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公航空站為民服務白皮書

(108.01)

一、馬公航空站位置、面積、跑道長度、近三年進出旅客人數、貨
運噸數、航機起降架次、與軍方協議分管資料如后：
(一）澎湖機場位於澎湖縣湖西鄉，為軍民合用機場，機場之總
面積計 214 公頃，跑道長度為 3,000 公尺，寬度 45 公尺，
平行滑行道 1 條長度 3,000 公尺。
(二）近三年（105、106、107）營運量
年度

105

106

107

旅客人次

2,320,249

2,380,265

2,528,820

航機架次

35,682

31,144

38,958

貨運量
(公噸)

6,060.7

5,662.7

5,869.8

項目

(三)軍方協議分管資料：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與空軍馬公基
地勤務隊所簽訂之「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使用空軍基地
協議書」及「軍民航空器失事消防搶救支援協議書」。
二、馬公航空站有關消防安全、醫療救護、班機動態訊息提示、雙
語標示與動線安排、無障礙設施、清潔服務、餐飲、免稅商店、
一般商店服務、大眾交通聯外設施、金融郵務服務設施、電子
商務與網路服務設施、停車場、休閒遊憩設施、公共藝術展示
空間、設置聯合後補櫃檯等各項服務設施說明如后：
（一）消防安全：
1.航站設有自動偵測灑水系統乙套、消防栓自動給水系統乙
套、消防煙霧偵測系統乙套、手提式 10 磅滅火器 208 具。
2.配備 3000 加侖泡沫消防車 2 輛及 1500 加侖泡沫消防車 1
輛，並成立消防班全日待命值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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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救護：
1.馬公航空站於航廈成立護理站，針對身體不適之民眾提供
必要之護理服務及協助後送就醫事宜。
2.與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及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訂定支援
協議，以因應航空器失事或其他重大災害時，提供緊急醫
療救護。
3.航廈一、二樓設有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5 部，提供
大眾於第一時間緊急協助搶救突發性心跳停止者使用；又
為使急救教育普及化，加強航站員工急救教育，於 107 年
3 月 7 日委託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辦理 CPR+AED 教育訓練，
完成航站 70％以上員工均已接受 CPR+AED(心肺復甦術加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訓練，並同時獲得澎湖縣政府
衛生局轉頒衛生福利部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安
心認證。
4.本站 104 年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合作，洽請中華電信捐助
健康便利站設備，裝置於內候機室。107 年再與澎湖縣政
府衛生局合作於 1 樓報到大廳增設「雄健康-智慧健康照
護站」，目前本站內、外候機室皆有提供旅客健康檢測設
備，讓旅客進行自主健康管理，關心健康。
(三）班機動態訊息提示：
1.設置航機資訊顯示系統乙套，提供航機到、離站 LED 顯示
字幕共 6 台、電視螢幕顯示 16 台。
2.天氣字幕機乙台。
3.各登機門班機動態字幕機 8 台。
(四）設置聯合候補櫃檯：
1.104 年 12 月設置 4 座聯合候補機檯，免除旅客位登記候
補機位往來奔波，方便旅客取得即時補位資訊及辦理補
位，落實「一處收件全程服務」概念。同時訂定「馬公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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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站 候補 登記系 統 標準 作業程 序 ( 含作 業說明 與 流程
圖)」，維護旅客權益，並可供即時掌握現場候補人數，
機動協調航空公司加開班機疏運。
2.106 年 1 月聯合候補登記系統新增「軍機」候補作業功能，
減少人工作業造成的資料抄錄錯誤狀況，加速旅客保險登
記、製發收據及登機證等作業，有效縮短報到作業時間。
107 年 6 月 18-19 日共啟動 10 架次軍機疏運，系統運作
