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行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 

0915 RAPID 200 超輕型載具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編號：  ASC-AOR-08-06-001 
 
發布日期： 中華民國 97 年 06 月 10 日 
 
事故發生日期及時間： 中華民國 96 年 09 月 15 日，約 1630 時 
 
事故地點： 彰化縣芬園鄉，利民橋北方約 1 公里處旱地，

經緯度：東經 120 度 37 分 54.0 秒，北緯 24
度 01 分 30.6 秒 

 
活動場地與活動空域： 彰化縣芬園鄉利民橋北方，未經申請之活動

場地及活動空域。 
 
載具： 

型號：  KP2U-SOVA-RAPID 200 
編號： 無 
原廠序號： 2132154M 
檢驗合格證號： 無 
發動機數量及型別：  1 具 ROTAX 912 ULS，4 缸往復式發動機，

最大馬力 100 匹 
發動機序號：  5 647 363 
損害情況： 載具機首及機翼毀損 

 
人員： 

機載人數：  2 人 
傷亡情況： 重傷 2 人 
操作人與操作證： 載具上 2 人均無合法之操作證。 

 
天氣：  静風，能見度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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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實資料 

1.1 事故經過說明： 

民國 96 年 9 月 15 日約 1630 時，一架 RAPID 200 型超輕型載具，載具上載

有操作人及乘員各 1 人，由彰化縣芬園鄉利民橋北方一處空地(約位於東經

120 度 37 分 59.0 秒，北緯 24 度 01 分 17.3 秒)起飛，該載具離地後約於高

度 40 呎時，螺旋槳停止轉動，左偏向下墜落於距該機起飛前停機位置約 300
度方位、400 公尺處之田埂(如圖 1)。載具機首及機翼毀損，操作人重傷昏迷，

乘員雙腿骨折。 

1.2 基本資料： 

 操作人資料： 

載具上 2 人均未加入任何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亦未持有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以下簡稱民航局）核發之超輕型載具操作證。其中載具操作人持有中

國民航總局於 2004 年 9 月核發之私人駕駛員執照（Private Pilot 
License），有效期間為永久有效。 

依據訪談資料，該載具操作人具 12 年以上之超輕型載具操作經驗，操作事

故載具之飛行時間約 10 小時。乘員不具超輕型載具操作經驗。 

 載具資料： 

事故超輕型載具型號為 KP2U-SOVA-RAPID 200，由捷克（Czech 
Republic）JIHLAVAN airplanes, s.r.o.飛機公司於 2007 年 1 月於捷克製

造，原廠生產序號為 2132154 M。機上裝有 ROTAX 912 ULS 型往復式發

動機乙具，序號為 5 647 363，最大馬力為 100HP；發動機上安裝之機械

燃油泵件號為 892540，該發動機由 Bomberdier Rotex 飛機發動機公司於

奧地利製造，出場日期為2006年12月7日。該載具之螺旋槳為WoodComp
公司製造之 3 葉標準（Classic）槳葉。依訪談記錄，該載具經捷克當地試

飛完成後，拆解為機翼及機身兩部份運台。抵台後，由載具操作人將機翼

及機身重新組裝完成後開始飛行，期間除執行組裝機翼及機身必要之程序

外，並未更動原載具之其他構型。該載具未向民航局申請檢驗即開始飛航，

其自組裝完成後至發生事故前之操作時間約為 10 小時。 

 維修資料： 

事故超輕型載具維修記錄記有原廠之發動機及螺旋槳安裝檢查合格記錄，

無其他維修記錄及出廠原始試飛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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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重及性能資料： 

