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興航空GE235飛航事故調查

事實資料報告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主任調查官  王興中 



飛航事故調查法 

第三條 

為公正調查飛航事故，改善飛航安全，政府應設飛航安全調查委員
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第五條 

飛安會對於飛航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類似飛航事故之再發生，不
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ICAO Annex 13)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Aviation Safety Council 

 



飛航事故 

事實資料蒐集 

分析作業 

調查人員赴事故現場 

委員會審議 

飛安改善建議 

可能肇因, 風險因素, 安全顧慮 

殘骸, 現場記錄, 量測, CVR, FDR, 

雷達, 航管, 證人訪談, 測試模擬 

調查報告 

期中飛安通告 事實資料報告 

飛航事故調查階段 



GE235飛航事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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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經過 

民國104年2月4日，復興航空公司一架ATR72-600型機
，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為B-22816，由台北松山機場飛
前往金門尚義機場之GE235載客航班，機上載有駕駛員
3人（1人為觀察員）、客艙組員2人、乘客53人，共計
58人。該機於1051時自松山機場10跑道起飛，起飛後約
3分鐘，於1054時墜毀於松山機場10跑道末端東南東方
約5.4公里處之基隆河面，造成機上43人死亡，14人重
傷及1人輕傷，另有地面2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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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組織成員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復興航空公司、法務部
法醫研究所、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法國失事調查局（BEA） 

航空器製造公司（ATR） 

加拿大運輸安全委員會（TSB） 

發動機製造公司（Pratt & Whitney Canada） 

美國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 

發動機/螺旋槳控制設備製造公司 

 



調查團隊分組 

本事故專案調查小組成員共計56人，分為
5個專業分組， 

分別為： 

飛航操作 

航空器適航 

飛航服務/天氣 

飛航紀錄器 

生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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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235事故調查 

事實資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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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235事故調查事實資料統計表(估) 

1 訪談紀錄（面談、書面） 43份 

2 通信抄件 3份 

3 飛航組員相關資料（個人資料、班表、訓練紀錄） 26份 

4 查核紀錄（例行、主基地、深度、SMS、機場） 33份 

5 航空器維護紀錄 104份 

6 飛航操作觀察飛行 2架次 

7 模擬機訓練觀察 6 架次12 小時 

8 飛航、飛測資料 12份 

9 飛航組員通告 2份 

10 相關手冊、文件、協議書（航務、機務、航管、安全管理、檢查員） 32份 

11 飛航紀錄器解讀 、資料處理、分析、動畫製作 2航次 

12 GPS現場蒐證、LIDAR現場蒐證、空照影像及精密地形資料 4份 

13 殘骸資料庫 /殘骸檢測及NVM解讀資料庫 各1份 

14 天氣資料 10份 

15 航管雷達資料 2份 

16 管制員人員資料、班表、工作日誌及值班經過報告 4份 

17 監視錄影畫面（機場起降紀錄） 2份 

18 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附近大樓監控錄影畫面 6份 

19 相驗、解剖、醫療、毒物檢驗紀錄 76份  

20 艙單、客艙殘骸、消防搶救紀錄 85份 



事實資料報告 

1個概述及5個專業分組事實資料報告 

為便於與法國、加拿大、及美國之授權代表團隊
溝通及確認資料，事實資料報告皆以英文撰寫 

分別為： 

 00  概述 

 01  飛航操作 

 02  航空器適航 

 03 飛航服務/天氣 

 04 飛航紀錄器 

 05 生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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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成員 

• 主要工作歷程 

• 事實資料描述 

• 附錄 

• 附件列表 

• 附件內容暫不公布 

報告內容大綱 



事實資料確認 

民國104年6月22日 事實資料確認會議 

民國104年6月30日 本會第34次委員會議審議 



13 

飛航經過 



飛航經過(1) 

事故當日，3名飛航組員含2位正駕駛員、1

位副駕駛員，使用事故機預計飛航松山來
回金門2趟計4架次。該機於0744自松山起
飛赴金門，1012返回松山機場，航機狀況
正常 

該機預計1045再度起飛前往金門，正駕駛
員A於左座擔任操控駕駛員(PF)及機長、正
駕駛員B於右座擔任監控駕駛員(PM)，另一
名副駕駛員位於駕駛艙觀察席擔任觀察員
(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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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經過(2) 

