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6 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4 年10 月19 日（星期一）上午9 時2 分至11 時49 分
中華民國104 年10 月21 日（星期三）上午9 時1 分至下午1 時
中華民國104 年10 月22 日（星期四）上午9 時2 分至11 時32 分
地點：本院紅樓 201 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歐珀

楊麗環

羅淑蕾

李昆澤

管碧玲

陳素月

葉宜津

李鴻鈞

許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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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櫂豪

王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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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出席 15 人
列席委員：顏寬恒

江啟臣

許添財

黃偉哲

陳明文

李桐豪

林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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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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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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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清泉

賴振昌

孔文吉

楊瓊瓔

林滄敏

葉津鈴

蔡煌瑯

廖國棟

羅明才

徐欣瑩

鄭天財

楊應雄

蔣乃辛

周倪安

何欣純

高金素梅

陳怡潔

姚文智

張慶忠

吳育昇

黃國書
委員列席 37 人
列席官員：10 月 19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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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星期三）
交通部

2

主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方正光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林信任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張隆城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簡慶發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洪東濤

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王忠銘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張振乾

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吳主治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馬惠達

代理處長

簡慶發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陳美秀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鄭榮峯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處

長

廖源隆

專門委員

陳梅英

主任委員

沈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 月 22 日（星期四）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啟

資深飛安調查官

王興中

事故調查組

副資深飛安調查官

蘇水灶

飛航安全組

副資深飛安調查官

任靜怡

調查實驗室

副飛安調查官

官文霖

秘書室

副工程師

韓若明

人事

秘

書

廖捐惠

主計

諮

議

李素惠

局

長

林志明

副 局 長

何淑萍

空運組

組

長

韓振華

飛航標準組

專門委員

吳家珍

飛航管制組

科

鄧惠娟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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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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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委員

吳月萍

席：陳召集委員歐珀

專門委員：黃輝嘉
主任秘書：金允成
紀

錄：簡任秘書 李美珠 研 究 員 游亦安 簡任編審 陳淑玫
科

長 黃彩鳳 專

員 鄧可容 薦任科員 黃姵瑜

薦任科員 郭佳勳
10 月 19 日（星期一）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論事項
審查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單位預算。
（本日會議由交通部部長陳建宇及運輸研究所所長林信得報告後，
計有委員楊麗環、羅淑蕾、葉宜津、李昆澤、管碧玲、陳歐珀、李
鴻鈞、蕭美琴、許淑華及許添財等 10 人提出質詢，均經交通部部
長陳建宇、運輸研究所所長林信得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復；委員
簡東明、楊瓊瓔、陳素月、劉櫂豪、王進士及林國正所提書面質
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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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單位預算，處理完畢，內容如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
一、歲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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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 144 項
第4款

運輸研究所，無列數。

財產收入

第 155 項

運輸研究所原列 78 萬元，增列第 1 目「財產孳息」
第 1 節「租金收入」15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228 萬元。

第7款

其他收入

第 159 項

運輸研究所 20 萬元，照列。

二、歲出部分
第 14 款

交通部主管

通過決議 4 項：
(一)桃園捷運綠線目前綜合規劃報告尚未核定，還在國發會等桃園
市政府補件中，桃園後站民眾莫不企盼能儘速核定，綠線儘速
動工，G5 忠勇西路站、G6 陽明公園站儘速發包動工，後站才
能有機會帶動地方繁榮，交通部應協調地方政府儘速補件，加
速桃園市公共運輸建設，提供桃園市民眾更快速便捷的公共運
輸，並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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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淑華 李鴻鈞
葉宜津
(二)104 年 10 月 15 日審查氣象局預算討論到氣候變遷，氣候異常
也會影響到交通建設，但今天要提醒部長，桃園火車站後站東
門溪整治（桃鶯路至復興路主流改善工程）目前遇到瓶頸卡在
鐵路高架或者是地下化，交通部和桃園市政府確認後，桃園市
要到 10 月份才能將鐵路地下化可行性評估送交通部審查，交
通部應請桃園市政府加快腳步，避免再發生 101 年 612 水患
後，東門溪沿線受災嚴重，其損失約 3.7 億元。請交通部協調
桃園市政府注意鐵路建設不要影響到東門溪水患治理，不要等
到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受影響才來亡羊補牢，並於 1 個月內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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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楊麗環 羅淑蕾 許淑華 李鴻鈞
葉宜津
(三)桃園市桃園區經國道 3 號到台北市西南區（萬華區、大安區、
中正區）；桃園藝文特區經國道 3 號到捷運景安站，這二條路
線都是中壢客運和指南客運得標，目前籌備中，希望交通部能
輔導業者儘速通車，讓桃園莘莘學子到建中或北一女讀書更為
便利及讓藝文園區民眾至新北市更為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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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淑華 李鴻鈞
葉宜津
(四)航發會掌有華航大部分股權，華航之人事亦均由航發會任命。
而交通部又直接掌有航發會，爰要求往後交通部業務報告及財
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預算審查，中華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相關人員亦應列席備詢。
提案人：葉宜津 李昆澤 陳素月 陳歐珀
第 5 項