載具空重為 280 公斤，最大起飛總重為 450 公斤，失速速度為 36 浬/小時

（襟翼不伸放），30 浬/小時（襟翼伸放），總油量 64 公升。載具上 2 人體

重合計約 110 公斤。 

 飛行場及天候資料： 

該飛行場位於東經 120 度 37 分 59.0 秒，北緯 24 度 01 分 17.3 秒。跑道

航向 340/160，長度 250 公尺。該活動場地及場地上空之活動空域係未經

申請之活動場地及空域。 

依事故當時目擊證人敘述，事故當時能見度良好，地面靜風。 

1.3 殘骸檢查及現場量測： 

 機身狀況： 

飛機墜落於起飛場地北端一稻田田埂西側一處有邊坡之草地，機首整流罩

破裂，左側變形較嚴重，機首下部（腹部）左側受擠壓、扭曲變形（如圖 2）；
檢視三片槳葉後發現葉面平整，無扭曲變形現象，1 號及 2 號槳葉於根部

折斷，3 號槳葉仍附著於槳葉毂上，1、2、3 號槳葉之翼前緣自根部裂開，

長度分別為 40cm、29cm、35cm（如圖 3）；左翼翼尖整流罩翼前緣部份

結構向內擠壓，延伸至前緣翼根結構蒙皮破裂及變形，右翼前緣蒙皮輕微

變形。後機身部份大致完整，襟翼係伸放狀態，但並未在完全伸放位置，

與翼根連接處結構變形，主輪起落架位於收上位置，鼻輪起落架位於半伸

放位置（如圖 4）。 

 飛操系統： 

副翼至駕駛桿間之連桿連接正常，升降舵至駕駛桿間之連桿連接正常，方

向舵至駕駛桿間之連桿連接正常（如圖 5）。 

 座艙控制： 

駕駛桿變形移位，方向舵變形向座椅方向擠壓，襟翼在“extend II”位置。起

落架手柄及油門控制面板變形，起落架手柄位於“down”位置，油門在“max”
位置（如圖 6）。G 表指示為 6.5 最大值為 10，燃油泵電門變形，指示中間

至“OFF”位置，主電門位於“ON” 位置，點火電門位於”OFF” 位置（如圖 7）。
垂直速率表損壞，指針指示“DN 15”位置（如圖 8）。 

 燃油系統： 

燃油流路係由燃油箱選擇瓣經電動燃油泵通過防火牆接至機械燃油泵，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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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燃油分歧管接至化油器。 

經檢視後發現電動燃油泵接至防火牆處管線斷裂；機械燃油泵本體完好，

固定座損壞，接至左及右化油器處管線脫落；左化油器岐管已脫落，右化

油器岐管仍完整。左右兩油箱抽出之燃油（95 無鉛汽油）各約 15 公升。 

1.4 檢測資料 

 發動機及燃油系統： 

現場檢測： 

發動機受撞擊部位零組件受損，齒輪箱傳動軸無法盤動。 

油箱至化油器之燃油管路無異物阻塞情形，油箱選擇瓣正常；電動燃油泵

部份已脫離管線，外表受到輕微撞擊；機械燃油泵固定座破裂並脫離傳動

齒輪箱；左化油器燃油入口損壞。 

工廠拆檢（詳如附錄 2）： 

發動機經拆檢後發現：滑油散熱器、冷卻水散熱器、排氣岐管、進氣岐管

及發動機支撐架損壞。齒輪箱螺旋槳傳動軸彎曲變形。發電機點火感應器

斷折、變形、移位。拆除齒輪箱螺旋槳傳動軸及變形移位之點火感應器後，

發動機可正常盤動。汽缸及汽缸頭正常、進排氣閥、氣閥頂桿及頂桿凸輪

正常、活塞有較多積碳、活塞連桿正常、曲柄軸正常。機械燃油泵固定座

損壞，泵油瓣膜完整。電動燃油泵之電器接頭及管線接頭有部份輕微損傷，

外表輕微凹陷。 

測試（詳如附錄 3）： 

依原廠手冊（Maintenance Manual for ROTAX Engine Type 912 Series, 
P/N：899601）標準規範執行電氣系及燃油泵測試；經量測電器系電阻值

無不正常發現。燃油泵操作壓力檢查在規範內。 

量測化油器浮筒托架（ float suspension bracket）間隙，發現左側為

0.80mm，右側為 1.05mm。規範標準值為 0.4mm 至 0.5mm。該浮筒之功

能係在調整適量之燃油進入化油器，產生良好油汽混合比例，以保持發動

機之最佳燃燒效率。 

1.5 相關文件 

依 Bomberdier ROTAX 原廠 2006 年 5 月 1 日版之操作手冊（Operator’s 
Manual），第 7.1 節內容原文如下。依該節內容，ULS 型別之發動機係未認

證之航空發動機（non-certified aircraft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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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廠於 2007 年 1 月出版之飛行及維修手冊(Flight and maintenance 
manual)第 10 頁內容中列有「警告: 本型ROTAX發動機未經適航認證，可能

隨時失效故障，飛行員應承擔發動機失效之任何後果。」。原文為：Warning: 
The ROTAX engines have no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 and they could fail at 
any time. The pilot of the aircraft is responsible for any consequence of the 
engine failure. 

