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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交通部係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空難災害

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中央相關部會（署）、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執行空難災害預防、緊急

應變措施及善後復原重建等工作。 

交通部依據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以下

簡稱基本計畫）相關內容，研擬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奉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第三次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交通部於九十一

年二月六日以交航字第○九一○○○一一八二號函頒實施，歷經三次修

正，本次修正奉一○四年五月十二日第三十一次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照

案通過後，交通部於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以交航字第一○四五○○七七

四四號函頒實施。 

第一節 計畫概述 

一、目的 

為健全空難災害防救體系，強化平時災害預防、災害應變措施

及復原重建措施，交通部擬定本計畫，明定中央政府相關機關實施

事項並提供各級地方政府、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公共事業機關

（構）與民航業者擬訂空難災害防救相關計畫及緊急應變處理作業

程序之依據，以提升民眾空難防災意識，減輕民眾、航空公司、旅

客及貨物之損失。 

二、構成及內容 

本計畫包括總則、減災、整備、災害緊急應變、復原重建及事

故調查、檢討與管考等項目，將交通部、中央相關機關、各級地方

政府及民航業者需辦理事項或施行措施詳列說明。 

三、與其他計畫間之關係 

本計畫參照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基本計畫擬訂，經中央災害

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性質上屬於基本計畫之下位計畫；與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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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經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指定機關所擬訂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為平行位階之互補計畫；

另為各級地方政府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中空難災害防救措施之依

據。 

四、實施步驟 

針對交通部所主管之空難災害，律定各公共事業機關（構）平

時應執行災害減災預防整備措施、災時緊急應變措施與建立災後復

原重建機制，以因應災害防救任務需求。 

五、經費  

    本業務計畫之各項工作所需經費，由各主（協）辦機關編列相關

預算支應。 

第二節 空難災害之特性 

一、 為減少空難事件影響程度，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之搶救工作，首要

在迅速救人。依據往年發生案例，境內空難發生地點可分為機場內、

機場外及我國附近海域。 

二、 在機場內發生空難時，航空站經營人平時即應依各該航空站起降機

型，備有緊急消防搶救器材，並與航空站附近之消防、醫療及民間

救助團體相互訂有支援協定，以能迅速進行搶救工作。 

三、 空難發生在機場外時，因地形、地貌關係，影響層面較廣，常造成

旅客及居民生命、財產極大損失，同時擴及房屋、道路、橋樑、電

力、瓦斯、水管及電信等設施損毀。發生於山林時，更可能引起森

林大火。各級地方政府應依本計畫擬訂空難災害防救措施並列入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中，以規劃實施搶救事宜，交通部、民航局及航空

站經營人與公共事業機關（構）應予必要協助。此類搶救工作首在

協調溝通聯繫，平時需藉由演練以熟悉作業方式，以能迅速展開搶

救工作。 

四、依災害防救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 災害防救會報

執行單位應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

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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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並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前項直轄市、縣 (市)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不得牴觸災害防救基本

計畫及相關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各直轄市、縣 (市) 災害防救會報執行單位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時，應參照本計畫附件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空難災害防救措施指導原則」研擬空難災害相關措施。 

五、空難發生在海上時，常因海象變化惡劣，導致搶救困難，因此民航

局及航空站經營人平時即須建立與海上救難相關機關聯繫管道之資

料，民航業者則須建立國內外海上救難專業機構資料庫並視需要訂

定救援協定，以於空難發生時，迅速展開救難工作，減少人員、財

產損失。 

六、歷年國籍航空公司及外籍航空公司（發生於境內）所發生之空難事

件全毀失事統計表如附件二。 

第三節 計畫之訂定程序 

本計畫由交通部研擬初稿，廣徵相關機關（構）及專家學者意見研

訂草案，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第四節 應變機制運作之訂定 

交通部應於本計畫修正函頒實施同時，督導民航局修訂「國內民用

航空器空難事件處理標準作業程序」、「空難災害搶救作業標準手冊」、

航空站經營人修訂空難災害防救相關計畫與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各

級地方政府將本計畫規定事項納入其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作為執行空難

災害搶救措施之依據。 

第五節 檢討修正計畫之期程與時機 

依據本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交通部應每二年依災害防救基本計

畫，對於空難災害減災、整備、災害緊急應變及復原重建事項等進行評

估、檢討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 

第六節 適用之航空器種類與空難範圍 

一、 航空器依所有人或使用人區分，可分為民用航空器、公務航空器及



4 

軍用航空器。其中民用航空器指適用於民用航空法而於民航主管機

關完成登記及適航檢定之航空器（包括超輕型載具或其他類型航空

器），其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公務航空器指為執行公務由政府機關

所有或使用之航空器，其主管機關為所有或使用之政府機關，如內

政部主管之空中勤務總隊；軍用航空器指為軍事機關所有或使用之

航空器，其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二、 民用航空器相關之空難災害防救業務由交通部主管；公務航空器及

軍用航空器相關之空難災害防救業務因其任務及性質較為特殊，爰

由其所隸屬之政府機關主管，如空中勤務總隊由內政部主政辦理，

軍用航空器由國防部主政辦理。 

三、 本計畫係以基本計畫內容為研擬之主要依據，並以民用航空器之空

難災害防救為主體對象。內政部與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構）應就

其所屬公務航空器及軍用航空器，比照民用航空器制訂防救災相關

之安全管理機制與作業標準規範、業務計畫，交通部得視需要配合

提供相關支援協助。 

四、 為因應空難災害防救業務實務上之需要，爰本計畫將航空器之所有

人或使用人納入防救體系範圍內。其中民用航空器之所有人或使用

人在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部分係以航空公司為主，在超輕

型載具部分則為經許可成立之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衡酌目前航空

公司所擁有之航空器機型及機隊較大、發生空難災害時造成之影響

較大且須有較完整之民航安全及減災整備相關規定規範之，爰本計

畫於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相關事項之撰寫係以航空公司為主體，

而超輕型載具或其他類型航空器之所有人或使用人之相關事項視其

性質係比照航空公司部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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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減災 

第一節 航空交通法規之完備 

一、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建立完善之民用航空交通法規，以為航空交通

運輸作業之安全規範。 

二、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參考國際航空法規，即時修正民用航空法及相

關作業之管理規則。 

第二節 飛航安全相關計畫之擬訂 

一、 交通部應擬定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明定中央機關相關實施事

項，並提供各級地方政府、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公共事業機關

（構）及民航業者，擬定空難災害防救相關計畫與緊急應變處理作

業程序之依據。 

二、 交通部應協調相關地方政府將空難災害防救相關規定事項納入其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並責成民航業者訂定空難防救業務有關之計畫及

作業手冊。 

第三節 航空交通安全資訊之充實 

一、 民航局應隨時提供飛航作業相關資訊，以使航空器掌握航空交通安

全資訊。 

二、 民航局應依規定落實發布機場觀測、機場警報及機場預報等資訊，

並提供與航空器有關之地象、水象之相關資訊。 

三、 民航局應強化監視局部地區劇烈氣象變化的機場氣象，透過都卜勒

雷達等航空氣象觀測設施，改善航空氣象預報、警報的精密度，俾

確實提供飛航交通安全的氣象資訊。 

四、 交通部、民航局及民航業者應分類、整理與航空交通有關的各種資

訊、飛航影響因素等，俾能採取必要措施，以利事故防止。 

五、 交通部、民航局應與鄰近國家有關部門、其他民航業者保持密切聯

繫，交換各種資訊，促進資訊之有效運用。 

第四節 飛航安全之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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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通部、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應依民用航空相關法規針對航空站