正常，即時疏運 700 人次。
3.106 年 6 月完成架設錄影鏡頭疏運候補現況 Live 直播，
提供更即時的現場候補資訊，有效掌握現場旅客候補人
數，機動協調航空公司加開班機或啟動軍機疏運。
(五)雙語標示與動線安排：
1.目前航廈標示牌除以中、英文雙語方式標示外，部份標示
另加圖案表示，方便於旅客之辨識。
2.到離站旅客行進動線安排，均依以旅客便捷、安全、舒適
之原則。
(六)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停車位 14 位(含機車 2 位)、無障礙坡道 1 處、無
障礙專用廁所 10 間、無障礙廁位 23 處、電梯 5 座、電扶
梯 9 座、空橋 3 座、斜坡式搭機輔具 3 部及無障礙專用電
話 9 部，另於服務台設置無障礙專用櫃台並配置聽障者專
用傳真機乙部，航空公司報到櫃檯各設一組無障礙報到櫃
檯。
（七）清潔服務：
航空站清潔工作，均委託清潔公司辦理，針對旅客搭機使
用區域特別加強，並派專人督考清潔工作，提升為民服務
品質。
（八）餐飲及商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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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免稅店、7-11、特產店、餐飲等各項服務商店，提供
旅客便利之購物需求及衛生的餐飲，另設有租車及住宿等
服務櫃檯。
（九）大眾交通聯外設施：
1.航空站聯外道路係規劃為四車道單向行車動線，連接澎
204 號線公路，車輛通行順暢。
2.協調大眾運輸業者澎湖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提供四條
營運路線及每日 28 班次之公車服務。另於夏天觀光旺季
期間配合班機時間彈性增加班次，以應旅客需求；又於航
廈出口右側設置公車候車處，提供座椅及班車時刻牌。
3.於出口處設置計程車上客處 3 個車位，提供旅客搭車之便
利性。
4.設置夜間婦女搭乘計程車專區，加強安全監控。
(十）金融郵務服務設施：
1.提供郵局及澎湖第二信用合作社自動提款機各乙台。
2.郵局於公車候車處設置郵筒乙個。
（十一）電子商務與網路服務設施：
1.本站已建置 www.mkport.gov.tw 網站提供上網瀏覽服務。
2.本站於航廈一、二樓設有免費無線上網設施，便利旅客使
用。
3.本站提供 PHAPfree 及 i-Taiwan 二項全區免費無線上網服
務，提供旅客更優質之網路服務。另於航廈一、二樓區域
設置無線上網電腦 6 部，供旅客免費使用。
（十二）停車場：
1.汽車停車場一處，為立體式停車空間（地面及地下一層），
旅客停車場可停放小型車 493 輛(含無障礙專區小客車 12
輛)，目前提供無障礙者當日免費停車及 30 分鐘免費停車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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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車停車場一處，為平面式停車空間，可停放機車約 1,022
輛，提供免費停車服務。另為提供旅客更安全及美觀的停
車空間，107 年 12 月完成鋪面平整度、重繪標線、加裝
車輛進出管理系統，有效提昇停車秩序並順暢行車動線。
(十三)休閒遊憩設施：
1.航廈到站出口處設有觀光旅遊諮詢服務台（由觀光局澎湖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派解說員乙名駐站服務），提供至澎湖
遊客觀光旅遊及各遊憩據點之介紹解說。
2.提供租車櫃台，便利旅客租車旅遊服務。
3.航廈二樓國內線外候機室北側設置兒童遊戲區，擴大提供
所有搭機與非搭機兒童使用。
(十四)公共藝術展示空間：
1.於航廈到站出口等候區製作「大榕樹」之公共藝術造景，
是旅客在馬公機場拍照打卡的熱門景點，為了推展澎湖海
洋魅力，展現世界最美麗海灣，106 年 5 月完成「海洋玻
璃彩繪迎賓端景」，將澎湖熱鬧的生態打造成「海洋彩繪
玻璃」，駐足觀賞，宛如置身海底世界。
2.航廈二樓設有文化藝廊，並於二樓通道旁設有展示區，配
合展示各項文藝作品。
3.於汽車停車場入口處設置「風在說話」，航站大廳設有「海
洋美樂地」、一樓國際線入境大廳設有「西瀛三十六景」
公共藝術展示。
4.汽車停車場入口處「風在說話」公共藝術共榮獲文建會第
一屆公共藝術獎最佳人氣獎。
5.與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合作打造「彩繪文學之牆」，以詩人
渡也的作品「澎湖(之一)」詩作妝點機場牆面，讓文學不