Bomberdier Rotex 原廠曾於 2007 年 4 月 13 日發布服務通告(Mandatory  
Service Bulletin，詳如附錄 4)，編號為： SB-912-053UL，內容明敘 ROTAX 
912 系列之發動機如裝有件號為：892230, 892232, 892540 之燃油泵，應於 
2007 年 7 月 1 日前更換件號為 892542 之燃油泵，如不執行將可能使燃油壓

力過大而使發動機失效或大量燃油洩漏，導致發動機損壞或人員傷亡。 

歐洲航空安全局(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 EASA)於2007年4月20 
日則發佈乙份相對應之緊急適航指令（Emergency Airworthiness Directive, 
EAD，詳如附錄 5），編號為：2007-0060R1-E，其適用範圍為ROTAX 91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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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1之發動機。 

我國民航局亦於 2007 年 4 月 25 日，以標準四字第 0960012983 號函中華民

國超輕飛行發展協會及小澤動力工作室（ROTAX 在台之認證維修廠），告知

該適航指令(2007-0060R1-E)之原文內容。 

1.6 操作資料 

 緊急操作程序： 

依該載具原廠於 2007 年 1 月出版之飛行及維修手冊 (Flight and 
maintenance manual)第 34 頁原文如下： 

 

                                                 
1 ROTAX A, F, S 為經認證之發動機，未認證之發動機相關問題非 EASA 之監理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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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訪談摘要： 

依事故發生當時目擊證人訪談紀錄： 

當天下午約 1610 時，於事故場地遇見操作人並與其交談，於言談中未發現其

精神及身體有異常現象。曾目擊事故機操作人上飛機開車，位置在 34 跑道頭

末端（該飛行場跑道為 340/160 方向），啟動正常，FLAP在全放位置，之後

開始滾行，飛機約於跑道中後段離地，離地後約距跑道左邊 1 個半樹叢高2，

飛機仰角不大，看見飛機螺旋槳停止，引擎無聲音，好像熄火。當時很安靜，

可聽到啟動機啟動聲音，但未成功，飛機還在爬升，此時看見飛機向左轉，

且看見方向舵向左，之後飛機就左傾，機頭向下墜落，消失在樹叢裡。 

2.0 分析 

 墜落與撞擊過程分析： 

依殘骸檢視及墜落地形比對結果，該機係以機腹朝向約 330 方位，以接近

與地面垂直姿態撞擊地面，第一撞擊點為該機之左翼撞及該地形東側之邊

坡；之後機首撞及與田埂邊坡落差約 80 公分之地面；造成左機翼及機首嚴

重損毀。該機 2 片槳葉均自根部折斷，另 1 片未斷附著於槳轂上，葉片表

面完整無損，依葉片之完整程度，槳葉於墜地時，處於未旋轉狀態，判斷

當時發動機應失去動力，與目擊者之證詞相符。 

 發動機失效分析 

該載具發動機燃油系統管路正常，但其安裝之機械燃油泵件號為 892540，
係屬發動機製造廠於 2007 年 4 月 13 日發布編號為 SB-912-053UL 之服

