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3A

空運管理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25 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097008501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39 條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4 日交通部交航字第 1015009201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 條、第 7 條、第 9 條
至第 12 條、第 23 條、第 23 條之 1
第一條 本辦法依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非法干擾行為：指危及民用航空安全之下列行為或預備行為：
(一)非法劫持航空器。
(二)毀壞使用中之航空器。
(三)在航空器上或航空站內劫持人質。
(四)強行侵入航空器、航空站或航空設施場所。
(五)為犯罪目的將危險物品或危安物品置入航空器或航空站內。
(六)意圖致人死亡、重傷害或財產、環境之嚴重毀損，而利用使用中之航空
器。
(七)傳遞不實訊息致危及飛航中或停放地面之航空器、航空站或航空設施場
所之乘客、組員、地面工作人員或公眾之安全。
二、組員：指由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指派於飛航時在航空器內工作之人
員。
三、空廚餐飲：指使用於航空器上之食品、飲料及其有關設備。
四、侍應品：指除空廚餐飲外，於航空器上服務乘客之報紙、雜誌、耳機、
錄音帶、錄影帶、枕頭、毛毯、盥洗包及其他物品。
五、保安控制：指防止可能使用危險物品或危安物品，進行非法干擾行為之
措施。
六、管制區：指航空站經營人為執行出入管制所劃定之區域。
七、危安物品：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規定之槍砲、刀械或其他經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公告有影響飛航安全之虞之物品。
八、清艙檢查：指對航空器客艙及貨艙所作之檢查，以發現可疑物品、危險
物品或危安物品。
九、保安搜查：指對航空器內部及外部之澈底檢查，以發現可疑物品、危險
物品或危安物品。
十、安全檢查：指為辨認或偵測從事非法干擾行為之危險物品或危安物品，
所運用之科技或其他手段。
十一、乘客管制區：指介於乘客安全檢查點及航空器間之管制區。
十二、武裝空安人員：指為反制飛航中航空器非法干擾行為而攜帶警械上航
空器之執法人員。
十三、保安控制人員：指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及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
相連通之公民營機構指派之下列人員：
(一)保安主管。
(二)擬訂、訂定、修正航空保安計畫之人員或監督其執行之人員。
(三)於每一作業航空站之保安專責人員。
第三條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以下簡稱航警局)為各航空站之航空保安管

理機關，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各航空站保安計畫，於報請民航
局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前項航空站保安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法規依據及行政事項。
二、作業單位及任務。
三、航空站保安會之組成、職掌及其有關事項。
四、航空保安事項之通告。
五、航空站設施概況。
六、航空保安措施及應遵行事項。
七、非法干擾行為之處理。
八、航空保安訓練。
九、督導及考核。
十、其他有關事項。
於航空站內作業之各公民營機構，應遵守航空站保安計畫之各項規定。
第四條 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其
航空保安計畫，報請民航局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應訂定其航空保安計畫，報請民航局備查後實施。
變更時，亦同。
前二項航空保安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國際組織及義務。
二、國家責任及義務。
三、保安政策及組織。
四、乘客及其手提行李之保安。
五、乘客託運行李之保安。
六、組員及其手提行李與託運行李之保安。
七、乘客與託運行李之一致性。
八、航空器之保安。
九、空廚餐飲及侍應品之保安。
十、航空器清潔工作之保安。
十一、貨物及郵件之保安。
十二、保安作業人員之遴選。
十三、保安作業人員之訓練。
十四、非法干擾行為之緊急應變計畫。
十五、航空保安意外事件之通報程序。
十六、督導及考核。
十七、配合作業航空站及其他起降場所之特別保安程序。
十八、其他有關事項。
前項第四款乘客及其手提行李之保安，應包括確保被戒護人運送時，不
致產生安全顧慮之適當措施及程序。
租用航空器營運之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及外籍民用航空運輸
業，應於第三項第十八款中，敘明其租用航空器適用之保安規定及作業程
序。
第五條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及其他與管制區相連
通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通之公民營機構，應依其作業之航空站保安