運輸研究所原列 4 億 1,170 萬 7,000 元，減列第 3 目
「運輸研究業務」200 萬元（科目自行調整），其餘均
照列，改列為 4 億 0,970 萬 7,000 元。

本項通過決議 11 項：
(一)有鑑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5 年度第 1 目至第 3 目「一般行
政」、「運輸研究業務」、「運輸科技應用研究業務」項中
共編列 1,018 萬 6,000 元，進用各類派遣人員達 24 人。此進
用各類派遣人員高達 24 人，占正式員額 167 人之 14.37%，
比率偏高。又該所現有高達 14 名派遣人力擔任運輸政策計
畫之研究及建議工作，恐難免涉及核心業務之範疇，妥適性
有待商榷；另該所未能完整表達派遣人力運用之相關資訊，
不利立法院審議監督，允宜檢討改進。爰此，凍結該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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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經費 1,018 萬 6,000 元之四分之一，俟向立法院交通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歐珀 葉宜津 李昆澤 陳素月
(二)有鑑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5 年度第 1 目「運輸科技應用研
究業務」項下「海空運科技研究計畫」、「低碳運輸系統發
展計畫」編有此二項計畫經費，二項計畫中之「委辦費」分
別編列 603 萬元及 2,435 萬元，共計編列 3,038 萬元。然此
二項計畫之「委辦費」前者高達 58%，後者更高達 69%，惟
說明欄「委辦費」所列之計畫，多屬交通部運研所所屬之業
務，委辦經費過高，該所之業務功能性令人存疑。爰此，凍
結該項計畫編列經費 3,038 萬元之四分之一，俟向立法院交
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歐珀 葉宜津 李昆澤 陳素月
(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5 年度預算於「運輸科技應用研究業
務」項下「低碳運輸系統發展計畫」，其中針對計程車產業
發展分析模式之研究編列 290 萬元。近來我國計程車產業面
臨外商 UBER 公司之挑戰，面臨轉型之問題，而該公司亦有
法規上之問題無法突破，一來是在於對乘客的保障不足、加
上其營利行為並沒有增加國家的稅收，對我國計程車產業有
著巨大衝擊。但 UBER 公司亦提供了我國交通運輸之科技創
新，惟運研所卻未針對此類新型態計程車產業提出解決之
道，導致該公司既違法又持續營業。爰此，凍結本筆預算四
分之一，俟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3 個月內針對上述新型態之
計程車產業提出改善方案，並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交通
委員會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素月 葉宜津 陳歐珀 李昆澤
(四)目前港研中心人力占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三成七，但以業務而
言，其比例並未如此高，爰要求港研中心人力於 1 年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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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適當調整，並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葉宜津 陳素月 陳歐珀
(五)鑑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預算員額 167 人，辦公房舍面積
18,308 平方公尺，平均每人使用辦公室面積 110 平方公尺，
為交通部所屬各單位之冠，甚至為民航局之 5 倍以上。而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所使用辦公房舍帳面價值 7 億 0,254 萬 6,000
元，每人使用辦公室帳面價值 420 萬 7,000 元，亦為交通部
所屬各單位之冠，為民航局之 91 倍之多。顯示該研究所辦
公房舍之使用有浪費國家資源之情事。
爰要求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
會提出辦公房舍使用改善計畫書面報告，並評估是否與交通
部所屬其他單位合署辦公之可能性。
交通部所屬單位辦公房舍使用情形
單位：平方公尺，千元，人
辦公房舍
面積(A)

帳面價值
(B)

預算
員額(C)

每人使用辦 每人使用辦
公室面積
公室價值
(A)/(C)
(B)/(C)