場站、助導航設施、禁限建空域淨空、航管人員訓練及各航空公司

航務、機務實施檢查，研訂法規、檢查手冊及督導管理措施，以確

保民航班機起降之飛航安全。 

二、 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對於機場跑道、滑行道、助導航設施及供公

眾使用之航站大廈，應隨時保持其安全可用之狀態，並以系統多元

化、據點分散化及替代措施予以建置，遇有缺失應立即修復或採取

適當措施，預防災變之發生。 

三、 航空公司應確依民航法規相關規定，執行航務、機務、簽派及訓練

等工作，消弭人為因素危險飛航安全之潛在因子。 

四、 民航局應督導航空公司於航空器飛行前確實執行航空器之安全檢查

措施、落實飛航安全通報體系及確立航空器內之巡視制度，以提升

航空器之飛航安全。 

五、 民航局對航空公司定期辦理安全查核時，應規劃妥切之查核體制，

以及為提高其安全意識、其他有關防止事故之事項，應做重點性的

檢討。 

六、 交通部、民航局應檢討及擬定飛航安全改進策略，並切實執行改進

策略。 

七、 加強航空人員、航空保安人員的培育及研習。 

（一）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輔導民航業者在國內外相關航空學校積極培

育航空人員，並研發與充實航空飛安相關科技及設施，以提升

航空人員飛安技術和資質，確保飛航安定性。 

（二）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督導民航業者對航空人員之專業知識、技術

能力與身心狀態進行定期及不定期檢定、講習、訓練，以確保

其職能。 

（三） 交通部及內政部應督導航空警察局（以下簡稱航警局）規劃適

當航空保安訓練計畫，加強實務操作訓練，以提升航空保安人

員之執勤技巧，並訓練航空保安人員應變處置能力。 

八、 民航業者之安全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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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通部、民航局應督導民航業者建立符合民航法規之作業系

統，並嚴格要求遵守各種民航法規及標準作業程序。 

（二） 交通部應要求民航局落實監督民航業者之航務、適航之各項作

業符合民航法規。 

（三）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督導民航業者，落實各項航空人員之教育及

訓練。 

（四）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參考以往的空難災例，擬定對民航業者督導

之教育訓練內容，定期實施；並掌握民航業者辦理安全教育訓

練狀況，必要時應建立督導制度輔導改善。 

（五） 民航局定期對民航業者辦理安全督導時，應規劃妥切的安全管

理體制，以及為提高其安全意識、預防事故之發生，應做重點

性的檢討。 

九、 無線電安全性之充實與整備 

交通部應協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積極推動相關電信業者採用

快速進展之無線電通信技術，藉以改善無線電設備之相容性及安全

性，以提升航空器的飛航安全性。 

十、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空中交通管制及機場安全管理系統之執行成

效。 

十一、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與各航空公司應善用傳播媒體、航站大廈

及航空器，廣為宣導飛航安全相關知識，以使大眾週知，共同維護

飛航安全。 

十二、教育部應配合宣導飛航安全相關知識。 

第五節 航空器安全性之確保 

一、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運用有效之儀器、設備，並參引先進國家相關規

範，以落實航空器檢查制度。 

二、 經濟部、交通部應應用航空科技於航空器和相關裝備之安全研發

上，以提升飛航安全性。 

第六節 航空保安成效之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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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依民用航空法之航空保安相關條文，確實落實

保安成效之提昇。 

二、民航局應督導航空站經營人及航警局引進新科技之監視與檢查儀

器、設備及設施，落實人員、貨物等之安全檢查。 

第七節 航空交通環境之整理 

一、 交通部、民航局應協調土地管理機關，規範及整理機場與助航設施

周邊之安全對策。 

二、 內政部應督導各警察機關，依國家安全相關法規執行航空器、航空

站及機場四周之安全維護措施。 

三、 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應督導地方政府，加強機場四週地區居民疏

散、救護之宣導。 

第八節 類似事故再發生之預防 

一、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應於飛航事故調查完成後提出飛安改善建議。 

二、 政府有關機關及航空站經營人、航空公司及其他相關單位應根據飛

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對於飛航事故調查之飛安改善建議，訂定必要安

全對策與改善措施，並應陳報行政院追蹤列管，以確保其落實執行。

交通部依「飛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分項執行計畫列管作業」規定，

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及七月十五日前，將辦理情形函報行政院，並由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檢視執行情形後，提報行政院。 



9 

第三章 整備 

第一節 災害應變體制之建立 

一、應變人員相關事項 

（一） 交通部、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衛生福利部、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建立緊急應

變作業機制，辦理或配合辦理業務人員教育、講習、訓練、演

練，以使相關人員熟知作業程序、機具和設備的使用方法及災

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法。  

（二） 地方政府應建立空難緊急應變機制並擬訂標準作業程序。 

（三） 民航業者應設緊急應變編組，訂定緊急應變業務計畫及應變作

業規定，定期演練。 

二、應變機關間支援聯繫相關事項 

（一） 交通部、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平時應與相關機關建立相互通

報聯繫機制；民航局並應依據國際民航組織附約相關規定，擬

定機場緊急應變計畫或相關程序。 

（二） 民航局空難災害搶救作業標準手冊、各航空站空難災害緊急應

變處理作業程序與航空公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應分別明定其執

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式、集合方式、集中地點、處置地

點分配、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等，並定期模擬各種

狀況實施演練。 

（三） 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為因應所轄範圍發生空難，平時應與

鄰近地方政府相關救災機關、團體或業者訂定醫療、消防、殯

葬、心理輔導、搶救志工等聯絡機制及相互支援協定。 

（四） 地方政府建立緊急應變機制時，應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

聯絡方式、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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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等，並配合模擬空難狀況實施演練。 

（五） 交通部、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應建立本身及支援單位資料

庫，內含聯繫方式、對象、供應項目及數量等。民航局並應訓

練專責緊急應變人員隨時支援航空站搶救工作。 

（六） 民航業者應與各級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保持密切聯繫，建立國內

外救難機構資料庫，並視需要訂定救援協定及冷凍貨櫃調度之

聯絡應變機制。 

（七） 外交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協助各

相關救災單位通知傷亡或失蹤非本國籍人士（含大陸地區及港

澳人士）之家屬及處理相關領（事）務事宜，並於嚴重災情狀

況協助協調國際救援之聯繫及其他有關涉外、大陸地區、香港

或澳門等相關事項。 

三、災害應變指揮作業環境 

交通部、民航局、地方政府及航空站經營人應設置可供緊急應

變中心（小組）作業所需之環境與設施。 

第二節 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之整備 

一、災情蒐集、通報體系之建立 

（一） 民航局應充實觀測航空交通之科技設施，建置多元化蒐集氣象

資訊與分析判讀之設備，並與臺北任務管制中心保持密切聯繫。 

（二） 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地方政府，應

視需要建立能運用衛星系統、航空器、車輛、船舶等多樣化災

情蒐集體制；並推動衛星影像傳輸系統、飛機雷達影像地面監

測器等收集影像資訊及連絡系統。 

（三） 各級政府應建立多方面蒐集來自民間企業、媒體、居民等之災

情管道，以掌握災情之完整。 

（四）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應建立小區域海象蒐集與漂流軌跡預報作業

能力相關事宜。 

二、通訊設施之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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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通部、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衛生福利部、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視需要建置與各災害防救機關（構）

單位間互通聯絡及執行搶救任務之有效運用手機、業務用的移

動通訊、業餘無線通訊等移動通信系統之聯繫體制與應急通訊

方案。另應建立及擴充無線通訊網路，並建立機關間資訊網路

之聯繫機制，以確實掌握緊急時之相互資訊。 

（二） 交通部、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及民航業者之主要電信通訊設

施、資訊網路之整備，應定期實施緊急通訊設備總檢查，並規

劃緊急通訊處理、器具操作等與災害防救有關機關聯繫的通訊

訓練，確保空難災害發生時能立即使用之狀態。 

（三） 交通部應督導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視需要規劃能用於蒐集

災區現場狀況，且能迅速正確的傳送到災害應變中心的影像傳

送無線系統。 

（四） 交通部於災害時，得協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調相關電信事

業優先提供緊急支援通訊設備。 

三、資訊分析應用 

（一） 民航局為正確分析及整理所蒐集之資訊（包括民航機航跡、光

點及 ELT 緊急定位發射機訊號等），視需要徵詢相關飛航安全

專家之意見予以應用。 

（二） 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科技部、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推動所屬機關（構）單位將可資

運用救災能量建檔管理及上網，並隨時更新資料，以隨時支援

緊急搶救事宜。 

（三） 經濟部應督導公民營事業建立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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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標示資料。 

