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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民國88年，為了提供航空從業人員分享親身經歷、所見所聞或工作中所發現任何可能影響飛
安問題的管道，彌補意外事件強制報告系統所未涵蓋之範圍，飛安會參考先進國家的經驗，
成立了「飛安自願報告系統（TACARE, TAiwan Confidential Aviation safety REporting
system）」，期能及時發掘並掃除不利飛安的潛伏性因素。
工作小組秉持「保密、無責、中立、可信、專業」等宗旨，對所獲資訊進行分析與探討後，提供
相關單位作為檢討與改進的方向。自TACARE設立以來，各項問題在報告人提出後多已獲得改善；
更重要的是，在工作小組堅守「保護報告人」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下，從未有報告人或報告中涉及
人員因身分洩漏而導致不良影響的情況發生。
為了讓報告人瞭解報告處理結果，TACARE設有回覆機制；而為了更進一步讓具有分享價值的報告
能在航空界中流通，TACARE利用系統刊物「飛安自願報告系統簡訊（TACARE NEWSLETTER）」扮
演飛安資訊分享平台的角色，除了達到雙向溝通、意見交流之目的，亦期使航空從業人員藉由
「他山之石」獲取經驗，避免錯誤的發生。
15個年頭過去，我們不斷地於成長過程中思考改進的方向。為了順應潮流、與時俱進，「飛安自
願報告系統簡訊」在獲得國籍航空業者的支持下，將自本期開始有以下的改變：
●邁入電子化（無紙化）
為了順應資訊科技的發展，同時響應環保、提倡節約，「飛安自願報告系統簡訊」將自本期開
始逐步實現無紙化的構想，往後簡訊將以電子檔的型式提供，相較於紙本，電子檔多了檢索、
引用、連結…等功能，應能提昇閱讀時的便利性，也希望因此能將觸角延伸至更廣大的讀者。
未來每當簡訊出刊，除於TACARE官網提供下載之外，工作小組亦將委請國籍航空業者透過內部
信箱、布告欄、通告、訊息…等方式，主動寄送至讀者手中。除此之外，您亦可利用行動裝置
掃描簡訊或文宣上之QR Code，快速進入TACARE官網填寫報告或瀏覽相關資訊。
●內容新增國籍航空業者「飛安資訊分享專區」
為了提供讀者更多元化的飛安資訊，工作小組不斷嘗試充實簡訊內容的方法，除了收錄具有分
享價值之飛安自願報告，亦陸續增加下列內容：
- 摘錄飛安會近期結案之飛航事故調查報告重點
- 摘錄飛安相關研討會、國際會議及專題講座之內容重點，並提供簡報資料連結
- 摘錄/翻譯各國飛安自願報告系統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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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持續提升簡訊內容的實用價值，工作小組在取得國籍航空業者的支持與協助之下，將自
本期開始刊登各業者所提供，於航務、機務、空服、地勤…各方面具分享價值之內部案例
（Lesson Learned）或自願報告。
TACARE在此對共襄盛舉的業者表達誠摯的感謝之意，並希望在業者的帶頭之下，能發揮拋磚引
玉之效果，提升我國的報告文化。竭誠歡迎航空從業人員提出卓見，或分享親身經歷，TACARE
工作小組也將持續推動免責條款的法制化作業，並致力提供更友善的自願報告及資訊分享環
境。您的回應與參與就是最大的支持與鼓勵，讓與我們共同為我國更安全的天空而努力！

本期主題如下：
△ 「專題討論」
■ 航機起飛爬升時駕駛艙出現高溫氣體飛航事故案例
■ 美國FAA疲勞風險評估軟體簡介

△ 「個案討論」
■ 客艙安全相關案例

■ 客艙廁所煙霧偵測器多次發出錯誤警告
■ 普通航空業之飛航執勤期間限度不明確

- 處理機上急病乘客時未兼顧緊急出口

■ 對客艙亂流預防作業之建議

   - 旅客攜帶上機之電池對客艙失火之風險

■ 航機於離場過程中發生非預期轉向

   - 起飛途中乘客解開安全帶離座使用洗手間

■ 航機於離場爬升時發生高度偏離
■ 航機於通過轉換高度時發生高度偏離

△ 國籍航空業者「飛安資訊分享專區」
■ 航機後推前未取得適當管制單位許可

■ 貨機Main Deck未確實依裝載表裝載事件

■ 兩機地面接近事件

■ 小拖車碰撞事件

■ 旅客於停機坪險遭行李車撞及事件

■ 貨艙地板污水滲漏事件

■ 空橋斷電事件

■ 航修線上的輪胎檢查經驗分享

■ 航行中飛航組員溝通不良可能造成之影響

■ 機場外人員以雷射光束照射駕駛艙事件

■ 客艙清潔人員不慎造成壁板破損事件
■ 旅客托運行李受損索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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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
航機起飛爬升時駕駛艙出現高溫氣體飛航事故
案例