依據飛航資料紀錄、座艙語音紀錄、航管通話錄
音及雷達資料： 

該機於1051:39起飛滾行，4秒後PM：沒有
ATPCS armed；PF回答：好 繼續起飛 

1051:51時PM：喔有啊  ATPCS armed 有 

1052:01時起飛，之後完成起飛後檢查，接上
自動駕駛開始爬升，於通過1,000呎開始右轉 

1052:38時，該機通過1,200呎，駕駛艙出現警
告聲響；Engine and Warning Display (EWD)

上出現“ENG2 FLAME OUT AT TAKE OFF”之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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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 and Warning Display (EWD) 

ENG 2 FLAME OUT AT TAKE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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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經過(3) 

 1052:41時，航機爬升通過1,300呎，PF將自動駕駛解
除 

 1052:43時，PF道：我把一號發動機收回來；PM回答
：等一下 cross check；此時ENG1油門位置紀錄由75

度收至66度 

 1053:00時，PM：好 engine flame out check。繼續說
：check up-trim 有，auto feather 有  

 1053:06時，PF：number one收回來；之後ENG1油
門被收至49度，同時PM：好 現在確定是二號 engine 

flameout 

 1053:09時，PF回答：好；ENG1油門仍保持於49度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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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經過(4) 
 1053:09時，航機高度到達1,630呎、速度102浬/時，開始
下降高度 

 1053:13時，失速警告聲響並有stick shakers，PM說：好 

推 推回 

 1053:15時，PF說：shut；PM回答：等一下…油門  油門 

 1053:13至1053:15時ENG2之油門推至86度而ENG1油門
回收至34.5度(idle position) 

 1053:19時，PF說：number one 後又說：feather shut 

off；同時PM說：number feather；之後失速警告及stick 

pusher開始作用(至1053:27) 

 1053:22時，PM說：okay；PF接著說：呃 number one 

 1053:24時，ENG1 CL被收至”燃油關斷”位置；6秒後
ENG1螺旋槳顯示於順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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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經過(5) 

 1053:35時，PM向航管宣告發動機熄火緊急狀況，之後於
1053:46至1054:04間，飛航組員曾兩次嘗試接上自動駕駛，但
未成功，同時期航機又進入失速狀態 

 1054:05時，PM說：兩邊都沒有，2秒後PM又說：沒有 engine 

flameout both sides 沒有了 

 1054:09時，航機高度545呎、速度105浬/時，PF說：重新開車 

 1054:20時，ENG1 CL離開”燃油關斷”位置 

 1054:25時，航機高度401呎、速度106浬/時，ENG1之轉速上
升至30% 

 1054:27時，航機高度309呎、速度105浬/時，PF說：哇 油門
收錯了 

 1054:34時，航機高度83呎、速度108浬/時，地面接近警告系統
“Pull-up” 警告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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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經過(6) 

 1054:35時，航機高
度55呎、速度106浬/

時，坡度由向左10度
增加至向左80度，此
時航機位置接近基隆
河左岸之高架橋，航
機左翼尖撞及一輛駛
經高架橋之車輛，並
接連撞上高架橋之護
欄及一只高架橋邊燈
，墜落於基隆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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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7.7             PM “好 現在確定是二號 engine flameout” 

 10:53:09.9~10.8    失速警告 

 10:53:12.6~18.8 失速警告  

 10:53:21.1            PF “feather shuts off” & 失速警告  

 10:53:25.3~27.3    PF “好我繼續飛” & 失速警告  

 10:53:34.9             PM ” tower transasia two tree five mayday mayday engine 

   flameout” 

 10:53:39.4             TWR “transasia two tree five please try again contact taipei 

   approach one one niner decimal seven” 

 10:53:46.4             PF “autopilot 接上” 

 10:53:55.9 ~59.7 失速警告 

 10:53:58.7  PF ”autopilot autopilot 再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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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09.2 PF “重新開車” 