計畫擬訂其航空保安計畫，於報請航警局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前項航空保安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保安政策及組織。
二、作業區域之安全防護。
三、人員及車輛進出管制區與作業區域之管制措施。
四、防止危險物品及危安物品非法裝載於航空器之保安措施。
五、保安作業人員之遴選。
六、保安作業人員之訓練。
七、非法干擾行為之緊急應變計畫。
八、航空保安意外事件之通報程序。
九、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
十、其他有關事項。
前項第十款之其他有關事項，應包括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之收貨程序
及收貨後之保安控制措施、航空站地勤業之機具設備管控與行李、貨物裝載
處理之保安控制措施或空廚業之餐車保安控制措施。
第六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監控航空器附近活動之人員及車輛，並防止
未經授權之人員進入航空器。
第七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航空器未作業或未維修時，應實施下列保安
控制措施：
一、關閉艙門。
二、撤離空橋或關閉機坪及乘客管制區與空橋相連通之進出管制門。
三、撤離登機梯、工作梯架及其他可供進出航空器之機具設備。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接獲非法干擾行為之情資或航警局通知時，應
派人監護其航空器，並對航空器停放之機坪及其周遭作詳細檢查。
第八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於航空器飛航前，實施清艙檢查或保安搜
查。
航警局於下列情形或必要時，得對航空器實施清艙檢查或保安搜查，並
於實施前，通知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一、接獲非法干擾行為之情資。
二、有其他治安或飛航安全之顧慮。
第九條 航警局應對經許可免受監護進入管制區及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南、北
部飛航服務園區之作業人員，實施背景查核，並定期複查。
前項背景查核，應包括身分及犯罪紀錄之調查。
第十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於乘客辦理報到劃位時，核對乘客身分證明
文件及要求乘客個別辦理行李託運。但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之航空保安計
畫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於乘客登機時，對其搭機文件進行核對。
第十一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防止託運行李於接收後或經航警局安全檢
查後，至航空器起飛前，被未經授權之人員接觸；如被未經授權之人員接
觸，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將該託運行李交由航警局重新進行安全檢查。
第十二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不得運送未登機乘客之託運行李。
未與乘客同機運送之行李，應再經航警局安全檢查後，航空器所有人或
使用人始得運送。但符合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不可歸責於乘客之事由。

二、全程施以保安控制。
三、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保安計畫內訂定其確認非屬乘客故意行為之方
式，並保存有關證明文件。
四、將該託運行李標明為非同機運送行李。
前項第一款不可歸責於乘客之事由，係指下列事項之一：
一、因行李分揀系統故障。
二、因運送遲延至無法接續運送。
三、因地勤裝載作業錯誤。
四、因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超賣機位致乘客無法登機。但不包括乘客自願
放棄搭機之情形。
五、因天候因素運送遲延經協助轉機或轉乘其他運輸工具。
六、因其他特殊事由經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確認安全無虞，並報請航警局
備查者。
第十三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防止乘客下機時，將其個人物品留置於客
艙內。
第十四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發現於乘客管制區範圍內，已通過及未通過
安全檢查之乘客有混雜或接觸之情形時，應要求乘客及其手提行李於登機
前，再經航警局安全檢查。
第十五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防止任何人進入作業中之報到櫃檯。航空
器所有人或使用人對保管或作業中之機票、登機證、行李條及乘客搭機文
件，應隨時防止被盜用。
第十六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接受武器託運時，應通知航警局派員確認
武器未裝填彈藥，並置於航空器飛航時無人可觸及之處。
第十七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防止貨物於收受後至航空器起飛前，被未
經授權之人員接觸。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發現貨物被未經授權之人員接觸時，應即通報航
警局處理。
第十八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站地勤業及空廚業，應確保空廚餐飲
及侍應品於裝載航空器前已經保安控制，並於進入管制區時，接受航警局檢
查。
第十九條 機關執行被戒護人解送作業，應填具被戒護人解送作業通知單(如附
件一)，並於搭乘航空器前二十四小時送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但經執行
機關與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協調同意者，不受二十四小時之限制。
機關執行無人戒護之被戒護人遣送作業，應填具無人戒護遣送作業通知
單(如附件二)，並於搭乘航空器前二十四小時送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但經執行機關與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協調同意者，不受二十四小時之限
制。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對前二項之解送及遣送作業，應進行風險評估，
認有風險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一、拒絕運送。
二、限制每班機運送之被戒護人人數。
三、協調執行機關加派戒護人。
第二十條 戒護人搭乘航空器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檢具執行機關證明文件辦理搭乘航空器手續。