身安全及組員間溝通無礙後，再對該霧狀氣體是否確為

完整報告可於飛安會官網（http://www.asc.gov.tw）下載。

本事故發生後，專案調查小組針對ATR-72型機空調系統

煙霧進行判斷與處置。

及煙霧處置相關緊急程序之設計詢問ATR原廠之意見。

民國102年7月1日，一架ATR-72型機由松山機場起飛

ATR對煙霧處置程序設計概念為：

後，爬升至高度約2,500呎時開始轉彎，飛航組員感覺
駕駛艙溫度升高，駕駛艙儀表板出現「OVERHEAT AIR」

煙霧處置程序執行時機：煙霧處置程序有兩種執行時

超溫警示訊息，高溫熱氣由駕駛艙空調出風口、前面

機，第一種為航機出現煙霧時，警告系統尚未發出警

儀表板後方、以及兩側隔板背側吹出。熱氣出現後，

告，飛航組員不確定煙霧來源時使用；第二種為煙霧出

駕駛艙出現類似水蒸氣之白色霧狀氣體，高溫熱氣仍

現時， CAP已顯示煙霧來源，或飛航組員已能識別來

持續出現，且儀表上機艙（compartment）與空調管路

源，此時依個別系統的煙霧處置程序，第一步驟之要求

（duct）溫度指示皆已到達最高值，該機高度約5,300

為執行煙霧處置程序；當飛航組員發現機內出現煙霧，

呎時，飛航組員尚未開始執行一號發動機供氣過熱之故

但尚未出現任何警示時，飛航組員應先參照煙霧程序，

障排除程序，組員警告面板（Crew Alerting Panel,

開始執行應記憶項目及透過CAP或目視觀察煙霧來自位

CAP）之「ELEC SMK（電子艙煙霧）」紅燈亮，正駕駛

置，辨識可能來源；當飛航組員發現CAP警示燈亮起或

員解除自動駕駛，改以手動操作航機，正駕駛員並指示

觀察到煙霧來自空調系，飛航組員可以直接執行相對應

副駕駛員向管制員宣告「Pan Pan」，要求儘速返航落

程序。有關ATR煙霧處置程序應記憶項目中，戴上氧氣

地。該機下降通過約3,000呎時，飛航組員開啟電子艙

面罩是必須執行的項目，以避免飛航組員可能中毒，而

排氣通風閥，駕駛艙之霧氣及警示燈全部消失，溫度也

ATR程序中有關護目罩的配戴目前為戴上（Set）。

恢復至可接受之程度，該機落地後正常滑回停機坪，航

該機高度約5,300呎，駕駛艙內出現「ELEC SMK」主警

機無損傷，人員無傷亡。

告聲響，電子艙煙霧主警告出現後，正駕駛員因無法辨

調查報告指出，該機起飛爬升時駕駛艙高溫狀況可能肇

識諮詢顯示單元（ADU）附近之顯示而解除自動駕駛，

因為該機左側空調管路溫度感測器及左側空調系統管路

選擇執行部份之電子艙煙霧處置程序，雖將駕駛艙高熱

溫度限制器故障，致左側調節閥門持續開啟，使熱氣持

與霧狀氣體排除，暫時解除狀況，然調查小組認為較安

續自駕駛艙空調出風口吹出，造成起飛爬升時駕駛艙高

全且符合程序要求的做法，應係保持自動駕駛，並立即

溫狀況，飛航組員未及時將一號空調系統關閉，未能終

執行煙霧處置程序之應記憶項目，再判斷煙霧來源，此

止高溫氣體持續進入駕駛艙。

作法除可藉由戴上氧氣面罩保護飛航組員外，亦有機會
發現程序中空調系統煙霧可能引發電子艙煙霧警告燈亮

本次事故調查中突顯了飛航組員面對航機遭遇煙霧/火/

之提示，有助飛航組員正確判斷可能的煙霧來源。

氣味（smoke/ fire/ fumes）等狀況之處置，特別是針
對航機疑似出現有煙霧/火/氣味之情況，然警告系統尚

另外一項於事故調查過程中之重要發現，為ATR-72型機

未發出警告的安全議題。

緊急程序中，未訂有明確的煙霧或氣味排除程序，僅於
電子艙煙霧程序有相關的步驟；而本事故中，當駕駛艙

依據飛航組員訪談紀錄，當駕駛艙溫度升高並開始出現

的高熱氣體使飛航組員難以忍受，以及出現霧狀氣體影

霧狀蒸氣時，高熱水蒸氣體持續出現，飛航組員判斷該

響儀表辨識時，若有明確的煙霧或氣味排除程序，將有

氣體不是燃燒的煙，沒有味道，但影響其視線，認定其

利於協助飛航組員進行狀況處置。匈牙利、丹麥與義大

為水蒸氣，因未將其視為煙霧，故未執行任何煙霧處置

利等國之事故調查機關已就此議題於2012年8月共同建

相關程序；事故調查小組認為，若該霧狀氣體為有害氣

議歐洲航空安全監理機關（EASA）檢視ATR-72型機之緊

體，且若飛航組員因判斷錯誤而未戴氧氣面罩情況下，

急程序，以確保煙霧持續存在時，能夠有效排除駕駛艙

有可能無法確保自身安全。因此，較安全之處置方式係

/客艙中存在的煙霧與維持空氣流通。ATR於書面回覆中

飛航組員先執行煙霧處置程序之應記憶項目，以確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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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針對業者提出之改善建議包括：強化飛航組員
有關煙霧處置之訓練；檢視航務相關手冊有關煙霧來源
判斷之資訊、異常與緊急狀況之飛航組員工作分配原
則，以及故障/狀況確認流程與呼叫等內容，使飛航組
員能正確識別出航機所發生之故障或狀況，並及時有效
率的執行異常或緊急程序，業者並於已於報告發布前完
成改善。
圖1 基本資料輸入

美國FAA疲勞風險評估軟體簡介
TACARE於近三年所收到的自願報告中，有近25%的報告
與人員疲勞或工時爭議有關，顯示線上作業人員的疲勞
風險管理仍是業者與主管機關應持續關注的課題。因
此，TACARE工作小組持續研究疲勞風險臉相關資訊與業
界分享。
為協助航空業界對第一線作業人員進行疲勞風險管理，
圖2 工作時段資料輸入

