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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

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五條： 

飛安會對飛航事故之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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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附約第 3 章第 3.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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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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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民國 103年 12月 21日，德安航空公司（以下簡稱德安）一架DO-228

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55565，執行該公司副駕駛員升正駕駛員

訓練任務，任務編號為德安訓練 1 號（DAC TRN1），於臺北時間 1422

時由臺東豐年機場起飛，至綠島附近空域執行訓練，機上載有教師駕

駛員及升訓駕駛員各 1 員，由升訓駕駛員（副駕駛員）坐於駕駛艙左

座擔任操控駕駛員，教師駕駛員坐於駕駛艙右座擔任監控駕駛員。該

機約於 1457 時返場，執行起飛落地訓練。 

該機於最後一次執行模擬單發動機失效之落地，於轉入五邊對正

跑道時，尚未伸放起落架。於壓力高度 183 呎、指示空速 91 浬/時，發

生起落架警告聲響，約 6 秒後，該機機腹以約 78 浬/時之速度接觸跑道

道面並以機腹觸地姿態向前滑行，之後停止於跑道上。航機機身底部、

輪艙門及輪胎損壞，人員平安。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負責調查發生於中華民

國境內之民用航空器、公務航空器及超輕型載具飛航事故之獨立機關，

依據飛航事故調查法並參考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Annex 13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相關內容，於事故發生後依

法展開調查工作。受邀參與本次調查之機關（構）包括：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德國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及德安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事故「調查報告草案」於 104 年 4 月完成，依程序於 104 年 6

月 30 日經本會第 34 次委員會議初審修正後函送相關機關（構）提供

意見，並再經相關意見彙整後，於 104 年 8 月 25 日經本會第 36 次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獲通過之調查報告經與相關機關（構）確認後，於

104 年 10 月 20 日公布。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料及分析結果，獲得之結論共計 12 項，

改善建議計 9 項，分述如後： 

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擔任本次訓練任務之教師駕駛員及升訓駕駛員，均未依照標準操作

程序執行落地前檢查，致使航機落地時未伸放起落架而以機腹觸地

姿態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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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駕駛員於飛訓過程中過量且持續性地對升訓駕駛員進行技術指

導，影響駕駛艙內之狀況警覺。於起落架警告響後，未立即應變接

手重飛，教師素養及專業能力應有不足。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本次訓練任務之教師駕駛員對任務訓練之內容不瞭解，且未依訓練

手冊之內容進行完整提示。 

2. 教師駕駛員於第一課實機訓練時，未依訓練計畫於空域實施模擬單

發動機失效之操控性能練習，且於返場時實施非計畫內之模擬單發

動機進場及單發動機落地課目，影響飛航安全。 

3. 德安未適切執行事故教師駕駛員之訓練，有訓練不足及適任性之潛

在飛安問題。 

4. 德安 DO-228 型機部份飛航組員日常之操作中，未重視並落實遵守

程序及手冊之安全觀念，可能影響飛航中應有之正常操作及飛航安

全。 

5. 德安航務訓練人力不足現象及員工對未來工作不確定心理之現況，

容易影響飛航及訓練作業之正常運行。 

6. 德安有關航務部份之監督機制未能發揮應有功能。民航局為德安之

監督管理機關，亦未落實對德安相關手冊及計畫審核及監督工作。 

7. 德安之部份手冊內容與實際運作狀況不符；訓練手冊部份內容定義

不明確，且無正駕駛員右座訓練之規定及內容，可能影響訓練業務

之執行 

其它發現 

1. 飛航組員相關飛航證照，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無證據顯示飛

航組員於該次飛航中曾受任何酒精藥物之影響。  

2. 本次事故與航機之適航及載重平衡無關。 

3. 依據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附件 12 之規定：座艙語音記錄器應至

少記錄 4 軌語音資料。該機之座艙語音紀錄器錄音僅有副駕駛員麥

克風與座艙區域麥克風兩軌可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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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致德安航空公司 

1. 依據公司相關手冊之規定，擬定人員招募及訓練計畫，並依據計畫

施行飛航組員之訓練，並加強教師駕駛員之遴選、訓練及考核。 

2. 要求飛航組員依據公司規定，執行飛航任務之提示。 

3. 改善及落實飛航組員遵守標準作業程序之規定。 

4. 檢討相關航務人力之補充及運用。 

5. 修訂公司部份手冊內容不一致及內容不足處，使符合實際運作狀

況。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落實審核德安航空相關手冊之內容及呈報之各項計畫，並加強督導

德安飛航組員之訓練、教師駕駛員之遴選、訓練、考核及相關查核

工作。 

2. 督導德安航空要求飛航組員依據公司規定，執行飛航任務之提示。 

3. 督導德安航空改善並落實飛航組員遵守標準作業程序之規定並檢討

相關航務人力之補充及運用。 

4. 檢視及督導其他與德安規模相近及將接替德安業務之業者，是否有

上述組員訓練、人力運用及遵守標準作業程序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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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事實資料 

1.1 飛航經過 

民國 103 年 12 月 21 日，德安航空公司（以下簡稱德安）一架

DO-228 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55565，執行該公司副駕駛員

升正駕駛員訓練任務，任務編號為德安訓練 1 號（DAC TRN1），機

上載有教師駕駛員及升訓駕駛員各 1 員。 

本次飛航為升訓駕駛員術科訓練之第一課，由升訓駕駛員（副駕

駛員）坐於駕駛艙左座擔任操控駕駛員（Pilot Flying，以下簡稱 PF），

教師駕駛員坐於駕駛艙右座擔任監控駕駛員（Pilot Monitoring，以下

簡稱 PM），於臺北時間 1422 時使用臺東豐年機場 04 跑道起飛，採

用標準儀器離場程序（LUDAO ONE Departure）離場。離場後於綠島

附近空域，高度約 7,000 呎執行訓練課目。 

該機約於 1457 時返場，使用 04 跑道以模擬單發動機失效方式進

場，重飛後加入本場西航線，分別執行無襟翼（no flap）、flap 2 及 flap 

1 外型之起飛落地訓練，於訓練過程中，教師駕駛員對升訓駕駛員之

操作，執行之口頭指導較為頻繁。1523:55 時，該機完成 flap 1 外型

之落地，重新起飛後加入航線三邊，預計執行模擬單發動機失效之落

地練習，並申請落地後全停（full stop）獲塔台同意。約 1524 時，該

機位於三邊，教師駕駛員將左發動機收至慢車位置，並持續指導升訓

駕駛員相關單發動機操作之要領，而未依照檢查表執行落地前各階段

之檢查。 

1528:22 時，該機已轉入五邊對正跑道，尚未伸放起落架。1528:47

時，於教師駕駛員對升訓駕駛員口述落地操作要領之同時，起落架警

告聲響，當時之壓力高度為 183 呎、指示空速為 91 浬/時，約 6 秒

（1528:53 時）後，該機機腹以約 78 浬/時之速度接觸跑道道面並以

機腹觸地姿態向前滑行，而教師駕駛員並未接手操作。升訓駕駛員表

示當發現起落架未放下，想要重飛時已來不及，因機腹已著陸，只能

儘量操控航機使其保持於跑道上，等航機停止後立刻關車。 

依據現場量測結果，該機於距 04 跑道頭 1,640 呎處觸地，以機

腹著陸之姿態向前滑行約 1,040 呎後，於 1529:00 時停止於距 04 跑道

頭 2,680 呎處之跑道道面上，航機機身底部、輪艙門及輪胎損壞，人

員平安。事故機以機腹著陸後之滑行軌跡如圖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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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機腹觸地後滑行軌跡圖 

1.2 人員傷害 

本事故無人員傷亡。 

1.3 航空器損害 

航機機體結構遭受實質損害。 

1.4 其他損害情況 

距 04 跑道頭 1,900 呎至 2,000 呎間及 2,420 呎處，分別約有 0.3

公分深之刻痕多處及約 1.0 公分深之刮痕(詳如圖 1.12-2 及 1.12-3)。 

1.5 人員資料 

1.5.1 駕駛員經歷 

飛航組員基本資料如表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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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飛航組員基本資料表 

項 目 升 訓 駕 駛 員 教 師 駕 駛 員 

性 別 男 男 

事 故 時 年 齡 53 58 

進 入 公 司 日 期 民國 101 年 民國 102 年 

航 空 人 員 類 別 飛機商用駕駛員 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檢 定 項 目 

發 證 日 期 

終 止 日 期 

DO-228 F/O 

民國 101 年 5 月 16 日 

民國 106 年 5 月 15 日 

DO-228, MD-90 

民國 102 年 7 月 16 日 

民國 107 年 7 月 15 日 

體 格 檢 查 種 類 

終 止 日 期 

甲類駕駛員 
民國 104 年 2 月 28 日 

甲類駕駛員 
民國 104 年 3 月 31 日 

總 飛 航 時 間 3,873 小時 15,255 小時 

事故型機飛航時間 1,484 小時 1,001 小時 

最近 12 個月飛航時間 517 小時 743 小時 

最近 90 日內飛航時間 130 小時 201 小時 

最近 30 日內飛航時間 34 小時 55 小時 

最近 7 日內飛航時間 15 小時 15 小時 

2 4 小時內已飛時間 1 小時 3 小時 

事 故 前 休 息 時 間 24 小時 14 小時 

1.5.1.1 升訓駕駛員 

中華民國籍，民國 101 年 3 月進入德安，曾為軍事飛行員。持有

中華民國飛機商用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DO-228 

F/O，陸上多發動機 Multi-Engine, Land , 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
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限制及特定說明事項欄內之註記均為空白。升訓駕駛員進