再只是靜止於平面紙本，而是更貼近旅客，傳遞地方文化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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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站利用航空公司島櫃後方行李輸送帶的空間，與藝術團
隊合作，整理改造成為「海漂藝術專櫃」，引發旅客關注
重視「海洋汙染」議題，減少一次性塑膠產品的使用，同
時妝點美化航站空間，成為旅客到站打卡熱點。
(十五）國際包機及兩岸包機
1.國際包機：
(1)93 年至 103 年止共飛航國際包機 89 架次，載運旅客
7,620 人次，飛航航點有澳門、日本(大阪、琉球、青
森、釧路、富山)、韓國(首爾)、香港、越南河內等地。
(2)104 年飛航國際包機 38 架次，載運旅客 4,508 人次。
(3)105 年飛航國際包機 2 架次，載運旅客 20 人次。
(4)106 年飛航國際商務包機 2 架次，載運旅客 18 人次。
(5)107 年飛航國際包機 22 架次，載運旅客 2,037 人次。
2.兩岸直航包機：
(1)97 年飛航馬公-廈門共 6 架次，載運旅客計 882 人次。
(其中大陸旅客 524 人次)
(2)98 年飛航馬公-南京共 4 架次，計載運旅客 410 人次。
(其中大陸旅客 204 人次)
(3)99 年飛航馬公-廣州及馬公-福州共 8 架次，計載運旅
客 1,128 人次(其中大陸旅客 771 人次)。
(4)101 年 3 月份起陸續完成武漢、鄭州、廈門及長沙等包
機，共計飛航 150 架次，計載運旅客 20,525 人次(其
中大陸旅客 19,275 人次)。
(5)102 年除陸續飛航武漢、廈門及長沙等包機外，又增飛
青島及成都等包機，共計飛航 81 架次，計載運旅客
8,944 人次(其中大陸旅客 7,886 人次)
(6)103 年飛航武漢、鄭州、南京等包機，共計飛航 45 架
次，計載運旅客 5,05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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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4 年飛航青島、瀋陽、南京、無錫等包機計飛航 183
架次，載運旅客 2 萬 6,155 人次。
(8)105 年飛航青島、南京等包機計飛航 16 架次，載運旅
客 1,493 人次。
(十六)油電提供：
馬公航空站現以台電饋線供電，並自備 1000kw 發電機二
部，作為緊急發電之用。
(十七)依據「離島建設條例」及「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設置管理
辦法」規定，經澎湖縣政府招商由澎坊有限公司得標經
營，於 99 年 4 月 8 日於本站正式開幕營業。目前在本站
於二樓內候機室設置離島免稅購物商店提貨處及展售
處。103 年 9 月澎湖縣政府新增核准 1 家免稅商店，本
站配合於內候機室增設 1 處免稅商品提貨處。
(十八)為促進澎湖地區觀光旅遊產業，推展兩岸包機及國際包
機業務，經協調台灣中油公司提供航機加油服務，已於
99 年 10 月 6 日正式營運提供加油服務。
(十九)其他服務：
1.服務台：於報到大廳設有服務台，提供各項諮詢服務。
2.哺(集)乳室：國內及國際線設有哺(集)乳室各 2 處。
3.寄物櫃：為方便旅客行李寄放，106 年 5 月完成設置澎湖
地區首座自動化行李寄物櫃服務(24 格)，節省了寄物的作
業程序及時間。
4.車友服務站：為服務單車族，於到站出口處設有車友服務
站，提供單車打氣及維修工具。
5.漂書站：配合交通部協助推廣漂書運動，於航廈 1 樓候機
大廳設置漂書站 1 處，歡迎民眾攜書「放漂」或選書「漂
流」，與所有愛書的同好共同分享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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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活閱讀點：於航站內候機室設置生活閱讀點 3 處，提供
多種類書籍雜誌，讓旅客候機時可以隨時閱覽書籍增廣知
識，並提升機場的文藝氣息及服務內涵。
7.單車車友服務：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並便利旅客至
附近景點觀光旅遊，帶動地方觀光發展，自 99 年 1 月 15
日起提供自行車供旅客免費借用，旅客若有借用需求，可
至本站服務台辦理免費借用。
8.國內線及國際線觀景臺：98 年 12 月 1 日設置完成並配合
機關團體參訪申請之需，安排至 2 樓內候機室觀景。
9.行李打包機：101 年 1 月 20 日起，行李打包機由 7-11 便
利商店提供服務。
10.公車到站資訊即時顯示看板：為友善搭車的旅客及銀髮
族，106 年 8 月於行李提領區及到站出口區增設「公車到
站資訊即時顯示看板」，提供搭乘公車旅客在提領行李時
