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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民用航空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從事維修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維修廠(以下簡
稱維修廠)，除設立應依有關法令辦理外，其檢定給證依本規則之
規定。

第 三 條

本規則名詞定義如下：
一、維修廠管理人：指由維修廠指定依本規則負維修廠所有
作業權責之人，包括確保維修廠之人員依本規則從事維
修工作及代表維修廠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
航局）主要聯絡人。
二、停機線維修：指航空器飛行前為符合飛航需求所從事之
維修作業，包含：
（一）故障排除。
（二）缺點改正。
（三）更換航空器之各項裝備及零組件，或更換發動
機、螺旋槳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及更換後之
測試。
（四）以不需使用複雜技術之目視、非破壞性等方式，
進行之檢查。
（五）簡單且無須複雜拆解作業之小修理及小改裝。
三、檢定類別：指維修廠檢定證書（以下簡稱檢定證書，如
附件一）及維修廠營運規範（以下簡稱營運規範，如附
件二)中登載之特殊情況、權利或限制。
四、維修作業：指執行維修或預防性維修過程中，所進行單
一或一連串之步驟，其執行結果可使航空產品與其各項
裝備及零組件恢復可用。

第 四 條
經營維修廠者，應向民航局申請檢定，檢定類別及其項目經
檢定合格並發給檢定證書後，始得營業。
第二章 申請維修廠檢定
第 五 條
維修廠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三)，並檢附下列文件二份向民
航局申請檢定：
一、維修廠手冊。
二、品質管制手冊。
三、安全管理手冊。
四、維修能量表(以下簡稱能量表)：依檢定類別，載明航空
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型別、製造者、型號。
五、維修廠組織系統表。
六、維修廠管理人、管理及督導人員姓名職稱名單。
七、廠房與設施說明及廠址。
八、以合約委託其他個人、團體或維修機構執行維修作業

者，應載明支援廠商名稱、地址及支援維修作業之項目
報請民航局核准。
九、訓練計畫。
維修廠申請檢定時應備妥裝備、人員、技術資料、廠房及設
施，供民航局檢查。如申請人報經民航局備查與其他個人、團體
或維修機構簽訂合約，提供所需之裝備者，應於檢定及執行維修
作業時，備妥合約中所述之裝備。
維修廠設立地點於國外者，申請檢定證書及檢定類別，除應
檢附第一項規定之文件外，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受委託維修我國籍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委
託維修合約或意向書。
二、該國民航主管機關之維修廠檢定合格證明文件。
三、其從事有關危險物品之作業人員或支援廠商，完成依最
新版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
範訓練之證明文件。
第 六 條
維修廠營業不得違反檢定證書所核可之檢定類別及營運規
範，並應於維修廠內備妥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供大眾查閱及民航
局查驗。
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之有效期間為三年。但設立於國外之維
修廠，其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之有效期間為一年。
檢定證書持有人應於有效期間屆滿六十日前填具申請書（如
附件三），向民航局提出換證申請，未於六十日前提出換證申請
者，應依前條規定辦理。
檢定證書有效期間屆滿、撤銷或廢止時，檢定證書持有人應
於三十日內向民航局繳銷。未於三十日內繳銷時，由民航局逕行
公告註銷之。
檢定證書遺失或毀損者，維修廠應敘明理由檢附證明或檢送
原檢定證書，向民航局申請補發、換發。
第 七 條
維修廠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三）並檢
附相關文件，向民航局申請換發檢定證書：
一、維修廠名稱或廠房位置變更。
二、增加或變更檢定類別。
檢定證書持有人出售廠房或轉移維修廠所有權時，維修廠之
受讓人申請變更時，應依第五條之規定申請變更檢定證書。
第 八 條

維修廠檢定類別如下：

一、機體類別：
(一)一級：混合結構之航空器，其最大起飛總重在五千
七百公斤或一萬二千五百磅以下者。
(二)二級：混合結構之航空器，其最大起飛總重超過五
千七百公斤或一萬二千五百磅者。
(三)三級：全金屬結構之航空器，其最大起飛總重在五
千七百公斤或一萬二千五百磅以下者。
(四)四級：全金屬結構之航空器，其最大起飛總重超過
五千七百公斤或一萬二千五百磅者。
二、發動機類別：
(一)一級：活塞式發動機，其馬力在四百匹以下者。
(二)二級：活塞式發動機，其馬力超過四百匹者。
(三)三級：渦輪式發動機。
三、螺旋槳類別：
(一)一級：固定螺距式螺旋槳。
(二)二級：固定螺距式以外之螺旋槳。
四、無線電設備類別：
(一)一級：通訊設備，航空器上於飛航中傳送或接收通
訊使用之不限載波頻率或所用調節型式之無線電
傳送接收裝備。其裝備包括輔助及其相關之航空器
內部通話系統、放大器系統、電器或電子信號設備
及類似裝備，但不包括航空器所用導航或輔助導航
裝備、量測高度或離地高度之裝備、其他以無線電
或雷達原理運作之量測裝備或通訊無線電裝備之
機械、電器、陀螺或電子儀表。
(二)二級：導航設備，用於航空器之航路或進場導航之
無線電系統，但不包括以雷達或脈衝無線電頻率原
理運作之裝備或量測高度或離地面高度所用之裝
備。
(三)三級：雷達設備，以雷達或脈衝無線電頻率原理作
業之航空器電氣系統。
五、儀器類別：
(一)一級：機械式儀器，各種航空器使用或用來控制航
空器之薄膜式儀表、包端管式儀表、真空模盒式儀
表、光學儀表或機械傳動離心式儀表，包括轉速
表、空速表、壓力表、偏流測視器、磁羅盤、高度
表或類似之機械儀表。
(二)二級：電器式儀器，各種自動同步與電子式儀表及