入公司後，於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通過給證考試，獲商用駕駛員執

照，民國 101 年 6 月 27 日完成航路考驗，開始擔任 DO-228 型機副

駕駛員。 

升訓駕駛員最近一年度第一次副駕駛員適職性訓練（Proficiency 

Training, PT）於民國 103 年 4 月 8 日完成，訓練內容中含有單發動機

重飛之課目，評語及建議欄內無不正常之紀錄；適職性考驗

（Proficiency Check, PC）於 5 月 29 日完成，考驗內容中含有發動機

失效程序，評語為：「滿意」；檢定結果為：「通過（passed）」。第二

次副駕駛員 PT 於民國 103 年 9 月 23 日完成，訓練內容中含有單發動

機失效之課目，評語欄內記錄有：「單發動機失效進場，程序瞭解、
QRH 清楚，操作可」之內容；適職性考驗於 9 月 30 日完成，考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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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中含有發動機失效程序，評語為：「滿意」；檢定結果為：「通過
（passed）」。升訓駕駛員年度之副駕駛員航路考驗於民國 103 年 4 月

6 日執行，評語為：「滿意」；檢定結果為：「通過（passed）」。升訓駕

駛員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起，獲民航局核准開始執行正駕駛員之

升等訓練。 

升訓駕駛員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3 年 8 月 5 日，體檢及格證限制欄內之註記為：「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ve lenses for near vision. 視力需戴眼鏡矯正」。升訓駕駛員於事

故後曾於台東豐年機場航務組，由航務人員執行酒精測試，測試結果：

酒精值為零。 

1.5.1.2 教師駕駛員 

中華民國籍，民國 102 年 6 月進入德安，曾為軍事飛行員。持有

中華民國飛機民航運輸業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飛
機，陸上多發動機 Aeroplane, Land, Multi-Engine,儀器飛航 Instrument 

Aeroplane DO-228, MD-90 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特定說

明事項欄內註記為：「無線電溝通英語專業能力 (Y/M/D) English 

Proficient;ICAO Level-4 Expiry Date 2014/01/03」 

依據教師駕駛員之個人資料：於其他航空公司擔任駕駛員期間，

曾於民國 97 年 4 月 15 日擔任某航班之正駕駛員；於起飛過程中因提

前收起落架而發生事故。該員於上述公司任職期間之年度訓練，曾記

載有：「手控操作技巧佳，需加強狀況警覺、團隊合作、溝通及工作
負荷…」等紀錄。教師駕駛員於進德安前之民航螺旋槳型機飛行時間

紀錄為 95 小時又 12 分鐘，進入公司後，經民航局核准執行新進駕駛

員訓練（如附錄 1）。教師駕駛員於民國 102 年 6 月 3 日開始執行新

進駕駛員之地面學科訓練，並於民國 102 年 6 月 27 日考試及格；術

科部分之本場訓練共計 7 架次（10 小時 35 分），於民國 102 年 7 月

15 日通過檢定考試獲民航運輸駕駛員執照。航路訓練部份，教師駕

駛員之航路講習時數為 4 小時，航路訓練之航段為 53 航段，並於民

國 102 年 8 月 6 日完成航路考驗，備註欄內之註記為：「DO-228 Capt.

航路考驗及格」。 

教師駕駛員於民國 103 年 1 月 21 日經民航局核准執行升訓教師

駕駛員之訓練（如附錄 2），並於 2 月 16 日開始執行。該員於完成地

面學科訓練後直接進入航路訓練，共計執行 10 航段，並於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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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航路考驗之檢定；本場訓練於民國 103 年 3 月 7 日執行 1 架次，

並於 3 月 13 日完成教師駕駛員之本場考驗，檢定結果為：「通過」。 

教師駕駛員最近一年度第一次之正駕駛員 PT 於民國 103 年 5 月

14 日完成，評語及建議欄內無不正常之紀錄；PC 於 5 月 15 日完成，

檢定結果為：「通過（passed）」。教師駕駛員第二次之正駕駛員 PT 於

民國 103 年 10 月 16 日完成，評語欄內無不正常紀錄；PC 於 12 月

11 日完成，檢定結果為：「通過（passed）」。教師駕駛員年度之正駕

駛員航路考驗於民國 103 年 3 月 13 日執行，檢定結果為：「通過
（passed）」。 

教師駕駛員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3 年 9 月 1 日，體檢及格證限制欄內註記為：「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ve lenses.視力需戴眼鏡矯正」。教師駕駛員於事故後曾於台東

豐年機場航務組，由航務人員執行酒精測試，測試結果：酒精值為零。 

1.5.2 駕駛員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本節係摘錄飛航組員於事故後填答之「事故前睡眠及活動紀錄」

問卷，其內容涵蓋睡眠、睡眠品質、工作、私人活動及「疲勞自我評

估表」…等部分，所列時間皆為臺北時間。 

上述問卷中之睡眠係指所有睡眠型態，如：長時間連續之睡眠、

小睡（nap）、飛機上輪休之睡眠等。睡眠品質依填答者主觀感受區分

為：良好（Excellent）、好（Good）、尚可（Fair）、差（Poor）。 

「疲勞自我評估表」由填答者圈選最能代表事故時精神狀態之敘

述，其選項如下，另可自行描述事故時之疲勞程度。 

1. 警覺力處於最佳狀態；完全清醒的；感覺活力充沛 

2. 精神狀態雖非最佳，然仍相當良好，對外界刺激能迅速反應 

3. 精神狀況不錯，還算正常，足以應付任務 

4. 精神狀況稍差，有點感到疲累 

5. 有相當程度的疲累感，警覺力有些鬆懈 

6. 非常疲累，注意力已不易集中 

7. 極度疲累，無法有效率地執行工作，快要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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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 升訓駕駛員 

12 月 19 日： 早上約 0630 起床，睡眠品質好。0800 至公司棚

廠接受學科訓練。1715 下課，1720 返家，運動

1 小時。1900 用餐。2000 至 2400 溫習功課，之

後就寢。 

12 月 20 日： 早上約 0630 起床，睡眠品質好。0640 外出運動。

0900 用餐。1000 至公司棚場練習駕駛艙程序，

1630 返家。1900 晚餐。2000 至教官宿舍做次日

飛航任務提示，2130 返家，2200 就寢。 

12 月 21 日： 早上約 0600 起床，睡眠品質好。外出運動。0800

早餐。1000 至機場公司棚場模擬術科程序。1100

用餐。1200 公司報到執行本日飛航任務。 

升訓駕駛員表示：每日所需睡眠時數為 5~7 小時，正常之睡眠時

段約為 2300 至次日 0600。事故後，升訓駕駛員圈選最能代表事故時

精神狀態之敘述為：「精神狀態雖非最佳，然仍相當良好，對外界刺

激能迅速反應」。 

1.5.2.2 教師駕駛員 

12 月 19 日： 早上 0615 起床，睡眠品質尚可。0730 至 1730

執行載客任務。1730 至 2300，運動、晚餐、閱

讀。2300 就寢。 

12 月 20 日： 早上 0615 起床，睡眠品質尚可。0730 用餐。0700

至 1730，於豐年機場待命及執行載客任務。1730

至 2300，運動、晚餐、閱讀及與升訓駕駛員任

務提示。2300 就寢。 

12 月 21 日： 早上 0615 起床，睡眠品質尚可。0730 用餐。0730

至公司報到執行本日飛航任務。 

教師駕駛員表示：每日所需睡眠時數約 7~8 小時，正常之睡眠時

段約為 2300 至次日 0700。事故後，正駕駛員圈選最能代表事故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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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狀態之敘述為：「精神狀況不錯，還算正常，足以應付任務」。 

 

1.6 航空器資料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航空器基本資料如表 1.6-1。 

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航空器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 0 3 年 1 2 月 2 1 日） 

