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草案總說明
配合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運安會）之設置，及運輸事
故調查法（以下簡稱本法）之訂定，並為改善水路運輸安全及保障民眾權
益，爰依據本法第三十八條授權規定，並參酌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海事安全調查章程（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CI Code）」與其他國家相關調查規範，擬具「水路事故調查作業處
理規則」草案，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本規則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配合實務運作需要，訂定名詞定義。
（草案第二條）
三、運安會參與境外水路事故調查之團隊組成及費用來源。
（草案第三條）
四、為利事故後續之判定或調查，明定船舶所有人、相關人員或政府機關
（構）之通報義務及通報方式。
（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相關機關（構）應通報事故之狀況種類。
（草案第五條）
六、為利事故之認定，明定相關機關（構）應協助現場調查官執行任務。
（草案第六條）
七、為能客觀公正認定水路事故，明定運安會應建立之認定機制。
（草案
第七條）
八、基於調查人力及調查經費之有限性，明定運安會得審度調查之必要
性中止調查工作。（草案第八條）
九、為維持事故相關區域之秩序及安全，明定相關調查人員應持調查識
別證進入事故管制區。
（草案第九條）
十、為利調查作業之進行，明定相關機關（構）於水路事故發生後應協助
之事項。
（草案第十條）
十一、 為保全事故現場之船舶殘骸，防止現場遭人為破壞，並避免危險物
品危及民眾安全，明定相關機關（構）應提供之協助。
（草案第十
一條）
十二、 為確保航行資料紀錄器紀錄之完整性，規定船舶營運人或船長於
水路事故或疑似水路事故發生後，應儘速下載航行資料紀錄器資
料。
（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 為遂行調查作業之進行，明定相關機關（構）應協助專案調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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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必要措施，並提供所蒐集之資訊。（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 為防止事故後延伸災害發生，及協助專案調查小組作業，明定經濟
部之協助義務。（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 為避免影響交通及發生二次災害，明確規範事故現場管理機關清
理現場必要之範圍。（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 為保障其他有實質利害國家之權益，明定運安會於水路事故發生
後，應儘速通報各相關國家。（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 為執行調查作業，訂定專案調查小組之組成成員。
（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 為確保專案調查小組成員遵守主任調查官指揮及保密義務，明確
賦予主任調查官停止違反該義務成員參與調查工作之權力。
（草案
第十八條）
十九、 明定專案調查小組人員於承諾保密及獲得主任調查官同意後，所
能參與調查作業之內容。（草案第十九條）
二十、 為保障人民對保有運具及載運物品之合法權利，規範運安會歸還
證物之條件。
（草案第二十條）
二十一、 為避免受訪談人員受到陪同人員影響，造成心理壓力乃至影響
訪談內容，明定受訪談人員之陪同人員須具備之條件。
（草案第
二十一條）
二十二、 訂定限制公開訪談錄音、紀錄及限閱文件之條件。
（草案第二十
二條）
二十三、 訂定國內外機關（構）及被調查單位於收到調查報告草案後，提
出至運安會委員會議陳述意見之書面申請時限。
（草案第二十三
條）
二十四、 為改善我國水路安全，規範運安會收到事故發生地調查機關轉
發之調查報告應有之作為（草案第二十四條）
。
二十五、 授權運安會參照國際規範訂定行政規則。
（草案第二十五條）
二十六、 訂定本規則施行日期。
（草案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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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草案
條

