壓力。
提案人：葉宜津 李昆澤 管碧玲
16.近期發生航空公司員工抗議「紅眼航班」情形嚴重，甚至減少空
服員執勤人數，讓他們無法負荷。經查，「人力不足」和「紅眼
班機」也是飛安的隱憂，航空公司為了縮減人事成本，不願意增
聘人力；國內亦有航空公司竟把每個當日往返的航班，直接減少
1 名空服人員執勤，此種舉措恐導致隱形飛安危機。空服人員不
光是送餐、送飲料的服務生，事實上，他們還負擔緊急逃生的任
務，減少 1 名員額，也許可以省下人力成本，但是一旦發生緊急
危難，沒人能負起旅客逃生責任。有鑑於此，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應立即檢視航空公司人力是否足以因應紅眼航班，並將此作為是
否核准紅眼航班之審議標準。
提案人：蔡其昌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17.針對復興航空是國籍航空公司中唯一未在外地設員工住宿點的
航空公司，不論天候多差，都要求盡可能把飛機飛回來，也要想
辦法把飛機降落目的地。機長若因未即時飛回台而造成超時飛
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的處分要由機長自行負責；若是以天候不
佳理由未將飛機飛回降落，相關延誤損失也要追究機長責任，復
興航空的班機無論當天飛行的天候條件多差，都要想辦法在機場
上空等待最佳時機降落目的地。復興航空為避免機組員飛行超
時，都會再加派多名機組員，以做為替換，讓可能超時的機組員
在機上休息，以此就可以符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規定。由於航空
公司幾乎沒有備載的飛機，只要取消 1 個班機，就是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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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沒人願意負責，反而把責任都往機長身上丟，機組員拒飛就
會被記大過。爰此，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基於飛安與職安的考量，
應對航空業進行工時專案檢查，不能成為國籍航空的幫兇，用機
組員的命去搏停班成本開方便之門，讓航空公司得以進行合法的
人力壓榨。
提案人：羅淑蕾 李鴻鈞 王進士 陳雪生
葉宜津
18.針對日前復興空難引發國人對飛安的關注，復興航空提出飛安改
善方案，除了飛航專業人員加薪方案外，並未對機組人員超時工
作問題提出改善方案。過去機師每個月飛 60 小時，不過現在兩
岸航線暴增，平均得飛上 90 幾個小時。中國、中東航空紛紛來
台搶人，台灣副機師月薪 20 萬元起跳、機師 30 萬元起跳，挖角
價月薪 2 萬美金，相當於台幣 60 萬元，已讓過去幾個月台灣流
失上百位精英，讓機師荒更加嚴重。因為台灣的航空公司不但不
願承擔取消班機的責任，還把風險全丟給第一線工作人員，導致
不少駕駛員紛紛選擇前往國外。爰此，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該正
視本土機師挖角危機，並督促航空公司改善機組人員嚴重超時加
班問題，以提高飛安品質。
提案人：羅淑蕾 陳雪生 王進士 李鴻鈞
葉宜津
19.超輕型載具目前在國內已漸漸流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在 93 年
就針對超輕型載具訂定管理辦法，並協助超輕玩家在合法空域安
全飛行，至今已劃定 7 處專供超輕用的空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也依民用航空法對違規超輕訂罰則，但違規飛行仍時有所聞，形
成飛安隱憂。取締違規最困難之處是，相關單位接獲通報超輕違
規趕到現場時，超輕早已飛走，另超輕機身並無編號，如果無法
清晰拍到超輕駕駛的面貌，也難再追查。鑑於超輕型載具皆須經
過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檢驗合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於 2 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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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是否比照交通部公路總局管理車輛之方式核發「超輕型載
具」之牌照，並於機身或機翼明確標示，以便於違規舉發及管理，
降低事故風險，並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王進士 羅淑蕾 楊麗環 陳雪生
李鴻鈞 葉宜津
20.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雖積極推動航空站活化措施，惟本島航空站受
到高鐵通車等因素影響，設施使用率仍有偏低情事。請交通部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相關管理機制、績效指標及關
閉或轉換功能機制之書面報告。
提案人：楊麗環 羅淑蕾 陳雪生 林國正
李鴻鈞 葉宜津
21.自 96 年高速鐵路通車後，國內民航客運需求大幅降低，航機起
降架次及客運量驟減，使得本島部分航空站設施使用率有偏低情
形，據審計部統計近 3 年度（100 至 102 年度）航空站之平均
設施使用率情形，其中恆春航空站設施使用率低至僅 0.88%，已
幾近閒置，顯見活化措施並未能有效改善營運狀況。爰此，要求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就設施使用率偏低之航空站，儘速研議更有效
率之運用方式，以提高設施使用效能，並提升各航空站之營運績
效與服務品質。
提案人：林國正 陳雪生 葉宜津
連署人：李鴻鈞 管碧玲
22.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跑道核定地點，除了靠近海邊有切風會影響飛
