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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馬公機場為一軍民合用機場，行政區位於澎湖縣湖西鄉，而機場使用之土地為

徵收附近居民之土地興建，至民國 56 年成立馬公候機室始有民航機加入營運之

行列，設置初期空中交通由於班次、航線少及飛機票與當時物價比較確實高出

太多，故其搭乘率並不高且飛航班次較少，民航機所產生之噪音干擾附近居民

程度較小。 

二、由於天空開放政策及國民所得提高，來澎湖旅遊觀光及返鄉、經商活動頻繁、

航空票價與輪船航運之票價差距較小，致使馬公往返台灣本島各航線起、降班

次驟增，使用機型增大，致使航空噪音之干擾附近居民程度日益嚴重。 

三、近年環保意識抬頭及政府落實為民服務政策提昇機場四週居民生活品質，始致

力於航空噪音防制作業，修訂各項法令，對飛航本機場之航空器所屬航空公司

收取「航空噪音防制經費」，經過長久之研商定案後，於（89）年起辦理機場周

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作業，本（94）年度繼續執行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航空

噪音防制作業。 

本站依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民用航空法、機場周圍地區航

空噪音防制辦法、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交通民用航空局所屬航

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各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經費補助

工作計畫等規定，依實際需求考量，特訂本工作計畫，繼續推動 94 年度馬公機

場周圍地區辦理航空噪音防制設施經費補助工作事宜。 

 

 

 

 

 

 

 



第一章 背景與現況 

1.1 馬公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與人口設施現況 

一、馬公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 

依澎湖縣政府於 93 年 3 月 3 日公告馬公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等級區分如下

（如附件 1.1）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馬公市─烏崁里。 

湖西鄉─隘門村、西溪村、城北村、太武村。 

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湖西鄉─紅羅村、成功村。 

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馬公市─興仁里。 

 

 

 

 

 

 

 

 

 

 

 

 

 

 

 

 

1 



二、澎湖馬公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人口、設施現況： 

 

鄉市別 村里別 戶數 醫療機構 
社區活 

動中心 
小學 防制區別 

馬公市 烏崁里 323 0 1 1 三級 

馬公市 興仁里 248 0 1 0 一級 

湖西鄉 隘門村 268 0 1 1 三級 

湖西鄉 西溪村 182 0 1 1 三級 

湖西鄉 城北村 82 0 1 0 三級 

湖西鄉 太武村 30 0 1 0 三級 

湖西鄉 紅羅村 246 0 1 0 二級 

湖西鄉 成功村 183 0 1 1 二級 

合 計  1562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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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馬公機場航空噪音監測站與監測資料 

一、馬公機場航空噪音監測站： 

  馬公機場依據「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規定，於 86 年 12 月 24

日完成設置馬公機場周圍共 13 個監測站（各測站位置如圖 1.2，為配合航

空噪音監測精準度飛航安全經澎湖縣環保主管機關同意已變更山水國小及

20 跑道頭之監測站位置）及監控中心系統架構，以連續 24 小時收集航空噪

音資料，於每季結束次月 15 日前，向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申報實際監測

記錄。本縣湖西鄉紅羅村為第二級航空噪音管制區之居民長期飽受噪音干

擾，認為其噪音影響程度應可達三級噪音管制區，提出建議於該村適當地

點設置固定式監測站，故將原設置於山水國小監測站遷移至紅羅村。 

二、馬公機場航空噪音監測資料： 

    馬公機場 92 年 4 月至 93 年 3 月各航空噪音監測值與模擬值比對表（如表

1.2-1）依測量結果劃定馬公機場航空噪音等噪音圖。（航空噪音影響範圍，

如圖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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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馬公機場歷年航空噪音防制經費收支預算 

  一、馬公機場歷年航空噪音防制經費自 85 年 1 月起開始徵收，至 93 年 12 月底

止共計新台幣 2 億 4,207 萬 2,918 元（含空軍 92 年、93 年每年補助新台幣

200 萬元），其中行政作業費累計支出新台幣 758 萬 8,871 元，噪音防制經

費累計支出為新台幣 1 億 9,881 萬 1,765 元。 

 二、93 年應支出未支出金額計有補助第三級、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隘門等六

村、里維護相關居民健康設施案新台幣 1,055 萬 6,000 元。 

  三、馬公機場歷年航空噪音防制經費收、支明細表(如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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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馬公機場歷年執行工作與成果 

