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查綱要第六條、第九條、第十三
條修正總說明
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查綱要係於九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訂定發布，並歷經
六次修正施行迄今；為明確國際航權分配及因應實務需要，爰修正本綱要，俾
資遵循；茲將本次修正重點臚列如下：
1、 為督促業者注重飛航安全，修正有關初審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以下簡稱業
者)申請營運案之政策面及技術面項目評估之權重，及技術面之各項目權
重；另為強化業者落實執行安全管理系統，修正第六條附表之評分規定。
(修正條文第六條)
2、 凡業者有發生航空器失事者，對社會大眾安全信賴及航空事業公共秩序及
發展影響甚鉅，為強化業者飛安為先之社會責任，將業者有發生航空器
失事不得參與國際航權分配之期間，由一年提高為三年。(修正條文第九
條)
3、 增訂業者有發生航空器失事者，自發生日起一年內，對於其新增之國際包
機申請，應不予核准。(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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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查綱要第六條、第九條、第十三條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民航局初審業者之 第六條
民航局初審業者之 一、為督促業者注重飛航 安
申請營運案時，應依下列
申請營運案時，應依下列
全，爰修正第一項第一
政策面及技術面項目評估
政策面及技術面項目評估
款政策面及第二款技術
並予以排序：
並予以排序：
面之權重百分比，提高
技術面項目之權重百分
一、政策面（占比例百分
一、政策面（占比例百分
比。
之五十）：
之六十）：
（一）國家政策及公共
利益之配合
。（占比例百分
之三十）
（二）建立我國成為東
亞轉運中心及我
國整體長遠航空
事業發展之考量。
（占比例百分之
二十）

（一）國家政策及公共
二、為督促業者強化飛安作
利益之配合
業，爰修正第一項第二
。（占比例百分
款技術面評估項目中飛
安作業良窳之權重百分
之三十）
比，並修正營運計畫可
（二）建立我國成為東
行性及有無財務糾紛致
亞轉運中心及我
影響公司正常營運之權
國整體長遠航空
事業發展之考量。
重百分比。
（占比例百分之
二十）

（三）業者對相關航權
爭取之具體貢獻。
（占比例百分之
二十）

（三）業者對相關航權
爭取之具體貢獻。
（占比例百分之
二十）

（四）業者對相關獲配
容量班次之營運
執行情形
。（占比例百分
之十五）
（五）區域均衡發展之
考量。（占比例
百分之十五
）
二、技術面（占比例百分
之五十）：
（一）飛安作業良窳
。（占比例百分
之七十，評分方
式如國際航權分

（四）業者對相關獲配
容量班次之營運
執行情形
。（占比例百分
之十五）
（五）區域均衡發展之
考量。（占比例
百分之十五
）
二、技術面（占比例百分
之四十）：
（一）飛安作業良窳
。（占比例百分
之五十，評分方
式如國際航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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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技術面飛安考
核評分表）
（二）營運計畫可行性。
（占比例百分之
十五）
（三）有無財務糾紛致
影響公司正常營
運。（占比例百
分之十五
）
前項排序相同時，應
優先考量政策面排序
，政策面排序相同時，再
考量技術面之排序。

配技術面飛安考
核評分表）
（二）營運計畫可行性。
（占比例百分之
二十五）
（三）有無財務糾紛致
影響公司正常營
運。（占比例百
分之二十五）
前項排序相同時，應
優先考量政策面排序
，政策面排序相同時，再
考量技術面之排序。

第九條
業者有發生航空器 第九條
業者有發生航空器 一、凡業者有發生航空器失
失事者，自發生日起三年
失事者，自發生日起一年
事者，對社會大眾安全
內不得參與國際航權分配。
信賴及航空事業公共秩
內不得參與國際航權分配。
但經民航局飛航安全評議
序及發展影響甚鉅，為
但經民航局飛航安全評議
會評定其失事顯著不可歸
強化業者飛安為先之社
會評定其失事顯著不可歸
責於業者，不在此限。
會責任，爰修正第一項，
責於業者，不在此限。
將業者有發生航空器失
依前項規定不得參與
依前項規定不得參與
國際航權分配之業者
，經民航局飛航安全評議
會評定無違反民用航空法
規之情事時，即恢復參與
分配，並得於下一次參與
分配時，依國際航權分配
技術面飛安考核評分表予
以加分補償。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0 日本綱要修正施行前，