 10:54:23.2 ~ 54:33.9  失速警告 

 10:54:24.0   PF “重新開車” 

 10:54:27.1   PF “油門收錯了” 

 10:54:30.5   PF “重新開車” 

 10:54:31.8   OBS “impact impact brace for impact” 

 10:54:35.9   EGPWS “pull up” sound, FDR stopped recording 

 10:54:36.6   CVR stopped recording 



事故現場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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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 汐止區 

主殘骸 

遭撞計程車 

基隆河 

環東大道 

參考飛行軌跡 

護欄 

撞擊痕跡 

左副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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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骸打撈 
撈獲約85%飛機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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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結構及系統檢測 



28 

 飛機結構檢視 

 發動機檢視 

 自動順槳單元測試 

1號自動順槳單元測試合格 

2號自動順槳單元 

- 發動機扭力訊號傳輸線Pin J 及Pin H接線之連續
性測試結果顯示，訊號傳輸狀況時有時無 

 多功能電腦記憶資料下載 

 螺旋槳電子控制器及發動機電子控制器資料下載 

 訊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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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起飛動力控制系統 (Automatic Take-off Power Control 

System) 

• ATPCS包含自動順槳單元(AFU) 、扭力感測器等零件 

• 飛機起飛前駕駛員將ATPCS設妥後，於飛機起飛時若偵
測到其中任一具發動機扭力低於18.5%時， ATPCS會 

 自動將另一具功能正常之發動機之馬力增加(up trim)，
且關閉該發動機之加壓空氣洩放閥(bleed valve) 

 將失效之發動機自動順槳 

 功能正常發動機之自動順槳功能將會被抑制 

 

自動起飛動力控制系統 (ATPCS) 



駕駛艙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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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紀錄器解讀 



座艙語音記錄器(C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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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長度: 2小時4分
14.4秒 

停止記錄時間: 10時54

分36.6秒 

記錄品質良好 

 



飛航資料紀錄器(F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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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長度: 67小時22分
56秒 

停止記錄時間: 10時54

分35.9秒 

記錄品質良好 

記錄參數約 750個 

 



FDR飛航資料繪圖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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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抄件 



座艙語音紀錄器抄件 

開始時間 1041:14.6 

結束時間  1054:36.6 

抄件內容 

啟動發動機 

後推、滑行 

起飛 

事故經過 

完整抄件置於 04 Flight Recorder Group Appendix 2 



航管無線電通訊錄音抄件 

開始時間 1034:28 

結束時間  1110:44 

通話單位 

復興GE235、松山塔台、松山近場台 

抄件內容 

起飛、爬升 

波道轉換 

航機搜尋 

跑道管制 

抄件置於 03 ATC/Weather Group Appendix 1 



事實資料章節 
國際民航公約第13號附約格式 

1.1  飛航經過 

1.2  人員傷害 

1.3  航空器損害情況 

1.4  其他損害情況 

1.5  人員資料 

1.6   航空器資料 

1.7   天氣資料 

1.8  助、導航設施 

1.9  通信 

1.10 場站資料 

 

1.11 飛航紀錄器 

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 

1.13  醫學與病理 

1.14  火災 

1.15  生還因素 

1.16  測試與研究 

1.17  組織與管理 

1.18  其他資料 

 



事實資料內容 

事故經過 

航機受損及人員傷亡情形 

飛航組員背景、經歷、訓練紀錄 

相關系統說明、檢測結果 

飛航紀錄器解讀結果 

復興航空組織、訓練、政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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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蒐證 

資料收集 
測試與研究 
人員訪談 
事實資料報告撰寫 
事實資料確認 
發布事實資料報告 

分析作業 
探究事故原因 
研議改善建議 
報告草案撰寫 
技術審查會議 

GE235飛航事故調查時程規畫 

104年 

2月 

104年 

7月 
104年 

11月 

報告草案 
–內部審閱 
–委員會議初
審 

–外部單位意
見提供 

105年 

1月 

調查報告 
–委員會議審
核 

–外部單位意
見陳述 

發布中、
英文調查
報告 

105年 

4月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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