第三節 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事項之整備 

一、 交通部、國防部、內政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衛生福利部及地方

政府平時應整備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遺體處理及相驗所

需之裝備、器材及資源。 

二、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民航業者及地方政府應建置相關國內外搜

救機關及組織、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之聯絡與協助機制。 

三、 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應妥善整備消防、救護及救災之車輛、機

械及裝備、器材；並訂定相互支援協定及建立聯絡機制。 

四、 國防部應配合交通部及地方政府執行空難災害應變相關整備工作。 

五、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應辦理海上失事之航空器、人員之現場指揮、搜

索、救助及緊急救護相關整備措施。 

六、 內政部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及義

消、義警、義交之組訓與罹難者遺體放置所需冰櫃等之協調與調度

事項整備；另應督導及協調地方政府加強消防水源管理。 

七、 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應選定緊急醫療設施據點，儲存急救用藥

品醫材，並與醫療機構訂定緊急醫療救護聯絡機制。 

八、 衛生福利部應督(輔)導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整備災時緊急醫療救護

體系，強化所轄急救責任醫院因應空難傷患之收治能力；另督導地

方政府聯繫協調並建立民間慈善及志願服務團隊辦理災害防救支援

體系。 

九、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及民航業者對罹難者遺體放置

所需冰櫃、遺體袋及冷凍貨櫃等之調度整備事項。 

十、 法務部應督導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空難災害罹難者遺體相驗工作相

關整備事項。 

十一、交通部、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民航局應進

行國際民航公約於搜尋與救援之相關國際規定與我國相對應之航空

器失事搜救相關機制之對照檢討，並對相關機關權責事項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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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以與國際搜救規定接軌；交通部、內政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國防部、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應參酌建議事項配合進行相關權

責事項之法規檢討修正及整備等事宜。 

第四節 臨時收容之整備 

一、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應規劃整備災害區域臨時收容所（善後處

理場所）、設施之事宜，並規劃臨時收容所需物資之調度、供應計

畫。 

二、衛生福利部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臨時收容所規劃整備事項、加強對

都市計畫避難場所、設施、緊急後送路線之規劃及辦理民生必需品

及相關物資儲備、管理、調度事項整備。 

三、 教育部應配合辦理臨時收容場所之規劃整備。 

第五節 緊急運送之整備 

一、 交通部、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與其他運

輸業者訂定協議，以便順利緊急運送。 

二、 內政部應督導地方政府擬定緊急交通疏導、管制計畫。 

三、 地方政府應整備交通號誌、資訊看板等道路交通有關設施，並規劃

災時道路交通管制措施。 

第六節 災害防救演習、訓練 

一、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及民航業者應依據交通部規劃模擬航空器發

生各種航空事故及災害之預估狀況，對航空站及航空從業人員實施

緊急應變及啟動通報聯繫機制之訓練。 

二、 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應規劃模擬發生於機場內與機場外之各種空

難災害狀況及假設各種條件，聯合中央相關部會、地方政府相關機

關（單位）及航空運輸業相關人員，實施緊急應變及啟動通報聯繫

機制之聯合演練，期使其員工熟知相關作業程序。演習後應檢討評

估，提供應變體系及標準作業程序之改善。內政部、外交部、國防

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新聞

傳播處、衛生福利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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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大陸委員會、科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政府及航空公

司應配合辦理。 

三、 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應視需要規劃跨縣市災害緊急應變對策之訓

練。 

四、 民航業者應實施空難災害境況模擬演練，並請交通部及民航局觀摩。 

五、 航空站經營人每年應結合地方政府及相關機關，於年度結束二個月

前，依不同空難狀況及程度，擬定下一年度空難災害演練計畫，並

於演練一個月前將詳細計畫陳報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備；演練時，

由航空站邀集相關單位參與演練及觀摩。 

六、 地方政府應配合鄰近航空站航機失事演練，加強相關業務人員、民

眾防災應變教育、講習、訓練、演練及觀念宣導。 

七、 地方政府應協助鄰近航空站經營人宣導民眾建立空難災害防救之觀

念。 

八、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應協助交通部利用公益託播管道，安排空難災害

防救相關電視、電影宣導短片於各傳播媒體播放，加強災害防救宣

導，普及民眾災害防救意識。 

九、 民航局應與空軍司令部簽訂協議，針對軍民合用機場共同舉辦空難

災害防救演習及訓練。 

十、 演習後應檢討評估，提供應變體系及標準作業程序之改善。 

第七節 災情資訊之提供整備 

一、 民航業者應研提針對災民家屬之災情告知與提供心理諮商及相關協

助事項之計畫。 

二、 交通部、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建置及整備資訊傳播及通訊機制，

以便迅速對受害民眾傳達災害處理過程及相關災害資訊。 

三、 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民航局、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事先

規劃提供民眾諮詢需求之因應計畫。 

四、  有關旅客及災民之個人資料公布，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罹難者之個人資料：已死亡之人非在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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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需要予以公布。 

（二）失蹤者之個人資料：民眾於特別災難後如有失蹤情形，利害關係

人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聲請法院為死亡之宣告。在判決推

定之死亡時間前，該當事人仍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 

（三）生還者之個人資料：特別災難發生後，無論公務機關（如消防救

災部門）或非公務機關（如發生空難之航空公司），如基於特定目

的（如「災害防救行政」或「客戶管理與服務」），在事件發生後

公布生還者名單，使其家屬得以儘速瞭解其現狀並予以照顧，應屬

特定目的範圍內之利用；縱認屬特定目的外利用，因公布該名單有

助於疏解家屬及社會恐慌氛圍，並使公私部門便於掌握資訊以評估

投入救災資源，亦符合「為增進公共利益」等法定事由，於個人資

料保護法尚無不符。為符合比例原則及最小侵害原則，可公布生還

者姓名、性別及年齡等足資初步識別資料即可（不含其出生年月日

及身分證統一編號）。至於可否公開傷者之送達醫院，應將其人身

安全納入考量。 

（四）政府單位為處理公務之需求，得於必要範圍內將生還者姓名、戶

籍地、傷勢、住院病房號碼、罹難者家屬之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提

供需用之政府單位運用。 

（五）民意代表具有監督政府施政之任務，受監督機關雖於特定目的外

亦得基於增進公共利益等事由，提供必要資料予民意代表。 

第八節 二次災害防救之整備 

一、 航空站經營人及地方政府應預劃因空難發生地點不同，可能引發其

他災害時，相關機關（構）之通報及因應機制。 

二、 經濟部應督導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及工

業區等災害防救整備。 

三、 經濟部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應督導核能電廠遭遇空難時緊急應變

事項整備。 

四、 科技部應督導科學園區遭遇空難時緊急應變事項整備。 

五、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結合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工廠，組成毒性化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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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災害聯合防救小組，適時實施教育訓練，並應督導地方環保機關

加強廢棄物清理、環境消毒、飲用水水質抽驗之整備事項。 

六、 內政部應加強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等製造、儲存及處理

場所有關消防事項之管理。 

第九節 國際支援之接受及提供 

        交通部、外交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應就國際支援之接受與提供

訂定相關作業規範，並對國際支援組織預作調查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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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災害緊急應變 

第一節 災情之蒐集、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一、災情之蒐集、通報 

（一）飛航事故之通報 

1. 航空器運作中發生或疑似發生飛航事故時，民航業者、飛航管

理機關（構）、臺北任務管制中心或獲知消息之政府有關機關，

應通知交通部（民航局）及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2. 航空器使用人或所有人之航空器發生事故時，應立即將災情資

訊通報交通部、民航局及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二）災情資訊之蒐集與通報 

1. 交通部及民航局獲悉發生或疑似發生飛航事故時，應即依通報

程序報告（行政院長），並立即將事故之資訊通報中央各部會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內政部、衛生福利部、國防部、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等）及有關地方政府。 

2. 地方政府應即時運用消防、警察及民政等系統蒐集災情資訊，

並通報上級機關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3.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整合國防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臺北任務管制中心及地方政府等所蒐集災情，在