務通告(Mandatory Service Bulletin)內容中律定需更換之機械燃油泵，顯示

該具發動機未執行此一服務通告。該發動機雖係未經認證之航空發動機，

但原廠仍應提供使用者相關服務通告，使用人亦應主動查詢相關資訊，以

維持該型載具之飛航安全。 

座艙殘骸檢視結果，電動燃油泵電門雖位於中間至 OFF 位置，依其損壞痕

跡及座艙遭擠壓形狀判斷，該電門於墜毀前應位於 ON 之位置。 

化油器浮筒托架間隙量測結果，發現左側之間隙較標準規範值高 0.30mm，

右側之間隙較標準規範值高 0.55mm，此現象將可能使燃油系統運作時，

無法正常限制進入化油器之燃油，易使發動機於運作中產生富油現象。另

依發動機檢測結果，發現發動機汽缸及活塞頭有積碳現象，證明該發動機

於事故前之運作時，已產生富油現象。 

綜上所述，該載具未更換合於規定之機械燃油泵。於起飛過程中可能於電

動燃油泵開啟情況下，因化油器浮筒托架間隙過大，使過量之燃油進入化

油器，導致發動機因過度富油而失效。 
                                                 
2實地量測當時航機開始起飛滾行位置至航機離地位置之距離約為 155 公尺；墜落地點距開始起飛

滾行位置約 400 公尺；航機開始下掉高度時離地約 1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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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適航認證之發動機 

ROTAX 912 系列發動機廣泛使用於國內之超輕型載具，但其中 UL 及 ULS
型為未經適航認證之發動機，其構型雖與經認證之發動機幾乎相同，但其

組裝、維修、品質管制、零件補給、後續維修及維修人員資格，未如經適

航認證之發動機嚴謹，因而可能使發動機運作時隨時失效。本型載具之飛

行及維修手冊亦明白警告使用者該型發動機未經適航認證，可能隨時失

效，操作人應熟悉相關緊急程序，以因應發動機失效處置時之安全。 

 操作程序 

依原廠操作手冊緊急程序內容，如於起飛後遭遇發動機熄火，應保持 49 至

51 浬/時之速度；僅允許操作方向舵控制載具降落於起飛方向或前方之場

地。 

起飛過程中飛機處於小速度低高度狀態，如失去動力，應盡可能保持機翼

水平及最低可操控速度，尋找迫降場地，避免轉彎以防止載具失速。依訪

談紀錄該機於失去動力後企圖左轉，未依緊急程序操作載具迫降於起飛方

向或前方之場地，致使該載具失速墜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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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結論： 

1. 事故載具化油器浮筒托架間隙大於規範值，於起飛過程中，可能因發動機

產生過度富油現象而失效。 

2. 事故載具發動機未依發動機製造廠發布之服務通告(SB-912-053UL)更換

合於規定之機械燃油泵。原廠未提供載具使用人相關技術服務通告，載具

使用人亦未主動查詢相關資訊。 

3. 事故載具安裝之發動機係未經認證之航空發動機，可能隨時失效，操作人

應熟悉相關緊急程序，以因應發動機失效處置時之安全。 

4. 事故載具操作人於發動機失去動力後，未依緊急程序操作載具迫降於起飛

方向或前方之場地，致使該載具失速墜毀。 

5. 事故載具之飛操系統，經檢視後發現其功能正常。載具之損壞係於無動力

情況下撞擊地面所致。 

6. 本次事故操作人未參加任何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亦無民航局發給之超輕

型載具操作證。 

7. 事故載具之紀錄資料記有原廠安裝檢驗合格紀錄，但無原廠之原始試飛紀

錄，且未向民航局申請檢驗。 

8. 事故載具於未經申請之活動場地違法進行飛航活動。 

9. 該載具之起飛總重在限制範圍內。 

10. 無證據顯示本事故與人員生理、心理及天候因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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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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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飛安改善建議：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加 強 對 超 輕 型 載 具 合 法 活 動 之 宣 導 及 違 法 活 動 之 取 締 。

ASC-ASR-08-06-001 

致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 

1. 依超輕型載具相關法規，進行相關活動。ASC-ASR-08-06-002 

2. 主動查詢瞭解並執行超輕型載具相關之服務通告。ASC-ASR-08-06-003 

3. 使用未經適航認證之發動機，應瞭解發動機可能隨時失效，且應熟練及遵

守操作手冊中相關緊急程序。ASC-ASR-08-06-004 

致捷克 JIHLAVAN airplane s.r.o 公司： 

1. 加強該型機出場試飛結果之控管，並於出售時檢附該機之試飛紀錄。

ASC-ASR-08-06-005 

2. 提供該型機售後相關服務通告。ASC-ASR-08-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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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相關圖片 

Accident site 

 

圖 1：事故場地 

 

圖 2：全機狀況 

 

400m 

250m 
330d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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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槳葉狀況 

 
圖 4：左機翼受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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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飛操系統連桿 