國 籍 中華民國 

航 空 器 登 記 號 碼 B-55565 

機 型 Dornier 228-212  

製 造 廠 商 Fairchild Dornier  

出 廠 序 號 8234 

出 廠 日 期 民國 85 年 5 月 31 日 

接 收 日 期 民國 94 年 6 月 06 日 

所 有 人 ROC Advance Limited 

使 用 人 德安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國籍登記證書編號 94-969 

適 航 證 書 編 號 103-04-054 

適 航 證 書 生 效 日 民國 103 年 4 月 01 日 

適航證書有效期限 民國 104 年 3 月 31 日 

航空器總使用時數 14,811 小時 20 分 

航空器總落地次數 43,963 次 

上 次 定 檢 種 類 2,400 小時檢查 

上 次 定 檢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04 日 

上次定檢後使用時數 81 小時 11 分 

上次定檢後落地次數 238 次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 

該機發動機基本資料如表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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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 

發 動 機 基 本 資 料 表 （ 統 計 至 民 國 1 0 3 年 1 2 月 2 1 日 ） 

製 造 廠 商 Honeywell Aerospace  

編 號 / 位 置 No. 1/左 No. 2/右 

型 別 TPE 331-5A-252D  TPE 331-5A-252D 

序 號 P-64065 P-64113 

製 造 日 期 民國 79 年 6 月 8 日 民國 81 年 3 月 13 日 

上 次 定 檢 種 類 1,100 小時檢查 600 小時檢查 

上 次 定 檢 日 期 民國 103年 11月 04日 民國 103 年 11 月 04 日 

上次維修廠檢修後使用時數 81 小時 11 分 81 小時 11 分 

上次維修廠檢修後使用週期數 238 週期 238 週期 

總 使 用 時 數 12,636 小時 49 分 13,883 小時 24 分 

總 使 用 週 期 數 32,302 週期 35,575 週期 

1.6.3 維修資訊 

經檢視該機事故前一個月之飛行前檢查、過境檢查及每日檢查紀

錄，均無異常登錄，事故前一個月之飛機飛航及維護工作紀錄表

（Aircraft Flight and Maintenance Log）亦無異常登錄。 

1.6.4 載重與平衡 

圖 1.6-1 為本事故機之載重平衡限制圖，表 1.6-3 為該機之載重與

平衡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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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載重平衡限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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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3 載重及平衡相關資料表 

最 大 零 油 重 量 5,940 公斤 

實 際 零 油 重 量 4,148 公斤 

最 大 起 飛 總 重 6,400 公斤 

實 際 起 飛 總 重 4,810 公斤 

起 飛 油 量 682 公斤 

航 行 耗 油 量 270 公斤 

最 大 落 地 總 重 6,100 公斤 

落 地 總 重 4,540 公斤 

起 飛 重 心 位 置 30.63% MAC 

落 地 重 心 位 置 30.47% MAC 

MAC: Mean Aerodynamic Chord 

1.7 天氣資料 

依據台東豐年機場 1530 時之天氣報告：風向 060 度，風速 10 浬

/時，風向變化範圍 010 度至 100 度；能見度大於 10 公里；稀雲 2,500

呎，裂雲 5,000 呎，裂雲 8,000 呎；溫度 20℃，露點 13℃；高度表撥

定值 1020 百帕；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備註—高度表撥定值 30.13

吋汞柱。 

1.8 助、導航設施 

無相關議題。 

1.9 通信 

無相關議題。 

1.10 場站資料 

無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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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飛航紀錄器 

1.11.1 座艙語音紀錄器 

該機裝置固態式座艙語音紀錄器（Cockpit Voice Recorder, CVR），

製造商為 Honeywell 公司，件號及序號分別為 980-6020-011 及 1948。

該座艙語音紀錄器具備 30 分鐘高品質錄音，聲源分別來自正駕駛員

麥克風、副駕駛員麥克風、座艙區域麥克風及廣播系統麥克風。座艙

語音紀錄器下載情形正常，下載後發現該紀錄器僅記錄兩軌語音資料，

一軌為副駕駛員麥克風之語音資料，另一軌為座艙區域麥克風之語音

資料。 

根據「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之附件 12「飛航紀錄器」，座

艙語音紀錄器應至少記錄四軌語音資料。有關該機之座艙語音紀錄器

年度檢查事實資料，詳如 1.16.1 節。 

本次事故之時間同步係經比對飛航組員與台東豐年機場管制塔

臺通話之時間後，將 CVR 時間與機場管制塔臺時間同步，比對 FDR

記錄之無線電按鍵（VHF Key）參數與 CVR 發話時間後，將 FDR 時

間與 CVR 時間同步，時間同步如表 1.11-1。 

CVR所記錄之語音資料約30分鐘（1501:01.3時至1531:26.8時），

本次事故，調查小組製作之座艙語音抄件約為 11 分鐘。 

表 1.11-1 事故班機之時間同步參考表 

ATC 時間 

(hhmm:ss) 

CVR 時間 

(hhmm:ss) 

CVR 

抄件內容 

1520:09 1520:09.2 

daily training one runway zero four wind zero 

six zero degrees one zero knots cleared touch 

and go  

1520:15 1520:14.6 
runway zero four cleared for touch and go 

daily training one 

1526:25 1526:25.0 daily training one full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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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33 1526:30.9 Runway zero four cleared to land 

1529:41 1529:40.6 
tower daily training one stop on runway for 

assistance 

1530:04 1530:04.0 塔台 daily training one 

1.11.2 飛航資料紀錄器 

該機裝置固態式飛航資料紀錄器（Universal Flight Data Recorder，

以下簡稱 FDR），製造商為 Honeywell 公司，件號 980-4120-GMUN，

序號 20312，資料記錄長度為 25.59 小時。 

本會於事故後依據 Honeywell 公司提供之解讀文件1，解讀出該

紀錄器之參數共計 6 項（相關參數變化情形如圖 1.11-1 至圖 1.11-3）。

相關資料摘錄如下： 

1. 1508 時起，開始節錄 FDR 資料。 

2. 1509:40 時，該機磁航向 029 度，氣壓高度約 454 呎。 

3. 1528:01 時，指示空速 103.9 浬/時，氣壓高度 431 呎，磁航向

62 度。 

4. 1528:14 時，指示空速 100.9 浬/時，氣壓高度 276 呎，磁航向

51 度。 

5. 機身觸地時間（1528:53 至 1528:55 期間），指示空速 77.6 浬/

時減為 67.1 浬/時，氣壓高度約 145 呎，磁航向 45 度，垂直加

速度變化 1.378 g’s 1.485 g’s  0.817 g’s  1.542 1.208 g’s 

1.444 g’s。 

6. 1529:01 時，指示空速為零，最大垂直加速度為 2.195 g’s。 

                                           

 

1
 SSUFDR Component Maintenance Manual 31-30-37, page 13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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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529:20 時，加速度指示穩定於為 1.000g。 

8. 1529:41 時，飛航組員透過無線電呼叫塔台並尋求支援。 

9. 1531:22 時， FDR 停止記錄。 

 

 

圖 1.11-1 事故機飛航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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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事故機飛航資料圖（1523:49 至 15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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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 事故機飛航資料圖（1528:00 至 1529:20） 

1.11.3 航管雷達資料 

本會於事故後取得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提供之多重監測追縱系

統（Multi Sensor Tracking System，以下簡稱 MSTS）資料，包括：全

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以下簡稱 GPS）時間、

經度、緯度、Mode-C 高度、訊號源等。 

MSTS 係利用多座地面航管雷達及相關助導航設施以監測航空

器之飛航軌跡，經比對高度資料後進行時間同步。完整 MSTS 事故機

之雷達航跡來源為航管雷達，掃描率介於 4 至 5 秒，Mode-C 高度誤

差+/-50 呎，時間誤差約 2.5 秒內。時間同步後之 FDR 氣壓高度（QNH 

1013/1020）及 Mode-C 高度與時間之變化如圖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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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4 時間同步後的氣壓高度及 Mode-C 高度比較圖 

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 

1.12.1 殘骸與撞擊資料 

該機經檢視後，機體結構損傷部位如圖 1.12-1 紅色標線位置所示，

包含機身前段鼻輪艙自站位（station）1305至站位2200（詳圖1.12-2），

左、右起落架輪艙門附近自站位 6900 至站位 9500（詳圖 1.12-3），及

位於起落架輪艙內之 19 號隔框（frame）變形（詳圖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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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 航機機體結構損傷位置 

 

圖 1.12-2 機身前段鼻輪艙結構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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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 起落架輪艙區結構損傷 

 

圖 1.12-4 機身 19 號隔框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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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落架輪艙內右起落架致動唧筒、煞車盤及拐臂損傷（詳圖

1.12-5），鼻輪起落架、左、右起落架及左、右主輪損傷變形。 

 

圖 1.12-5 右煞車盤拐臂及起落架致動唧筒損傷 

左、右螺旋槳槳葉捲曲變形及刮裂如圖 1.12-6 所示。 

 

圖 1.12-6 螺旋槳槳葉損傷 

左、右發動機壓縮器葉片經檢視發現有損傷狀況，詳圖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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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7 左、右發動機壓縮器葉片損傷 