國際航權分配之業者
，經民航局飛航安全評議
會評定無違反民用航空法
規之情事時，即恢復參與
分配，並得於下一次分配
時，依國際航權分配技術
面飛安考核評分表予以加
分補償。

業者有發生航空器失事者，
其依第一項規定不得參與
分配之期間，適用修正前
之規定。

事不得參與國際航權分
配之期限由一年修正為
三年。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以資明確。
三、為明確本綱要一 0 四年
八月十日修正施行前，
依第一項不得參與國際
航權分配業者之停權期
限，仍依修正前之規定，
自發生日起算一年，爰
增訂第三項，以資明確。

第十三條
業者申請飛航國 第十三條
業者申請飛航國 一、為督促國籍航空公司注
際包機，應先取得擬飛航
際包機，應先取得擬飛航
重飛航安全，增訂第二
之機場起降額度或時間帶，
之機場起降額度或時間帶，
項自業者發生航空器失
並經民航局航機務審查合
並經民航局航機務審查合
事日起一年內申請飛航
格及依民用航空運輸業管
格及依民用航空運輸業管
國際包機，除所申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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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規則申請核准後，始得
營運。
自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0 日本綱要修正施行
之日起，業者有發生航空
器失事者，自發生日起一
年內申請飛航國際包機，
除所申請包機之航線，於
航空器失事發生日前三個
月內有飛航者外，應不予
核准。但經民航局飛航安
全評議會評定其失事顯著
不可歸責於業者或無違反
民用航空法規之情事時，
不在此限。
業者申請飛航國際包
機之航線已有業者經營定
期航線班機時，應不予核
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並
經民航局核准者，不在此
限：

理規則申請核准後，始得
營運。
業者申請飛航國際包
機之航線已有業者經營定
期航線班機時，應不予核
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並
經民航局核准者，不在此
限：
一、春節、清明節、端午
節、中秋節或其他連
續三日以上假期及其
前後三日之國際客運
包機申請。
二、配合國際貿易旺季 之
臨時性國際貨運包機
申請。

一、春節、清明節、端午
節、中秋節或其他連
續三日以上假期及其
前後三日之國際客運
包機申請。
二、配合國際貿易旺季 之
臨時性國際貨運包機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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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之航線
，於失事發生日前三個
月內有飛航者外，應不
予核准，同時參照修正
條文第九條規定，增列
但書規定。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第
三項。

第六條附表國際航權分配技術面飛安考核評分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編
號
一

二

現行規定

評分 基準
項目 分數 評分原則
飛安 80 (一)新設立之業者以48分計算。
(二)以加權方式計算扣分如下：
事件
扣分=（10×一年以內裁處違規之失事事件數＋6×一年以前二年
以內裁處違規之失事事件數＋6×一年以內裁處違規之重大意外
事件數+4×一年以前二年以內裁處違規之重大意外事件數＋2×一
年以內裁處非屬失事及重大意外事件之違規件數＋1×一年以前
二年以內裁處非屬失事及重大意外事件之違規件數）×(該業者
飛行架次之權重數)。
(三)本項扣分以80分為限。
註：(該業者飛行架次之權重數)=(二年以內各業者之中最高飛行架
飛安
管理

80

次)÷(二年以內該業者飛行架次)
(一)新設立之業者第一年以其他業者之平均分數計算。
(二)最近一年以內經民航局依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發函限期
改善者，每次扣1分，一年以前二年以內，每次扣0.5分。
(三)業者對飛安重視程度：
1 最近一年以內業者總經理以上高階主管、航務、機務、飛安主
管無故未出席飛安管理重大會議（含策略會議、高階主管研討
會及航務、機務、飛安主管研討會等同等級會議）情形，每一
次扣 1 分。
2 業者最近一年以內依據民航局所列之安全績效指標提報相應
之年度安全績效指標/目標與安全計畫，經民航局於每年 1 月
底前同意備查者加 1 分。
3 業者最近一年以內依據民航局所列飛航作業品保系統每季提
報之統計項目及改善措施，經民航局於每季結束後 15 日內同
意備查者，每一次加 0.25 分。