必要時得申請實施空中觀測、攝影等措施，民航局得視需要加

派專業協調官人力進駐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以掌握損害規模並

通報災害應變中心或相關單位。 

（三）災害應變資訊之通報與傳達 

1. 中央各相關部會、地方政府及相關民航業者應將緊急應變小組

或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成立狀況及執行災害應變措施，隨時通報

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相互協調聯繫及交換應變措施

與執行狀況。 

2. 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必要時，應將所蒐集及調整之災

害應變措施通知相關機關（構）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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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法務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應運用各所屬機關

（構）單位人員及民間團體等系統，進行災害傳達、災情蒐集

及通報。 

二、通訊之確保 

（一） 各級政府在災害發生時，應立即採取有效之通訊措施。 

（二） 災害發生時，交通部應協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調電信業者

於必要時，優先配合政府需要進行頻道分配、維護，以維持災

情傳遞，或緊急支援通訊設備，以維持災情通訊。 

第二節 緊急應變體制 

一、航空運輸之應變體系 

民航業者在發生災害時，應立即啟動災情蒐集、通報及緊急應

變之機制。 

二、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一）於空難發生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民航局應成立緊急應變小

組，並應依本計畫、「國內民用航空器空難事件處理標準作業

程序」、「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空難災害搶救作業標準手冊」啟

動緊急應變機制。航空站經營人則應依空難災害緊急應變處理

作業程序及民航業者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啟動緊急應變機

制。 

（二）當估計傷亡人數達十五人以上時，交通部及民航局並應成立空難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行災情蒐集、通報、主導災害應變策略、

綜整及傳達災情資訊及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三）交通部、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法務部、經

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應於

接獲通知進駐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配合成立緊急應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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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並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另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事故調查）、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涉及大陸地區及港澳人士時）、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發生於海上時）及科技部（發生於海上時）等機關

於狀況需要接獲通知進駐時亦應比照辦理。 

（四）地方政府獲悉發生空難，應視災害規模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小組）

或緊急應變小組，進行災難資訊蒐集、通報及採取必要之應變

措施，並通報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處置情形及列明需支

援協助之事項。 

（五）地方政府啟動緊急應變機制之規定：空難事件發生於機場外之陸

地上，空難事發地點所轄之地方政府應依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

啟動緊急應變機制，進行搶救事宜及協助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進行事故調查必要之作為。 

三、跨縣市之支援 

地方政府應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援協定，

請求鄰近地方政府支援。 

四、災害現場人員之派遣 

（一） 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地方政府應視災害規模，主動派

遣協調人員赴災區現場，以掌握災害狀況，實施適當之緊急應

變措施；必要時，得在災害現場或附近設置前進協調所。 

（二） 交通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地方政府或地方應變中心應公告

警戒區，督導現場搶救人員，執行勸導或指示驅離、限制或禁

止人民或命其離去措施。 

五、飛航事故調查工作 

民用航空器事故由航警局及地方政府管制事故現場及證據的保

全，以利飛航事故調查工作。飛航事故現場，除為救援與消防之必

要外，為保持現場完整，有關機關、航空器所有人、使用人應配合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 

六、國軍之支援 

（一） 地方政府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國軍支援時，

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之指示或依「國軍協助災害防救

辦法」之規定，申請國軍支援災害搶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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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防部應依「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規定之處理程序、執行

範圍及指揮事項，或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示，執行下

列工作： 

1. 督導國軍部隊待命執行空難災害搶救及人命搜救工作。 

2. 督導憲兵單位協助執行災區治安維護。 

3. 協助各災害防救機關（單位）處理災害緊急應變有關搶救

工作。 

七、空難災害發生後啟動應變機制及現場指揮官指揮權責規定及應有之

作為 

（一） 啟動應變機制 

國籍或外籍航空器發生空難時，依其發生地點，第一時間應變作

為如下表。 

          事故地點 

航空器國籍 
國內 國外 

國籍 應變小組(或應變中心) 

應變小組(或應變中心)

及善後聯合服務中心；

涉外事務由外交部、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辦理。 

外籍 應變小組(或應變中心) 

(機上有我國籍旅客) 

應變小組(或應變中心)

及善後聯合服務中心；

如有涉及我國籍旅客暨

家屬涉外事務，由外交

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辦理。 

1. 交通部成立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1)開設時機：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估計有十五人以上

傷亡、失蹤，或災情嚴重，經交通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2)進駐單位：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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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視災情研判情況或聯

繫需要，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立即成立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 

2. 民航局成立空難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1)開設時機：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事故造成人員傷亡者。 

(2)進駐單位：由民航局及其他經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同意

者進駐，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

報請召集人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

進駐參與運作，協助相關應變作業並視需要參酌空難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作業成立相關編組。 

3.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空難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派員進駐地方

政府應變中心： 

(1)進駐時機：地方政府開設應變中心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未成立前進協調所時。 

(2)進駐單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或緊急應變小組召

集人得指派與該次災害相關機關(單位)人員擔任協調

官，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4.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空難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前進協調

所： 

(1)開設時機：視受災地區災情狀況、地方應變情形及請求

支援事項，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或緊急應變小組

召集人同意後，成立前進協調所。 

(2)進駐單位：前進協調所原則於民航局劃定陸上及山區責

任作業區之航空站設立，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

官或召集人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團體）派員

進駐參與運作。 

5. 地方成立空難災害應變中心：地方政府依其災害防救計畫

及災害防救法成立應變中心。 

（二）現場指揮官指揮權責規定及應有之作為 

1. 空難事件發生於機場內： 

(1)由航空站經營人擔任總指揮官，負責指揮、協調、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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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通報之搶救事宜，並指派現場指揮官。 

(2)現場指揮官應依航空器失事地點，迅速研判，劃分各種

臨時處置場所，俾支援機關、團體就劃定位置展開救援

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處理情形。 

2. 空難事件發生於機場外之陸地上： 

(1)由事發地點所轄之地方政府啟動「空難地區災害應變中

心」或「緊急應變小組」及前進指揮所。地方政府應指

定現場指揮官，負責指揮、協調、搶救及通報等事宜及

協助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必要之作為。 

(2)現場指揮官應依航空器失事地點，迅速研判，劃分各種

臨時處置場所，俾支援機關、團體就劃定位置展開救援

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處理情形。 

3. 空難事件發生於港口（包括商港、漁港、軍港、工業專用

港）區域內： 

(1)由各港口管理機關（構）首長（負責人）或其指定代理

人擔任現場指揮官，負責指揮、協調、督導及通報之搶

救事宜及協助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必要之

作為。 

(2)現場指揮官應依航空器失事地點，迅速研判，劃分各種

臨時處置場所，俾支援機關、團體就劃定位置展開救援

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處理情形。 

4. 空難事件發生於海上： 

(1)由事發地點所轄之海巡單位指派適當人員負責現場指揮

搶救事宜及協助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必要

之作為。 

(2)現場指揮官應依上級指示，指揮各支援機關、團體就劃

定區域展開救援工作，處理情形並隨時通報空難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 

八、空難事件發生於機場外，由民航局劃定陸上、山區或海上責任作業

區之航空站負責協調、聯絡支援等事宜，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負責指揮、調派所屬待命搜救機、艦執行緊急搜救任務及通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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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支援搜救等事宜。 

第三節 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 

一、搜救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或地

方政府前進指揮所應視災害規模，主動或依請求進行統合協調，

以確保有關搜救及緊急救護之有效實施。 

(二)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交通部、國防部、內政部及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應有效的運用機（船）等多樣化的方法進行搜索，並互

相保持聯繫。 

(三) 內政部應動員消防、義消、民間救難志工團體相關人員、裝備、

器材實施人命搶（搜）救、救助及火災搶救工作，並應協助動員

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及相關機具進行建築物及相關設施緊

急評估及搶修搶險工作。 

(四) 警察機關應動員義警、義交、協勤民力實施交通疏導、管制、民

眾疏散、秩序維護及警戒等措施。 

(五)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應出動船艇協助搜尋、搶救作業。 

(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於航空器失事於海上時協調各地區漁船、水

產試驗所實驗船進行搜尋、搶救及打撈作業。 

(七) 科技部應於航空器失事於海上時協調所轄海洋研究船進行搜尋

作業，並提供即時預報海象與漂流軌跡之資料。 

(八)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視需要，通知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協