安外，距離跑道 200 公尺有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沙崙儲油槽，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供書面飛
安評估報告。
提案人：楊麗環 羅淑蕾 陳雪生 林國正
李鴻鈞 葉宜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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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美國證實第一起伊波拉本土感染案例之後，伊波拉疫情恐將擴
散。萬一疫情進一步擴散，對經濟造成的衝擊，可能重演 92 年
SARS 的苦果。我國際機場應針對來自疫區旅客加強防疫篩檢措
施。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於 2 週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
提案人：楊麗環 羅淑蕾 陳雪生 林國正
李鴻鈞 葉宜津
24.有鑑自 98 年以來，高雄航空站國際線旅客從每年 259 萬餘人次
成長至 102 年 340 萬餘人次，增幅超過三成，除了現階段已發生
國際航廈報到大廳於上午尖峰時段出現擁擠、航空站內餐飲服務
不足的情形之外，也為因應未來國際線運量持續成長之需求。爰
此，要求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應針對高雄航空站儘速檢討調配航廈
閒置空間，研議辦理出境大廳擴建工程，以提升服務品質，並將
購物、餐飲等設施納入規劃考量，提供旅客更多餐飲及購物需求。
提案人：林國正 陳雪生 葉宜津
連署人：李鴻鈞 管碧玲
25.對於飛航班機，因各項因素而導致遲延或取消班機，旅客之不滿
因素常來自於不知狀況為何之心理狀態，因此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應要求各個航空公司，對於旅客之說明應儘量詳盡，而使旅客理
解，避免心生不滿。
提案人：葉宜津 李昆澤 管碧玲
本項有委員提案 3 案，不予通過或不予處理：
1.104 年度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項下編列一般事務費 73 萬 6 千元，其
中印刷費 5 萬 8 千元，較 103 年度成長高達 120%。
惟會議或業務簡介印製係為民航局各單位人員所應負責之事
務，卻將其業務外包，且業務並無明顯增加，卻成長近兩倍，顯
有浪費政府公帑之嫌。爰此，建議全數刪除印刷費 5 萬 8 千元。
提案人：魏明谷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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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年度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項下編列一般事務費 73 萬 6 千元，其
中房屋建築養護費 6 萬 5 千元，較 103 年度成長高達 225%。
惟房屋建築養護費於前年度亦為 2 萬元，卻在未說明提高之
緣由下將預算增加兩倍以上，顯有浪費政府公帑之嫌。爰此，建
議全數刪除房屋建築養護費 4 萬 5 千元。
提案人：魏明谷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3.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04 年度「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維持」項下
編列「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40 萬 6 千元，較本（103）年度
18 萬 7 千元，增加幅度達 117%，而 102 年度之決算也僅 15 萬元，
104 年度增加部分主要是在「辦公器具養護費」方面，由 6 萬元
增加至 27 萬 9 千元，辦公器具之養護應屬於例行性的開銷，不
至於會有大多波動，然而，104 年度預算卻有明顯增長，且未見
具體說明，爰此，交通部民航局 104 年度「一般行政-基本行政
工作維持」項下「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40 萬 6 千元，參考本
年度預算及 102 年決算情形，應刪減 25 萬元。
提案人：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通過臨時提案 2 項：
1.台中清泉崗機場新建的國際航廈，102 年 4 月才落成啟用，由於
整體建築採大量落地窗，面對的地理位置又是西側，以致於這 1
年多來，每到太陽下山前，西曬非常嚴重，地勤人員除了忍受西
曬曬傷，還必須拿紙遮太陽，因為電腦螢幕被陽光直射，在逆光
情況根本看不清楚電腦畫面。民航局應於 1 個月內進行改善，並
向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蔡其昌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2.目前我國飛安事故是由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而非由民
航局負責，其目的即是為了避免球員兼裁判，特設立獨立調查機
構，以能秉公處理，調查真相。然除了飛航事故之外，目前我國
對於鐵路事故、海事事故，是由交通部各主管機關負責調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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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化學物質運送管道則由經濟部負責，相較美國運輸安全委員
會架構下，是依鐵路管道危險品、海上、航空及公路分組；加拿
大、澳洲的調查單位也是透過國家力量，擴大飛安會，統合航空、
鐵路、海事事故調查，顯見我國負責運輸安全事故調查的單位不
僅無法發揮統合效果，也仍有失其獨立調查之公正性。爰此，建