二、不得攜帶武器進入航空器，如攜帶武器，應辦理託運。
第二十一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將戒護人及被戒護人之人數及乘坐位
置，通知機長及客艙組員。
組員不得提供酒精性飲料予戒護人及被戒護人，並不得提供金屬餐具及
各類刀具予被戒護人。
第二十二條 航警局得指派武裝空安人員，於航空器上執行保安任務，並於搭
機前七十二小時，通知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但緊急情況時，不受七十二
小時通知之限制。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接獲前項通知後，應轉知起運國、過境國及目
的地國之有關航空站作業單位。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載運經航警局核准攜帶武器進入航空器之其他人
員，準用前二項規定。
第二十三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地勤
業、空廚業及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通之公民營
機構，應指派適當人員擔任保安控制人員。
擬訂、訂定、修正航空保安計畫之人員或監督其執行之人員或於每一作
業航空站之保安專責人員，應於最近二年曾接受航空保安訓練課程並具有結
業或考驗及格之證明文件。
第二十三條之一 保安主管除應熟悉航空保安計畫、與其業務有關之各類手冊
及民航法規外，並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於最近二年曾接受航空保安訓練課程並具有結業或考驗及格之證明文
件。
二、擔任航空保安有關職務二年以上之經驗。
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之保安主管名單應報民航局備查。變更時
亦同。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及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並
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通之公民營機構之保安主管名單應報航警局備
查，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有足夠證據顯示航空器可能為非法干擾行
為之目標時，應依其航空保安計畫所訂之緊急應變計畫處理，並即通知航警
局；如航空器已起飛，另應即通報相關航空站及飛航管制單位。
第二十五條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得知航空器上發生非法干擾行為時，應
即通知航警局及民航局，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填具非法干擾行為事件初報表(如
附件三)送航警局及民航局；於七十二小時內完成民航局飛航安全作業管理系
統之填報作業。
航警局於得知航空站發生非法干擾行為時，應依前項規定通報民航局。
第二十六條 航警局應會同航空站經營人，訂定該航空站發生非法干擾行為之
緊急應變計畫，並定期實施演練。
第二十七條 航空貨運承攬業應檢送下列文件，申請航警局核准後，始得成為
保安控管人：
ㄧ、申請書(如附件四)。
二、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影本。
三、航空保安計畫。
前項第三款之航空保安計畫，應包含下列事項：

