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十之四、單渦輪發動機飛機於夜間或儀器飛航作業之附加要求
本附件係參考 ICAO Annex 6,  Part  I,5.1.2,5.4,Appendix  3 及 Canadian  Aviation
Regulations Standard Part VII 723.24 及 India Civil Aviation Requirement Section 3 Air
Transport Series ‘C’ Part III 中飛航組員經歷需求所訂定。

1.單渦輪發動機飛機於夜間或儀器飛航作業時，航空器使用人應保證飛機符合
適航檢定及下列要求，俾達到「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及「航空器適航
檢定維修管理規則」之總體安全水準：
1.1渦輪發動機之可靠度。
1.2 航空器使用人之維修程序、作業規範、航務簽派程序及組員訓練計畫。
1.3 符合本附件之裝備要求。

2.渦輪發動機之可靠度
2.1 渦輪發動機之可靠度應表明動力喪失率每十萬發動機小時不得超過一次。
註：動力喪失係定義為任何動力之喪失，其原因可追溯為發動機缺失、發動

機零附件之設計或安裝，其包括燃油附件或發動機控制系統之設計及安
裝。

2.2 航空器使用人應負責對發動機趨勢進行監控。
2.3 為降低發動機空中失效機率，發動機應安裝：

2.3.1 在起飛、著陸及可見雲層情況下飛行中能夠自動作動或手動作動之點
火系統。

2.3.2監控發動機、附件傳動齒輪箱及減速齒輪箱之磁屑偵測或等同之系統，
提供飛行駕駛艙之警告指示。

2.3.3 當燃油控制單元在合理範圍內發生失效時，發動機緊急動力控制裝置
能使發動機在足夠動力範圍內繼續工作直至安全地完成飛行。

3.系統及設備
3.1 為確保在發動機失效時，可持續安全飛航並執行安全迫降，應安裝以下系
統及設備：

3.1.1 二套獨立之電力系統，任何一套系統均能提供夜間或儀器飛航時，其
相關儀表、設備及系統持續飛行所需之電力負載。

3.1.2無線電高度表。
3.1.3失去所有發電電源後，緊急供電系統應至少提供以下需求：

3.1.3.1 從最大核准飛行高度及飄降外型，飄滑下降至完成著陸期間，提
供所有必要之飛行儀表、通信及導航系統持續工作之所需。

3.1.3.2 適用時，提供放下襟翼及起落架所需。
3.1.3.3 提供一個空速管加熱供電，且確保駕駛員能清楚看見空速指示器

之所需。
3.1.3.4 在夜間迫降時落地燈能充分照亮落地區域，且不受起落架影響之

所需。
3.1.3.5 適用時，提供重新起動發動機一次之所需。
3.1.3.6 提供無線電高度表持續工作之所需。

3.1.4兩套由獨立電源供電之姿態指示器。
3.1.5 進行至少一次重新起動發動機之設備。
3.1.6 機載氣象雷達。
3.1.7經檢定合格之區域航行系統，其具程式化以提供機場及安全迫降地區

之即時航跡與距離資料。
3.1.8 執行載客作業時，應配有符合動態試驗性能標準之旅客座椅及固定裝

置，每個旅客座位上均配有肩帶或對角肩帶之安全帶。
3.1.9 於發動機失效後，從最大核准飛行高度，以最大性能飄降時，飛機艙

壓需提供所有人員充足之備用氧氣，直到下降至無需供應氧氣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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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能夠在夜間迫降時充分照明落地區域之獨立於起落架以外的落地燈。
3.1.11發動機火警系統。