FAA贊助相關領域之專家開發一線上版之疲勞風險評估
軟體（Fatigue Risk Assessment Tool），使用者可經
由以下網址，點選進入該線上軟體。
(http://www.faa.gov/about/initiatives/maintenance_hf/fatigue/)

FAA之疲勞風險評估軟體，主要是依據評估對象正常的
睡眠需求與時段、生理時鐘、實際或預期之睡眠量、以
及時差等因素，進行疲勞風險值之估算。
使用該軟體時，須先輸入包括：居住地鄰近之機場代
碼（IATA 3碼或ICAO 4碼代號）、正常的通勤時數、

圖3 睡眠時段（含小睡）資料輸入

正常於非工作日之就寢與起床時間等基本資料（如圖
1）；接著針對評估之工作時段，最少輸入前72小時內
之工作（如圖2）與睡眠時段（如圖3）後，該軟體會
自動產生一疲勞風險評估結果（如圖4），提供輸入時
期內之疲勞風險值變化狀態，且使用者可列印或存檔
該評估結果。目前FAA不建議使用者依據該軟體計算之
結果作為任務派遣與否之判斷依據，僅作為意外事件
（incident）發生後，協助評估疲勞是否為可能影響因
素之判斷參考之一。

圖4 疲勞風險評估結果

該軟體的限制包括：未考慮睡眠品質、工作強度、作業
環境、以及疾病與用藥等因素。我國航空業者或可考慮
於飛安事件或接獲疲勞報告後，使用該軟體進行計算，
作為未來派遣或採用疲勞控管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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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討論
客艙廁所煙霧偵測器多次發出錯誤警告

等待的時間長短不易掌控，造成飛航組員的飛航執勤時
間拉長，若透過修法縮短飛航執勤時間限度，會增加派
遣之難度與彈性。

報告內容摘要

B公司亦表示注意到報告人反映的問題，經與飛航組員

A航空公司客艙組員多次於某航空器執行任務時，遇到

溝通後已達成共識，派遣時盡量以12小時的飛航執勤期

廁所煙霧偵測器警告響起之情形，然經檢查後無異常發

間為限度，必要時增加2小時，亦會針對凌晨2時至5時

現，重置系統後（reset）仍無法解除警告，造成乘客

間之飛航任務提供配套措施。TACARE則建議B公司可將

不安與客艙組員之困擾。

雙方達成的共識與相關配套措施加以文件化，例如納入
派遣作業相關原則中，使派遣人員有所依循。同時，

處理結果

TACARE亦聯繫民航局相關人員，轉知報告人之顧慮，作
A航空公司經查證後表示，該航空器於2個月內確實發生

為未來修訂法規之參考。

多次廁所煙霧偵測器無故啟動之情形，經更換相關之偵
測器後已未再發生類似情形，該公司表示會持續追蹤後
續狀況。

對客艙亂流預防作業之建議
報告內容摘要

普通航空業之飛航執勤期間限度不明確
報告者表示，依據C航空公司客艙組員作業手冊，亂流
預防作業分為輕度及中度兩級處置。

報告內容摘要

第一級-輕度亂流時，客艙組員於完成相關安全檢查

報告者表示，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中，除執行商務

後，仍可繼續客艙服務，洗手間雖然禁用，但若旅客有

專機之飛航任務外，並未明確限制普通航空業駕駛員之

急迫須求，在客艙組員告知注意事項後，仍允許使用。

飛航執勤期間，以執行緊急救護任務為例，B航空公司

第二級-中度以上亂流分為可預期及不可預期，客艙組

係以24小時扣除8小時之休息時間，因而認定法定的連

員須停止一切服務，洗手間則是嚴禁使用。

續24小時之飛航執勤期間限度為16小時。此限度超過民
航運輸業標準飛航組員國際線派遣14小時、與國內線派

報告者認為此種規定複雜混亂，亦有重視空中服務甚於

遣12小時之限度。報告人表示，緊急救護飛行任務經常

飛航安全之疑慮，原因如下：

是下午開始執行任務，假設是下午4時報到，依公司之

1. 亂流對於客艙中人員活動之影響並無科學與客觀之

解釋，直至隔日上午8時，只要累積的飛航時間不超過

標準，是以飛航組員在預期遭遇亂流時，不論其嚴

10小時皆為合法派遣。報告人認為16小時之飛航執勤期

重程度，為免影響客艙服務流程，幾乎永遠僅以

間限度並不合理，易造成組員疲勞，相關法規應明確訂

「請繫安全帶」指示燈一響警示客艙組員，意圖交

定飛航執勤期間限度。報告人建議夜間之限度為12小

由客艙長自行決定處置方式。然而，客艙長同樣為

時，日間為14小時；或比照民航運輸業之規定。

避免影響客艙服務流程，不論亂流之嚴重程度，幾
乎人人皆憚於指示立即停止一切服務。故亂流中客

處理結果

艙組員冒著自身、乘客及航機危險繼續服務之場景
屢見不鮮。

TACARE接獲報告後，聯繫B航空公司反映報告人的安全
顧慮。B航空公司表示，緊急救護飛行任務有其特殊

2. 乘客方面，遭遇亂流時須就座並繫妥安全帶，客艙

性，通常係下午或夜間搭載醫護人員與家屬前往他國接

組員卻繼續進行各項服務，而洗手間雖禁止使用，

病患，醫護人員到達當地後需前往當地醫院瞭解病患狀

有時（「請繫安全帶」指示燈一響時）在急迫須求

況，因而許多飛航執勤期間都耗費在機場等待病患，且

下又准予使用，有時（「請繫安全帶」指示燈兩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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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又完全禁止使用，種種作為，皆混淆「請繫安