助搜救、緊急救護及運送；必要時得徵調民間相關專業人員及徵

用民間搜救裝備。 

(九) 航空器於海上失事時，民航業者應僱用具有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認可之打撈船進行搜索及打撈失事航空器殘骸，直至有助失事調

查之航空器主要機件尋獲為止。 

二、滅火 

（一） 機場內之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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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站經營人對發生在機場內之災害，應迅速掌握火災發生

狀況進行滅火行動；必要時，應請求國軍及地方政府之支援。 

（二） 機場外之滅火 

地方及特定場區之消防單位應迅速掌握空難引發火災之狀

況，佈署適當救災人車，進行滅火行動；必要時請求其他消防單

位提供支援。 

三、緊急醫療救護 

（一）失事航空器之航空公司應協調醫療救護機構對於當場罹難及送達

各醫療單位之傷亡人員予以查明登記，向航空站經營人回報，

並負責聯絡、安頓未受傷旅客、旅客家屬及相關人員膳宿及交

通。 

（二） 地方政府、航空站經營人應於災區設置急救站。 

（三） 地方政府應啟動緊急醫療系統，指揮、統合、協調災區醫療資

源，傳達傷患概況至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必要時得請求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提供支援，並依災害發生造成傷患人數，評估轄區

急救責任醫院收治能量，必要時通知鄰近地方政府，協助收治

傷患或通報衛生福利部請求協助。 

（四） 衛生福利部應掌握傷患後送醫院情形，並就地方政府請求，協

助傷患收治事宜。 

第四節 緊急運送 

一、緊急運送之原則 

（一） 地方政府應考量災害情形、緊急程度、重要性等因素，實施局

部或區域性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修復毀損之交通設施，以利

緊急運送。 

（二） 運送對象之設定 

1. 從事搜救、醫療救護等任務所需之人員、物資。 

2. 各災害防救機關緊急應變人員，電信、電力等設施確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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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人員、物資。 

3. 後送傷患。 

4. 緊急運送所需設施、運送據點的緊急修復及交通管制所需

人員、物資。 

5. 食物、飲用水等維持生命所需物資。 

二、交通運輸暢通之確保 

（一） 地方交通或警察機關除蒐集來自空難現場之交通路況與有關災

害資訊外，並運用交通監控攝影機、車輛感應器等，以迅速掌

握可以通行的道路和交通狀況，必要時得採取疏導或禁止通行

等交通管制措施。 

（二） 航空警察機關於機場內發生空難時，應確保機場內緊急應變車

輛交通之順暢。 

（三） 航政機關為確保順利進行緊急運輸，在必要時，得限制或禁止

船舶交通，並由海岸巡防機關執行。 

（四） 為確保緊急運送，地方警察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交通車輛或利

用警車引導等措施。 

（五） 交通部應督導相關機關執行公路、鐵路、橋樑、隧道、航空、

海運、捷運等交通運輸系統損害緊急搶修工作。 

三、緊急運送之確保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必要時或依地方政府的請求，應統合、指揮

及協調調度陸、海、空交通設施積極實施緊急運送事宜。 

（二） 交通部應主動協調航空運輸業、公路運輸業、海上運輸業及鐵

路（捷運）等相關單位協助緊急運送，並應掌握交通運輸工具

及路線，確保救災人員、傷病患及物資運送通暢，同時應督導

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協調地方政府掌握交通運輸工具及路

線，確保救災人員、傷病患及物資運送通暢。 

（三）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或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受災地方政府之申請，依「海岸巡防機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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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救難作業程序」之規定，指派所屬船艦實施緊急運送。 

（四） 國防部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受災地方政府之申請，依「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之規

定，指揮國軍支援實施緊急運送事宜。 

（五） 地方政府應視需要自行辦理緊急運送，並得請求交通運輸機關

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協助實施緊急運送。另應維護運送受傷、

罹難者之交通路徑暢通及遺體之保存、處理。 

（六） 內政部應實施災區交通管制、疏導措施，確保救災人員及救災

物資順利運送，並應實施災區警戒、治安維護，防止危害社會

秩序情事發生。 

第五節 我國與鄰近地區 F.I.R.識別區邊界事故搜救處理 

依據我國與鄰近國家或地區已簽訂關於海上航機搜索救難合作之

協議，在雙方海域發生航機失事意外時密切合作，提供航機最適切之緊

急救援；倘我與鄰近國家或地區尚未簽署此類協議，則交通部及外交部

應視災情程度並考量支援種類、規模、預定到達時間及地點等因素，規

劃、協調聯繫有關國際支援之接受與提供事宜；另相關搜救團體於可行

之範圍內，與大陸相關搜救單位聯繫進行必要之兩岸搜救協調。 

第六節 臨時收容 

一、 地方政府及航空站經營人於災害發生時，應視需要與相關機關協商

後設置臨時收容所（善後處理場所），並協助接待傷亡家屬。 

二、 民航業者應劃分各種臨時處置場所，處置旅客家屬接待、住宿、交

通及配合空難災害應變中心展開救援工作。 

三、 地方政府及各航空站經營人應妥善管理臨時收容所（善後處理場

所），規劃相關資訊的傳達、食物及飲用水的供應、分配、環境清

掃等事項，並謀求當地居民或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等志工之

協助。 

四、 地方政府應劃分各種臨時處置場所，俾相關救災單位、支援機關、

團體能迅就定位展開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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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衛生福利部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災民臨時收容所開設相關事宜及所

需民生物資供應及調度相關事宜。 

六、 教育部應督導社教館（所）及協調各級學校協助收容安置災民。 

七、 臨時收容所（善後處理場所）所需設備、器材不足而需調度時，得

透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請求調度、供應。 

第七節 公共衛生與醫療服務、消毒防疫 

一、公共衛生與醫療服務 

（一） 衛生福利部應隨時掌握藥品醫材需求，確保藥品醫材之供應。 

（二） 地方政府及各航空站經營人應經常保持臨時收容所（善後處理

場所）良好的衛生狀態，並提供醫療照護服務。另為確保臨時

收容所（善後處理場所）的環境，應設置臨時廁所，並就一般

廢棄物之處理等採取必要措施。 

二、消毒防疫 

（一） 地方政府及航空站經營人應對受災區域採取必要之消毒防疫措

施，防止疫情發生；至於防疫人員之派遣及防疫藥品之供應，

必要時得請求中央政府相關機關、協調其他地方政府協助。 

（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督導地方環保機關加強航空器失事現場之

廢棄物清理、環境消毒及飲用水水質抽驗事項，並對於嚴重危

害污染區實施隔離及追蹤管制。 

（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監測並防止毒性化學物質外洩，並於大量

空氣污染物排放時，督導地方環保機關進行必要之監測。 

第八節 提供災情資訊 

一、對災民暨家屬傳達災情 

（一） 交通部、民航局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提供傷亡家屬相關災情

資訊。 

（二） 外交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應協助辦理非本國籍人士、大陸地

區及港澳人士傷亡失蹤之處理事項。 

二、對社會大眾傳達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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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通部、民航局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經由大眾傳播媒體之協

助將空難資訊正確傳達予民眾。 

（二） 如有必要，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定相關單位透過大眾

傳播媒體加強報導空難災害應變措施及傳達最新訊息予社會大

眾。 

三、災情之諮詢 

交通部、民航局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為提供民眾有關災情之諮

詢，應設置專用電話或諮詢窗口。 

第九節 支援協助之受理 

一、國際及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救災支援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督導相關機關及民航業者規劃受理鄰近國

家所提供之救災支援。 

（二） 外交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視需要辦理於災情嚴重需國際支

援、救援及受理國際及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捐贈救援物資之

協助聯繫事項。 

二、志工協助體制之建立 

各級政府平時應掌握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後備軍人組

織及民防團隊等，建立聯繫管道及受理志工團體協助之體制。 

第十節 其他之緊急應變 

一、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航空站經營人及航空器失事之航空公司執行

各項損害緊急搶修工作。 

二、 經濟部應督導公民營事業對於公用氣體與油料、自來水管線及輸電

線路等設施之搶修及協調相關供應事項。 

三、 經濟部應即時修復潰決堤防、龜裂水庫壩體搶修搶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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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復原重建 