ㄧ、保安政策及組織。
二、保安義務及責任。
三、營業事項。
四、收取、處理及儲存貨物處所之特性。
五、貨物處理。
六、貨物運輸。
七、貨物檢查。
八、督導及考核。
九、保安作業人員之遴選。
十、保安作業人員之訓練。
十一、紀錄文件之備存。
十二、緊急應變計畫。
第一項保安控管人之核准有效期間為三年。保安控管人應於效期屆滿三
個月前，檢送第一項文件向航警局申請核准。
第二十八條 保安控管人應建立及更新已知託運人名單，並確認託運人符合下
列事項：
一、與保安控管人有商業往來紀錄。
二、已簽署航空保安聲明。
三、貨物於交付保安控管人前，均處於保安控制下。
前項第二款航空保安聲明之有效期間不得逾二年。
保安控管人應保存已知託運人名單及已知託運人航空保安聲明二年以
上，以備查核。
第二十九條 保安控管人應確認已知託運人之貨物符合下列事項，始得認定為
已知貨物：
一、貨物係由已知託運人所委託之工作人員運送。
二、已知託運人具備有效之託運文件；文件如有修正，應有已知託運人之簽
名。
第三十條 保安控管人應執行下列保安控制措施：
一、收受已知貨物時，依已知託運人所填寫之資料，核對及檢查貨物之種
類、數量及外觀。
二、經區別之非已知貨物，應送至航警局指定地點接受安全檢查後，始得視
為已知貨物。
三、對前二款之貨物，應防止遭受非法干擾行為直至交由航空貨物集散站經
營業者接收為止。
四、於運送過程中，不得將運送車輛處於無人監管狀態或於非排定行程中停
留。
第三十一條 保安控管人運送已知貨物時，應確認運送之車輛及駕駛人符合下
列事項：
一、運送之車輛應係保安控管人所有或係與保安控管人訂有合約之汽車運輸
業者之運送車輛。
二、駕駛人應具備有效身分證明文件。
第三十二條 保安控管人應對進出其收取、處理、儲存貨物處所之人員、車輛
及所攜帶、載運之物品，實施管制。
保安控管人應要求已知託運人依前項規定實施管制。

第三十三條 民航局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國家民用航空保安品質
管制計畫，於報請交通部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航警局、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品質管
制計畫及其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其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於報請民航局核
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
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通之公民營機構及保安控管人，應依國家民用
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及其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其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畫，
於報請航警局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四條 民航局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訓練
計畫，於報請交通部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航警局、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訓練計
畫，擬訂其航空保安訓練計畫，於報請民航局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
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相連通之公民營機構及保安控管人，應依國家民用
航空保安訓練計畫，擬訂其航空保安訓練計畫，於報請航警局核定後實施。
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五條 航警局、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
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業、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區
相連通之公民營機構及保安控管人，應依其航空保安訓練計畫，對所屬人員
實施保安訓練及考驗，並應每二年實施複訓及考驗。
未依限完成前項之訓練並經考驗及格之人員，不得從事與保安控制有關
之工作。
訓練紀錄應保存三年以上，以備查核。
第三十六條 民航局得派員查核、檢查、測試或評估航警局、民用航空運輸業
及普通航空業之航空保安措施及航空保安業務。
航警局得派員查核、檢查及測試航空站內作業之各公民營機構及保安控
管人之航空保安措施及航空保安業務。
第三十七條 任何人對航空保安資料，應予保密。
前項航空保安資料，包括下列事項：
一、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畫。
二、各航空站保安計畫。
三、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地勤
業、空廚業、保安控管人及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制
區相連通之公民營機構之航空保安計畫。
四、其他國家所提供應保密之航空保安資訊。
第三十八條 在我國境內營運之外籍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適用本辦法第六
條至第八條、第十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規定。
第三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一
被戒護人解送作業通知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預計搭機行程：
中文姓名
航空公司
英文姓名
被
起迄地點 ( 含過境及
國 籍
戒
轉機點)
護 身分證(或護照) 號碼
班機號碼
人
班機起飛日期
出生年月日
班機起飛時間
性 別
運送原因：
□遣送出境 □拒絕入境 □人犯，受戒護乘客____人，戒護人員____人。
中文姓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英文姓名
戒 國籍
戒 國籍
護
護
人 身分證(或護照)號碼
人 身分證(或護照) 號碼
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
性別
性別
□ 攜帶武器：戒護人員攜帶武器人數___人，武器型式與數量：
(攜有武器者，應按台灣地區民航機場安全檢查作業規定第 15 點之槍彈代管規定辦理託運)
乘客搭乘意願
□自願 □非自願
風險評估
□無風險 □低風險 □高風險
拒絕入境或遣送出境原因或犯罪類
別
乘客精神及生理狀態描述(已知時方
須填寫)
飛航中應注意之特殊狀況及預防措
施
過境站、轉機站及目的站相關手續 1 過境或轉機站手續是否辦妥？
□是 □否
2 過境或轉機時是否需羈押或需派人戒 □是 □否
護？
3 目的站是否同意入境？
□是 □否
備註(例如其他需航空公司協助事項)：
申請單位 聯 絡 人
申請單位(主管)簽章：
服務單位
職
稱
二十四小 時 聯 絡 電 話
註一：本表請於搭乘航班起飛二十四小時前送達航空公司辦理。
註二：本表如不敷使用，請使用另表填寫。