4. 最低裝備需求手冊
航空器使用人應訂定最低裝備需求手冊(如附件七)，以規範夜間或儀器飛航
及日間或目視飛航作業要求之設備，報請民航局核准後實施。

5. 飛航手冊資料
飛航手冊應包括有關單渦輪發動機飛機在夜間或儀器飛航作業之限制、程序、
核准內容及其他資料。

6. 事件報告
6.1 使用單渦輪發動機飛機在夜間或儀器飛航作業之航空器使用人，應將所有

重大失效、故障或缺點通報民航局，俾利民航局採取適當措施通知該航空
器設計國。

6.2 民航局應檢討安全資料及監控可靠度資訊，並向航空器設計國或其他同機
型使用人提出重大事件或特別關注趨勢。

7. 航空器使用人之規劃
7.1 航空器使用人在進行航路規劃時，應對預期作業之航路或地區進行評估，
並考慮下列各項因素：

7.1.1 飛越地形之特性，包括發動機失效或重大故障時進行安全迫降之可能
性。

7.1.2氣象資料，包括可能影響飛行之季節性因素及其他不良天候影響。
7.1.3 其他飛航作業標準及限制。

7.2 航空器使用人應確保發動機失效時，可供使用之機場或安全迫降著陸區，
並將其位置輸入區域航行系統。

註：安全迫降係指在一區域著陸，儘管飛機可能發生嚴重損壞，但能夠合理
地預期將不會導致人員重傷或死亡。

8. 飛航組員經歷、訓練及考驗
8.1 機長應具備儀器檢定及飛航經歷需求：

8.1.1 總飛航經歷至少 700小時。
8.1.2 機長總飛航經歷至少 300小時。
8.1.3 機長總儀器飛航經歷至少 100小時。
8.1.4 該機型機長總飛航經歷至少 50小時。
8.1.5 該機型機長最近 6個月飛航經歷至少 10小時。
8.1.6 夜間操作總飛航經歷至少 10小時。

8.2 飛航組員之訓練及考驗應著重於夜間或儀器飛航課目，其包括正常、不正
常及緊急程序，特別是發動機失效程序，其包括在夜間或儀器飛航時之下
降及安全迫降。

9.限制
9.1 航路限制
飛機航路不可超過於無風狀態下，從飛航高度飄降至合適著陸地區之水平
距離。

9.2 載客限制
單渦輪發動機飛機乘客不得多於 8 位。

10.夜間或儀器飛航作業審查
航空器使用人應經民航局審查合格並發給營運規範核准項目表後，始得執行
單渦輪發動機飛機夜間或儀器飛航作業。

11.所有於夜間或儀器飛航作業之單渦輪發動機飛機應具備發動機趨勢監控系統。
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以後首次適航者，應具備渦輪發動機自動趨勢
監控系統。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交通建設篇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97期　　20221018　　交通建設篇



附件二十之五  直昇機離岸飛航作業

本附件依五十七條之一及第二百零二條之一規定及參考歐洲聯合航空安全署第
965/2012號及第 2016/1199號法規之規定訂定。

1. 適用範圍
1.1 直昇機從事台灣本島、各離島至離岸位置間及各離岸位置間之離岸飛航作

業時，應遵守本附件之規定。
1.2 本附件所稱離岸飛航作業，指從事飛航作業時有相當大比例之飛航係位於
海面上空進出作業位置。

2. 直昇機要求
2.1 符合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直昇機適航標準並經民航局檢定合格或認可。
2.2 持有有效之航空器適航證書。

3. 人員要求
3.1 航空器使用人應至少指定一名持有有效之直昇機商用或民航運輸駕駛員檢

定證擔任航空器駕駛員(下稱駕駛員)，其檢定項目應包含實施離岸飛航作
業之直昇機機型檢定，並指派一名駕駛員擔任機長。

3.2 航空器使用人應指定一名駕駛員擔任總機師並報請民航局核准，負責督導
及執行直昇機離岸飛航作業。必要時，得指定代理人代理總機師之職責。
總機師及其代理人應持有有效之直昇機商用或民航運輸駕駛員檢定證，其
檢定項目應包含實施離岸飛航作業之直昇機機型檢定。

3.3 航空器使用人應建立以下程序：
3.3.1 考量飛航組員過去之飛航經歷建立選派之標準。
3.3.2 對擔任從事離岸飛航作業之機長訂定最低經驗要求。
3.3.3 飛航組員訓練及考驗計畫。該計畫應考量離岸飛航作業環境，並包含

正常、不正常及緊急程序、組員資源管理、水上求生訓練等。
3.4 專業知識及技術要求：

3.4.1 航空器使用人應依據本附件第 3.4.2 點及第 3.4.3 點之規定訂定人員訓
練計畫(包含初訓及複訓)，報請民航局核准後實施。完訓人員經學、
術科測驗合格者，應由航空器使用人完成授權作業，始得從事直昇機
離岸飛航作業。但有符合第 3.4.4 點情形者，不在此限。

3.4.2 學科訓練應包含下列項目，其考驗項目得以口試或筆試方式進行：
3.4.2.1 開始作業之程序及步驟，包括飛行區域之勘察。
3.4.2.2 直昇機之裝載、調校或固定之正確程序。
3.4.2.3 於核准操作程序及限制範圍內使用之直昇機性能。
3.4.2.4 飛航組員及地面作業人員之操作程序。
3.4.2.5 直昇機離岸飛航之相關手冊程序，包含離岸飛航作業手冊、直昇