1.12.2 現場量測資料 

本事故之現場測量，係使用傳統測量工具2及 GPS 接收機，分別

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21 日下午及 22 日清晨分兩階段實施。本會調查

人員沿 04 跑道頭至與滑行道 B 交叉處反覆尋找地面軌跡。依據現場

勘查結果，該事故除造成跑道道面輕微刮痕外，未造成任何機場助導

航設施之損壞。 

距 04 跑道頭約 1,640 呎出現航機觸地痕跡，沿跑道中心線先有

三條白色斷續相關的痕跡，再轉為持續的白色痕跡；該軌跡與滑行道

B 交叉處呈現先向左再向右（C 型）趨勢且變為兩條痕跡。該機停止

於距 04 跑道頭約 2,680 呎處3，航向約 0 度，機翼左側傾約 7 度。相

關測量結果詳圖 1.12-8 及圖 1.12-9。 

                                           

 

2
 相關量具包括：皮尺、捲尺、羅盤、數位相機。 

3
 參考坐標(N 22.751937° , E121.09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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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8 事故機之地面軌跡圖（1）                                                       

 

圖 1.12-9 事故機之地面軌跡圖（2） 

 

該機距 04 跑道頭約 1,640 呎處之地面痕跡與跑道中心線平行，

位於跑道中心線右側約 40 公分，白色痕跡之長度與寬度分別為 8.2

公尺及 15 公分；距 04 跑道頭約 1,658 呎處之地面痕跡與跑道中心線

平行，位於跑道中心線右側約 35 公分，白色痕跡之長度與寬度分別

為 3.6 公尺及 15 公分；距 04 跑道頭約 1,830 呎處之地面痕跡短暫變

為兩條且位於跑道中心兩側，白色痕跡之長度與寬度分別約 5 公尺及

15 公分，詳圖 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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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0 事故機之觸地點痕跡及相對應照片 

距 04 跑道頭約 1,900 呎至 2,000 呎區間，該機之地面痕跡混有油

漆（淺綠及淺紅色），詳圖 1.12-11。距 04 跑道頭約 2,400 呎處，發現

地面刻痕，其長度約 14.1 公尺，刻痕之間的間距介於 33 公分至 31

公分，其對應之寬度介於 13 公分至 25 公分，深度約 0.3 公分，詳圖

1.12-12。 

 

圖 1.12-11 事故機地面痕跡與出現油漆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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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2 地面刻痕之分布圖 

距 04 跑道頭約 2,230 呎處，地面軌跡由中心線左側轉向右與跑

道中心線夾角約 8 度），其軌跡呈現 C 型弧線持續至航機停止處。距

04 跑道頭約 2,420 呎處，出現一段金屬刮痕長度 2.2 公尺，寬度由 3

公分增為 12 公分，其刮痕深度約 1 公分。於 04 跑道最後一組著陸區

標線前約 12 公尺處出現斷折點，航向 55 度。距 04 跑道頭約 2,550

呎處，該地面痕跡開始左轉航向 40 度轉為朝北。詳圖 1.12-13。 

事故機最後停止於距 04 跑道頭約 2,680 呎處(如圖 1.12-14)，地

面水漬係消防隊於現場搶救時所噴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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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3 地面痕跡轉折圖 

 

圖 1.12-14 事故機停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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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醫療與病理 

無相關議題。 

1.14 火災 

無相關議題。 

1.15 生還因素 

無相關議題。 

1.16 測試與研究 

1.16.1 座艙語音紀錄器年度檢查 

該機之座艙語音紀錄器僅記有兩軌可用語音資料（參考 1.11.1

節），分別為副駕駛員麥克風之語音資料與區域麥克風之語音資料。

為瞭解該公司之 DO-228 機隊座艙語音紀錄器記錄狀況，調查小組透

過現場測試方式，取得另一同型機（B-55567）之 CVR 語音紀錄，並

比對事故航機（B-55565）過去兩年 CVR 年度檢查紀錄，結果簡述如

後： 

調查小組於民國 104 年 1 月 27 日赴台東豐年機場，於國籍標誌

及登記號碼 B-55567 之航機上使用同一型號之 CVR 兩具（序號分別

為 1009 與 1948）進行錄音測試。語音資料經下載後，發現兩具紀錄

器記錄結果一致，均含四軌可用語音資料，記錄時間長度與來源符合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中之最低要求。 

調查小組另檢視安裝於 B-55565 航機之 CVR 於民國 102、103 年

之年度檢查紀錄與其測試錄音檔後，發現裝於該機上兩具不同序號之

同型紀錄器（民國 102 年裝置之 CVR 序號為 2414，民國 103 年裝置

之 CVR 序號為 3712）均僅記錄兩軌可用資料，來源分別為副駕駛員

麥克風與區域麥克風；另外兩音軌僅包含背景雜訊，此觀察結果與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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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器年度檢查之紀錄4相同，亦與自事故機取下之 CVR（序號 1948）

解讀結果一致。經檢視其他德安航空同型機上之 CVR，並未發現上

述狀況。  

1.17 組織與管理 

1.17.1 公司組織與職掌 

事故當時德安最新版之一般運作手冊為第 26 版，於民國 102 年

6 月 24 日修訂完成，該手冊第三章之內容為公司組織及部門職掌，

公司之組織如圖 1.17-1： 

 

圖 1.17-1 德安公司組織圖 

該組織下航務處之工作職掌為：負責機種訓練之執行及標準之建

立、執行訓練及考核、審核飛航組員之資格及晉升標準、修訂相關之

教範及技令並負責機隊飛航組員之自我督察等。航務處訓練組之工作

                                           

 
4
 年度檢查紀錄表中對於該兩軌音訊之敘述為「Acceptable, Environmental sound is recorded 

except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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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掌則為：擬定及管制各項訓練計畫並需發掘各項訓練之缺失；主管

職掌部份：總經理需確保公司經營之品質並提供維護安全管理必需之

資源；副總經理應統籌公司之各項制度，建立及確保安全管理系統之

程序及運作；航務處長應制定航務政策及推行安全工作，並應負飛航

安全及飛航作業管制之責任。事故當時德安之總經理係由董事長兼任，

未設副總經理且航務處長之職位處於懸缺狀態。 

1.17.2 航務管理 

事故當時德安最新版之航務手冊為第 17 版（附件一），於民國

103 年 4 月 15 日修訂完成，該手冊第二章航務處組織，如圖 1.17-2： 

 

圖 1.17-2 航務處組織圖 

該手冊第二章，航務處長之職掌為：督導策訂航務組織、航務業

務之推行、飛航人員訓練和考核管理、督導參與航務審議會議及飛航

組員之自我督察等。機隊總機師則應負責公司相關飛航政策之推展與

執行、綜理機隊飛航任務、訓練、飛安、人事等、執行駕駛員招募、

組員轉訓之考核、考驗作業，並參與航務、飛安、訓練相關會議。 

另機隊訓練督導之職掌如表1.17-1，航務組長之職掌如表1.17-2；

手冊第十五章，行動準則之內容如表 1.17-3；第十七章航務審議會議

之內容如表 1.17-4；手冊第十八章 職責區分第 18.3 節有關教師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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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職責之內容如表 1.17-5。 

德安航務處之機隊訓練督導於事故當時為兼任，需擔任駕駛員應

執行之飛航任務；另航務組於事故當時無主管，僅設有一位行政專員

負責行政業務。 

表 1.17-1 機隊訓練督導之職掌 

 

 

表 1.17-2 航務組長之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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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3 行動準則之內容 

 

表 1.17-4 航務審議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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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5 教師駕駛員職責 

18.3   教師駕駛員( INSTRUCTOR PILOT )： 

18.3.1 熟悉相關民航法規之規定。 

18.3.2 執行本機型飛航組員之初、升轉訓練時之飛行訓練任務，並對飛行之操

作及相關程序，須負全部之安全責任。 

18.3.3 講授本機型地面學科或相關訓練之飛航操作科目。 

18.3.4 參加本機型飛航組員初、升轉訓練之航務審議會議，並適時提出建議。 

18.3.5 對本機型飛航組員於訓練、平時考核、年度複訓時，其訓練不及格時應

儘速將結果通知航務處長、總機師、航務組長和訓練組。 

18.3.6 定期參加本機型之機隊教師研討會議或航務處會議，負責學術、技術手

冊之研討、撰文、專題報告。 

18.3.7 協助航務處編(修)訂機隊和組員訓練之方法及教材。 

18.3.8 接受公司相關單位和航務處各種任務指示。 

18.3.9 執行本機型飛機重大檢修後出廠試飛、航路測試等任務。 

18.3.10執行飛航訓練時，可依訓練之需求，並安排選擇左座或右座執行飛行 

 