附件二
無人戒護遣送作業通知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預計搭機行程：
航空公司
起迄地點(含過境及轉機點)
班機號碼
班機起飛日期
班機起飛時間
運送原因：
□遣送出境 □拒絕入境，乘客____人。
中文姓名
中文姓名
被 英文姓名
被 英文姓名
遣 國籍
遣 國籍
送
送
人 身分證(或護照)號碼
人 身分證(或護照)號碼
員
員
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
性別
性別
乘客搭乘意願
□自願 □非自願
風險評估
□無風險 □低風險 □高風險
拒絕入境或遣送出境原因
1 有逃亡紀錄？ □是□否
乘客精神及生理狀態描述
(已知時方應填寫)
2 有暴力傾向？ □是□否
3 有精神異常？ □是□否
飛航中應注意之特殊狀況及
預防措施
過境站、轉機站及目的站相 1 過境或轉機站手續是否辦妥？
□是□否
關手續
2 過境或轉機時是否應羈押或派人戒護？ □是□否
3 目的站是否同意入境？
□是□否
4 到達目的地後，乘客可自行離去？
□是□否
5 乘客應交予目的地接收單位及人員：
單位：
人員：
備註(例如其他需航空公司協助事項)：
執行遣送之單位聯絡人
執行遣送之單位(主管)簽章：
單 位 名 稱
職
稱
二十四小 時 聯 絡 電 話
註一：本表請於搭乘航班起飛二十四小時前送達航空公司辦理。
註二：本表如不敷使用，請使用另表填寫。

附件三
非法干擾行為事件初報表
UNLAWFUL INTERFERENCE NOTIFICATION FORM
編號 No.

通報對象
民航局
航警局
Unit to be notified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Aviation Police Office
通報電話
Phone No.
傳真號碼
Fax No.
航空公司
機型
Operator
Aircraft Model
班次號碼
註冊號碼
Flight No.
Registration No.
目的地
實際降落機場
Destination
Actual Landing Point
事件發生日期
年 Year
月 Month
日 D ay
Date of Occurrence
事件發生時間
Time of Occurrence

A P

上午/下午 M/ M

時 Hour

分 Minute

事件發生地點

Location of Occurrence

事件簡述
Summary of Occurrence

通報人
Notified by

通報單位
unit

聯絡電話
Phone No.

請勿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登記人
通報登記時間 月 Month 日 Day
Duty Officer
Notification
recorded at
以下

時 Hour 分 Minute

附件四
保安控管人申請書

一、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中文）
公司名稱（英文）
地址
電話
傳真

號碼

負責

人姓名

人身分證字號
公司統一編號
(請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公司(或負責人)電子郵件信箱
貨物運作及儲存區地點 1
(如與公司地址不同，請註明)
貨物運作及儲存區地點 2
(如與地點 1 不同，請註明)
貨物運作及儲存區地點 3
(如與地點 2 不同，請註明)
二、保安聲明
謹此聲明 ，本公司 現 申請註 冊為保 安 控 管人，於註 冊為保 安 控 管人後， 即 有 責任 備 存 一 份保
安控管人保安計畫書；亦充分瞭解，在成為保安控管人期間，本公司應接受內政部警政署航
空警察局檢查人員之檢查。
謹代表
公司印鑑
公司名稱
負責

負責

人簽署

簽署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