請交通部研擬統合各類安全調查機構，建立一運輸安全事故獨立
調查機構之可行性。
提案人：蔡其昌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交通部主管交通作業基金－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分預算
一、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
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一)業務總收入：147 億 7,817 萬 7,000 元，照列。另「業務外
收入」項下「依法分配收入」預算，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股份
有限公司預算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總支出：原列 116 億 4,458 萬 6,000 元，減列「勞務成
本」項下「用人費用」之航警局部分 3,200 萬元、「服務費
用」45 萬 8,000 元(含「一般服務費」之清潔勞務外包費中
松山機場室內網球場清潔勞務外包部分 25 萬 8,000 元、
「專
業服務費」之年報委製費用 20 萬元)、
「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之「捐助、補助與獎助」中
敦親睦鄰活動費 14 萬元、
「管理及總務費用」項下「服務費
用」1,840 萬元(含「印刷裝訂與廣告費」之「業務宣導費」
20 萬元、「專業服務費」之「電子計算機軟體服務費」120
萬元及松山機場民航關聯產業廊帶 1,700 萬元)，共計減列
5,099 萬 8,000 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15 億 9,358 萬 8,000
元。
本項通過決議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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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勞務成本」項下「服務費用」編列航
警局 1 億 5,850 萬 7,000 元，凍結四分之一，向立法院交
通委員會提出安檢改善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林國正 陳雪生 葉宜津 李鴻鈞
管碧玲
2.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勞務成本」項下「服務費用」之「印
刷裝訂與廣告費」下，編有「業務宣導費」472 萬 4,000
元，其中宣傳資料費 232 萬 7,000 元。但查其已有飛安宣
導活動費及民航服務業務宣導費，並有各類印刷品費用，
本筆「業務宣導費」凍結四分之一，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宜津 李昆澤 管碧玲
3.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勞務成本」項下「服務費用」之「修
理保養及保固費」104 年度編列空橋維護費 2,563 萬元，
比 103 年度增加 268 萬 7,000 元，增幅達 12%，若再相比
101 年度，預算更是成長近 1,000 萬元。有鑑於空橋是讓
旅客無需日曬雨淋而便於登機離機的重要設施，理當做好
維護，以提供良好服務；然各機場空橋漏水，甚至導致乘
客滑倒的事件頻傳，如台中清泉崗機場之 5 座空橋，目前
即有 2 座空橋仍有漏水情況。以此可見，空橋維護工作仍
有待落實及強化，花大錢卻沒有花在刀口上，以致資源浪
費。爰此凍結五分之一，俟完成所有空橋設施體檢，並提
出具體維護修繕計畫，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蔡其昌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4.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104 年度「勞務成本」項下「服務費用」
相關經費 17 億 7,807 萬 6,000 元，包括外包費用所需經
費 2 億 8,709 萬 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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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身為政府機關，竟帶頭違法大量
運用非典型人力，讓勞工無法穩定就業、破壞就業市場機
制。其中文書處理、一般庶務作業係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員工所應自行處理，何以外包給廠商處理，顯有疏失。爰
此，凍結「勞務成本」項下之「一般服務費」之「外包費」
五分之一，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魏明谷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5.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勞務成本」項下「材料及用品費」編
列航警局 4,615 萬 7,000 元，凍結四分之一，向立法院交
通委員會提出安檢改善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林國正 陳雪生 葉宜津 李鴻鈞
管碧玲
6.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勞務成本」項下「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之「補貼（償）與獎勵」
編列航警局刑事案件及員警績優獎勵費用 781 萬 8,000
元，凍結四分之一，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安檢改善書