1.17.3 人員訓練規定 

德安航務手冊第十二章招募駕駛員資格；其中第 12.3.2 節之內容

為：  

12.3.2  國籍正駕駛員轉任之本公司之正駕駛員 

12.3.2.1 具民用業運輸駕駛員(ATPL)執照。 

12.3.2.2 具正駕駛員之檢定證且於有效期限內。 

12.3.2.3  50足歲以前。 

12.3.2.4 甲類體檢及格。 

12.3.2.5 總飛時間3000小時至少2000小時之民航時間。(定翼機民航正駕

駛員螺旋槳總時間1000小時)。 

12.3.2.6 無任何飛安過失記錄及訓練不及格之事件。 

12.3.2.7 多益成績600分。 

12.4 如公司業務或航線任務人員之需求，可不依上述資格規定，以專案方
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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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機型升訓資格；第 13.3.3 節之內容為： 

13.3.3   正駕駛員升訓教師機長 

13.3.3.1 最近兩年內無行政和飛安事件之處分記錄。 

13.3.3.2 申請時之年齡離退休至少2年以上。 

13.3.3.3 定翼機1500小時以上，本公司飛行總時間2000小時。 

13.3.3.5 曾任他航教師機長者，自本公司任職6個月以上且本機種250小

時，飛行總時間4000小時。 

13.3.3.6 多益成績600分。 

13.3.3.7教師機長任期內未通過年度複訓、年度航路考驗或平時考核不及

格時(不含補考及格)，即自動取消教師機長資格。 

13.3.3.9如公司或機隊對於教師機長員額有急需時，可以專案呈報公司並

先與民航局協調審核其資格後，報局核備。 

該公司最新版之飛航組員訓練手冊（如附件二）為第 14 版，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修訂完成，該手冊共計 10 章。手冊第三章為機型

轉換訓練；其中第 3.4.1 節 課程時數之內容如圖 1.17-3： 

3.4 訓練內容 

3.4.1 課程時數 

項次 科目 訓練時數 

1 學科 63 小時 

2 座艙程序訓練 32 小時 

3 航路觀摩 1 小時 

4 模擬機訓練 N/A 

5 模擬機考驗 N/A 

6 本場訓練 7 課/14 小時 

7 本場考驗 1 課/2 小時 

8 航路講習 16 小時 

9 航路訓練 

150 航段(無民航螺旋槳飛機經驗者) 

25-50 航段 

(有民航螺旋槳或本機型經驗者) 

10 航路考驗 2 航段 
 

圖 1.17-3 訓練手冊第 3.4.1 節之內容 

該訓練手冊第四章為升等訓練 ，其中第 4.3.3 節術科配當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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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訓練第一課之內容如表 1.17-6： 

表 1.17-6 訓練手冊第 4.3.3 節第一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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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手冊第五章為教師駕駛員訓練，其中第 5.3 節訓練內容如圖

1.17-4。 

 

圖 1.17-4 訓練手冊第 5.3 節內容 

事故前該公司最新版之標準手冊（該手冊未經民航局核准或接

受），於 96 年 3 月 1 日編訂（如附件三），其第 1.4 節內容為：如何

執行飛航教學方法；分為事前準備、保持逼真、飛行後講解及線上考

核技巧等。其中第 1.4.3 節之內容如表 1.17-7。 

表 1.17-7 標準手冊第 1.4.3 節內容 

 

 

1.17.4 德安營運現況 

依據民航局及德安管理階層表示，該公司 DO-228 機隊擁有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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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綠島、蘭嶼，高雄至望安、七美，七美至馬公往返之離島航線經營

權，至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終止。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起，轉移由

其他業者經營。 

1.18 其他資料 

1.18.1 訪談資料 

1.18.1.1 升訓駕駛員訪談摘要 

升訓駕駛員自述本趟飛行為升訓正駕駛員術科訓練之第一課，對

於飛訓任務，援例於前一天與教官依任務講評單內容執行提示，隔天

僅做簡單提示就開始飛航訓練。因本機型之訓練均以實機執行，升訓

駕駛員認為自己還需些駕駛艙模擬時間，故提早約 9 點到場，先到駕

駛艙熟悉操作，12 點多至櫃檯報到後，並利用空檔請教帶飛教官，

之後又回到駕駛艙模擬相關操作。 

飛訓前教官曾提醒，實機第一次飛行應慢慢來，所以都按照程序，

開車及地面作業都很順利。離場後在綠島東面約 10 浬、7 千呎執行

課目；小轉彎、慢飛、小坡度轉彎及不同外型之失速，課目執行很正

常，但感覺用左手操作不習慣。30 分鐘後回航，依卡執行進場前提

示（Approach briefing），教官指示回去後要執行單發動機進場。目視

跑道後教官曾提醒如何測場，到 400 呎後重飛，之後回復雙發動機轉

向三邊航線，做 no flap 進場及連續起飛，落地前之操作量有些把握

不住，之後執行了 flap 2 及 flap 1 的連續起飛。最後一個航線教官指

示做一個模擬單發動機失效之落地，向塔台報全停。航機到達三邊時

教官已將左油門收至慢車，於過程中，飛機有些內交叉5，教官也一

直在提醒，於下滑轉彎過程，教官都在指導，因一直在修正，均未注

意放起落架之檢查，只注意高度、速度及下滑道之保持，到喇叭響時

航機已觸地，要重飛已來不及，只有選擇保持航向，並於飛機停止後

立即關車。 

受訪者表示地面學科時，教官有教單發動機之特性及處置，最近

一次之單發動機訓練為前次之 PT 及 PC，但受訪者認為此次教官做的

                                           

 
5
 飛機航向與跑道平行線有交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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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確實，完全把油門收到底，所以感覺操作量很大，教官也有提醒

注意舵之使用量。 

1.18.1.2 教師駕駛員訪談摘要 

受訪者自述本次飛航係執行升訓駕駛員帶飛訓練，擔任教官。此

為該升訓駕駛員飛訓之第一課，相關課目於起飛前已於地面提示好。

航機約於 1422 時起飛，離場後到空域後做小轉彎、慢飛及失速，之

後回來以VOR ALFA進場，第一個航線做單發動機低空通過（SINGLE 

ENGINE LOW APPROACH）之後加入西三邊航線，分別執行no flap、

flap 1 及 flap 2 之進場及連續起飛落地訓練。第四個航線向塔台報全

停，做一個模擬單發動機失效之落地，下滑前將左發動機收回來，扭

力值小於 25，當時曾產生起落架警告喇叭音響，係由教師駕駛員按

消音喇叭將警告音響消除。教師駕駛員表示：於 PF 修正扭力過程中，

飛機有內交叉現象，當時因要注意飛機姿態、航向及速度，沒注意到

要放起落架，PF 也沒 Call out，自己也沒檢查起落架燈，到最後落地

前收油門至某一角度時，產生起落架警告音響，發現時已來不及，當

時也沒有想到要重飛。本次事件，感覺是個人疏失造成，當時天氣及

風狀況都在可操控範圍內，飛機系統也無問題。有關落地前之檢查項

目（Check list），前面三個落地都有做，最後一個因飛機操作有點內

交叉，專注於航機之操作所以沒做。本次事件是兩個人都分心之疏

失。 

受訪者表示：公司有訓練手冊但覺得不完善，執行單發動機落地

訓練前無其他需於空域執行有關單發動機之課目，例如最小操控速度

（minimum control speed），航機扭力修正等，受訪者認為都不需要做，

教範也無規定。執行模擬單發動機落地科目時，是把其中一油門收至

慢車，並非真情況，所有 Chcek list 都要做，這中間舵之操作很重要。

有關單發動機之操作速度，受訪者表示空速表上有一指標，保持此一

速度即可。 

教師駕駛員表示於提示時未錄音，問及提示內容為何時，回答提

示之內容大家都知道，但未詳細說明提示之依據及內容為何。其亦說

明單發動機進場時之下滑速度與正常不同，但不記得當時之速度。有

關本事故觸地剎那飛機之姿態及狀況，受訪者表示其本人不知道，但

PF 是成熟飛行員，應知道，本次訓練其擔任 PM，也擔任教學任務，

所以在操作上會給 PF 很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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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3 航務相關訪談摘要 