  一、學校部份： 

    馬公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內學校計有馬公市興仁國小、湖西鄉隘門及西溪

國小及 93 年新增成功國小四所，其中興仁國小於 90 年始完成整建，隘門

國小因校舍老舊相關單位研議拆除重建，為避免浪費經費暫不予補助噪音

防制費，故僅辦理湖西鄉西溪國小航空噪音防制經費補助，補助預算約新

台幣 2,200 萬，但該校辦理規劃設計作業時出現瑕疵，經澎湖縣政府及本站

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決議與規劃設計顧問公司終止合約，該校並暫緩辦

理噪音防制工程，第二級航空噪音管制區之成功國小因 93 年始列入，目前

並無補助計畫之申請。 

  二、住戶部份： 

    １、本站依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規定，辦理第三級航空噪音

防制區住戶及小型診所航空噪音防制經費補助，設籍於第三級航空噪

音防制區之戶數計有 885 戶，經本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委員討論

後，訂定補助最高金額為 90 年每戶最高補助新台幣 8 萬元，91 年每戶

最高補助新台幣 12 萬 8 仟元，92 年每戶最高補助新台幣 6 萬 5,225 元，

93 年每戶最高補助新台幣 3 萬 7,800 元。 

    ２、經本站及各航空噪音防制區村、里辦公處共同受理住戶補助申請，申

請截止後彙整，由澎湖縣政府初審、本站及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複

審完成，再通知住戶施作、完工驗收、撥付補助費等作業，計 90 年辦

理第三級住戶經費補助 355 戶，91 年辦理第三級住戶經費補助 639 戶， 

92 年辦理第三級住戶經費補助 726 戶，93 年辦理第三級住戶經費補助

719 戶。 

三、辦理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維護相關居民健康設施： 

       本站為提昇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村、里相關健康設施，改善村、里聚會、 

休閒場所，由各村、里依實際設施現況，提出充實村、里活動中心防音設 

施及健康、運動、休閒設施補助申請書，由澎湖縣政府初審本站及航空噪 

音改善執行小組複審，補助每村、里預算為新台幣 500 萬元，湖西鄉公所 

辦理之隘門、太武、西溪、城北、及紅羅村（第二級噪音區）全部工程費 

（含追加）為新台幣 2,307 萬 1,113 元，本站截至 93 年底計支付新台幣 942 

萬 5 仟元，預定 94 年 6 月底前可辦理全部工程驗收及決算作業，剩餘金額 

俟決算完成後再予撥付。馬公市公所辦理烏崁里維護相關居民健康設施發 

包金額為新台幣 468 萬 9,820 元，己於 93.7.16 竣工並驗收付款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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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馬公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概況 

2.1 馬公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組織成員： 

  一、馬公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組織： 

    本站依據民用航空局「各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設置要點」規定

成立馬公航空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設召集人 1 人、副召集人 1

人、委員 4 人、執行秘書 1 人、幹事 2 人。 

  二、馬公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成員： 

（一）本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於 89 年 7 月 26 六日正式成立，小組

成員係由本站主任兼任召集人，澎湖縣環保局秘書兼任副召集

人、本站航務組組長兼任執行秘書、並聘請澎湖地區高中（職）

校長二位、建築師一位、律師一位擔任委員、幹事一位由本站業

務承辦人兼任，另一位以公開招考方式甄選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之

居民擔任。 

（二）小組委員於 93 年 10 月 31 日任期屆滿時再予續聘，因建築師本身

業務繁忙無法繼續兼任，改聘澎湖縣政府建設局建築管理課課長

擔任。本站兼任幹事，因業務需要調回原組室，94 年 1 月 1 日起

另增聘幹事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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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馬公航空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工作現況： 

  一、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工作現況： 

    （１）改善執行小組為求研議提案，符合民意需求，於每次會議均邀請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之村、里長、澎湖縣環保局、鄉、市公所