運研所

18,308

702,546

167

110

4,207

交通部本部

43,338

37,952

488

89

78

高鐵局

25,734

800,692

413

62

1,939

鐵改局

41,721

761,154

610

68

1,247

航港局

68,518

560,678

782

87

717

民航局

5,827

13,093

284

21

46

提案人：管碧玲 葉宜津 李昆澤 陳素月
陳歐珀
(六)有鑑於國道 5 號假日常塞到爆，往往不是國道客運班次不夠
密集，而是國道 5 號路幅有限，湧進太多車輛所致。近日地
方政府研議增加國 5 多點對多點的直達國道客運，在路幅有
限下，若再增加更多國 5 客運，必然更加壅塞，問題勢必雪
上加霜。現在的問題點是，宜蘭在地接駁不便，民眾到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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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形同沒有腳，因此無法提高搭乘公共運輸的誘因，最後還
是選擇自己開車。交通部運研所職司交通政策研究，除提供
交通部重大政策參考，對於地方交通管理亦有相當助益。宜
蘭近年大力發展觀光產業，面對大量人潮湧入，在地接駁系
統如電動公車及公共自行車的密集推展，除符合節能減碳目
標，亦可提升大眾運輸便利性之誘因，爰決議於 2 個月內向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如何強化宜蘭在地交通接駁系統發展
之評估報告，以便有效降低民眾開車意願，揮別國道 5 號每
逢假日塞車嚴重的夢靨。
提案人：陳歐珀 葉宜津 李昆澤 陳素月
(七)鑑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持續配合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規劃
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專案，協助交通部彙
整及檢視部屬機關所提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惟我國面臨
近來劇烈氣候變遷，時有颱風侵襲本國。但在各次重大風災
來臨時，卻未曾整合規劃，致使我國鐵公路交通大亂，影響
民眾生活及產業發展甚巨。爰要求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與中央
氣象局儘速整合，針對各類天然災害，提出氣象與各類交通
建設整合資訊平台，並加速鐵公路建設風險地圖及相關平台
之建立，開放給各研究機構及民眾，俾提升我國未來面臨颱
風時之救援能量，減少民眾及產業損失。
提案人：陳素月 葉宜津 李昆澤 陳歐珀
(八)有鑑於這次中秋連續假期，正巧遇上杜鵑強颱的肆虐，由於
交通部反應慢半拍，整個輸運計畫頓時亂了套，許多民眾趕
在雙鐵停駛前搶搭，造成各地車站出現失序現象。乘客購票
與訂位資訊所形成的大數據，都是交通部門可以妥善應用據
以提出創新服務、應變計畫、提升決策品質的重要依據，值
得交通部門進一步藉此思考以民為本的輸運計畫，能更精準
掌握交通需求量，得以在危急情況及時完善推出緊急調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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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已啟動大數據分析在交通管理與服務
應用上，爰決議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未來如
何藉由大數據分析來輔助緊急輸運調度之研究報告，避免此
次各車站應變不及導致失序之狀況再度發生。
提案人：陳歐珀 葉宜津 李昆澤 陳素月
(九)建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應儘速提出花蓮地區各地「低碳綠能
交通接駁工具建置計畫」，完成當地之智能接駁整合系統解
決市區塞車及停車問題，並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
提案人：陳歐珀 陳素月 葉宜津 蕭美琴
(十)針對「運輸研究業務」項下「基礎運輸研究計畫」，當前蘇
花改通車進度固然延宕，但運輸研究所對於蘇花改通車後，
即將面臨之車潮與流量疏通動線，尚無完整研究與規劃。建
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儘速提出詳細書面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提出報告，以免日後蘇花改道路通車之後，導致嚴重交通亂
象。
提案人：陳歐珀 葉宜津 陳素月
(十一)針對「運輸科技應用研究業務」項下「海空運科技研究計
畫」，運輸研究所應就花蓮各知名觀光景點之交通流量問
題，研擬化解塞車及避免大型遊覽車與各式車輛回堵之可能
性；建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整合各項運輸系統的網路 app 軟
體回報建置，並向各旅行社及遊覽車業者宣導輔導配合行程
分流及路線分散，以免人車密集集中於特定時刻景點，導致
車輛回堵及旅遊品質下降，更應積極避免用路人之諸多不
便。
提案人：陳歐珀 葉宜津 陳素月 蕭美琴
本項另有委員提案 1 案，不予處理：
(一)第 2 目「一般行政」「02 業務費」，原列 1,936 萬 8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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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刪減 271 萬 3 千元。
提案人：管碧玲 葉宜津 李昆澤 陳素月
陳歐珀
通過臨時提案 2 項：
一、機場捷運預計明年通車，分為直達車和普通車，票價至今尚未
定案，交通部應和桃園市政府溝通協調，票價應採差別費用，
普通車票票價不得高於 60 元，以減輕每日通勤民眾之負擔，
並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書面報告。
提案人：楊麗環 羅淑蕾 許淑華 李鴻鈞
葉宜津
二、機場捷運預計明年通車，交通部應協助地方政府儘速規劃機場
捷運長庚醫院站至桃園後站、藝文園區、中路地區三條公共運
輸接駁路線，以方便桃園區民眾至雙北及機場上班、上學，並
於 1 週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書面報告。
提案人：楊麗環 許淑華 羅淑蕾 李鴻鈞
葉宜津
10 月 21 日（星期三）
討論事項
審查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單位預
算。
（本日會議由交通部部長陳建宇及觀光局局長謝謂君報告後，計有
委員葉宜津、羅淑蕾、陳歐珀、簡東明、陳素月、李昆澤、管碧
玲、楊麗環、陳雪生、李鴻鈞、劉櫂豪、蕭美琴、陳明文、鄭天
財、許添財及周倪安等 16 人提出質詢，均經交通部部長陳建宇、
觀光局局長謝謂君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復；委員周倪安質詢另提
書面補充意見，及委員莊瑞雄、王進士所提書面質詢，均列入紀錄
並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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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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單位預算，處理完畢，內容如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
一、歲入部分
第2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 143 項
第3款