機飛航手冊或操作手冊等。
3.4.3 術科訓練及考驗項目應依申請操作之直昇機機型訂定，並包含下列項

目：
3.4.3.1 起飛及落地。
3.4.3.2 滯空時之方向控制。
3.4.3.3 從滯空狀態下加速。
3.4.3.4 於作業空速下飛行。
3.4.3.5 進場至落地或作業區之操作。

3.4.4 民航局得依據航空器使用人所指定之總機師其直昇機離岸飛航作業經
驗及安全紀錄，認定其專業知識及技術，據以免除或抵減辦理第 3.4.2
點及第 3.4.3 點之部分訓練及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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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從事直昇機離岸飛航作業之駕駛員於最近九十日內，應符合下列任一項適
職要求：

3.5.1 應在其檢定機型之同型直昇機或民航局核准之飛行模擬機實施三次離
岸飛航起降作業。

3.5.2 經核准於夜間從事離岸飛航作業者，應在其檢定機型之同型直昇機或
民航局核准之飛行模擬機實施三次夜間離岸飛航起降作業。

3.5.3 未能於最近九十日內完成 3.5.1 或 3.5.2 規定之三次起降者，除應以實
機或民航局核准之飛行模擬機完成訓練計畫所規定之訓練外，並於符
合 3.5.1 或 3.5.2 規定及考驗合格後始可派遣從事離岸飛航作業。

4. 作業核准
4.1 航空器使用人應經民航局核准，並於營運規範中載明經核准之直昇機機型、

國籍標誌與登記號碼。
4.2 航空器使用人應保存最新版次之營運規範，並備有執行該作業之直昇機及
裝備清單，以供民航局派員檢查。

5. 操作規定
5.1 航空器使用人應依本規則第二章第九條或第三章第二百八十五條之二規定
建立安全管理系統，並採取緩減或消弭行動，以降低離岸飛航作業風險，
並訂定以下規定：

5.1.1 飛航駕駛員之選任、組成及訓練。
5.1.2 飛航組員及相關人員之權責。
5.1.3 裝備需求及派遣準則。
5.1.4 飛航作業程序及限制，包含正常及不正常程序以緩減飛航風險。

5.2 航空器使用人應遵守以下規定：
5.2.1 飛航前已備妥操作飛航計畫。
5.2.2 登機前，應告知及提供所有乘員有關直昇機離岸飛航作業期間所應遵

循之安全提示。
5.2.3 飛航中善用自動飛航控制系統(Automatic Flight Control System)。
5.2.4 建立特定之離岸進場輪廓(Offshore Approach Profile)，包含穩定進場之

相關參數，以及發生不穩定進場時應採取之改正行動。
5.2.5 建立於離岸飛航期間指定一飛航組員負責監視儀表指示之程序，以確

保直昇機維持於安全之飛航路徑。
5.2.6 於接獲高度警告訊息時，飛航組員應立即採取適當之改正行動。
5.2.7 建立操作程序，在安全的情況下，於離岸飛航之進場及離場階段將緊

急浮具系統設定於備便(Armed)位置。
5.3 航空器使用人應使用符合所使用之直昇機大小及重量之離岸起降位置。
5.4 緊急操作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5.4.1 於危及人員或財產安全之緊急情況發生時，機長得為必要之處置以降
低傷害。

5.4.2 於緊急操作後七十二小時內通知民航局，並由航空器使用人向民航局
提報該緊急操作報告，包含緊急操作事件之描述及處置情況；若發生
符合強制性報告之飛安相關事件時，應依「航空器飛航安全相關事件
處理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5.5 於離岸位置起飛或降落時，應符合直昇機操作性能及限制。
5.6 航空器使用人應建立並維持直昇機全程追蹤位置、資料保存及協助搜救指
揮作業之能力。

5.7 天氣狀況
如作業地點位於 G 類空域且其越水距離不逾十海浬時，得於下列天氣情況
下從事目視飛航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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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 夜間
雲幕高(註一) 能見度 雲幕高(註一) 能見度

一名駕駛員 三百呎以上 三公里以上 五百呎以上 五公里以上

二名駕駛員
三百呎以上 二公里以上

(註二)
五百呎以上 五公里以上

(註三)
註一、雲幕高係指離岸作業位置上方之雲幕高度。
註二、直昇機日間飛航期間如能持續目視目的地或中途參考點時，其能見

度不得低於八百公尺。
註三、直昇機夜間飛航期間如能持續目視目的地或中途參考點時，其能見

度不得低於一千五百公尺。
5.8 風速限制：從事離岸飛航作業時，海面風速及陣風不逾六十海浬/時，且

不得逾越航空器性能操作限制。
6. 乘員規定

6.1 執行直昇機機外掛載作業時，除經民航局核准，不得搭載任何人員。但下
列人員不在此限：

6.1.1 飛航組員。
6.1.2 接受訓練之飛航組員。
6.1.3 與機外掛載作業有關之必要人員。

6.2 起飛前，機長應告知機上所有乘員有關離岸飛航作業期間所應遵循之程序
（包括正常、不正常及緊急情況）。

6.3 於不良及惡劣環境下，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6.3.1 從事離岸飛航作業時，所有乘員應穿著救生背心。但若穿著救生服