系統，包括遠距指示器、汽缸頭溫度表或類似之電
器式儀表。
(三)三級：陀螺式儀器，各種使用陀螺原理及由氣壓或
電能運作之儀表或系統，包括自動駕駛儀控設備、
轉彎傾斜儀、航向陀螺與其儀表設備之零組件、電
磁羅盤及陀螺同步羅盤。
(四)四級：電子式儀器，各種使用電子管、電晶體運作
之儀表或類似設備，包括電容式容量表、系統放大
器及發動機分析儀。
六、附件類別：
(一)一級：機械式附件，使用摩擦力、液壓、機械聯動
機構或空氣壓力下操作之機械式附件，包括航空器
機輪煞車、機械傳動泵、汽化器、航空器機輪組合
件、減震支柱及液壓伺服器。
(二)二級：電器式附件，使用電能運作之電器附件及發
電機，包括起動機、電壓調幅器、電馬達、電驅動
燃油泵、磁電機及類似之電器附件。
(三)三級：電子式附件，使用電子管、電晶體或類似設
計之電子式附件，包括增壓器、調溫器、空調控制
器或類似電子控制附件。
七、特業維修類別：
(一)非破壞性檢查試驗及處理。
(二)緊急及救生裝備。
(三)配件修造。
(四)其他經民航局核定者。
對特業維修檢定類別，維修廠之營運規範應說明執行該特業
維修所使用之規範，其規範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目前業界所採用之民航或軍用規範並經民航局備查者。
二、由申請人自行研發之規範並經民航局核准者。
第 九 條
民航局得頒發以下限定類別之檢定證書予維修廠。其檢定類
別得限定於某一種特定型別之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或
某一特定製造廠生產之所有零件之維修：
一、特定製造廠及型別之機體。
二、特定製造廠及型別之發動機。
三、特定製造廠及型別之螺旋槳。
四、特定製造廠及型別之儀表。
五、特定製造廠及型別之無線電裝備。

六、特定製造廠及型別之附件。
七、起落架組合件。
八、特定製造廠之浮筒。
九、特定製造廠及型別之旋翼葉片。
十、航空器織布類蒙皮維修。
十一、其他經民航局核定者。
第三章 廠房、設施、裝備、器材、文件及資料
第 十 條
維修廠應備有檢定證書及檢定類別所需之廠房、設施、裝備
、器材、文件及資料，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可容納符合檢定類別設施、裝備、器材及人員之廠房。
二、應具備符合下列條件可供適當執行檢定類別之航空產品
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預防性維修或特業維修之
設施：
（一）具有適當之工作空間及區域，以供在維修或預防
性維修期間，適當分隔及保護航空產品與其各項
裝備及零組件。
（二）對具有工作環境危害或敏感性作業如噴漆、清
洗、焊接、航電工作、電器工作及機工應予以區
隔，以供適當施工且不影響其他維修作業。
（三）具適當之物架、吊掛、置物盒、工作檯及其他分
隔方法，以儲存及保護維修或預防性維修中之所
有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
（四）有足夠空間將在維修或預防性維修中之航空產品
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與儲存供安裝用之裝備
或零組件適當分隔。
（五）有適當之通風、燈光、溫濕度及其他環境控制以
確保工作人員在執行維修或預防性維修時達到
本規則要求之標準。
維修廠在其廠房以外之地方執行工作，應遵守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之規定並備有民航局接受之適當設施，始得在其廠房之
外，依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適航維修管理規則之規
定，執行維修或預防性維修工作。
第 十一 條

維修廠欲變更廠址，應檢附變更計畫報請民航局核准。
維修廠對於第十條規定之廠房、設施要求變更，其可能對
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之維修或預防性維修之能力造成嚴