即可獲取公車即時精確抵達機場資訊，並先在我們到站出
口候車區稍作休息候車，公車即將進站前再行出站搭車，
免受風吹日曬之苦。
11.到站旅客會面點資訊系統：為縮短了旅客出站集合時間，
106 年 10 月完成建置「到站旅客會面點資訊系統」，提
供接機人員網站留言平臺，讓接機導遊領隊可以選擇其旅
行團員搭乘的班次進行留言，輸入約定之會面地點，讓下
機旅客在提領行李區即可取得接機人員會面點資訊，縮短
了旅客出站集合時間。
12.噪音音量即時查詢系統：維護民眾居住環境之品質，106
年 2 月完成「噪音音量即時查詢系統」，主動提供動態噪
音值查詢服務，民眾隨時透過我們的網站，即可掌握所在
地點噪音值資訊。
三、馬公航空站近年場面設施改善情形暨未來規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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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設施改善情形：
1.馬公航空站新建國內線航廈工程於 91 年 9 月 27 日完工啟
用，國際線航廈於 93 年 8 月 10 日完工啟用，更提昇旅客
現代化空中運輸門戶，為澎湖地區對外空中交通建設開啟
新紀元。
2.機場跑滑道因道面老舊、承載力不佳及部分空側設施不符
合國際民航組織（ICAO）規範，為配合地方發展觀光需求
及提升跑滑道面承載力，辦理跑道、滑行道道面相關設施
整建工程，於 102 年 12 月 30 日竣工，除提升航站服務效
能，更增進機場競爭力。
3.站前聯外道路因車輛進出頻繁，道面已產生破損及車轍之
情形，為避免路面凹凸不平產生危險，102 年著手辦理重
新鋪設工程，並將人手孔掩埋於路面下，另增加反光標記
提高明亮度，以確保旅客行車之安全性及舒適性。
4.為提供旅客安全便捷且無障礙之搭機設備及維持機場正常
運作，我們於 103 年更新現有空橋設備，減少因空橋故障
之停橋時間，便利旅客上下飛機，有效提昇航站服務品質
及整體觀瞻與國際形象。
5.為了旅客停車之便利，103 年增設停車場剩餘車位顯示系
統，旅客藉由該套系統可以清楚了解地下停車場尚有車位
數及位置，方便旅客快速停放車輛，順利搭機或接機。
6.為減輕年長旅客上下樓梯之不便，我們設置 5 座電梯及 9
座電扶梯，並將電扶梯速度調慢至每分鐘 20 公尺，方便年
長旅客安全搭乘。
7.因應舊航站大廈於 104 年進行房舍拆除，原附設於舊航廈
之機坪投光燈無附掛處，為提供夜間航機及機坪作業使
用，已增設 7～9 號機坪投光燈及 6 號屋頂投光燈與經緯度
指示牌設備，提升作業安全並符合空側設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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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7 年完成新建消防庫房，並於庫房基礎間留有 250 噸蓄
水池，且設有泵出水口量可達每分鐘 2,200 公升，使備用
水源更加充足，提昇機場消防運作需求。
9.107 年 11 月全面完成旅客候機座椅汰換，並設置 3 處以澎
湖地名及自然地景(玄武岩、雙心石滬)為設計的造型座椅
區，增添航站在地特色，提昇優質候機環境，頗獲旅客好
評。
10.本站配合政府「優質公廁推動計畫」，針對旅客使用率最
高的如廁環境重新檢討改善，於 107 年 11 月完成廁所整建
工程，汰換老舊設施(如更換馬桶盥洗等設備)，並重新規
劃設置無障礙廁間，提供旅客舒適的如廁空間，提昇機場
形象及服務品質。
(二）未來規劃改善計畫：
1.辦理有關飛航安全檢查及加強機場保安之風險管理工作，
建立自我督察機制，主動發掘問題並積極檢討改善，消弭
潛在危機，達成飛安零事故之目標。
2.依據民航局「民用機場認證作業程序」推展計畫，配合辦
理機場空側作業程序文件及機場手冊之編寫。
3.配合行政院推動無障礙網頁實施計畫，建構更便利、快捷
之無障礙網頁，提高遠距離旅客取得資訊之便利性。
4.持續辦理營造雙語設施之建置及更新工作，提昇航站成為
國際化之旅遊環境。
5.持續落實無障礙設施改善工作。
6.現有客貨運設施能量足敷目前運量需求，尚有空間可因應
未來發展，故有關航廈等陸側設施，將以維持現有設施功
能，並持續提升服務水準為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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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強監控場站各項軟硬體設施之運作，並持續辦理維護與
汰舊換新，以消彌潛在危機，提升設施妥善率，確保航站
正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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