文 說

第一章

總則

訂定本章章名

第一條 本規則依運輸事故調查法（以 本規則之訂定依據。
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規定訂定之，
適用於水路事故調查。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訂定用詞定義，以資明確。
一、船舶：指依船舶法第四條所定
之船舶。
二、水路事故：指水路失事及水路
重大意外事件，若船舶涉及與
船舶法規定外船舶之水路事
故，該規定外之船舶亦須接受
運安會調查。
三、水路失事：指客船、載客小船、
娛樂漁業漁船及有償方式搭載
不特定人員之船舶，或總噸位
一千以上之船舶於運行中發生
非故意行為之事故，且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人員死亡。
（二）船舶全損。
（三）對環境有重大影響。
四、水路重大意外事件：指客船、載
客小船、娛樂漁業漁船及有償
方式搭載不特定人員之船舶，
或總噸位一千以上之船舶於運
行中發生非故意行為之事故，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造成十人以上之傷害或失
蹤。
（二）船舶實質損害、棄船或失
蹤。
（三）船舶擱淺或無法使用。
（四）對船舶外之水路基礎設施
造成實質損害，可能嚴重
危及船舶、其他船舶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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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員安全。
（五）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六）其他經運安會認定事故調
查可增進水路運輸安全。
五、死亡或傷害：指非因自然因素、
自身行為、他人入侵、或因偷渡
藏匿於非乘客及船員乘坐區域
所致，且因下列情形之一所致
者：
（一）該人處於船舶之內。
（二）船舶之任何部位直接觸及
該人，包括已自船舶分離
之部分。
六、傷害：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受傷後七日之內須住院治
療四十八小時以上者。
（二）骨折。但不包括手指、足趾
及鼻等之骨折。
（三）撕裂傷導致嚴重之出血或
神經、肌肉或筋腱之損害
者。
（四）任何內臟器官之傷害者。
（五）二級或三級之灼傷，或全身
皮膚有百分之五以上之灼
傷者。
（六）證實曾暴露於感染物質或
具傷害力之輻射下者。
七、實質損害：顯著影響或損壞船
舶、水路基礎設施之結構完整
性、性能或操作特性，而通常須
經大修或更換受損之組件者。
八、失蹤：指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
員會（以下簡稱運安會）認定之
搜尋終止時，人員或船舶殘骸
仍未發現者。
九、授權代表：指水路事故發生後，
事故船舶登記國、船舶所有人
或營運人國籍國、船舶設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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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國及相關國家官方指派之
個人，有權率領該國一名或數
名顧問參加事故發生國或其委
託國家主導之水路事故調查工
作者。
十、值日官：指由運安會調查人員
輪替擔任，二十四小時值勤，負
責處理水路事故通報作業之人
員。
十一、 現場調查官：指運安會知悉
水路事故或疑似水路事故
後，由運安會指定，負責指揮
先遣小組執行水路事故現場
認定及調查相關作業之水路
調查官。其任務於主任調查
官任命後終止。
十二、 先遣小組：指由運安會調查
人員組成，執行水路事故認
定、現場勘查及蒐集事故資
訊之任務編組。
十三、 主任調查官：指水路事故發
生後，經運安會依本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指定負責
現場調查作業、召集成立專
案調查小組及指揮水路事故
調查等工作之運安調查官。
十四、 專案調查小組：指由主任調
查官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召集成立之調查組織，於調
查期間，受主任調查官指揮，
進行相關作業。
十五、 調查指揮中心：指為執行現
場調查及專案調查小組進行
會議、任務簡報等相關作業
所設置之指揮、管制、通訊及
後勤支援之場所。
十六、 航行資料紀錄器：指記錄船
舶系統、性能、環境參數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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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語音之裝置。
十七、 實質利害關係國：指涉及水
路事故之船舶登記國、沿岸
國、環境受重大影響國、死亡
或傷害人員國籍國，及其他
有利害關係之國家。
第三條 本法第六條第三項境外水路
事故發生後，運安會於接獲事故發生
地調查機關之邀請，應立即指定授權
代表，並邀請事故船舶所有人、營運
人、船舶設計者、船舶製造者及交通
部航港局（以下簡稱航港局）人員組
成團隊，參加調查作業。
前項參加調查之相關費用，由
各機關（構）自行支付。