TACARE工作小組認為，針對亂流預防與處置作業，各公

全帶」指示燈之權威性。

司皆已訂有駕、客艙配套程序，報告者反應之現象，可
能有部分係因線上組員未完全遵照程序規定所致，此點

綜上所述，為降低遭遇亂流時之危險機率，報告者建議

應可經由航空公司加強要求、組員之間加強溝通來改

C航空公司之亂流預防對策應採一級制，即不論飛航組

善，如現有程序中有顧慮不周、窒礙難行之處，則請組

員或客艙組員發出亂流警示後，客艙人員不分組員或乘

員向公司提出修訂需求。旅客部分，期望航空公司能利

客即須全體就座並繫妥安全帶，如此方能促使機組員及

用適當方式加強宣導，使其瞭解不同情況之間的差異。

乘客皆嚴肅對待亂流之潛在危險性。

最重要的，若客艙組員基於安全考量決定停止客艙服

處理結果

務，航空公司事後應尊重其專業判斷，以避免客艙組員
日後遭遇相同情況時，因擔心受到公司質疑而有所猶

C航空公司表示，航務手冊與客艙組員作業手冊中有關

豫。

亂流作業之規範，皆係依據ICAO建議之原則所制定。
飛航組員預期將遭遇亂流時，會利用適當時機事先通知

航機於離場過程中發生非預期轉向

客艙組員有關亂流強度、持續時間及航程中可能發生之
時間點…等資訊，以供客艙組員參考並彈性調整服務流

（引述韓國自願報告系統KAIRS之GYRO簡訊第169期）

程，維護組員及乘客安全。接近可預期亂流區域時，飛
航組員將依亂流強度以Fasten Seatbelt Sign 或/及

報告內容摘要

PA通知客艙。一旦遭遇不可預期之中度以上亂流，飛航
組員亦將依Aviate, Navigate, Communicate之順序原

航機起飛後，預計執行RNAV離場程序，該程序係要求於

則，以PA通知客艙組員及乘客就座繫妥安全帶。

高度2,200呎右轉。該機爬升至高度900呎時，報告人使
&

用自動駕駛，隨後ND中的導航圖示突然改變，顯示將導

Security Check Route執行客艙及責任區安全檢查後，

引航機左轉，航機也隨即開始左轉。報告人當時對自動

可繼續客艙服務；預期遭遇中度（含）以上亂流時，客

駕駛之操作產生懷疑，於是檢視標準儀器離場圖（SID

艙組員應停止一切服務，完成檢查後立即就座並繫妥安

chart）後發現FMGC（Flight Management Guidance

全帶與肩帶；遭遇不可預期中度（含）以上亂流時，客

Computer）有錯誤，便採取改正動作，聯繫管制員請求

艙組員應立即停止一切服務並就近坐下繫妥安全帶（與

航向360，定向SID中的某一航點，後續飛航狀況皆正

肩帶）。

常，報告人並因航機非預期左轉而偏離航路向管制員致

遭遇輕度亂流時，客艙組員依各機種Safety

歉。報告人表示，此狀況可能與在地面時FMGC多次出現
C航空公司認為，如飛航組員與客艙組員皆能依現有亂

失效訊息有關。報告人事後自我檢討，認為飛航組員應

流處置程序執行，應已能將人員因亂流遭致傷害之可能

於航機開始左轉偏離航路時，即能確認狀況並立即處

性降至最低。

置，而非耗費數分鐘檢視SID航圖後才進行改正。

民航局表示，目前國籍各航空業者之亂流預防與處置程

韓國KAIRS評論

序一致，皆係參照美國FAA規範，民航局亦訂有相關指
導原則。客艙組員皆受過專業訓練，應有能力運用其職

每位飛航組員都可能會遭遇非預期的狀況，若發生於起

災安全觀念來保護自己，對亂流之嚴重程度亦可依其經

飛或降落的高工作量期間，狀況警覺能力會顯著下降，

驗與專業判斷，彈性調整服務流程與方式。於輕度亂流

亦會增加決策下達的難度，因此飛航組員才需要於模擬

中，准許有急迫須求之旅客使用洗手間是不得不的做

器中反覆練習起降程序，以提高狀況發生時的應變能

法，但因旅客未受過專業訓練，因此客艙組員有義務向

力。飛航組員應牢記，雖然是由自動駕駛在操作航機執

其說明危險性及自保之道。近幾年來依現行亂流預防與

行標準離場程序，仍須熟悉離場程序並與實際情形進行

處置程序作業，旅客及客艙組員因亂流導致受傷之案例

比對。如此一來當自動駕駛出現狀況時，始能即時辨識

已大幅減少，除非客艙組員公會團體建議更改作法，否

異狀並接手操控飛機。另外亦提醒飛航組員，當發現航

則現階段國籍航空業者仍宜維持一致作法。

機偏離航路時，應先使航機返回正確的航路，以免造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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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接近甚至碰撞，而非先試圖要找出偏航的原因。