第一節 維生管線與交通通訊設施之緊急復原 

一、迅速修復毀損設施 

（一） 緊急復原之原則為交通部及民航局對機場受損之重建及受災地

方政府對受損設施之重建，在執行快速修復受災設施時，以恢

復原狀為基本考量，並從防止再度發生災害之觀點，施以改良

之修復。 
（二）交通部、受災之地方政府及其他毀損設施所屬相關各級政府應依

權責運用事先訂定之有關物資、裝備、器材調度計畫與專業職

業及技術人員支援計畫，迅速進行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工作，

另為立即修復與受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交通運送等

設施，應在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行修復之作業程序、手

續等事項。 

（三） 交通部應指揮相關機關儘速完成公路、鐵路、橋樑、隧道、航

空、海運、捷運等交通運輸系統損害修復工作，以利各機關單

位進行災後復原重建工作。 

（四）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督導各電信業者儘速完成電信設備線路

修復工作。 

（五） 國防部應依據相關作業規定，辦理國軍災情通報及災後復原工

作。 

（六） 經濟部應督導公民營事業辦理公用氣體、油料、自來水管線、

輸電線路、設施之修復工作。 

（七） 經濟部應儘速修復潰決堤防、水庫壩體搶修搶險工作。 

二、災區之環境復原 

（一） 地方政府或各航空站經營人於航空器飛安調查工作告一段落，

應先徵得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之同意，始能進行航空器殘骸及

事故現場廢棄物、污染物之清理工作。 

（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督導地方環保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30 

1. 廢棄物清理、環境消毒、飲用水水質抽驗事項。 

2. 辦理嚴重危害污染區實施隔離及追蹤管制事項。 

3. 加強維護災民收容所環境衛生。 

三、罹難者遺體處理 

（一） 地方政府、航空站經營人應即時記錄罹難者遺體發現位置、安

置罹難者遺體、協調地方檢察機關儘速進行罹難者遺體相驗工

作及齒模比對，並妥適處理遺物，調度棺木、遺體袋及協助運

送遺體與衛生維護，無法因應時得請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協調

有關機關協助。 

（二） 交通部、民航局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依家屬要求協調宗教人

士及民間志工團體為罹難者提供所需之喪葬儀式。 

（三） 交通部、民航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應提供外交部非本國籍罹難人士之姓名、國籍等相關資料；並

提供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及港澳地區人士罹難者之姓名等相

關資料，俾利辦理非本國籍、大陸地區及港澳罹難人士家屬來

臺簽證、領（事）務或出入境等相關事項之協助。 

（四） 地方檢察機關應提供中英文版之相驗屍體證明書格式及其使用

說明，供罹難者家屬參考。 

（五） 內政部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罹難者遺體放置、冰櫃調度，及協

調地方政府協助辦理罹難者殯葬事宜。 

（六） 法務部應督導相關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儘速辦理罹難者之相

驗及身分確認工作。 

四、建立心理諮詢服務 

（一） 交通部應協調衛生福利部、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提供生還者、

罹難者家屬、目擊者、搶救及調查人員心理衛生輔導專線電話，

以利需要者使用。 

（二）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洽請衛生福利部協調地方政府及民航業者提

供生還者及罹難者家屬心理衛生輔導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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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性復原重建 

一、 交通部及民航局對受損機場，應實施計畫性之復原重建。 

二、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航空站及民航業者協調相關機關協助災害事

故現場設備、公共設施及建築物之調查、鑑定、復原等相關工作。 

三、 地方政府應尊重災區災民的意願，有計畫地實施受災地區的復原重

建，並辦理受災區域道路、財物及其他公共設施受損之調查、復建

相關工作。地方政府得向中央政府請求，派遣相關專業技術人員、

調派裝備、器材，協助辦理復原重建相關事宜。  

四、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

政府及民航業者應請災區相關機關（構）單位、事業單位人員儘速

辦理災情勘查彙整作業，以全面掌握災害狀況。 

五、 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

政府及民航業者應概估復原重建經費及擬定復原重建策略。 

六、 內政部應協調相關機關執行災區住宅復原重建。 

七、 國家發展委員會應依院長指示督考各中央相關機關辦理復原重建工

作進度。 

八、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院頒「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

要點」配合辦理復原重建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 

九、 經濟部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應協助辦理核能電廠遭遇空難後復原

重建措施。 

十、行政院新聞傳播處應協調大眾傳播媒體加強報導空難災後復原重建

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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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災民協助 

一、 交通部應督導民航局及航空站經營人協調相關機關協助民航業者辦

理旅客或罹難者家屬之賠償、遺體、財產、醫療、心理輔導、保險、

兵役、就學等其他相關工作。 

二、 內政部應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失蹤人員搜尋工作，並協調社會團體協

助重建救助事宜。 

三、衛生福利部應協調社會福利團體、社會福利機構及醫療機構協助心

理輔導事宜，並應輔導地方衛生機關辦理心理衛生工作，同時應視

需要辦理全民健康保險就醫優惠措施。 

四、 教育部應督導社教館（所）及協調各級學校協助收容安置災民。 

五、財政部應協助督導空難災害引發財產損失減免相關租稅事宜；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協調保險業辦理空難發生後之保險理賠事

宜。 

六、 地方政府應協助航空器失事之民航業者辦理下列事項： 

1. 對於受災區域之房屋、受傷者及罹難者家屬賠償、慰問、救（濟）

助金之發放工作。 

2. 對於所有善後事宜補償及賠償相關工作。 

七、 民航業者應儘速辦理受傷者及罹難者家屬慰問、救（濟）助金之發

放工作，及所有善後事宜補償及賠償相關事宜，同時受災區域房屋、

道路、財物及其他公共設施受損之補償、復建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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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事故調查、檢討與管考 

第一節 飛航事故調查 

一、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應依飛航事故調查法對飛航事故進行調查，並

提出調查報告。 

二、 各級機關（構）應依據飛航事故調查法提供資源，以協助飛航安全

調查委員會執行調查作業。 

三、 民航業者應協調地方政府或相關醫療機構提供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傷患受傷資料。 

四、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及航空站緊急應變小組應配合地方檢察機關

及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之飛航事故調查業務需要，經核准後始能清

理現場，儘速恢復原狀。 

第二節 應變過程完整紀錄之建立 

空難災害事故之應變過程應由民航局緊急應變小組指派專人負責完

整記錄。成立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相關紀錄應經民航局檢討後，

陳報交通部轉行政院備查。 

第三節 管制考核 

一、 本計畫所規定各項重點工作，應由各主（協）辦機關積極加強推行，

貫徹實施，並自行擬訂評估指標，定期檢查。 

二、 本計畫所規定工作項目之辦理情形與成效，由各權責單位及地方政

府自行辦理檢討及列管事宜。 

三、 各相關機關推行災害防救工作之成效，列為辦理各該機關可考評之

主要參考；承辦及主管人員依成績優劣予以獎懲。 

四、災害防救各階段工作之重點辦理事項 

各相關部會為有效執行災害防救工作，應指定專職人員辦理災

害防救工作，並實施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並應建立災害防救工作

之標準作業程序、災害通報表格制式化等機制，並與其他單位加強

協調聯繫，確實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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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部會應參照附件三所列空難災害之災害預防、緊急應變及復原

重建等階段工作項目，將現行規劃辦理及未來（二年內）推動執

行之採行措施，依預定執行期程及主（協）辦機關之權責分工，

積極辦理。 

(二) 為支援地方政府強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本計畫所列各相關權責

機關應推動相關調查研究，廣泛蒐集災害防救資訊，並主動提供

資訊及指導，俾利災害防救計畫之推行。 

 



35 

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空難災害防救措施指導原則 

壹、計畫架構 

應參照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空難災害防救基本對策」與「地

區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重點」所列相關事項及交通部函頒「空難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相關規定擬訂。 