本條旨在明訂運安會依本法第六條第
二項派遣人員前往境外從事調查前，
所邀請團隊人員之組成，以及此等人
員相關費用來源。

第二章

訂定本章章名

水路事故通報

第四條 本法第六條之水路事故或疑 為利後續事故之判定或調查，明確規範
似水路事故發生後，船舶所有人或其 相關人員及相關機關（構）於水路事故
代理人、營運人、船長或小船駕駛、 或疑似水路事故發生後，應儘速於本
港口經營管理機關（構）、航港局、 法第九條規定期限內通報運安會，以
科技部、教育部、海洋委員會及行政 及通報方式。
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
應於本法第九條規定期限內，儘速以
電話將已知事故情況通報運安會值
日官，並填具水路事故通報表，以傳
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傳至運安會。
第五條 船舶所有人或其代理人、營運 訂定水路事故或疑似水路事故發生後，
人、船長或小船駕駛、港口經營管理 相關人員及政府機關（構）之通報義
機關（構）、航港局、科技部、教育 務，及明確規範應通報之事故種類。
部、海洋委員會及農委會應通報下列
水路事故或疑似水路事故：
一、 四人以上之人員傷害。
二、 人員死亡或失蹤。
三、 船舶棄船或失蹤。
四、 與船舶安全操作直接相關之船
員，無法履行其職責而對人員、
財產或環境的安全構成威脅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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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船舶裝備故障，對人員、財產或
環境的安全構成威脅者。
六、 須採取緊急措施，以避免水路
事故者。
七、 船 舶 或 水 路 基 礎 設 施 實 質 損
害，或有充分理由認為該船舶
或水路基礎設施遭受實質損
害。
八、 船舶發生沉沒、傾覆、浸水、擱
淺、碰撞、失火、爆炸。
九、 船舶之貨物落海或移動影響適
航性者。
十、 船上意外釋放危險或輻射物質
達國際海運危險品章程之通報
標準者。
十一、 油外洩達一百公噸以上。
十二、 其他有造成人員死亡、傷害、
船舶實質損害或對環境有重
大影響之虞者。
第三章

水路事故認定

第六條 運安會接獲通報後，認有必要
時，得先行任命現場調查官，率領先
遣小組至事故現場，執行事故認定必
要之作為，包含留置證物及證人。船
舶所有人、營運人、事故地區之地方
政府、港口經營管理機關（構）、航
港局、海洋委員會或其他相關機關（
構），應協助現場調查官執行任務。

訂定本章章名
為利事故認定工作之進行及現場調查
官執行任務，爰明定水路事故發生後，
相關人員及相關機關（構）之協助義
務。

第七條 運安會應依通報內容及先遣 為能客觀公正認定通報事件是否屬於
小組蒐集之資料，認定通報事件是否 水路事故，爰規範運安會應建立一認
為水路事故，必要時並得組成審查會 定機制以避免爭議。
對認定之爭議進行審查。
第八條 運安會經審度調查之必要性 基於調查人力及調查經費之有限性，明
後，得於事故調查進行時中止調查， 定運安會於事故調查進行時，得依據所
但應述明理由。
第四章

水路事故現場處理

蒐集到之各項資料及實際狀況，中止調
查。
訂定本章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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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先遣小組及專案調查小組人 為維持事故相關區域之秩序及安全，明
員應持運安會核發之調查識別證進 定先遣小組及專案調查小組人員進入
入事故現場、殘骸搜尋區、存放區、 事故管制區時，須配帶運安會核發之
重建區、調查指揮中心、港區等與事 調查識別證。
故相關之管制區。
第十條 水路事故發生後，船舶所有人 為利調查作業之進行，明定相關機關
、營運人、事故地區之地方政府、港 （構）於水路事故發生後應協助之事
口經營管理機關（構）、航港局、國 項。
防部、科技部、教育部、海洋委員會
及農委會，除協助專案調查小組指定
之調查及處理作業，並應依其職權協
助下列事項：
一、 蒐集人員傷亡情況。
二、 蒐集船舶損害狀況。
三、 蒐集水路事故現場情況。
四、 對船員實施酒精及藥物測試。
五、 航行資料紀錄器與其他船舶紀
錄裝置之位置協尋。
六、 船員及現場目擊證人之聯絡資
料並記錄其陳述內容。
七、 運送及空偵。
第十一條 水路事故發生後，事故地區
之地方政府、港口經營管理機關（構
）、航港局或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得於
不影響法定職務情形下，提供調查指
揮中心作業及船舶殘骸暫存所需場
地、通信及辦公設備。
運安會得協請港口經營管理機
關（構）及各警察機關對事故地區執
行必要之安全維護及戒護措施，避免
事故船舶之殘骸或所裝載之危險物
品危及民眾安全，並防止現場遭人為
破壞。
第十二條

為保全水路事故現場之船舶殘骸，防止
現場遭人為破壞，並避免危險物品危
及民眾安全，爰明定相關機關（構）應
提供之安置及戒護等協助。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 一、 參酌國際海事組織為協助水路事