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林國正 陳雪生 葉宜津 李鴻鈞
管碧玲
7.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104 年度「管理及總務費用」中，其「服
務費用」相關經費 1 億 5,983 萬 7,000 元，包括外包費用
所需經費 1,115 萬 5,000 元。
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身為政府機關，竟帶頭違法大量
運用非典型人力，讓勞工無法穩定就業、破壞就業市場機
制。其中文書處理、一般庶務作業係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員工所應自行處理，何以外包給廠商處理，顯有疏失。爰
此，凍結「管理及總務費用」項下之「一般服務費」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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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費」五分之一，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向立法院交通委員
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魏明谷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三)本期賸餘：原列 31 億 3,359 萬 1,000 元，增列 5,099 萬 8,000
元，改列為 31 億 8,458 萬 9,000 元。
三、解繳國庫淨額：3 億元，照列。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38 億 2,367 萬 6,000 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 2 項：
(一)民航事業作業基金有關「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建設計畫」，
其總預算高達 1,062 億 8,261 萬元，預計借款高達 847 億
5,542 萬 4,000 元，其預估回收時間長達 30 年，且計畫尚在
修正當中，預計再繼續增加。然而該計畫之實際計畫、財務
規畫均付之闕如，且與民用航空局之業務並不相關。因此 104
年度之預算數 13 億 3,400 萬元，凍結二分之一，待其計畫
完整確定，並提供該計畫之所有內容，包含財務計畫在內，
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宜津 李昆澤 管碧玲
(二)自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行賄弊案爆發後，桃園航空城
特定區計畫土地徵收面積（達 3,000 多公頃）即備受質疑，
弊案相關人葉世文、蔡仁惠曾分別擔任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
的區委會和都委會審議委員，本計畫已喪失公信力和正當
性。
桃園航空城計畫屬重大施政計畫至今仍無完整財務計
畫，而計畫總資金需求卻不斷攀升，目前已近 6,000 億元，
恐嚴重影響我國交通資源有效配置。立法院預算中心亦指本
計畫「各階段財務評估差異性大且未有效整合，潛藏財務風
險及營運風險，恐加重中央政府財政負擔，影響我國交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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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有效配置。」
103 年 9 月 5 日立法院舉辦「桃園航空城計畫之行政聽
證應如何舉辦」之公聽會中，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坦言行政
院目前僅核定桃園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中第三跑道及自由貿
易港擴建區（僅 745 公頃）之用地，與目前提出的徵收範圍
3,000 多公頃有極大差距，交通部應就此疑義作出清楚說明。
爰針對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分預算之專案計畫「桃園航空
城機場園區建設計畫」104 年度預算數 13 億 3,400 萬元，凍
結二分之一，俟交通部針對該計畫土地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
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含行政聽證之具體
規劃），並完成前述公聽會決議辦理之相關事項後，始得動
支。
提案人：管碧玲 李昆澤 葉宜津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補辦預算部分：無列數。
八、通過決議 1 項：
(一)對於機場之安檢作業，現行係由航警人員與約聘僱人員共同
執行，但因為同工不同酬之因素，導致機場安檢作業鬆散。
査約聘僱安檢人員，其性質為行政輔助人員，有關於機場安
檢，應全部改由約聘僱人員執行，避免同工不同酬之因素。
同時航警人員僅擔任安檢作業之監督及公權力代表角色，如
此亦應檢討航警人員之編制，才能讓安檢作業人的疏失減至
最低。
提案人：葉宜津 李昆澤 管碧玲
九、另有委員提案 10 案，不予通過或不予處理：
(一)我國國際機場安檢為確保飛安第一道防線，惟今年卻陸續發
生活體動物、易燃柴油順利通過安檢情事，顯見機場安檢作
業存有改善空間。現桃園機場安檢人力約 4 百人，根據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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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一條安檢線需配額 4 人，包括引導、X 光機、複檢、