(Survival suits)且可符合救生需求時不在此限。
6.3.2 從事離岸飛航作業並符合以下情形之一者，所有乘員應穿著救生服：

6.3.2.1 機長所接獲之氣象報告或預報顯示海面溫度低於攝氏十度以下。
6.3.2.2 預計搜救時間超過計算生存時間。
6.3.2.3 於夜間執行飛航作業。

6.3.3 從事離岸飛航作業時，所有乘員應攜帶緊急呼吸系統(Emergency 
breathing system)並熟悉其使用方法。

6.3.4 救生艇
6.3.4.1 所裝置之救生艇及其放置之位置應經檢定合格。
6.3.4.2 所裝置之救生艇於離岸飛航期間應保持於可用狀況。
6.3.4.3 裝置數量：
6.3.4.4 乘員人數不逾十二人時，應至少裝置一具最大容量不小於最大乘

員人數之救生艇。
6.3.4.5 乘員人數逾十一人時，應裝置二具救生艇並足以容納所有人員。

如一具救生艇滅失時，剩餘之救生艇應具超載能力以容納所有人
員。

6.3.4.6 每一救生艇應配置緊急定位發報機。
6.3.4.7 每一救生艇應依據飛航需求配置適當之維生裝備以供乘員維持生

命。
6.4 航空器使用人對因故失能以致無法穿著救生背心、救生服或攜帶緊急呼吸
系統之乘員完成風險評估並採取緩解措施後，始得從事返岸或飛航至離岸
位置。

7. 適航及裝備要求
7.1 航空器使用人應依據直昇機及其各式裝備及零組件原製造廠技術文件之規

定，訂定維護計畫，報請民航局核准後，據以執行各種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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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依據本規則第一百十一條及第一百十二條規定裝置飛航紀錄器之直昇機，
應建立飛航資料分析計畫並予維持。飛航資料分析計畫不以處分或追究責
任為目的，航空器使用人並應建立安全措施保護該計畫之相關資料。

7.3 應裝置配備獨立電源之客艙緊急照明系統，以供所有乘員於緊急逃生時使
用。

7.4 直昇機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應裝置震動監測系統，以偵測關鍵動力機件
及其驅動系統之狀況，蒐集監測及示警資料，分析系統之操作性能，並對
所偵測到之異常狀況進行處置：

7.4.1 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首次適航且最大起飛重量逾三千
一百七十五公斤之直昇機。

7.4.2 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以前首次適航且載客座位數超過九座之所有
直昇機。

7.4.3 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以後首次適航之所有直昇機。
7.5 載客座位數超過九座者，應裝置乘員廣播系統。載客座位數未逾九座者，
如航空器使用人能證明駕駛員之聲音音量足為所有乘員接收及瞭解者，得
申請民航局核准後，免予裝置乘員廣播系統。

7.6 應裝置無線電高度計，並於飛航高度低於駕駛員所選定之高度時提供視覺
及音響警告。

7.7 應裝置可供駕駛員及乘員於緊急狀況下進行緊急逃生之艙門、出口或窗戶，
並清楚標示其位置及操作方法。該標示於直昇機遭遇傾覆或沉沒狀況時，
應仍保持可見之狀況。

7.8 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首次適航且最大起飛重量逾三千一百
七十五公斤或載客座位數超過九座之直昇機，應裝置符合美國聯邦航空署
或歐洲聯合航空安全署所訂 A級(Class A)規範之地形感知警告系統。

7.9 直昇機安裝不可拋棄式艙門，並做為墜海或於海面漂浮時之緊急逃生出口
時，應能固定於開啟之位置以免妨礙人員之逃生。

7.10 航空器適航之簽證人員，應持有有效之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或經民
航局承認之有效檢定證，並依航空器維護能力手冊之權限，確實執行各項
維護及簽放作業。但航空器使用人如已提出完整相關作業程序及完成飛航
組員訓練並經民航局核准者，直昇機於離岸位置無故障且無須任何維護工
作情況下，得由機長執行航空器飛航前檢查及於維護紀錄中記錄完成檢查
後，免執行適航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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