補償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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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本綱要第九條限制不得參與國際航權分配之業者，如經民航局飛
航安全評議會評定無違反民用航空法規之情事時，得於飛安考核補
償加分 10 分。

說明
一、為強化業者飛安為
編 評分 最高
先之社會責任，故
號 項目 分數 評分原則
不論其是否有受綱
一 飛安 80 (一)新設立之業者以48分計算。
要第九條不得參與
(二)以加權方式計算扣分如下：
事件
國際航權分配之處
扣分=（10×一年以內裁處違規且自發生日起一年以內未受第七條
分，舉凡經裁處可
處分之失事事件數＋6×一年以前二年以內裁處違規之失事事件數
歸責業者之案件，
＋6×一年以內裁處違規之重大意外事件數+4×一年以前二年以內
均列入扣分，爰修
裁處違規之重大意外事件數＋2×一年以內裁處非屬失事及重大意
正附表編號一「飛
外事件之違規件數＋1×一年以前二年以內裁處非屬失事及重大意
安事件」評分項目
外事件之違規件數）×(該業者飛行架次之權重數)。
中評分原則（二）
(三)本項扣分以80分為限。
內容。
註：(該業者飛行架次之權重數)=(二年以內各業者之中最高飛行架次)
二、為落實各業者安全
÷(二年以內該業者飛行架次)
管理系統之安全績
二 飛安 80 (一)新設立之業者第一年以其他業者之平均分數計算。
效透過「數據化指
(二)最近一年以內經民航局依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發函限期改
管理
標」以進行飛安改
善者，每次扣1分，一年以前二年以內，每次扣0.5分。
(三)業者對飛安重視程度：
善工作，並督導業
1最近一年以內業者總經理以上高階主管無故未出席飛安管理重大
者自我管理，修正
會議（含策略會議、高階主管研討會等同等級會議）情形，每一
附表編號二「飛安
次扣1分
管理」評分項目中
2最近一年以內業者之航務、機務、飛安主管無故未出席飛安管理
評分原則(三
重大會議（含策略會議及航務、機務、飛安主管研討會等同等級
)內容，以強化對業
會議）情形，每一次扣0.5分
者之管理，；另將
(四)本項扣分以 80 分為限
「最高分數」修正
為「基準分數」，
並將「總分合計」
刪除，以符計算需
總分合計
160
求。
補償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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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本綱要第九條限制不得參與國際航權分配之業者，如經民航局飛航
安全評議會評定無違反民用航空法規之情事時，得於飛安考核補償加
分 10 分。

註：1.本表之評分計算期間，以雙邊通航協定簽署日之前一個月月末往前推算二年。
註：1.本表之評分計算期間，以雙邊通航協定簽署日之前一個月月末往前推算二年。
2.新設立之業者，係指取得營運許可未滿二年之業者。
2.新設立之業者，係指取得營運許可未滿二年之業者。
3.飛安事件中裁處違規之失事事件、重大意外事件及非屬失事及重大意外事件，係
3.飛安事件中裁處違規之失事事件、重大意外事件及非屬失事及重大意外事件，係
指依民用航空法第十章罰則之裁處案件（惟符合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一由
指依民用航空法第十章罰則之裁處案件（惟符合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一由
業者主動提報之非屬失事及重大意外飛安事件、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十四條中，
業者主動提報之非屬失事及重大意外飛安事件、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十四條中，
有關執行維修廠業務造成之違規案件、所屬航空人員個人違規案件，不列入扣分
有關執行維修廠業務造成之違規案件、所屬航空人員個人違規案件，不列入扣分
範圍）。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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