人身檢查，我國只有 3 人，第一航廈 7 條線、第二航廈 8 條
線，估計不足 254 人。行李查驗工作依法未限制由警察人員
為之，亦得以由經訓練之人員辨識後，違規者由員警執法之
方 式 辦 理 。 民 航 事 業 作 業 基 金 104 年 度 勞 務 成 本 編 列
10,180,405 千元，卻仍未見安檢人力改善方案，爰提案凍結
預算十分之一，俟針對機場安檢人力不足，向交通委員會提
出改善方案經同意後，方准動支。
提案人：陳根德 羅淑蕾 王進士 陳雪生
葉宜津 管碧玲 李鴻鈞
(二)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104 年度編列簡報製作費用 2,750 千元，
用以作為多媒體簡報及書面簡報。經查，該項預算科目於 102
年度編列 1,000 千元，於 103 年度則編列 2,250 千元，相比
之下，104 年度增幅高達 1.4 倍；此外，作為單位簡介使用
之簡報，應具有使用之延續性，且應統合各單位共同製作，
而非分列本局、局屬作業單位及航警局各別製作，以減少製
作經費。爰此，刪除該項預算 50%。
提案人：蔡其昌 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三)編列「航警局 2,586,108 千元」
，建請凍結二分之一，向本
委員會提出安檢改善報告後，使得動支。
提案人：林國正 陳雪生 葉宜津 李鴻鈞
管碧玲
(四)勞務成本用人費用中，編有津貼 5366 萬 1 千元，其屬僻地
津貼，但查各航空站中僅有台北、高雄航空站屬有盈餘之航
空站，其餘航空站則均屬於虧損狀態，表示其業務量均遠低
於台北、高雄航空站，在業務量、工作量均相當小的情況下，
反成為大家志願前往工作之航空站，卻反而還得領額外僻地
津貼，充分反應出錢多事少之工作地點，造成不公平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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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同時易讓出身該僻地地區之員工，被排擠而無法返鄉服
務，爰依此刪除僻地津貼全部。
提案人：葉宜津 李昆澤 管碧玲
(五)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104 年度「勞務成本-用人費用」項下「獎
金」科目，其中有關『飛安獎金』編列 2,510 萬 4 千元，有
鑑於本年度發生復興航空失事造成 48 死 10 傷的重大空難，
航班衝出跑道事件也從去年的零件增加至三件，顯見飛航安
全改善情況不佳。此外，104 年度預算與本（103）年度預算
編列情形完全一樣，凸顯飛安獎金的發放流於固定與形式，
且欠缺法源依據，爰此，有關『飛安獎金』編列 2,510 萬 4
千元，應予以刪減 10%。
提案人：李昆澤 管碧玲 葉宜津
(六)針對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104 年度「勞務成本-服務費用」項
下『水電費』編列 3 億 5,491 萬 1 千元，較本(103)年度編
列 3 億 4,491 萬 1 千元增加 1 千萬元，也較 102 年度成長，
等於連續三年水電費編列都成長，惟依據行政院頒布政府機
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要求執行單位每年用電量以較
前一年減少 1%、用水量減少 2%為原則，反觀民航局水電費
編列卻是年年增長，有違行政院頒布規定，爰此，有關『水
電費』編列 3 億 5,491 萬 1 千元，應予以刪減 1 千萬元。
提案人：李昆澤 管碧玲 葉宜津
(七)針對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104 年度「勞務成本-服務費用」項
下『旅運費』編列 3,833 萬 2 千元，其中國外旅費與大陸地
區旅費合計 763 萬 9 千元，惟出國旅費應為公務支出，應編
列於民航局的單位預算中，今卻編列於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且未具體說明派員出國之計畫、參與會議、擬派人數等資
訊，有規避立法院監督之嫌，爰此，有關『旅運費』項下國
外旅費與大陸地區旅費，應予以凍結二分之一，待民航局將
27

派員出國之詳細規劃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
後，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李昆澤 管碧玲 葉宜津
(八)針對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104 年度「勞務成本-專業服務費」
項下『電子計算機軟體服務費』編列 2,198 萬 5 千元，較本
(103)年度 1,850 萬 2 千元，增加 348 萬 3 千元，增幅達
18.8%，預算書中未說明大幅增編之理由，復以資訊系統的
維護應當屬於例行性開銷，相關費用不至於有太大波動，爰
此，有關「勞務成本-專業服務費」項下『電子計算機軟體
服務費』編列 2,198 萬 5 千元，應予以減列 350 萬元。
提案人：李昆澤 管碧玲 葉宜津
(九)民航事業作業基金 104 年度「管理及總務費用-一般服務費」
項下『處理人民諮詢及服務業務外包費』編列 93 萬 6 千元，
預計進用勞務承攬人力 2 人，該外包案主要係處理有關民眾
之陳情案件，惟陳情內容可能涉及陳情人、機關航站被檢舉
人與航空業者等個人資料，為確保資料保密與後續處理追
蹤，該項業務應由民航局職員辦理為宜，委託外包人力辦
理，顯有不當，爰此，有關『處理人民諮詢及服務業務外包
費』編列 93 萬 6 千元，建議予以全數刪除。
提案人：李昆澤 葉宜津 管碧玲
(十)專業服務費用編列桃園機場園區擬定相關都市計畫作業 100
萬元，但查本項都市計畫係桃園縣政府所需，並非民航事
業，故此費用不應由民航作業基金支出，爰刪除本項費用 100
萬元。
提案人：葉宜津 李昆澤 管碧玲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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