示起飛前應確實檢查並瞭解離場過程中航機之性能狀
況，當時應以最大馬力以獲取最佳爬升率；另外當偏
離或預期會偏離離場程序時，應立即報告管制員並請

航機於離場爬升時發生高度偏離

求雷達引導。

（引述韓國自願報告系統KAIRS之GYRO簡訊第168期）

韓國KAIRS評論

報告內容摘要

標準儀器離場程序與標準儀器到場航線之高度要求係
考慮障礙物限制，以使航機與障礙物間能保持安全隔

某次貨機飛行任務，航機起飛後依循標準儀器離場程

離，並降低航機噪音對機場鄰近地區之影響。當飛航

序（如圖5），該程序要求航機起飛後維持跑道航向

組員無法遵循時，應立即報告管制員並請求協助。

並爬高至2,960呎，接者左轉航向360，直至攔截R474
航路後離場，且於到達該航路時須爬高至7,060呎或
以上。該機由副駕駛員擔任操控駕駛員（PF），依程

航機於通過轉換高度時發生高度偏離

序爬高至2,960呎，接者左轉航向360並繼續爬高，左
轉後航機加速並開始收襟翼，由於該機場未有降低噪

（引述韓國自願報告系統KAIRS之GYRO簡訊第168期）

音離場程序（NADP），且副駕駛員為首次飛航該機

報告內容摘要

場，故報告人（正駕駛員）給副駕駛員較多空間操作
飛機。然由於該機重量太重，攔截R474航路時僅爬高

航機自日本起飛後，管制員指示爬升至FL150。日

至5,500呎，飛航組員遂操作航機繼續爬高，所幸當

本的轉換高度（transition altitude）為14,000

時周遭未有其他航機，管制員亦未對此有反應。

呎。報告者表示，依程序若航機位於低壓區（低於
1006hpa /29.70in），於進入轉換高度正/負2,000
呎時，應先短暫以VNAV維持高度後，再繼續改變飛
行高度，惟報告者當時遺漏該程序。航機到達轉換
高度時，報告者以標準大氣壓力設定高度表撥定值
後，由於異常低壓造成高度指示變得不可靠，在此狀
況下，航機通過FL150後又爬升500餘呎才勉強將高
度改平。報告者表示：當時東京機場的大氣壓力為
978hpa/28.88in，名古屋為984hpa/29.08in，過去未
曾遭遇如此低壓的狀況，在此低氣壓情況下，高度值
與標準大氣壓力下會有1,000呎的差異，使得航機於
通過14,000呎轉換高度後難以於FL150改平。報告者
建議若NOTAMS中能提示或通知駕駛員此異常低壓之狀
況，將有助於駕駛員之警覺，駕駛員亦應記得執行相
關的操作程序。

圖5 標準儀器離場圖

韓國KAIRS評論
轉換高度係指自該高度起使用標準大氣壓力做為高度

報告人自我檢視後表示，任務前組員於休息處所準時

表撥定值，以利飛航安全。而如報告所述之低壓狀況

起床，然接駁車卻延誤近40分鐘；且該機起飛前空

下，航機實際高度會高於儀表顯示之高度，因此駕駛

調系統出現異常訊息，飛航組員因忙於處置並檢視

員於航機通過轉換高度時應特別注意。

MEL，而未投注適當注意力檢視航機性能。報告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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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艙安全相關案例

可攜式電子用品有可能因故障而造成火警，因此航
空公司須規範此類電子用品使用機上插座的相關規

（以下三則案例係引述英國CHIRP自願報告系統FEEDBACK簡訊）

定，當因不當使用而造成異常狀況時，客艙組員應
立即呈報， 航空公司亦應於手冊中教導客艙組員

處理機上急病乘客時未兼顧緊急出口

如何處理類似事件。相關資料可參考ICAO 9481號文

某日航機正滑行前往跑道準備起飛，一位女姓客人按

件（Emergency Response Guidance for Aircraft

服務鈴告知其丈夫身體不適，報告者（客艙組員）評

Incidents Involving Dangerous Goods），或

估了當時的狀況並決定立即告知飛航組員停止起飛，

SKYbrary網站，網址如下：

並尋求其他客艙組員的協助。就在此時這名客人昏倒

http://www.skybrary.aero/index.php/Aircraft_

了，其他客艙組員拿來急救箱及氧氣瓶。此名客人的

Fire_Risk_from_Batteries_Carried_by_Passengers

病徵不明，而客艙組員也無法從病患太太口中得知詳

我國相關規定與國際上相同，民航局宣導資料如圖6

細病史。病人在使用氧氣後病患漸有起色，同時也對

所示。

我們的呼叫有所反應，這時航機已滑回登機門，航醫
也已在門口待命。
報告者回想此次事件，在最低派遣人數情況下，當全
數客艙組員都前來幫忙時，所有的逃生出口都無人看
管，然而這是不得已的選擇，畢竟在當下，病患處置
是最優先的項目。由於病患的位置靠近機艙前段，因
此客艙組員尚可兼顧到前門，當處置告一段落，座艙
長也立即指派一名客艙組員前去後門待命。所有組員
在機長的指示下，都做出了最好的緊急應變處置，飛
機停妥後，機長也提醒DISARMED所有機門的動作。
檢討這次的事件，報告者認為客艙組員之間應該以清
楚的口語相互說明病人情況及相關處置預劃。

旅客攜帶上機之電池對客艙失火之風險
客艙火警最常見的是烤箱失火，但過去也曾經發生鋰
電池造成機上失火的飛航事故。鋰電池分為鋰金屬電
池（Lithium Metal）及鋰離子電池（Lithium Ion）
圖6 民航局鋰電池宣導資料

兩種；鋰金屬電池（例如AA或AAA型號）無法充電，
並且通常為拋棄式，多用於傳統相機及小型電子用
品，一旦起火不一定能用機上滅火器撲滅；鋰離子電

起飛途中乘客解開安全帶離座使用洗手間

池可以充電，使用於筆電、數位相機、手機、PDA或
遊戲機，此類電池若功率未達100瓦特-小時，攜帶

航機正準備起飛，一位客人解開安全帶走向洗手間，

數量不受限制，但不可置於托運行李之中，僅限手

座艙長立即出聲制止並請這位客人立即回座，但客人

提上機，且須做好絕緣以避免短路；攜帶功率介於

完全不予理會，同時逕行走進洗手間。爬升時客人離

100~160瓦特-小時之鋰離子電池則須經過航空公司許

開洗手間回到座位，座艙長便趨前向客人說明安全規

可，數量並以兩個為限；功率超過160瓦特-小時之鋰

定，同時告知這樣的做法非常危險，但此名客人並不

離子電池，則無論手提或拖運，皆不允許帶上飛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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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且態度惡劣，並與組員發生爭執。許多客人議論訜