規費收入

第 110 項
第4款

觀光局及所屬 185 萬 6,000 元，照列。

財產收入

第 154 項
第7款

觀光局及所屬 2,666 萬 8,000 元，照列。

觀光局及所屬 59 萬 6,000 元，照列。

其他收入

第 158 項

觀光局及所屬 988 萬元，照列。

二、歲出部分
第 14 款
第4項

交通部主管
觀光局及所屬 57 億 0,859 萬 9,000 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 31 項：
(一)有鑑於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 105 年度第 2 目「觀光業務」項
下「觀光國際事務」編列經費 5,793 萬 7,000 元，以作為推
展國際會議市場、聯合民間及地方政府辦理觀光國際事務、
加強對目標市場推廣之用。經查：103 年我國觀光外匯收入
占 GDP 百分比只有 2.48%，遠遠落後香港的 14.16%和泰國
的 10.87%；103 年香港和泰國都比 102 年成長了 2%，我國
僅成長 0.02%，整整輸人家 100 倍，與本計畫欲增加外匯收
入之預期成果相差甚大，奢談要將台灣推動成為觀光大國。
爰此，凍結該項計畫編列經費 5,793 萬 7,000 元之五分之
12

一，俟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歐珀 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林國正 李昆澤
(二)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度「觀光國際事務」項下「一般事務
費」編列 5,363 萬 3,000 元，辦理駐外辦事處轄區內經常性
一般公務、公關工作或特定工作所需各專項費用（如辦公室
租金、目標市場相關觀光資訊蒐集分析……等），惟從相關
預算書或業務報告中，無從了解目前東京、首爾、紐約、北
京、香港……等 12 處駐外辦事處的效益與預算支用情形，
基於監督以及對業務瞭解之必要，避免有預算浪費之情事發
生，爰此，有關 105 年度「觀光國際事務」項下「一般事務
費」編列 5,363 萬 3,000 元，應予以凍結五分之一，俟向立
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李昆澤 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陳歐珀 林國正
(三)交通部觀光局第 2 目「觀光業務」項下「觀光業務調查與規
劃」編列 1,719 萬 5,000 元，凍結五分之一，俟向立法院交
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管碧玲 劉櫂豪 葉宜津 陳歐珀
陳素月 李昆澤
(四)有鑑於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 105 年度第 2 目「觀光業務」項
下「觀光業務調查與規劃」編有業務經費 1,719 萬 5,000
元，其中之「委辦費」編有 1,380 萬 5,000 元。係為委辦來
台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等、國人旅遊狀況調查等、國家風景
區遊客調查等、編製台灣地區觀光衛星帳等 4 種業務。惟是
項調查及統計編製業務非屬研究計畫性質，多為固定項目之
數據統整，又 102 至 104 年度該「業務費」中「委辦費」所
占比例，分別為 60.2%、60.8%、67.6%，有逐步增加之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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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而 105 年度竟高達 80.3%，委辦經費過高令人質疑業務
功能性的發揮。爰此，凍結該項計畫編列經費 1,380 萬 5,000
元之五分之一，俟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
得動支。
提案人：陳歐珀 劉櫂豪 葉宜津 陳素月
李昆澤
(五)105 年度交通部觀光局編列「觀光業務」費用 13 億 7,753 萬
7,000 元包含「觀光業務管理與服務及從業人員訓練」費用
537 萬 2,000 元。
經查，我國取締民眾亂丟菸蒂等違規事項，觀光客亦列
入受罰，惟國外觀光客會經由導遊帶至最近之郵局或超商繳
款，但繳清罰款比例並不高，係因觀光從業人員督導不周，
導致近三成觀光客沒繳罰款照樣出境。
爰此，凍結本筆費用五分之一，俟交通部觀光局針對觀
光從業人員應加強宣導旅客遵守我國法規以避免受罰，並將
其改善情形於 3 個月內以書面報告送至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素月 葉宜津 陳歐珀 劉櫂豪
李昆澤
(六)105 年度交通部觀光局編列「觀光業務」費用 13 億 7,753 萬
7,000 元包含「旅館及民宿之管理與輔導」費用 693 萬 5,000
元。惟觀光局針對民宿管理辦法，並未考量部分具歷史文化
價值之區域，可結合當地人文元素，以利從事深度旅遊之旅
客留駐。爰此，凍結本筆費用五分之一，俟交通部觀光局針
對民宿管理辦法其歷史街區設置民宿之部分進行檢討，並於
1 個月內將初步資料以書面報告送至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後，
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素月 葉宜津 劉櫂豪 李昆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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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歐珀
(七)有鑑於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 105 年度第 2 目「觀光業務」項
下「補助交通作業基金」編列 12 億 5,000 萬元，係配合觀
光發展基金辦理跨域亮點及特色加值計畫(104-107 年)，補
助地方政府所需經費。跨域亮點及特色加值計畫為跨年期重
要施政措施，同時編列於公務預算及作業基金，難以有效衡
量整體效益及責任歸屬，亦未能完整表達計畫預算經費需
求，且以前年度尚有多項計畫經費保留待執行，應積極辦理
為宜。爰凍結該項計畫編列經費 12 億 5,000 萬元之四分之
一，俟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歐珀 劉櫂豪 葉宜津 陳素月
李昆澤
(八)觀光局歷年來以公務預算補助觀光發展基金辦理「觀光拔尖
領航方案」，已撥付基金尚未執行完成者，99 至 102 年度經
審計部修正改列保留數計 14 億餘元，截至 104 年 8 月底餘
額仍高達 10 億餘元，是由於地方政府相關建設未完成所
致，鉅額保留款尚待執行。104 年起，跨域亮點及特色加值
計畫（計畫總經費 56 億元）為跨年期重要施政措施，有鑑
於以前年度地方政府尚有多項計畫經費保留待執行，在地方
政府尚未將以前年度計畫執行完成前，再申請新計畫時，應
將以前年度執行計畫力納入評估條件。爰此，「觀光業務」
項下「補助交通作業基金」編列 12 億 5,000 萬元，凍結四分
之一，俟交通部觀光局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報
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楊麗環 羅淑蕾 簡東明
(九)交通部觀光局第 2 目「觀光業務」項下「補助交通作業基
金」編列 12 億 5,000 萬元，凍結四分之一，俟向立法院交通
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5