經綜合數位於德安航空任職之受訪者敘述：部份資深之航務管理

人員及飛航組員長久以來因離島飛航之特性，例如蘭嶼機場之風向風

速不穩定，經常有兩頭順風或亂流，所以比較注重手控飛行操作能力，

也可能因語文能力或其他問題，無法深入原文手冊之內容，久而久之，

形成一種特別注重手控飛行操作技巧而忽略標準操作程序之習慣。 

公司航務處之組織，於機隊外設有訓練（航務）組，僅有專員一

名專司訓練工作，因人力及專長問題，訓練之計畫及實務無法配合。

近兩年來經更換總機師及於機隊下設有訓練督導，由飛航組員擔任實

際訓練之規劃及手冊修改工作，但訓練督導也必須執行全時之飛航任

務，相關人力非常不足，不可能改變太快，只能漸進式使訓練工作上

軌道。上述狀況公司高層均於獲報後表示瞭解。 

有關人員訓練，最近資深之飛航人員屆齡退休，造成青黃不接，

陷入無適當人員可用之窘境，所以公司同意以專案辦理人員訓練之情

形。對於訓練之落實，現行之航務主管有心改善，但因公司未獲現有

航線繼續經營之權利，無法徹底改善人力缺乏及素質提升等問題，加

以員工均知公司有後續經營之隱憂，有人心浮動之現象，使公司對人

員之進用更有顧慮。 

1.18.1.4 民航局航務檢查員訪談摘要 

受訪者敘述：於擔任德安航務檢查員期間，發現部分飛航人員之

本職學識尚有加強空間，但因與當時之航務主管無法充分溝通，又因

公司小，資源不足，不易吸收優秀人才而很難落實相關要求標準，此

狀況下只能對相關問題做逐步漸進式之要求。最近資深駕駛員退休及

航務主管更換後已有明顯改善，但目前公司又面臨業務縮減狀況（該

機隊將失去營運航線），使人心浮動，民航局正加強要求中。 

1.18.2 飛航操作相關資料 

1.18.2.1 飛機操作手冊 

事故前德安最新版之 DO-228 型機飛機操作手冊（Aircraft 

Operating Manual, AOM）為第 5 版，於 103 年 4 月 15 日修定生效。

手冊第 2.2.2 節正常程序檢查表（Normal checklist）如圖 1.18-1；第

3.6 節之目視進場如圖 1.18-2；第 3.12.3 節最小操控速度練習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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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第 6.6 節穩定進場如圖 1.18-4。 

 

圖 1.18-1 B-55565 機正常程序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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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2 目視進場圖 

 

3-12-3 Practice demonstration of Vmc: 

Asymmetric fuel loading above 300 LBS should be avoided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Vmc should be started at a safe altitude of at least 5000 feet 

above the ground. The recommended procedure for Vmc demonstration is to 

reduce the power to FI on the simulated inoperative engine at airspeed at or 

above VYSE with the good engine running at maximum continuous power. 

The deceleration is performed by slowly raising the nose of the airplane, 

continuously feeding in rudder (to counteract airplane yaw) and aileron until 

maximum rudder deflection and a bank angle of 5 degrees into the good engine 

is obtained. Vmc is evidenced by the inability to maintain a constant heading 

because the force induced by the off centered engine is greater than the 

aerodynamic counter force produced by full rudder deflection and a bank angle 

of not more than 5 degrees into the good engine. 

At high airplane weights care should be taken, do not to enter a stall before 

reaching Vmc. Use of flaps will reduce this risk. In any case, the maneuver must 

be stopped when either the stall warning is activated or the Vmc is reached. 

圖 1.18-3 最小操控速度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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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ZED APPROACH: 

 Establish airplane configuration for landing over the FAF.  

 Maintain on target approach speed: Vapp ~ Vapp + 5 with engines spooled up. 

(target speed = Vapp = Vref + 1/2 steady wind + gust factor) 

 Power lever to acquire the desired airspeed and descend rate. 

 Descent rate should be less than 1200 FPM after approach altitude is below 

1000’ above TDZE. 

 For instrument APP, less than 1 dot deflection on both LOC and G/S, and for 

visual APP, less than FULL HIGH or FULL LOW indication on VASI/PAPI. 

圖 1.18-4 穩定進場 

AOM 第 6.1.2 節之內容如圖 1.18-5，其大意為：PF 應確認組員

均就位後，下令開始執行各階段之檢查，PM 應逐項讀出完整需檢查

之程序，PF 應回應檢查卡上之粗體字部份，並確認及執行交互檢查。

完成後 PM 應報出該項檢查程序完成。 

REQUESTING A CHECKLIST: 

Prior to requesting a checklist, the PF (on ground always CM1) shall ensure: 

that all active CM’s are at their station. 

that all required actions have been performed. 

Then PF shall request the appropriate checklist by announcing: “(title)…checklist“. 

READING A CHECKLIST: 

All checklists are read by PM (on ground always CM2). Reading shall start with the 

checklist title. Only the left side of the print line is read. The reader shall verify that the 

answer complies with the checklist before proceeding. All checklists are terminated by 

announcing: “(title) …checklist completed”. 

RESPONDING TO A CHECKLIST: 

For each item one or more CM’s are assigned to answer. Assignment depends on role 

(PF/PM) or seat location (CM1/CM2) and is printed behind each checklist line. If more than 

one CM is assigned the sequence to respond is PF-PM. The assigned CM(s) shall only 

respond after having checked the existing configuration/ condition. The other CM(s) shall, 

whenever feasible, cross check the validity of the response to provide redundancy. 

圖 1.18-5 AOM 6.1.2 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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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2 飛行員操作手冊 

事故前德安最新版之 DO-228 型機飛行員操作手冊（Pilot 

Operating Handbook, POH）為第 2 版，於 97 年 7 月 18 日修定生效。

手冊第 4-42 頁落地前程序（Before Landing）如圖 1.18-6。 

 

圖 1.18-6 落地前程序 

1.18.2.3 重飛規定 

事故前德安最新版之 FOM 手冊，第 38.25 節：穩定進場之定義

如圖 1.18-7。 

38.25 穩定進場之定義： 

參閱 AOM 且在進場過程中產生任何不安全因素時，（諸如：航行裝備
失效，地面電台發射信號受干擾，航管提示不明確，產生風切現象等）
則應立即重飛。 

圖 1.18-7 穩定進場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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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分析 

2.1 概述 

本事故機飛航組員飛航資格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事故前

72 小時之休息及活動正常，無證據顯示飛航組員於飛航中曾受任何

藥物及酒精影響。有關該機之適航及維修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

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飛航維護紀錄均正常，航機之載重平衡在限制

範圍內，顯示本次事故與航機之維修及適航無關。 

該機於能見度大於 10 公里，天氣良好狀態下，執行模擬單發動

機之落地訓練，於進入五邊對正跑道後，尚未伸放起落架。於進入平

飄階段時發生起落架警告音響，繼而於距 04 跑道頭 1,640 呎處機腹

著陸，並以機腹觸地姿態於跑道上滑行，之後停止於距 04跑道頭2,680

呎處跑道道面上，造成航機底部、輪艙門及輪胎受損。有關本事故之

分析概以飛航操作相關因素、組織管理因素等分述如下。 

2.2 飛航操作相關因素分析 

本事故與飛航操作相關之因素含任務提示、訓練課目、操作狀況

（含標準程序、教師駕駛員之指導、緊急處置）等項分述於後： 

2.2.1 任務提示 

德安航務手冊第 15.5.5.3 節內容規定：執行飛航任務前 35 分鐘，

應完成任務提示；本次飛訓為升訓駕駛員實機訓練之第一課，依據德

安訓練手冊第 4.3.3 節內容：執行該批課目之提示時間為 40 分鐘，提

示之內容包括發動機啟動、飛機地面操作、放棄起飛、正駕駛員應執

行具體之駕駛艙檢查流程，檢查卡之呼應及標準呼叫、失速、大坡度

轉彎、不正常姿態改正、單發動機操控（single engine controllability）、

發動機及系統失效處理等。 

組員於訪談時表示，曾於前一日執行該次訓練之任務提示，但無

任務提示紀錄及錄音，亦未說明提示之依據及過程；依訓練手冊內容，

該批訓練內容中包含有單發動機操控之訓練課目，但該次訓練教師駕

駛員於訪談時表示無此類課目之規劃且不需執行，訓練手冊亦無訂定

此訓練課目，問及提示經過時，回答之內容亦與訓練手冊中規定應提

示之內容不符，顯示其並不瞭解訓練手冊內對本次訓練規劃之訓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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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亦無法完整敘述前日任務提示之內容。 

該次飛航訓練任務如於事前依據規定內容執行詳盡之任務提示，

教師駕駛員應不致於不知該次訓練應執行之詳細課目，顯示該批訓練

任務之教師駕駛員對任務訓練之內容不瞭解，且未依訓練手冊之內容

執行完整之提示。 

2.2.2 訓練課目 

德安訓練手冊 4.3.3 節明確定有升訓駕駛員第一課實機飛訓應執

行之課目，其中於空域應執行之課目略為：失速、小轉彎、不正常姿

態改正、發動機火警、空中啟動及單發動機操控性能等課目(AOM 第

3-12-3 節訂有單發動機最小操控速度之操作技巧)，落地階段之課目

則為不同襟翼設定之落地及連續起飛，內容中並未包含單發動機進場

及落地之項目。有關模擬單發動機失效進場及落地課目係規劃於升訓

駕駛員實機訓練課目之第二課。 

依據訪談及 CVR 組員對話紀錄，該次訓練於空域訓練之課目包

含小轉彎、慢飛、失速等課目，返場時執行模擬單發動機進場及重飛

後進行起飛落地訓練，並於第四次落地練習時，於三邊將左發動機收

至慢車，令學員執行模擬單發動機落地之課目。依 CVR 對話內容，

於實施單發動機落地過程中教師駕駛員持續提醒升訓駕駛員有關舵

及動力之使用、航線及速度之調整、保持等，顯示升訓駕駛員尚未完

全掌握單發動機相關之操作特性。 

德安航務手冊第 18.3 節律定教師駕駛員執行飛訓任務時，對飛

行操作及相關程序，應負全部安全責任，該教師駕駛員於第一課實機

訓練時，未於空域實施模擬單發動機失效之操控性能練習，且於返場

時對學員實施模擬單發動機進場及單發動機落地課目，與訓練手冊之

規定不符，使訓員於未能完全熟悉單發動機操作特性狀況下，執行單

發動機之進場及落地練習，容易增加訓員於飛航中安全操控航機之風

險，影響飛航安全。 

2.2.3 操作狀況 

2.2.3.1 標準程序 

德安 AOM 第 6.1.2 節內容律定執行標準程序檢查之原則為：於

飛航中 PF 應確認組員就位後下令執行檢查程序，PM 讀出應檢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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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參考圖 1.18-5），完成後由 PF 確認並執行交互檢查且由 PM 報