定，船舶營運人或船長應儘速於水路
事故或疑似水路事故發生後，下載航
行資料紀錄器資料，確保相關資料完
整。

故調查，對於船舶裝置航行資料
器之規範如下：
（一） 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以後
建造從事國際航線之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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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總噸位大於三千之貨船
應裝設航行資料紀錄器。
（二） 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以前
建造之船舶應裝設航行資
料紀錄器或簡易型航行資
料紀錄器。
（三） 以上紀錄器之記錄時間皆
為十二小時。
（四）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以後
裝設於從事國際航線客船
及總噸位大於三千貨船之
航行資料紀錄器，記錄時
間應為四十八小時或七百
二十小時。
二、 依據上述，顯見航行資料紀錄器
之記錄時間有其限制，為確保事
故相關資料完整，以利後續調查
作業，爰規定船舶營運人或船長
於水路事故或疑似水路事故發生
後，應儘速下載航行資料紀錄器
資料，避免重要紀錄遺失。
第十三條 內政部、國防部、交通部、
海洋委員會、地方政府或其他運安會
認為適當且受委託之民間業者於調
查期間，得按專案調查小組要求採取
空中監測、攝影等措施，並將蒐集之
資訊儘速通報運安會。

為遂行調查作業，明定相關機關（構）
應協助專案調查小組執行空中監測、
攝影等必要措施，並提供所蒐集之資
訊。

第十四條 水路事故發生後，為防止發 為防止水路事故後發生二次延伸災害，
生二次延伸災害，專案調查小組得要 明定經濟部之協助義務。
求經濟部督導相關公民營事業，提供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圖、
標示資料及其他必要之資料圖表。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發生之虞 依據本法第十三條規定，除為救援、消
者，事故現場管理機關與運安會得依 防及交通之必要外，事故現場應維持
本法第十三條規定同意對水路事故
之現場進行必要之清理：
一、 殘骸受到二度破壞。
二、 發生二次災害。

現場之完整，惟如有重大影響交通而
有清理現場之必要，應由事故現場管
理 機 關徵得 主 任調查 官 之同意 而 為
之，爰明確規範必要清理現場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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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民眾受到傷害。
四、 環境污染。
五、 港區或航道無法運作。
第五章

水路事故調查

訂定本章章名

第十六條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之水路 水路事故發生後，為保障其他有實質利
事故發生後，運安會應儘速通報其他 害國家之權益，爰規範運安會應儘速
實質利害關係國。
通報各相關國家。
第十七條 主任調查官為執行本法第 一、主任調查官為執行調查作業，應
十一條規定，認有必要時，應邀請下
成立專案調查小組，爰訂定專案
列機關（構）之代表及專家組成之調
調查小組之組成成員。
查團隊，加入專案調查小組：
二、運安會對重大事故之調查旨在避
一、 航港局。
免類似事故再發生，不以處分或
二、 事故有關機關（構）。
追究責任為目的；律師與保險公
三、 船舶所有人或營運人。
司代表則以追究責任及求償為主
四、 船舶登記國、製造國、設計國、
要訴求。為維護運安會之調查原
船舶所有人、營運人國籍國及
則及目的，爰於第二項排除律師
實質利害關係國之水路事故調
與保險公司代表等特定人員參與
查機關。
專案調查小組。
五、 其他水路運輸安全相關專業組
織。
律師及保險公司代表不得參與
專案調查小組。
第十八條 前條參與調查之人員如不
遵守主任調查官之指揮或違反保密
切結事項，主任調查官得停止其參與
專案調查小組工作。

本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
二條規範專案調查小組成員有保密及
遵守主任調查官指揮之義務，爰此明
確賦予主任調查官對於不遵守指揮或
違反保密承諾之專案調查小組成員，
具有停止其參與調查工作之權力。