CHIRP工作小組認為，座艙長在起飛時於保持留在座位

訜，並反應客艙組員處理不當，應該立即制止而非仍留

上繫好安全帶是正確的做法，而飛航組員的主要職責是

在組員座位上僅以口頭制止，換作其他航空公司一定不

飛航操作，亦不宜於飛航中處理類似滋擾乘客的問題。

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因此，客艙組員面對不同異常狀況應自行評估並做最好
的處置，若落地後前後艙組員能就此一事件相互溝通與

座艙長認為應請機長出面處理較為妥善，但機長接獲通

討論，將會是較佳的做法。

知後卻拒絕出面處理，只告知座艙長落地後會填寫報
告。客艙組員認為公司及機長的處理態度太過消極與不
合理。

國籍航空業者「飛安資訊分享專區」
航機後推前未取得適當管制單位許可
兩機地面接近事件

事件摘要

事件摘要

A航空公司飛航組員於某機場執行飛行前準備，接獲
Pre-departure clearance（PDC）後，航管許可之跑道

A機抵達X機場後，塔臺通知停機坪由3號改到4號，並請

因飛機起飛重量問題而不符需求，故飛航組員請求更換

A機滑行至2號停機坪時先待命，等待B機自5號停機坪後

適切長度之跑道。飛航組員先嘗試呼叫delivery但未獲

推拖離後，再進入4號停機坪。當B機後推至尾翼即將進

回應，遂轉而聯繫地面管制（Ground Control）申請變

入滑行道時，發現A機持續滑行前進中，造成兩機過於

更起飛跑道。完成申請後，飛航組員向地面管制申請後

接近，B機緊急停止後推並通知塔台處理，A機經塔臺通

推許可，並獲得地面管制允許後推。快完成後推前，

知後停止滑行。

地面管制請飛航組員以另一波道聯繫機坪管制（Ramp
Control），取得聯繫後，機坪管制員質疑該機為何已

事後塔台調閱通話紀錄發現，A機飛航組員未以完整字

開始後推，飛航組員表示後推前係經過地面管制許可，

句與塔台通話，因資訊錯誤導致地面接近事件。

但機坪管制回覆告知：後推許可應由機坪管制發布。

處理結果
處理結果

已週知飛航組員與航管通話時，應使用標準通話程序及

檢視該機場航圖後發現，確有「後推/滑行/拖機許可應

術語，如有疑問應立即確認，避免因懷疑造成不必要之

向機坪管制申請」之規定。本事件發生之原因係組員嘗

風險。並已於相關會議中做成案例研討，以加強組員認

試與delivery聯繫但未獲回應，認為該頻率未有人員值

知與狀況警覺。

班，因此組員聯繫地面管制申請更換跑道。
地面管制在組員申請後推許可後隨即頒發後推許可，而

旅客於停機坪險遭行李車撞及事件

非告知組員應聯繫機坪管制，造成組員未再向機坪管制
取得許可。A航空公司認為，若地面管制無權頒發後推

事件摘要

許可，應指示該航班向機坪管制申請，以免造成誤會及
權責不清之情況。

C公司班機飛抵Y機場後，停靠12號空橋並由空橋下客；

A航空公司為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已發布機隊通

D公司班機抵達Y機場時，則停靠11號空橋，因班機客

訊週知所有組員，並進行案例宣導。飛行計畫中亦已加

滿，故同時開啟前後艙門供乘客下機，自後艙門下機之

入相關提醒資訊，航路資訊手冊業已納入相關資訊以供

旅客須通過11、12號停機坪間之人行道進入廊道方能抵

參考。
飛安自願報告系統簡訊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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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站出口。由於D公司未派人於11、12號停機坪間人