提案人：管碧玲 葉宜津 劉櫂豪 李昆澤
陳歐珀
(十)有鑑於觀光局及所屬 105 年度第 3 目「國家風景區開發與管
理」項下「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中編列 33 億 7,400 萬元，
辦理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5-108 年度），分別有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等 13 個子計畫。經查：重要觀
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之部分子計畫財務計畫尚未完成核定，
不符預算法第 34 條規定，且部分國家風景區自償率偏低，
規劃倉促有欠周延，允宜積極改善。爰凍結該項計畫所編列
經費 33 億 7,400 萬元之四分之一，俟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
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歐珀 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李昆澤
(十一)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於「國家風景區開發與管理」項下新
增「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計畫名稱為重要觀光景點建設
中程計畫，105 年度編列 33 億 7,400 萬元，其目前有 6 個風
景區計畫通過審核，尚有 7 個風景區計畫未通過審核。因此
計畫總金額高達 132.5 億元，期程為 105 至 108 年四個年
度，為求審慎，爰凍結 105 年度預算四分之一，待交通部觀
光局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供該計畫書面資料後，始得動
支。
提案人：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陳歐珀
李昆澤
(十二)觀光局所屬 13 個風景區，有 7 個與海洋有關，但觀光局
卻長期忽視海洋觀光資源，由其預算書所列各風景建設計
畫，其設備及投資亦均限於陸上之建築及公共建設，爰凍結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澎湖
國家風景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馬祖國家風景區、北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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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之預
算各四分之一，待交通部觀光局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有
關海洋觀光之具體計畫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陳歐珀
李昆澤
(十三)據國家發展研究院意見指出：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
應請交通部於 104 年底前報核，惟迄 104 年 9 月 16 日止尚
未經核定，但其 105 年度卻編列了預算 1 億 5,000 萬元，有
欠周延；在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裡，其整體自償率為
20.56%，但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之自償率不到 10%只
有 9.57%，實屬偏低。爰此，將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
預算 1 億 5,000 萬元凍結四分之一，待交通部觀光局向立法
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羅淑蕾 楊麗環 陳雪生
(十四)觀光局所編列之「觀光資源保育與開發」，扣除掉委辦事
項及評鑑、考核、管理等事務費後，僅編列 225 萬 5,000
元，顯見觀光局長期忽視觀光資源保育與開發，其象徵性之
編列，亦僅消耗預算而已，爰交通部觀光局應向立法院交通
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報告。
提案人：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陳歐珀
李昆澤
(十五)查交通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暨財務計畫」係以
「財務自償率 25%」為目標，但目前交通部觀光局部分國家
風景區「自償率」偏低，澎湖、馬祖、西拉雅、參山、茂
林、東部海岸、東北角暨宜蘭海岸等 7 個風景區財務自償率
甚至不到 10%，因此爰要求交通部觀光局於 1 個月內向立法
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附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預算及財務自償率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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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
北海岸及觀音山
日月潭
參山
阿里山
雲嘉南濱海
西拉雅
茂林
大鵬灣
東部海岸
花東縱谷
澎湖
馬祖
合計