出：”XX 項檢查程序完成（….checklist completed）”。另 AOM 第 3.6

節規定執行目視進場於航線三邊時應將起落架放下（參考圖1.18-2）；

AOM 2.2.2 節之正常程序檢查表內容為：起飛後應依序檢查將落地燈

關閉、開啟空調並檢查將起落架及襟翼收上，五邊應檢查開啟落地燈，

放下起落架並檢查鎖妥狀態（起落架指示燈顯示 3 個綠燈），設定襟

翼位置並將發動機速度桿推至高之位置（Speed levers - High）（參考

圖 1.18-1）。 

依據 CVR 內容，該機飛航組員於進場後重飛階段，於航線中及

落地階段未確實依標準程序檢查之原則；由 PF 下令、PM 依檢查程

序讀出檢查項目並執行交互檢查。於最後一次進場過程中，飛航組員

未於三邊檢查將起落架放妥，於 1526:46 時，該機將轉入 4 邊時，PM

曾口述”…speed level high, final checklist….，但其發話並不清楚，依

其片段內容經與 AOM 落地前之檢查程序比對，發現教師駕駛員當時

應係執行落地前檢查之程序，此項程序完整內容應為：檢查落地燈開

啟，起落架放下並檢查鎖妥狀態（起落架指示燈顯示 3 個綠燈），設

定襟翼位置、發動機速度桿推至高之位置（speed levels - high），PM

雖曾於航機轉入 4 邊前口述上列部分程序內容，但並未依 AOM 2.2.2

及 3.6 節之程序；完整讀出應檢查項目，經確認後逐項完成相關檢查

程序，因而遺漏起落架伸放之程序。 

綜上述，飛航組員未依照程序執行落地前檢查，致使航機落地時

未伸放起落架而以機腹觸地姿態落地。 

2.2.3.2 教師駕駛員於飛航中之指導 

德安標準手冊第 1.4 節對執行飛航教學之方法內容中提及：執行

訓練中應避免干擾，使所有流程如真實飛行般，避免提示、指導、教

授等。 

德安 POH 第 4-42 頁有關起落架放下狀況之檢查，計有起落架手

柄紅燈及起落架放下鎖妥後，起落架指示燈顯示三只綠色指示燈，起

落架於伸放時飛航組員尚可感覺起落架放下震動之聲響。此外，

AOM2.2.2 節及 3.6 節亦針對起落架訂有詳細伸放時機及程序，為飛

航組員落地前必要之檢查項目。依據 CVR 資料及訪談紀錄：教師駕

駛員於航線操作中不斷對升訓駕駛員執行操作提示，自該機之左發動

機收回至慢車起（1525:24 時），至落地前發生起落架警告聲響止

（1528:47 時），教師駕駛員對升訓駕駛員提出之指導講話即高達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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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句，而升訓駕駛員之回應多為：”roger”、“對”及”好”，顯示升訓駕

駛員之操作多在回應教師駕駛員之指示，而兩位飛航組員當時多數時

間均集中精神於航線操作之指導及回應上，此一狀況，非但影響及干

擾組員之正常操作，且容易疏漏應執行之正常程序。 

擔任本次訓練任務之教師駕駛員未遵守公司標準手冊之規定，於

飛訓中不斷對學員提出相關操作之指導，造成兩位組員多數時間均集

中精神於航線操作之指導及回應上，而未顧及應檢查之程序及操作，

致使該次落地於未伸放起落架狀況下觸地。 

2.2.3.3 緊急處置 

德安 AOM 6.6 節穩定進場中明確訂有：於最後進場點前應建立

正確之落地外型之內容；FOM 38.25 節亦述及：在進場過程中產生任

何不安全因素時應立即重飛。 

依據 CVR 及 FDR 資料，1528:47 時幾乎於教師駕駛員對升訓駕

駛員口述落地操作技巧（不要再收了，跑道是夠長了）之同時，起落

架警示音響響起，當時教師駕駛員僅發出短促、遲疑之話語而未接手

操控航機進行緊急處置，而升訓駕駛員亦持續保持當時航機之姿態而

未立即進行重飛，致使航機於約 6 秒後於未伸放起落架之外型下，以

機腹著陸。依據 FDR 資料，起落架警示音響起當時，航機之高度約

距地面 40 呎，指示空速約為 91 浬/時，教師駕駛員如能即時反應接

手，或升訓駕駛員及時察覺，進而操作航機執行重飛動作，以當時航

機之高度、速度及反應時間，應不致造成航機機腹著陸之後果。 

依據 FOM 第 18 章規定：教師駕駛員於執行飛行訓練任務時，對

飛行之操作及相關程序應負全部之安全責任，而教師駕駛員於該次訓

練落地階段，專注於訓員落地操作指導，於五邊時尚繼續指導升訓駕

駛員之操作，卻無安全應變之準備。於起落架警告響後，至機腹著陸

有約 6 秒之時間，其僅發出遲疑之話語而未立即接手重飛，而使航機

於未伸放起落架之外型下，機腹著陸。 

2.3 組織管理 

本次事故，與組織管理相關之分析含教師駕駛員之訓練、手冊遵

循、人力及營運、監督管理、手冊內容等項分述於後： 

2.3.1 教師駕駛員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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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 FOM第 12章規定國籍正駕駛員轉任該公司DO-228型機正

駕駛員，螺旋槳機飛航總時間應為 1,000 小時，且不得有任何飛安過

失紀錄及訓練不及格之事件，但該章第 12.4 節規定可以專案方式辦

理人員進用；飛航組員訓練手冊第 3 章機型轉換訓練，有關航路訓練

部份，規定有民航螺旋槳經驗者之航段訓練為 25 至 50 航段，無民航

螺旋槳機經驗者之訓練為 150 航段。有關正駕駛員升訓教師駕駛員；

FOM 第 13 章規定於德安之飛行時間應為 2,000 小時，該章節內容亦

訂有如公司有急需時，可以專案方式報請民航局核准訓員之資格；訓

練手冊第 5 章有關教師駕駛員訓練之航路訓練為 10 至 25 航段，訓練

執行順序為：學科、本場訓練、本場考驗、航路講習、航路訓練及考

驗。 

依據教師駕駛員個人資料：其民航螺旋槳機之飛行時間約為 95

小時，僅為其招募規定標準之十分之一，並曾有飛安事故及訓練待加

強之紀錄，但德安依照 FOM 第 12.4 節規定，以專案招募方式進用該

員，並於 102 年 6 月 3 日轉換訓練階段令其直接接受正駕駛員訓練。

另德安亦依據航務手冊第 13.3.6.1 節規定，以專案方式報請民航局，

核准該員於 103 年 2 月開始接受教師駕駛員訓練，其當時之飛航時間

約為 260 小時，為訓練手冊規定標準之八分之一。經檢視德安呈報民

航局上述兩項訓練計畫之內容，並未考量該員應加強之訓練項目；例

如狀況警覺、溝通、螺旋槳機飛航時間及本機種飛航時間過少等因

素。 

上述訓練之訓練計畫，雖報請民航局核准（如附錄 1 及附錄 2），

但該員之招募及訓練過程不符合該公司之航務手冊及訓練手冊之規

定，亦未考量該員應加強之訓練項目。 

2.3.2 手冊遵循 

德安相關手冊明訂有人員招募、升訓、航務審查會議、程序、內

容等，本次事故所獲相關資料顯示：教師駕駛員之招募、轉換訓練、

升訓等程序之訓練計畫，均未遵守公司自訂之相關規定，雖其 FOM

內容中規定相關需求可以專案方式報請民航局核准，但其訓練內容亦

未遵照核准之內容施訓，公司相關主管均知悉上述狀況。 

德安 FOM、AOM、POH 及訓練手冊訂有航務運作及飛航各階段

之操作程序；本次事故飛航組員於飛航前未執行詳細之任務提示，於

飛航中未依 SOP 內容確實執行各階段之程序及檢查，且該課訓練實

施模擬單發動機失效進場及落地之訓練，亦未依訓練手冊課目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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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訓。另教師駕駛員竟不知該課訓練規劃課目中，含有單發動機操控