第十九條 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船舶 訂定專案調查小組人員於承諾保密及
登記國、製造國、設計國、船舶所有 獲得主任調查官之同意後，所能參與
人、營運人國籍國及實質利害關係國 調查作業之內容。
之水路事故調查機關授權代表，於書
面承諾保密及獲得主任調查官之同
意，得從事下列工作：
一、 探查現場。
二、 檢視船舶殘骸。
三、 會同專案調查小組人員獲取證
詞及提出訪談目擊證人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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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四、 檢視相關證據。
五、 獲取相關文件影本。
六、 參與航行資料紀錄器之解讀過
程。
七、 參與現場外調查工作，如零組
件檢視、技術簡報、測試與模
擬。
八、 參加有關分析報告、調查結果、
原因及改善建議等之調查進度
會議。
九、 對各項調查過程提出建議。
第二十條 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運安
會得優先保管有關證物。於調查期間
，得將已無調查需要之有關證物返
還相關機關（構）。
運安會於調查報告發布後，應儘
速將船舶、殘骸、文件及手冊等相關
證物返還有關機關（構）。

為保障人民合法之權利（對於運具以及
載運物品的所有權）
，明確規範運安會
歸還證物之條件：
一、調查期間已無調查需要之證物。
二、調查報告發布後。
三、涉及人員傷亡案件，獲檢察機關同
意後。

水路事故如涉及人員傷亡，須獲
檢察機關同意後，始得將相關證物返
還有關機關（構）。
第六章

訪談

第二十一條 受訪談人員得於訪談前
要求容許一名陪同人員進入訪談現
場；受訪談者之主管、雇用人、律師
、保險人員或司法檢調人員非經運
安會同意，不得擔任陪同人員。
受訪談人員之陪同人員承諾不
對外揭露訪談內容及不妨礙訪談後，
始得進入訪談現場。
訪談過程中，受訪談人員應據實
陳述運安會專案調查小組所提問題，
陪同人員於訪談進行中不得發言或

訂定本章章名
事故調查之目的旨在避免類似事故之
再發生，而非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
的，故專案調查小組訪談案件相關人
員，目的係希望受訪談者在無任何壓
力情形下，真實說出事故發生當時之
實際情況，此對發現事故可能肇因有
莫大幫助。如受訪者之主管或雇用人
等亦進入訪談現場，可能影響受訪者
之心理及發言內容，爰此明定訪談者
陪同人員之條件與承諾，及其於訪談
過程中所受到之限制；另亦規範受訪

干擾、妨礙訪談，但受訪談人員得與 談人員於訪談後，所應遵守之保密原
陪同人員討論之。
則。
受訪談人員之主管或僱用人不
得於訪談前，為任何形式之行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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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談人員對事實之陳述或妨礙訪
談。
訪談現場除專案調查小組許可
之人員外，不得進入。
受訪談人員於訪談後，不得對外
揭露訪談內容。
第二十二條 訪談錄音、紀錄及任何限 為保護個人隱私，明定限制公開訪談錄
閱文件，有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 音、紀錄及限閱文件之條件。
二條或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第
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
第七章

調查報告審議及改善建議

訂定本章章名

第二十三條 國內外機關（構）及被調 訂定國內外機關（構）及被調查單位於
查單位得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收到調查報告草案後，提出至運安會
規定於收到審核後之草案十五日內， 委員會議陳述意見之書面申請時限。
以書面申請至運安會委員會議陳述
意見。
第二十四條 本國籍船舶發生之水路 一、如本國籍船舶發生之水路事故由
事故由他國事故調查機關主導調查
他國事故調查機關主導調查，我
者，相關機關（構）應於收到運安會
國於收到安全建議之後，依本法
轉發他國事故調查機關之運安改善
第二十七條辦理。
建議九十日內，告知運安會已採取或 二、為改善我國水路運輸安全，運安
考慮採取之改善措施，有窒礙難行之
會得於他國調查機關完成調查報
處，亦應敘明理由。
告後，就其調查發現提出安全改
為改善水路安全，運安會得參考
善建議。
前項他國事故調查機關之事故調查
報告，對政府有關機關提出改善建議
。
第八章

附則

訂定本章章名

第二十五條 水路事故之通報、認定、 本條旨在授權運安會參照國際共通共
現場處理、訪談、調查及報告發布有 守之規範，隨時訂定或修正相關行政
關事項，涉及國際事務而本規則未規 規則。
定者，運安會得參照有關國際公約及
其附約所定標準、建議、辦法或程序
，另定行政規則補充本規則有關之
規定。
第二十六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訂定本規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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