105 年度預算
2.30
2.55
2.83
1.80
3.06
3.00
1.50
2.40
4.70
2.30
3.00
1.98
2.32
33.74

財務自償率%
27.53
27.23
25.00
25.04
25.27
26.31
9.57
15.52
27.86
9.17
11.50
15.10
6.06
20.56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

提案人：簡東明 羅淑蕾 劉櫂豪 陳素月
陳歐珀
(十六)鑑於交通部觀光局書面報告並未敘明「大陸地區人民來台
觀光團體參加原住民部落深度旅遊」辦理情形及績效，因此
爰要求交通部觀光局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
面報告。
提案人：簡東明 羅淑蕾 陳素月 陳歐珀
劉櫂豪
(十七)隨著中國遊客免簽、落地簽等便利出入境政策的國家不斷
增多，以及中國公民出入境手續不斷簡化，大陸人有更多旅
遊地點選擇，且陸客港澳遊趨冷，為避免日後陸客來台人數
減少，交通部觀光局應加強規劃台灣深度旅遊行程及和相關
單位協助開發各地特色商品，讓各國遊客愛上台灣旅遊及購
買台灣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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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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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有鑑於中國大陸旅客占觀光目的來臺旅客比重偏高，經統
計，陸客團旅客在臺每人每日平均消費 265.34 美元，低於日
本觀光團旅客 296.17 美元及全體觀光團旅客 265.98 美元，
恐排擠高消費力旅客。又隨著陸客人次增加，衍生之負面事
件也時有所聞，且重點地區業者之稽查違規率偏高，亦有衝
高人數而服務品質弱化之隱憂，在在成為政府積極促進陸客
來臺觀光之餘，所應面對之重要課題。爰決議交通部觀光局
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如何導正開放陸客來台
觀光政策失衡之書面報告，以促使我國觀光產業得以健全發
展。
提案人：陳歐珀 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李昆澤
(十九)有鑑於政府近來不斷宣示我國入境觀光客將破千萬而成觀
光大國，然從過去績效來看，103 年觀光局有四項統計指
標，分別是 1.來台旅客人數創新高 991 萬人；2.我們賺了
4,438 億元的觀光外匯創新高；3.每一旅客來台每日平均消費
額 221 美元也增加；4.占 GDP 2.48%也創了新高。這些績效
表面看起來很好，但事實上，103 年國人出國人數高達 1,184
萬人，出超了 193 萬人。韓國有五分之一人口出國旅遊，韓
國政府就受不了而亟於導正，我們是有二分之一人口在出國
旅遊，交通部觀光局卻從來不正視。爰決議交通部觀光局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正視我國大量人口出國旅
遊所引發警訊之書面報告，以振興我國國內觀光旅遊產業，
俾有效活絡國內經濟發展。
提案人：陳歐珀 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李昆澤
(二十)觀光局 104 年度起年度關鍵績效指標新增「優質友善旅遊
環境（星級旅館家數）」項目，其中 104 年度截至 7 月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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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旅館共計 586 家，較 103 年底增加 59 家，而 105 年度預
計目標值為增加至 630 家，較目前僅約增加 44 家，顯見評
估過於保守，尤其目前全台約 3,000 多家旅館，參加並獲得
星級評鑑家數比率僅約占 17%左右，仍有莫大成長空間，觀
光局刻正推動優質團行程，以提升我國旅遊品質，提高國際
形象，此乃提升民間旅館業者參與星級評鑑之誘因，但若能
適時增加星級旅館比重，不僅更能提高優質團品質，且能促
進業者參與評鑑比率。交通部觀光局應重新檢討星級評鑑制
度，儘速研議符合我國國情之評鑑辦法，以促進國內業者與
國際接軌，增進旅館服務品質。
提案人：劉櫂豪 陳歐珀 陳素月 李昆澤
(二十一)觀光局 105 年度預算新增「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
（105－108 年度）」其中「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編
列 960 萬元委辦費辦理建置智慧觀光及電子旅遊套票服務計
畫，惟電子旅遊套票服務應可適用於觀光局轄下所有國家風
景區，非僅大鵬灣方可適用，例如綠島、小琉球等離島也非
常適合使用電子套票以方便旅客的旅遊服務，爰此建請交通
部觀光局應將智慧觀光及電子旅遊套票服務應用於所有觀光
景點，以提升觀光服務品質，促進觀光發展。
提案人：劉櫂豪 陳歐珀 陳素月 李昆澤
(二十二)對於許多老街、漁港等觀光景點，幾乎在經過官方介入
改造後，即完全失去原有之面貌，甚且變成坑殺觀光客之景
點。因此，交通部觀光局往後投入資產於原有之觀光景點，
除硬體之建設外，亦應考量原有文化元素，避免扼殺原有觀
光景點之基礎。
提案人：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李昆澤
陳歐珀
(二十三)觀光局近年來之觀光推展，其所拍攝之廣告幾乎集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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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小吃、美食，對於其他觀光要素卻鮮少著墨，爰要求
交通部觀光局對於推展觀光之要素，應該多元化，而非僅侷
限於單一。
提案人：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李昆澤
陳歐珀
(二十四)近年來，我國產業發展逐漸轉型至觀光領域。然而，除