貳、總則編：提示重點事項 

一、 建立鄰近航空站相關背景資訊說明。 

二、 建立鄰近航空站區位及聯外交通之地圖資訊。 

三、 明定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各階段，災

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單位及公共事業之分工與權責。 

參、災害預防：提示重點事項 

一、 建立空難緊急應變機制並擬訂標準作業程序。 

二、 規劃整備災害區域臨時收容所、設施之事宜。 

三、 配合鄰近各航空站經營人航機失事演練，加強相關業務人

員、民眾防災應變教育、講習、訓練、演練及觀念宣導。 

四、 協助鄰近各航空站經營人宣導民眾建立空難災害防救之觀

念。 

五、 與相關救災機關、團體訂定支援協定及聯絡資訊。 

六、 建立緊急應變機制時，應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

方法、集合方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

事項等，並配合模擬空難狀況實施演練。 

肆、災害緊急應變：提示重點事項 

一、 參照「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相關規定訂定地方政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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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緊急應變機制之規定。 

二、 依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訂定啟動緊急應變之機制，進行搶

救事宜及協助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必要之作

為。 

伍、災後復原重建：提示重點事項 

一、 受災區域道路、財物及其他公共設施受損之調查、復建相

關工作。 

二、 協助航空器失事之航空公司對於受災區域之房屋、受傷者

及罹難者家屬賠償、慰問、救（濟）助金之發放工作。 

三、 協助航空器失事之航空公司對於所有善後事宜補償及賠償

相關工作。 

陸、計畫經費與執行評估：提示重點事項 

一、 確實考量地區災害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工作二至三年

內階段性工作重點、目標與期程。 

二、 地方政府所屬單位應依據二至三年內階段性工作重點，擬

訂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與編列相關經費。 

三、 應訂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督導執行與成效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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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全毀失事統計－飛機 

日期 公司 機型 機號 
組員

人數 

乘客

人數 

死亡

人數 

受傷

人數 

失蹤

人數 
發生地點 事件發生經過 

80.12.29 中華 B747-200 B-198 5 0 5 0 0 臺北萬里 
起飛後約 5分鐘，三號發動機飛脫，航機墜毀於

萬里山區。 

81.04.10 台灣 BN-2A B-11116 2 8 2 3 5 臺東東南 20浬海上 左發動機故障迫降海上，飛機沉入海中。 

82.02.28 永興 DO-228 B-12238 2 4 6 0 0 蘭嶼與綠島間海面 於蘭嶼與綠島間海面墜海失蹤。 

82.10.15 遠東 MD-82 B-28003 8 152 0 0 0 高雄機場 
起飛後爬升時左發動機失效，單發動機返場落地

時衝出跑道。 

82.11.04 中華 B747-409B B-165 22 274 0 10 0 香港啟德機場 落地時側風過大，跑道濕滑，偏出跑道落入海中。 

83.04.26 中華 A300-600R B-1816 15 256 264 7 0 日本名古屋機場 降落重飛時航機進入不正常狀態，墜毀失事。 

83.09.17 金鷹 Lear jet 35 B-98181 3 0 3 0 0 臺東外海 
演習時執行拖靶任務，遭海軍驅逐艦方陣快砲擊

落。 

84.01.30 復興 ATR-72 B-22717 4 0 4 0 0 桃園龜山 
目視進場時未保持狀況警覺及交互檢查其它助

導航設施，於桃園龜山山區撞山失事。 

85.04.05 國華 DO-228 B-12257 2 15 5 0 1 馬祖北竿海面 
進場時以目視及 GPS尋找跑道，忽視高度速度墜

海。 

86.08.10 國華 DO-228 B-12256 2 14 16 0 0 馬祖壁山山區 
五邊進場時瞬間遭遇雲雨，無法目視跑道，航機

偏離航道，未完成重飛程序即撞山失事。 

87.02.16 中華 A300-600R B-1814 14 182 202 0 0 中正機場 
航機進場高度過高，重飛時於中正機場 5L跑道

外 300公尺處墜毀。 

87.03.18 國華 SAAB-340 B-12255 5 8 13 0 0 南寮外海 新竹機場起飛爬升時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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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全毀失事統計－飛機 

日期 公司 機型 機號 
組員

人數 

乘客

人數 

死亡

人數 

受傷

人數 

失蹤

人數 
發生地點 事件發生經過 

88.08.22 中華 MD-11 B-150 15 300 3 
 

0 香港機場 
於香港赤臘角機場進場時重落地，航機翻覆起火

燃燒。 

88.08.24 立榮 MD-90 B-17912 6 86 1 14 0 花蓮機場 落地後於脫離跑道前，客艙起火燃燒。 

91.05.25 華航 B747-200 B-18255 19 206 225 0 0 馬公西北 10浬 
由臺北飛往香港途中，於馬公西北方 10海浬空

中失事 

91.12.21 復興 ATR-72 B-22708 2 0 2 0 0 馬公西南 15浬 
復興航空 B-22708全貨機自中正機場至澳門，於

馬公西南方失事。 

92.03.21 復興 A321-131 B-22603 6 169 0 1 0 臺南機場 
GE543自台北飛台南班機，落地時於跑道撞擊施

工車輛，機身損壞不予修復。 

96.08.20 華航 B737-800 B-18616 8 157 0 0 0 那霸機場 

航機從臺北起飛於琉球站落地並滑進停機坪

時，右側機翼外側漏燃油，且引擎尚未關車， 

致使右側機翼起火。所有機組、員及旅客已全數

離開航機。 

101.08.30 大鵬 BN-2B B-68801 3 0 3 0 0 花東地區 

大鵬航空自松山機場起飛，執行空拍作業傳出失

聯，機上三名人員，包括正駕駛、副駕駛和空拍

員 3人，全部罹難。 

103.7.23 復興 ATR-72 B-22810 4 54 49 9 0 
澎湖縣湖西鄉 

西溪村 

復興航空 GE222班次由高雄機場飛往馬公機場，

航機重飛時墜毀於澎湖縣湖西鄉西溪村，造成 48 

人罹難。 

104.2.4 復興 ATR-72 B-22816 5 53 43 15 0 基隆河南港段附近 復興航空 GE235班次由松山機場飛往金門機場，



39 

航空器全毀失事統計－飛機 

日期 公司 機型 機號 
組員

人數 

乘客

人數 

死亡

人數 

受傷

人數 

失蹤

人數 
發生地點 事件發生經過 

起飛後由松山塔台交接近場臺時即失聯，迫降於

基隆河南港段附近，造成 43人罹難。 

 
 

航空器全毀失事統計－直昇機 (續) 

日期 公司 機型 機號 
組員

人數 

乘客

人數 

死亡

人數 

受傷

人數 

失蹤

人數 
發生地點 事件發生經過 

79.03.08 永興 UH-12E B-12120 1 0 0 0 0 苗栗頭份 飛渡時發動機熄火失控迫降，航機全毀。 

80.03.28 永興 UH-12E B-12111 1 0 1 0 0 高雄六龜 實施農噴時，機尾掛到鋼纜，航機墜毀。 

83.09.15 永興 UH-12E B-12117 3 0 0 0 0 高雄大樹高屏溪 
鳳山往旗山途中，因部分馬力消失，實施水上

迫降，航機全毀。 

83.12.02 台北 R-22 B-99003 2 0 0 0 0 桃園大漢溪 
實施本場性能訓練，自松山起飛往桃園大漢溪

時，部分馬力消失，高度下降觸地墜毀。 

84.02.27 亞太 BELL-206 B-66222 1 0 1 0 0 嘉義梅山 執行飛渡時，於嘉義縣梅山鄉大樹腳山區撞山。 

84.05.12 台北 H-300 B-99001 1 0 0 0 0 松山機場 
落地時發生地面共震，旋翼打地斷裂，油箱起

火燃燒，飛機全毀。 

86.07.04 亞太 SA-350 B-66501 2 0 0 0 0 松山機場 
訓練飛行時操作不當，改正不及觸及地面造成

失事。 

87.03.02 德安 BELL 412 B-55522 3 0 3 0 0 馬公外海鑽油平台 
降落鑽油平台時，尾旋翼觸及鑽油護欄，航機

失控墜海失事。 

88.04.21 德安 BK-117 B-55502 3 0 3 0 0 臺北瑞芳山區 
天候突變，由目視飛行轉儀器飛行時，撞山墜

毀。 

88.11.29 凌天 UH-12 B-31007 2 0 1 1 0 大樹鄉攔河堰 
執行農噴任務返航時，於大樹鄉攔河堰墜入河

中，正駕駛於游至岸邊途中溺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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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全毀失事統計－直昇機 (續) 