 
圖 6：座艙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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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座艙儀表及電門位置 

 
圖 8：G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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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發動機測試報告 

 
主旨：ROTAX912 UL/S 發動機檢測一案 
說明：發動機型號：ROTAX912 UL/S；序號：5647363。檢測項目如下： 

1. 飛機系統檢視及發動機拆卸運送。 

2. 發動機分解檢視及電路測試。 

3. 因發動機本體受損，無法執行運轉測試。 

作業情形： 
1. 飛機系統檢視及發動機拆卸：於 2007 年 10 月 22 日配合本專案調查人員至彰化縣

芬園鄉執行事故載具及發動機檢查，並拆下發動機運送至 ROTAX 台灣授權代理維

修中心（花蓮）。 

2007 年 10 月 22 曰執行第一階段工作如下：  

 燃油系統檢查：燃油管路，油箱三通閥，電動燃油泵、機械燃油泵。 

檢查結果： 

a.化油器至油箱的燃油管路無異物阻塞情形。 

b.油箱三通閥正常。 

c.電動燃油泵部份已脫離管線外表受到輕微撞擊、機械燃油泵固定座破裂並脫

離傳動齒輪箱 

 發動機及齒輪箱傳動軸：發動機外觀及汽化器目視檢查。 

 檢查結果： 

    a. 發動機受到撞擊部位零組件受損。 

    b. 左汽化器燃油入口損壞，汽化器正常。 

c. 齒輪箱傳動軸無法盤動。  

 發動機裝載（加封條）及運送（引擎型號：Type 912 ULS，序號：5647363）。 

2. 發動機分解及電路測試：於 2007 年 11 月 21 日民航局、載具所有人代表及飛安會

調查人員，至 ROTAX 發動機台灣授權代理維修中心分解與檢視發動機內部。 

2007 年 11 月 21 曰執行第ニ階段工作如下： 

 發動機各零件目視檢查。 

 拆卸並檢查滑油散熱器、冷卻水散熱器、進氣及排氣岐管、發動機支撐架。 

     檢查結果：滑油散熱器、冷卻水散熱器、發動機支撐架、排氣岐管、進氣岐管

及發動機支撐架判斷受外力撞擊損壞。 

 拆解並檢查齒輪箱與傳動軸、發電機點火定時單元組合件。 

檢查結果： 

a.齒輪箱螺旋槳傳動軸/837285 彎曲變形。 

b.發電機點火感應器斷折、變形、移位。 

c.拆除齒輪箱螺旋槳傳動軸及變形移位之點火感應器，發動機可正常盤動，判

斷第一階段工作現場無法盤動發動機乃因螺旋槳傳動軸彎曲變形及移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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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火感應器阻礙之故。 

 拆解並檢查發動機燃油進氣岐管、冷卻水岐管、火星塞及各汽缸。 

 檢查結果： 

     a.燃油進氣岐管一組損壞、其他組件正常。 

     b.冷卻水岐管正常。 

     c.火星塞無積碳現象。 

d.內視鏡檢查各汽缸活塞有積碳跡象。 

 拆解並檢查汽缸頭，汽缸、進、排氣閥、頂桿凸輪、活塞及曲柄軸。 

檢查結果： 

a.汽缸頭正常。 

b.汽缸正常。 

c.進、排氣閥、氣閥頂桿及頂桿凸輪正常。 

d.活塞、有較多的積碳因富油引起。 

e. 活塞連桿正常。 

f. 曲柄軸正常。 

 操作檢查電動泵及機械泵。 

檢查結果： 

a.機械泵固定座損壞，泵油瓣膜完整。 

b.電動燃油泵有部份電器接頭及管線接頭輕微損傷，外表輕微擠壓損壞。 

 化油器拆解及目視檢查。 

檢查結果：無異常。 

 電氣系電阻值量測檢查。 

附件一 

 燃油泵操作壓力檢查。 

附件二 

 ROTAX 原廠技術通告。 

附件三 

 相關文件 

2007 年 4 月 13 曰 ROTAX 原廠發布緊急通告，事故發動機型號 ROTAX912 

UL/S 序號：5647363 為通告有效序號的發動機。 

 

 

 

檢測單位：小澤動力工作室   檢測員：劉寶安                          
製表日期：2007/11/30 

 
 