了桃園、高雄、台中、松山等機場的旅遊服務中心由觀光局
系統性地規劃、建置與管理外，其他地方景點或風景區的旅
客服務中心皆由各縣市、單位自行管理，其資訊的內容與品
質皆不一。為促進我國觀光資訊與旅客服務之品質，建請交
通部觀光局統籌規劃全國各地觀光景點之旅遊資訊服務業
務，以建立資訊充足、系統完善、便於旅客諮詢的親民性旅
客服務中心。
提案人：葉宜津 陳素月 劉櫂豪 陳歐珀
李昆澤 蕭美琴
(二十五)桃園市立委共同爭取 2016 台灣燈會在桃園，為台灣燈
會辦理 27 年來，首度在桃園舉辦！主燈區在桃園青埔高鐵
站，副燈區設於桃園區中路，主燈配合生肖猴，副燈區配合
桃園區有將近 255 座土地公廟，副燈規劃土地公。為了避免
再發生 2015 台中燈會因公共運輸未妥善規劃，竟然要求民
眾不要去賞燈之窘境，交通部觀光局應和桃園市政府加強公
共運輸之規劃，及主燈區、副燈區的接駁專車，並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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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東明
(二十六)機場捷運預計 105 年通車，為 2016 台灣燈會在桃園主
要公共運輸之一，分為直達車和普通車，票價至今尚未定
案，交通部應和桃園市政府溝通協調，票價應採差別費用，
普通車票票價不得高於 60 元，以增加賞燈民眾搭乘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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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減輕每日桃園通勤民眾之負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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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東明
(二十七)為了迎接 2016 台灣燈會在桃園，交通部應和桃園市政
府儘快讓機場捷運通車，並且提供賞燈民眾至桃園各不同景
點之接駁公車，儘速規劃機場捷運長庚醫院站至桃園後站、
藝文園區、中路地區 3 條公共運輸接駁路線，以提供賞燈民
眾來桃園區及桃園區民眾至雙北及機場上班、上學之公車，
並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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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東明
(二十八)桃園市國家三級古蹟 260 年的桃園大廟「景福宮」，是
桃園區歷史發源地、商業中心，為讓 2016 台灣燈會賞燈民
眾搭火車到桃園，參觀景福宮及商圈百年老店，交通部觀光
局應和桃園市政府規劃、宣傳相關文化、商圈產業、美食資
訊，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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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東明
(二十九)觀光局近年補助桃園市政府整建桃園「虎頭山公園」主
要是步道設施、動線改善，但虎頭山最高點三分山停機坪為
俯瞰桃園最佳景點，但因為紅土地崎嶇不平，行走時容易造
成傷害，以及明倫三聖宮前空地未妥善規劃為停車場，造成
停車不便。2016 台灣燈會在桃園，為提供賞燈民眾白天遊虎
頭山夜晚賞燈，交通部觀光局應協助桃園市政府補助改善虎
頭山明倫三聖宮前空地設置停車場及整建三分山停機坪，並
於 1 個月內向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楊麗環 羅淑蕾 簡東明
(三十)交通部推廣之「台灣好行」計畫雖立意良善，但路線的規
劃與在地觀光發展之間的相關性，仍有待商酌。例如在花蓮
縣的部分，目前僅開闢太魯閣線與縱谷花蓮線，最南抵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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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鄉。而其他花蓮極具發展潛力的景點如蝴蝶谷、瓦拉米步
道、安通溫泉、赤柯山等處，因位處於花蓮南區，而被忽
略。爰此，建請交通部觀光局應重新評估台灣好行計畫於花
蓮的路線規劃，並進行花蓮南區路線之建置的可行性評估。
提案人：葉宜津 陳素月 劉櫂豪 陳歐珀
李昆澤 蕭美琴
(三十一)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為因應近年來觀光客倍增之問
題，已著手研擬入園收費機制及交通疏導措施；待計畫核定
後，即可實施。有鑑於野柳、西子灣等景點在實施遊客承載
量管制後，都出現人潮外溢的現象，爰此，建請交通部觀光
局應扮演協助性角色，協同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等機關研
擬計畫，輔導太魯閣國家公園周邊的社區，利用其既有的人
文與歷史特色，來發展成為具地方風格的衛星景點，例如新
城老街、神社等。如此作為，除了可以吸納外溢人潮外，更
可創造周邊地區的商機。
提案人：葉宜津 陳素月 劉櫂豪 陳歐珀
李昆澤 蕭美琴
本項另有委員提案 4 案，不予處理：
(一)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度觀光國際事務項下「大陸地區旅費」
編列 1,094 千元，作為大陸地區內外互調川裝費，依據駐外
人員川裝費支給要點規定，所稱川裝費係指機票費、其他交
通費、雜費、裝費、體檢費、機場服務費、簽證費及搬遷
費。惟目前交通部觀光局派駐中國人數合計有 8 人，然實務
上派駐人員調動之次數與頻率，應有考量業務熟悉、人事穩
定等因素，故每年互調人數應有限，爰此，有關 105 年度觀
光國際事務項下「大陸地區旅費」編列 1,094 千元，應予以
刪減 300 千元。
提案人：李昆澤 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23