處理結果

行道引導旅客，一位小朋友因為想拍照，突然跳出人行
道外，險些被移動中的地勤行李車撞上，所幸地勤車輛

F公司認為，「260」可以代表高度、航向或速度等，正

引導員及時發現並抱住該名小朋友，因此未發生意外。

駕駛員之指示並不明確，應於數字之前加上Title，必
要時應於數字之後加上feet、knot或degree等單位；而

處理結果

副駕駛員在未加確認前，即逕自臆測正駕駛員之指示。
此一事件突顯正副駕駛員之溝通不良，未發揮良好之

事後已將此一情況通報Y機場航務組，航務組亦已週知

CRM。F公司已加強飛航組員之CRM溝通技巧，並要求溝

所有飛航Y機場之業者，當航機停靠11、12號空橋時，

通時應使用標準術語。

需派員引導及戒護旅客；C公司飛安部門則已將相關資
訊轉知地服部門參考。

客艙清潔人員不慎造成壁板破損事件
空橋斷電事件
事件摘要
事件摘要

I地勤公司清潔人員執行J航空公司客機清艙作業，完成
後欲離機時，因手中攜帶許多清潔用品，故將吸塵器配

E公司航班於Z機場登機時，空橋於25分鐘內接連發生兩

件夾於腋下，通過艙門時吸塵器吸頭不慎戳到艙門邊

次斷電，地勤公司人員準備操作空橋時，發現因斷電造

之壁板，造成該處玻璃纖維有約2.5公分的破損（如圖

成空橋追平失效和異常上升，使空橋地板壓迫到艙門底

7）。

部，遂決定停止登機。所幸經機務人員檢查後，艙門並
未受損，登機作業於空橋修復後重新開始。

處理結果
E公司地服部門已針對此一事件發布公告，要求各場站
及相關部門應瞭解空橋斷電之緊急程序與措施，並應執
行空橋斷、復電操作測試，以維安全。

圖7 客艙壁板破損情形

航行中飛航組員溝通不良可能造成之影響

所幸經J航空公司機務人員查看後並無大礙，破損處經

事件摘要

修補後未造成其他影響。

每遇夏天雷雨季節，中央山脈常有積雨雲產生，雲高可

處理結果

達航路高度，範圍更廣及離場航線，故航班經常會向航

當事人於事件後分享親身經驗，表示當時因接獲飛機準

管請求改變高度或航向以躲避天氣。

備拖離移位的通知，因此自己急著走出機艙，手上抹

某日F公司航班起飛後按標準離場程序離場，右轉定向

布、擦手紙、垃圾袋…等雜物又太多，才會一時大意。

某航點時，正駕駛員因發現前方有積雨雲，故對副駕駛

I地勤公司已製作案例通告全員，宣導清艙作業完畢後

員說：「請求260」，副駕駛員聽聞後便向航管請求飛

若雜物太多，應請他人幫忙或分批拿出機艙，以避免類

航空層260；由於正常之飛行高度應為飛航空層220，此

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同時也將相關內容列入訓練教材及

事引起正駕駛員不悅，並責怪副駕駛員：「我說的是航

勤前提示中。

向260，你怎能亂申請？」。副駕駛員則認為：「您又
沒指示是高度還是航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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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托運行李受損索賠事件
事件摘要
G地勤公司接獲H航空公司旅客投訴，指稱托運之行李箱
受損（如圖8）並要求賠償。經查明後發現，行李箱破
損原因，係H航空公司某架飛機之貨艙地板有破損（如
圖9）所致。

圖10 貨艙地板破損情形

貨機Main Deck未確實依裝載表裝載事件
事件摘要
K地勤公司某日執行一貨機Main Deck裝載作業，作業人
員未按原裝載計劃，錯置以下兩個貨盤：
圖8 旅客行李箱受損情形

1. 盤號86767，重量2,127KG，表列裝於A2位置。
2. 盤號87676，重量746KG，表列裝於PL位置。
兩貨盤重量相差1,381KG，若未發現錯置，將造成平衡
重心誤差值達2.5% MAC ZFW（原計劃為27.3%，錯裝後
的重心為29.8%）。
所幸機邊監督人員及時發現，重新判讀與調整平衡表，
因而未造成異常。

處理結果
圖9 貨艙地板破損情形

K地勤公司認為此一事件之主因，係裝載人員未確實核
對盤號所致。為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已增列航機

處理結果

裝載作業標準規範（SOP）：

G地勤公司為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已製作通告進

(一)航機前、後、腹艙（含各型貨機主艙）之裝載：

行案例宣導，提醒地勤人員執行H航空公司行李裝卸作

1. 盤櫃裝機時，作業負責人依裝載表確實核對盤

業時，應避開貨艙地板破損處，以避免行李箱受損；並

櫃號碼

建議H航空公司針對該架飛機貨艙地板破損處進行細部

2. 拖車駕駛與裝卸車操作人員於拖運盤櫃作業或

修補，而非僅以膠帶貼補（如圖10）。

裝載進艙前，應根據裝載表確實核對號碼無誤
(二)增加「拖車駕駛與裝卸車操作人員」兩員覆核盤櫃
號碼之預防機制。

飛安自願報告系統簡訊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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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拖車碰撞事件

業者尋求航空站安檢人員協助，當行李通過X光機查驗
發現內有含水物品時，可立即通知地勤人員前往處理，

事件摘要

以避免因旅客未確實告知托運行李之內容物，造成汙水
滲漏、導致航機受損的疑慮。

L地勤公司作業人員甲駕駛小拖車於機坪執行盤貨拖運
作業時，因車輛臨時故障，熄火後無法啟動，作業人員
甲為將故障小拖車駛回停車場換車，遂協調另一作業人

航修線上的輪胎檢查經驗分享

員乙駕駛另一小拖車自後方推頂。推頂途中，故障小拖
車之方向盤於無動力情況下不易控制，造成車輛向右方

飛機輪胎在起飛與落地時，承受高速摩擦與總重量負荷

偏移並碰撞到路邊之護牆，造成作業人員甲因腹部擠壓

的功能，是安全性與可靠性要求都很高的重要部件。所

到方向盤而感到不適，所幸經送醫診察後並無大礙。

以維持輪胎的可靠性檢查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N維修廠欲分享航修線上輪胎檢查之經驗：

處理結果

一般飛機輪胎在過境或過夜檢查時，只能檢查看得到之
L地勤公司為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發布以下兩則