20 



 

附錄 3、化油器測試報告 

 
ROTAX912/914 化油器靜態測試報告書 
發動機款式：ROTAX 912 UL S    發動機序號： 5647363  
發動機使用時間： 10     小時   測試日期： 2008/3/5  
測試零組件 零件料號 測試點描述 測試標準值 測試後的數據 備註 

912ul s/化油器 

（左邊） 

3 缸/4 缸 

963130 將 877 730 測試工具鎖在

963130零件上再用厚薄規測

量間隙。施工方式見圖

flg.045 

 

0.4~0.5mm 

0.016~0.02in

0.80mm  

912ul s/化油器 

（右邊） 

1 缸/2 缸 

963130 將 877 730 測試工具鎖在

963130零件上再用厚薄規測

量間隙。施工方式見圖

flg.045 

 

0.4~0.5mm 

0.016~0.02in

1.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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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強制服務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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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 5：緊急適航指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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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6、歷次超輕型載具飛航事故調查報告飛安改善建議事項 
 

項目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編號 飛安改善建議事項 接受建議單位 
1. 飛行前應執行精確之重量計

算。 
緯華航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依民航法規範進行航空器之

飛航活動。 
緯華航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建議加強取締非法之航空器

飛航活動，並宣導有關航空

法規，避免類似事故之再發

生，以保障合法之飛航活動

及公共安全。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中華民國 93 年 4 月 19 日 
緯華航太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Ultrasport 496型直昇機

於台南縣曾文溪國姓橋附

近河床墜落 
ASC-AOR-05-06-001 

4. 考量修訂民航法第二條有關

超輕型載具「燃油載重」之

定義。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確實依民用航空法及「超輕

型載具管理辦法」相關規定

從事活動。 

超輕活動團體、超輕型載

具所有人及操作人 

2. 積極協調相關單位解決合法

化之問題。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3. 針對法規及管理辦法中具爭

議、窒礙難行部份，設法多

方面溝通、協調、修訂，期

使超輕型載具相關法規及管

理辦法得以落實執行。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2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20 日 
Hawk II 型超輕型載具於

烏來下阿玉山稜線附近墜

落 
ASC-AOR-05-06-002 

4. 加強宣導民用航空法、超輕

型載具管理辦法及活動指導

手冊中，與飛航安全、事故

通報及處理相關之規定。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為改善超輕型載具飛安環

境，減少超輕型載具目前之

非法飛行，建議所涉部會如

交通部、內政部、經濟部與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協商解決

活動場地之問題。 

交通部、內政部、經濟部 
農委會 

3 1030C42B 
超輕型載具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ASC-AOR-06-08-001 

2. 建議持續輔導超輕型載具活

動團體取得合法活動場地，

並應有效督導超輕型載具活

動團體以減少超輕型載具之

非法活動。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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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113Quicksilver MSL2 
超輕型載具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ASC-AOR-06-09-003 

1. 建議民航局持績輔導超輕型

載具活動團體完成超輕型載

具管理辦法各項法定程序，

並要求活動團體、活動場地

所有人、載具人所有人、載

具操作人確依超輕型載具管

理辦法相關規定及要求辦

理。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加強輔導各協會之活動場地

申請審查，並協助訂定活動

指導手冊，以建立活動團體

之管理機制。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2. 持續依有關法規，要求對合

格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所屬

之操作人，實施學科、術科

之訓練及考驗，並對活動團

體所屬之超輕型載具實施檢

驗、給證及追蹤管理。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3. 強化對「未具檢驗合格證之

超輕型載具」、「未具操作

證之超輕型載具操作人」、

「未符合有關法規之超輕型

載具活動」等違法活動之取

締強度，視需要辦理相關法

規講習，加強對超輕型載具

活動團體之宣導。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4. 依超輕型載具活動有關法

規，制定完成「活動指導手

冊」，經主管機關核定並據

以完整實施後，始得辦理相

關活動，並對所屬會員及載

具實施管理，以提升超輕型

載具之活動安全。 

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 

5 0630 RANS S-6 
超輕型載具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ASC-AOR-08-02-001 

5. 加強管理超輕型載具活動時

乘員需繫緊安全帶之保護措

施。 

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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