陳歐珀
(二)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度在「觀光業務-觀光業務調查與規
劃」項下編列「編印觀光統計年報、製作光碟，編印觀光業
務年報、製作光碟」共計 130 萬元，惟查相關年報的編輯多
屬既有資料的整理，復以在無紙化、數位化的趨勢下，相較
於印製紙本更能達到傳播及易於民眾、研究者之利用，實無
須印製過多紙本，更無須，爰此，有關 105 年編印、製作觀
光統計年報、觀光業務年報 130 萬元經費，應予以刪減
50%。
提案人：李昆澤 葉宜津 劉櫂豪 陳素月
陳歐珀
(三)105 年度交通部觀光局編列桃園國際機場旅客服務中心相關
經費 360 萬 7 千元。
惟先前蘇迪勒颱風過境造成航班大亂，少數航空公司給
予樂觀資訊，惟航班諮詢專線未能即時接通與旅客充分溝
通，導致旅客長時間等候及嚴重抱怨。爰此，建議凍結本筆
預算四分之一，俟交通部觀光局與民航局盡速研議未來面對
風災應建立相關標準作業程序，以免旅客產生不良旅遊服務
體驗，改善後將其書面報告送至本委員會，經本委員會同意
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素月 葉宜津 陳歐珀 劉櫂豪
李昆澤
(四)觀光局 105 年度預算書第 45 頁針對「國家風景區開發與管
理」項下「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5-108 年）-東部
海岸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之相關細項說明提及小野柳/都
蘭系統建設 5331 萬元，而台東地區部分知名景點多冠以毫
無地方特色之命名，例如小野柳、小黃山等，此等命名既無
法凸顯當地特色，且容易令遊客誤解當地景觀特殊性，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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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次要求觀光局卻仍未發起重新命名作業，105 年度預算
書內繼續以此命名沿用。爰此觀光局 105 年度預算「國家風
景區開發與管理」編列 34 億 3138 萬 5 千元，應凍結十分之
一，俟觀光局擬定重要風景區重新命名辦法並公告作業後，
始得動支。
提案人：劉櫂豪 陳歐珀 陳素月 李昆澤
10 月 22 日（星期四）
邀請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沈啟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
詢。
討論事項
一、審查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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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處理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函為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行政院
主管第 16 項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決議（一），檢送書面報告
資料案。
說明：本院議事處 104 年 5 月 6 日函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9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處理。」
（原決議文載明：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三、處理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函為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行政院
主管第 16 項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決議（二），檢送書面報告
資料案。
說明：本院議事處 104 年 5 月 6 日函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9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處理。」
（原決議文載明：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本日會議所列各項議程由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沈啟報告
後，計有委員葉宜津、羅淑蕾、李昆澤、管碧玲及李鴻鈞等 5 人提
出質詢，均經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沈啟及相關人員分別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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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答復；委員簡東明、陳素月、楊麗環、林國正、王進士、劉櫂豪
及陳歐珀所提書面質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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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及相關單位儘速以書面答復。
三、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105 年度單位預算及 104 年度 2 項預算
動支案，暫不予處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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