等相關單位參與，讓決策單位與執行單位充份溝通，減少作業障

礙，使各項決議之執行更為順暢。 

    （２）本站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自成立後，研議相關議題 90 年開會次

數計達 8 次，91 年計 3 次、92 年 5 次；93 年計 5 次，出席情況踴

躍。 

    （３）執行任務如下：研訂 90、91、92、93 年馬公機場噪音防制工作計

畫、完成 89 年度、90 年度、91 年、92 年度噪音防制工作執行成

果報告、執行澎湖縣西溪國小、各級航空噪音管制區村、里民維

護健康活動設施及住戶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計畫書審查，經費

撥款及其他相關作業，研議補助澎湖縣政府航空噪音防制行政作

業費額度、辦理本機場噪音防制費、防制設施補助之爭議及協議

處理事項等。 

  二、外聘幹事工作現況： 

   （１）本站為使航空噪音防制作業執行順暢及增加本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 

居民就業機會以招考方式聘用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之人員擔任航空噪 

音改善執行小組幹事職務。 

（２）幹事辦理有關本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工作及噪音改善執行小組交辦事

項，建置及修訂本機場航空噪音經費補助工作電腦網站，提供民眾

查詢，協助住戶填造補助申請書、協助拍攝補助作業施工前照片、

協助檢查受補助對象完成之航空噪音防制設施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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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長期計畫（94 年至 96 年） 

 ３.１馬公機場航空噪音防制整體計畫概述： 

   馬公機場自 85 年度起，依法令規定，對各飛航本機場之航空器所屬航空公司

收取費用，於 89 年起依交通部所頒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規定，

採分段、分項方式辦理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管制區防制作業，已辦理第三

級住戶經費補助作業 2439 件，維護相關居民健康設施補助 6 件。94 年至 96

年仍繼續執行第三級、第二級住戶航空噪音防制經費補助作業及湖西鄉公所

辦理隘門等 5 村維護相關居民健康設施案未能於 93 年底辦理完成，於本年度

繼續辦理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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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94 年至 96 年馬公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工作項目、預定進度與預估經費分配 

1.本機場 94、95、96 年航空噪音防制費將繼續辦理第三級、第二級航空噪音區 

住戶航空噪音防制經費補助作業，每年可用經費（含空軍補助）約新台幣 2,300 

萬。94 至 96 年經費分配均為辦理住戶航空噪音經費補助，至 94 年第三級航空 

噪音管制區住戶約有 332 戶完成補助最高額度（新台幣 35 萬元），故自 96 年 

度起將增加辦理第二級住戶航空噪音經費補助作業。 

2.湖西鄉公所辦理隘門等 5 村維護相關居民健康設施案，原發包金額 1885 萬元，  

變更後契約金額為 2,307 萬 1,113 元，本工程已撥付 942 萬 5 仟元，應付未付 

金額為 1364 萬 6113 元，預定於 94 年 6 月底完成工程決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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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馬公機場 94 年至 96 年度之航空噪音防制中長期計畫預期目標與效益 

一、預期目標：本機場於 90 年起陸續辦理航空噪音防制區學校、第三級航空噪 

音防制住戶及第三級、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維護村、里民健康 

設施等補助工作，除學校部份因規劃設計公司甄選作業產生瑕疵 

停止辦理外，湖西鄉公所辦理隘門等 5 村維護村、里民健康設施 

補助工作預計於 94 年 5 月底能完成補助作業。第三級、第二級航 

空噪音防制區住戶補助因採分年分項方式辦理，依每年度本機場

航空噪音防制費及空軍總部預算補助金額約為新台幣 2,300 元，

94 年至 96 年本機場收入之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將全部辦理第三

級、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住戶之經費補助工作及維護村、里居

民健康設施應支出未支出金額。94 年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住戶之補助約有 332 戶達到本機場最高補助經費上限（每戶新台

幣 35 萬元），故 96年起將一併辦理第二級住戶航空噪音補助作業。 

二、預期效益：本機場依據相關之法令自 89 年起辦理補助作業說明會，宣導政府

改善機場補助作業說明會，及政府改善機場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各項

補助作業之執行方案，辦理初期尚未獲得居民之信賴及配合辦理初

期申請補助住戶數未達百分之 50，經工作人員深入基層宣導、說明

及未申請居民目睹受補助戶之施作成果，居民漸漸改變觀念，與原

先只要求補助金錢之想法、反映逐漸減少，均能接受政府政策執行

方向。不但改善居家本身之防音設施，一些老舊之房屋配合設施之

施作亦讓人有奐然一新之感覺，已普獲居民之肯定。96 年再將第二

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住戶納入經費補助範圍，本機場之航空噪音防制

補助作業將更臻圓滿。 

 