之內容，不知 AOM 中有最小操控速度之練習課目，亦不認為需執行

此一課目，上述現象，據公司相關資深人員表示該機隊執行離島飛航，

因環境之特性，較注重手控飛行操作能力，亦未特別注意相關手冊之

內容，長久以來形成一種比較注重飛行操作技巧而忽略標準操作程序

之習慣及文化，公司主管亦未重視、注意及要求。 

上述資料顯示，該公司 DO-228型機部份飛航組員日常之操作中，

未重視並落實遵守程序及手冊之安全觀念。此一狀況可能影響飛航中

應有之正常操作及飛航安全。 

2.3.3 人力及營運 

依據德安一般運作手冊內容：航務處下設訓練組，負責相關訓練

計畫之擬定、訓練缺失及進度之檢查、協調訓練事宜及手冊之修訂，

業務繁多（如 1.17.1 節），依此內容，執行此業務應需足夠人力及具

飛航經驗者較為適宜。航務處之組織設有航務組，該組未設組長，僅

有一名無飛航經驗之資料綜整人員負責航務訓練資料之綜整。有關人

員訓練，航務處於機隊下設有訓練督導，協助人員訓練，但因其本身

亦需全時間執行飛航任務，並無多餘時間致力於訓練工作，使相關成

效不彰，故依現有人力配置，應無法徹底執行相關訓練工作，而管理

階層因考量成本，亦不願增加人力。另德安將於民國 104 年年底結束

綠島、蘭嶼七美、望安等離島航線之經營，現職人員對未來工作保障

充滿不確定性，造成人心浮動，潛在影響飛航及訓練工作之執行。 

德安執行航務訓練人力不足現象及員工對未來工作不確定之心

理，容易影響飛航及訓練作業之正常運行。 

2.3.4 監督管理 

德安一般運作手冊、航務手冊、訓練手冊訂有：人員編組、各級

主管及單位之職掌及程序；如總經理需確保公司經營之品質，需提供

安全管理系統必需之資源，負有飛航安全、飛航作業管制及經營成敗

之責；航務處長負有督導策訂航務組織、政策與程序及航務業務之推

行，督導飛航人員訓練和考核及各機隊自我督察之執行。機隊總機師

及訓練督導分別負有訓練監督、考核、技術訓練、人員招募及訓練計

畫擬訂、審核、手冊適應性修訂等責任。 

德安為達成公司運作目標，設有上述相關組織、管理監督機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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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但本次事故出現該教師駕駛員招募及訓練未依照 FOM 及訓練

手冊標準執行之狀況，顯示公司之經營品質及飛航安全之確保出現問

題；相關訓練計劃雖經報請民航局核准，但卻未依民航局核准之計畫

施訓。另本次事故調查發現飛航人員未依規定執行任務提示、未依規

定實施訓練手冊規劃之訓練課目、飛航中亦未遵守標準程序等，顯示

德安有關航務部份之監督機制未能發揮應有功能。而民航局為德安之

監督管理機關，負有審核相關手冊及訓練計畫內容之責，並負責督導

德安相關航務之運作，亦未落實對德安相關審核及監督工作。 

2.3.5 手冊內容 

經檢視德安現行相關手冊之內容，發現下列不一致及內容未臻完

整處如下： 

 一般運作手冊之航務處下設有訓練組，航務手冊航務處下則

無訓練組，而有航務組，訓練業務於機隊下設訓練督導，與

運作手冊訓練組工作職掌不完全相同。（參考 1.17.1 及 1.17.2

節） 

 訓練手冊第 5.3.1 節教師駕駛員之訓練時數: 航路訓練定義: 

無經驗者: 25 航段，有經驗者 10~25 航段，但內容中未說明

有經驗及無經驗之定義。 

 目前德安有執行正駕駛員右座之訓練，但訓練手冊或相關手

冊內容中無右座訓練之程序。 

德安之公司部份手冊內容與實際運作狀況不符；訓練手冊部份內

容定義不明確，且無正駕駛員右座訓練之規定及內容，可能影響訓練

業務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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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結論 

本章中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料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下

三類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

查發現」及「其他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

有關之重要因素。其中包括：不安全作為、不安全狀況或造成本次事

故之安全缺失等。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飛航安全之風險因素，包括未直接導致本次

事故發生之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及組織與整體性之安全缺失等，

以及雖與本次事故無直接關連但對促進飛安有益之事項。 

其他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飛航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疑慮之作

用者。其中部分調查發現為大眾所關切，且見於國際調查報告之標準

格式中，以作為資料分享、安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擔任本次訓練任務之教師駕駛員及升訓駕駛員，均未依照標

準操作程序執行落地前檢查，致使航機落地時未伸放起落架

而以機腹觸地姿態落地。（1.11, 1.17,1.18, 2.2.3.1） 

2. 教師駕駛員於飛訓過程中過量且持續性地對升訓駕駛員進

行技術指導，影響駕駛艙內之狀況警覺。於起落架警告響後，

未立即應變接手重飛，教師素養及專業能力應有不足。（1.1, 

1.11, 2.2.3.2, 2.2.3.3）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本次訓練任務之教師駕駛員對任務訓練之內容不瞭解，且未

依訓練手冊之內容進行完整提示。（1.17, 2.2.1） 

2. 教師駕駛員於第一課實機訓練時，未依訓練計畫於空域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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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單發動機失效之操控性能練習，且於返場時實施非計畫

內之模擬單發動機進場及單發動機落地課目，影響飛航安全。

（1.17, 1.18, 2.2.2） 

3. 德安未適切執行事故教師駕駛員之訓練，有訓練不足及適任

性之潛在飛安問題。（1.17, 1.18, 2.3.1） 

4. 德安 DO-228 型機部份飛航組員日常之操作中，未重視並落

實遵守程序及手冊之安全觀念，可能影響飛航中應有之正常

操作及飛航安全。（1.17, 1.18, 2.3.2）  

5. 德安航務訓練人力不足現象及員工對未來工作不確定心理

之現況，容易影響飛航及訓練作業之正常運行。（1.17, 1.18, 

2.3.3） 

6. 德安之部份手冊內容與實際運作狀況不符；訓練手冊部份內

容定義不明確，且無正駕駛員右座訓練之規定及內容，可能

影響訓練業務之執行。（1.17, 2.3.5） 

7. 德安有關航務部份之監督機制未能發揮應有功能。民航局為

德安之監督管理機關，亦未落實對德安相關手冊及計畫審核

及監督工作。（1.17, 1.18, 2.3.4） 

3.3 其他調查發現 

1. 飛航組員相關飛航證照，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無證據

顯示飛航組員於該次飛航中曾受任何酒精藥物之影響。（1.5, 

2.1） 

2. 本次事故與航機之適航及載重平衡無關。（1.6, 2.1） 

3. 依據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附件 12 之規定：座艙語音記

錄器應至少記錄 4 軌語音資料，該機之座艙語音紀錄器錄音

僅有副駕駛員麥克風與座艙區域麥克風兩軌可用資料。

（1.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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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飛安改善建議 

4.1 改善建議 

4.1.1 致德安航空公司 

1. 依據公司相關手冊之規定，擬定人員招募及訓練計畫，並依

據計畫施行飛航組員之訓練，並加強教師駕駛員之遴選、訓

練及考核。（ASC-ASR-15-10-013） 

2. 要求飛航組員依據公司規定，執行飛航任務之提示。

（ASC-ASR-15-10-014） 

3. 改善及落實飛航組員遵守標準作業程序之規定。

（ASC-ASR-15-10-015） 

4. 檢討相關航務人力之補充及運用。（ASC-ASR-15-10-016） 

5. 修訂公司部份手冊內容不一致及內容不足處，使符合實際運

作狀況。（ASC-ASR-15-10-017） 

4.1.2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落實審核德安航空相關手冊之內容及呈報之各項計畫，並加

強督導德安飛航組員之訓練、教師駕駛員之遴選、訓練、考

核及相關查核工作。（ASC-ASR-15-10-018） 

2. 督導德安航空要求飛航組員依據公司規定，執行飛航任務之

提示。（ASC-ASR-15-10-019） 

3. 督導德安航空改善並落實飛航組員遵守標準作業程序之規

定並檢討相關航務人力之補充及運用。（ASC-ASR-15-10-020） 

4. 檢視及督導其他與德安規模相近及將接替德安業務之業者，

是否有上述組員訓練、人力運用及遵守標準作業程序等現象。

(ASC-ASR-15-10-021) 

 

  



 

 

 
51 

附錄 1 教師駕駛員新進駕駛員訓練核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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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教師駕駛員升訓教師駕駛員核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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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德安航空公司對調查報告草案之回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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