部分，壓在底部無法看到的部分，則成為檢查的盲點，

通告：

若壓在底部之部分有切傷或胎皮厚度不足之情況而未被

1. 車輛故障時，當事人須於第一時間回報單位知悉，

發現，很可能對下一次的飛行任務產生危害。

並通知維修人員前往處理，另調度其它車輛至現場

因此N維修廠新增輪胎檢查規定：過夜檢查時，發現胎

接續作業；如故障車輛影響班機作業，應先將車輛

皮上有任何直切或平切痕跡，都須用粉筆畫圈表示已檢

移置路旁，再交由維修人員修護。

查合格，並在全部檢查完成後，於輪胎6點鐘位置以粉

2. 如需回廠處理時，應由維修人員判斷及決定運送方

筆標註箭頭朝下符號“↓”，代表該處於當次檢查時係

式，作業時須有維修人員在旁指導，再依其指示將

壓在底部，12點鐘胎面位置則以粉筆劃直線，並在輪胎

車輛運回維修廠，嚴禁使用不當方式將車輛進行長

側面標註檢查日期及“OK”，用於提醒下次飛機移動

距離之移動，因車輛於無動力狀態下，方向盤不易

後，輪胎檢查必須特別注意的部位。

操控，容易造成人員受傷及裝備損壞。

N維修廠認為此種檢查後的標識方式，可使輪胎整圈360
度在最快的機會內，被確實的檢查一次，也確保了飛行
安全。

貨艙地板污水滲漏事件
事件摘要
M航空公司某航機落地後，機務人員回報於貨艙地板發
現水漬及海鮮異味，檢查後發現已有部份污水滲入地板
下方，導致部份隔熱毯潮濕，隨即將地板下格框內所有
受影響之隔熱毯移除，安裝新的隔熱毯。

處理結果
清查後發現，該污水係滲漏自某兩箱以黑色塑膠袋包裹
之託運行李，起飛站地勤人員雖曾向旅客詢問內容物，
但因旅客回覆內容物為「食品」，故依一般託運程序受

圖11 輪胎上有切、磨的地方，用粉筆畫圈表示已檢查

理託運。

並合格。

為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M航空公司建議國內航線

12

飛安簡訊-31.indd 12

飛安自願報告系統簡訊第31期

2014/4/14 上午 10:55:45

件，O航空公司參考國際飛安基金會資料，發出以下通
告，一方面教導飛航組員保護自己，二方面降低雷射光
束帶來的傷害，在此與各公司分享：
1. 以手或遮陽板等物保護眼睛，避免直視雷射光束，
若操控駕駛員（PF）之操控能力受到影響，另一組
員應接手操控或使用自動駕駛。
2. 若可行，調亮駕駛艙內燈光（dome lights），
以減低雷射光束造成之盲點效應（blindness
圖12 完成檢查後，於貼地的6點鐘位置，以粉筆標註箭
頭朝下符號“↓”

effect）。
3. 向航管提出報告。

好禮相送
為了鼓勵並感謝您對飛安的貢獻，即日起凡提報飛航安
全相關資訊並符合提報要件者，即可獲得「多國旅行用
插頭轉接器」一個，提供4種不同國際規格插頭，並內
建USB埠及安全保險絲，適用電壓110V~240V。期盼各
位讀者繼續給予支持與肯定，並請踴躍提報飛安相關意
見，齊心為我國的飛安成績加分。

圖13 在輪胎12點鐘胎面位置以粉筆劃直線，並在輪胎
側面標註檢查日期及“OK”

機場外人員以雷射光束照射駕駛艙事件
事件摘要
O航空公司班機於W機場五邊進場、高度560呎時，駕駛
艙左側突遭綠色強烈雷射光束照射，雖然ATIS內容已針
對此事加以提醒，但飛航組員的視覺仍短暫受到雷射光

錯過了前期簡訊嗎？
您可上本系統網站點閱：
www.tacare.org.tw ， 或 來 電
0800-075-085 | 0800-TACARE
（822-273）索取。

束的影響。航機安全落地後，已向塔台報告此事。

處理結果
目前W機場尚未回覆此一事件的調查結果。近年來世界
各地發生多起機場外人員以雷射光束照射駕駛艙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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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安自願報告表
Aviation Safety Reporting Notes
「飛安自願報告系統」歡迎航空從業人員，提供親身經歷或所見所聞之任何影響飛安之資訊。希望
經由資訊的蒐集、分析、研究及交換，對掃除潛伏性不利飛安因素有所助益。本系統收到報告後，會除去
姓名、單位，及所有其他可能被識別之資料，並予絕對保密。飛安工作要我們共同努力，沒有您的熱心提
報，飛安的隱憂及飛安問題將繼續存在。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飛安報告工作室
TACARE (TAiwan Confidential Aviation safety REporting system) is a voluntary flight safety
reporting system that opens a window for all personnel in the aviation community to confidentially report
their concerns about aviation safety without fear of punishment, and to encourage the reporting of any
actual or potential threat to aviation safety. All the submissions will be made anonymous. We guarantee
full confidentiality without liability.
Aviation Safety Council
TACARE OFFICE

事件簡述 Brief Description :

黏貼區

黏貼區
接背面

We sincerely welcome your reports.
Toll Free：0800-075-085 0800-TACARE

Website：www.tacare.org.tw

E-mail：tacare@asc.gov.tw

黏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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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填下列資料。在收到您的初報後，我們會儘快依照您選擇之聯絡方式與您聯繫。
Please fill out the blanks. TACARE office will contact you via the method chosen.
報告人資料 Information about Reporter
姓名 Name
服務單位
Firm

聯絡電話 Contact Phone（

□

航管
ATC

□

飛航組員
Flt. Crew

□

空服員

Flt. Attendant

職稱 Job Title

）

□

機務

Maintenance

□ 航務

Flt. Ops.

□

其他

Others

聯絡方式 Preferred Way of Contact
□打電話給我 call me,號碼 Number: ( ) __________________
□我來找你們 come to your office，日期及時間 date & time:_____月 M______日 D, ______點 H______分 M
(安排面談確認電話號碼 phone number for appointment confirmation: (
) ___________________
□已敘述如下，不必再聯絡 Describe as following, no further contact is necessary
摺疊線

廣

告

回

函

台灣北區郵政管理局登記證
北 台 字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第 1 3 5 1 8 號

郵 資 已 付 免 貼 郵 票

飛安自願報告系統工作室 收
23143 新北市新店區北新路 3 段 200 號 11 樓

摺疊線
摺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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