 

10 



第四章 94 年工作計畫（含工作計畫項目、預定完成時間、預算需求） 

 4.1 工作計畫內容 

   一、住戶部分：本機場 94 年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將繼續辦理第三級航空噪音 

防制區住戶經費補助作業，辦理戶數預估約為 730 戶。其中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計有 332 戶於 94 年先行補助其達到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居民補助最高金額，剩餘金額再比照 

往年採平均分配方式執行。 

二、辦理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維護相關居民健康設施：湖西鄉公所辦理之 

隘門等 5 村維護相關居民健康設施案，預定於 94 年 6 月底完成全部工 

程決算作業再撥付剩餘款。 

 

三、本機場 94 年航空噪音防制工作計畫項目執行進度表（表 4.1）。 

 

4.2 經費需求 

93 年航空噪音防制經費結餘 3,115 萬 7,509 元加上 94 年預估收入（含空軍補 

助經費）新台幣 2,185 萬元(表 4.2），繼續辦理 94 年航空噪音防制區住戶補助

作業及維護村、里相關居民健康設施案。 

 

4.3 行政作業費收支預算編列（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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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工作計畫內容及經費需求概況 

表一、九十四年度航空噪音防制經費預定收支一覽表 

九十四年度 

預定徵收金額 

九十四年度 

預定支用數 
以前年度剩餘經費 備註 

21,000,000 53,431,759 35,484,603 

預定支用數不足之部份由以 

前年度剩餘經費中提撥。 

1.93.12.31 尚餘航空噪音

防制費 31,157,509 元。 

2.93.12.31 尚餘行政作業 

  費 4,327,094(不含空軍

補助) 

3.94 年當年度收入將採用

當年度支用方式辦理。 

2,000,000 2,000,000 187,679 
空軍補助經費，剩餘經費為行

政作業費 187,679。 

 

表二、九十四年度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各項預定支出表 

表三、九十四年度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年度預定分配表 

季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備註 

預定支出金額 620,000 13,914,400 25,865,298 12,844,382  

預定支出金額 0 
50,000 

2,087,679 50,000 
空軍補 

助經費 

 項                   目 金           額 

住戶 三級 730 戶 39,361,396 

維護相關居民健康設施 隘門、太武、西溪、城北、紅羅村 13,646,113 

人事 幹事薪資含勞健保費、工作獎金等 1,318,250 

業務 
郵寄、印刷、通訊、設備維護、 

油料等費用 
1,006,000 行政作業費 

設備 電腦設備 100,000 

總計金額：55,43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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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事項或建議 

      民眾對航空噪音經費補助反應意見：對於辦理馬公機場航空噪音經費補助

意見，經本站多次召開相關說明會、地方民意代表、噪音管制區內村、里

長、住戶之反應意見如下： 

一、民眾對政府開始注重及關心機場附近噪音問題，並著手航空噪音防制 

工作，皆持肯定態度。 

二、民眾反應：申請、審查、施作、驗收等程序過於繁瑣尤對於子、孫因 

工作因素，長時間於台灣本島工作，留居該村、里之老人，確實無法

配合，請相關工作人員予以協助，避免其權益受損。 

三、居民建議： 

１、防音設施施作完成後，能編列經費酌予補助航空噪音管（防）制 

區居民用電費用。 

２、空軍軍機為機場主要噪音源，建議軍方提高補助經費（目前為每 

年補助新台幣 200 萬元）協助辦理馬公機場航空噪音防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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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政府為改善機場附近居民生活環境水準，所推行之航空噪音防制政策，經

本站廣為宣導，深獲機場周圍地區居民之肯定，雖其所定執行措施與居民

之需求差距甚大，但經本站四年來之誠摯溝通，居民已漸能接受政策執行

方向，爾後本站除立於真實反應居民心聲提出修正建言外，仍將秉持依法

行政原則，儘其所能與民溝通、協調，消弭各項執行之困擾問題，完成 94

年度馬公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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