日期 公司 機型 機號 
組員

人數 

乘客

人數 

死亡

人數 

受傷

人數 

失蹤

人數 
發生地點 事件發生經過 

89.05.08 德安 BELL-430 B-55531 2 6 0 8 0 求安農場 
執行臺電人員運補任務，主旋翼碰觸鋼繩，航
機墜毀。 

90.09.03 凌天 BELL-206 B-31135 2 0 2 0 0 臺中市太原路 
自水湳機場起飛赴大坑地區清洗臺電高壓輸配
線鐵塔礙子，作業時墜落草地。 

機毀，駕駛員、作業員兩員送醫不治。 

91.10.07 中興 BK-117 B-77088 3 6 0 0 0 新達池附近 

正、副駕駛及機務員各一員，乘員六員於大霸
尖山執行登山步道及地形之空中勘查任務。該
機由松山機場起飛，於武陵之桃山及品田山間
之空域進行空勘任務，迫降於山巔之新達池附
近，飛機尾翼及起落架結構受損無人員傷亡，
認定此事故為失事。 

97.05.24 中興 BK-117 B-77008 3 0 0 3 0 
金門機場跑道右側

草地 

B-77008號機 5月 23日 22時 33分松山起飛返
金門尚義機場落地，5月 24日 00時 05分塔台

要求實施 ILS進場，於 00時 15分墜毀於 06跑
道右側 7號標示牌草地，機毀，三員組員重傷。 

98.07.10 中興 BK-117 B-77088 3 0 2 1 0 
返回金門尚義機場

途中 

B-77088號機執行 EMS任務 7/9 2347金門起飛。
7/10 0136落榮總，0150落松山。02：54松山
起飛返回金門尚義機場。於 0434接獲通知航機
失聯。海巡暑及空中勤務總隊搜救中，國搜通
知：0605時救起正駕駛一員急救。副駕駛及醫
護佐員罹難。 

102.10.1

6 
中興 BK-117 B-77009 3 0 3 0 0 

玉山北峰氣象站北

面 100公尺的山谷 

中興航空 B-77009直昇機，執行玉山氣象站補
給任務，於 6時 38分由台北松山機場起飛，8
時 20分失聯(迫降在玉山北峰氣象站北面 100
公尺的山谷)，機上正駕駛、副駕駛及氣象站人
員共計三人已確定全數罹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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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關機關於空難災害防救各階段重點工作 

實施事項 

一、災害預防階段 
    相關機關有關空難災害預防之重點工作事項如下表： 

工 作 項 目 採 行 措 施 執 行 期 程 
主 （ 協 ） 辦 

機 關 

一、 航空交通法

規之完備 

 

 

二、 航空器飛航安全

之確保 

 

交通部及民航局應參考國際航空法

規，即時修正民用航空法及相關作業

之管理規則。 

 

1. 加強航空器航務及機務作業督導與

查核、安全策劃督導及飛安相關事

件之處理與配合等事項。 

2. 加強督導民航業者於飛行前之危險

物品作業查核、安全策劃督導及相

關事件之處理與配合等事項。 

3. 召開飛航安全改進策略會議，檢討

及擬定飛航安全改進策略，並依會

議結論事項執行改進策略。 

 

4. 引進新科技之通關監視予檢查儀

器、設備及設施，落實人員、貨物

等之安全檢查。 

 

98年 6月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定期辦理（每

兩年召開會議

並按季追蹤考

核） 

經常辦理 

民航局 

 

 

 

民航局（各民航業

者） 

 

民航局（各民航業

者） 

 

民航局（交通部） 

 

 

 

民航局、航空警察

查局 

三、 航空保安成效之

確保 

1. 督導民航業者建立航空保安計

畫，以配合政府之國家航空保安計畫

之執行。 

2. 督導民用及軍民合用機場民航站

區建構完善之航空保安偵測及預警系

統。 

3. 加強航空保安人員的培育及研

習。 

4. 航警局應規劃適當航空保安訓練

計畫，以提昇航空保安人員之安檢能

力。 

5. 協調各相關機關（單位），建立航

空保安威脅之分級處理機制。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持續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交通部、民航局、

內政部警政署、國

防部、各民航業者 

四、 災害應變體制之

建立 

1. 配合「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增訂之

「空難災害防救對策」，檢討修訂空

定期辦理（每

2 年應檢討修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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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項 目 採 行 措 施 執 行 期 程 
主 （ 協 ） 辦 

機 關 

 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2. 建立本身及支援單位資料庫，內含

聯繫方式、對象、供應項目及數量

等，並應訓練專責緊急應變人員隨

時支援航空站搶救工作。 

3. 督導民航業者應與各級災害防救相

關機關保持密切聯繫，並建立國內

外救難機構資料庫與視需要訂定救

援協定及冷凍貨櫃調度之聯絡應變

機制。 

 

訂）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民航局、各航空站

經營人 

 

 

 

民航局（各民航業

者） 

五、 搜救、滅火、緊

急醫療救護事項

之整備 

 

1. 建置相關國內外搜救組織之聯絡機

制。 

2. 建置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

組織之聯絡機制。 

 

3. 妥善整備消防救災之車輛、機械及

裝備、器材；並訂定支援協定及建

立聯絡機制。 

4. 選定緊急醫療設施據點，儲存急救

用藥品醫材，並與醫療機構訂定緊

急醫療救護聯絡機制。 

5. 進行國際民航公約於搜尋與救援之

相關國際規定與我國相對應之航空

器失事搜救相關機制之對照檢討並

提出建議，及配合進行權責事項之

法規檢討修正及整備。 

6. 修訂大量傷患救護法及作業程序。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民航局、各民航業

者 

各航空站經營人 

、地方政府 

（民航局） 

各航空站經營人 

、地方政府 

 

各航空站經營人 

、地方政府 

 

交通部、民航局（內

政部、海巡署、國

防部、行政院國家

搜救指揮中心） 

 

地方政府（衛生福

利部） 

六、 臨時收容之整備 航空站及地方政府應事先規劃臨時收

容所（善後處理場所）及所需物資之

調度及供應計畫。 

 

經常辦理 各航空站經營人 

、地方政府 

 

七、 災害防救演習、

訓練 

 

1. 模擬航空器發生各種航空事故及災

害之預估狀況，對航空站及航空從

業人員實施緊急應變及啟動通報聯

繫機制之訓練。 

2. 擬定年度計畫辦理空難災害相關防

救演習、訓練及觀摩。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民航局、空軍司令

部、各航空站經營

人、各民航業者 

 

民航局、各航空站

經營人（內政部、

海巡署、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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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緊急應變階段 
    相關機關有關空難災害緊急應變之重點工作事項如下表： 

工 作 項 目 採 行 措 施 執 行 期 程 
主 （ 協 ） 辦 

機 關 

一、緊急應變體制 配合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修訂，

檢討修訂相關空難災害防救緊急應變

之機制及標準作業程序。 

 

持續辦理 

 

 

 

民航局、各地方政

府、各航空站經營

人、各民航業者 

 

二、緊急醫療救護 即時更新緊急醫療管理資訊系統 

 

經常辦理 衛生福利部（地方

政府） 

三、飛航事故調查 1.民航局及民航業者應將航空器於海

上失事時可能僱用於搜索及打撈

失事航空器殘骸之打撈船公司資

料送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資

格審核，以協助失事調查航空器主

要機件之尋獲。 

2.建立認可之海上失事航空器打撈船

公司之資料庫。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民航局、各民航業

者 

 

 

 

 

飛航安全調查委

員會（各民航業

者） 

 

三、災後復原重建階段 
    相關機關有關空難災後復原重建之重點工作事項如下表： 

工 作 項 目 採 行 措 施 執 行 期 程 
主 （ 協 ） 辦 

機 關 

緊急復原 整備備用助導航或航空通信設施（器

材），建立於發生空難機場迅速遞補以

恢復機場正常作業之機制與能量。 

持續辦理 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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