重影響者，應於事前經民航局核准。
維修廠於廠址、廠房或設施變更期間應遵守民航局訂定之
特別要求或限制條件。
第 十二 條

第 十三 條

一維修廠為另一維修廠（以下簡稱母廠）所經營管理，前
者得視為後者之衛星維修廠。衛星維修廠亦應具有檢定證書。
衛星維修廠符合下列規定並在母廠管控下，依民航局所核
可之檢定類別及營運規範執行衛星維修廠作業:
一、檢定類別在母廠檢定類別內，且能為其所管控。
二、每一個檢定類別應符合本規則之規定。
三、依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維修廠手冊報請民航局備查。
四、依第二十六條規定，訂定品質管制手冊報請民航局備
查。
除民航局另有規定外，具管控權之母廠得與其衛星維修廠
共用人員及裝備。但對每一衛星維修廠均應指派檢驗人員，於
決定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適航或恢復可用時，該
檢驗人員應在場。 當檢驗人員離開工作現場時，應留下電話、
無線電或其他通訊方式，以供檢驗人員接到通知時返回現場工
作。
衛星維修廠不得座落於具管控權之母廠所在國之外。

維修廠應備有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工作所需之裝備、
工具及器材，並依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適航維修管
理規則執行維修或預防性維修工作。於執行工作時，裝備、工
具及器材應置於工作現場且在維修廠管控下。
維修廠應確保用來決定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適
航之所有測試及檢查裝備校驗至民航局認可之標準。
維修廠應使用製造廠建議之裝備、工具及器材，或至少為
民航局認可之等效裝備、工具及器材。
維修廠應保有依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工作所需之文件
及資料，其格式應報民航局備查，並依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
及零組件適航維修管理規則執行維修或預防性維修工作。以下
文件及資料應為有效版本且能供執行工作時所取用：
一、適航指令。
二、持續適航文件。
三、維護手冊。
四、翻修手冊。
五、標準施工手冊。

六、技術通報。
七、其他經民航局備查或核准之應用資料。
第四章 專業人員設置及資格要求
第 十四 條

維修廠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維修廠管理人應報請民航局備查，異動時亦同。
二、提供合格人員於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下，從事維
修或預防性維修之計畫、督導、施工及核准恢復可用
作業。
三、應有足夠經訓練或具有知識及工作經驗之人員，在檢
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下，依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
及零組件適航維修管理規則執行維修或預防性維修
工作。
四、依訓練、知識、經驗或實作測試，評核未經民航局檢
定合格人員執行維修工作之能力。

第 十五 條
維修廠應有足夠之督導人員以指導及監督不熟悉施工方
式、技術、實作、輔助器具、裝備及工具之人員，執行檢定證
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下之維修或預防性維修工作。
督導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國內維修廠督導人員，應持有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或維
修員檢定證。
二、 設立於國外之維修廠督導人員應具下列條件之一：
(一)具有二十四個月實務維修經驗。
(二)經訓練或完全瞭解執行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
零組件維修或預防性維修工作方法、技術、實作、
輔助器具、裝備及工具之應用。
維修廠應確保其督導人員具英文瞭解、閱讀及書寫能力。
第 十六 條

維修廠應確保在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下執行檢驗之人
員具備下列條件：
一、確實瞭解本規則與民航相關法規及檢驗方法、技術、
實作、輔助器具、裝備、工具之應用，以決定經維修
或預防性維修後之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
之適航性。
二、熟悉各種檢驗裝備及目視檢查輔助工具之使用方法以
執行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檢驗。

維修廠應確保檢驗人員具英文瞭解、閱讀及書寫能力。
第 十七 條

國內維修廠執行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下航空產品與其
各項裝備及零組件恢復可用之簽證人員資格，應符合航空人員
檢定給證管理規則之規定。從事航空器恢復可用之簽證人員，
並應取得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之授權。
設立於國外之維修廠之前項人員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完成訓練且對其所負責工作應有二十四個月以上實際經
驗，並確實瞭解其工作方法、技術、實作、輔助器具、
裝備及工具之應用，以執行維修或預防性維修。
二、確實瞭解本規則與民航相關法規及熟悉使用之工作方
法、技術、實作、輔助器具、裝備及工具之應用，以核
准執行維修或預防性維修之恢復可用。
維修廠應確保第一項及第二項簽證人員具有英文瞭解、閱讀
及書寫能力。

第 十八 條

維修廠得依航空人員檢定給證管理規則推薦雇用之員工申
請檢定取得維修員檢定證。

第 十九 條

維修廠應將下列名冊及資料依經民航局備查之方式建立以
供查驗：
一、管理、維修督導人員名冊。
二、檢驗人員名冊。
三、授權核准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後恢復
可用之簽放人員名冊。
四、建立前三款人員下列工作經歷摘要資料，以顯示符合
本規則工作經歷需求：
(一)目前職稱。
(二)維修工作經歷總年資及所執行之維修種類。
(三)過去有關服務之公司名稱與職稱及工作年資。
(四)目前工作範圍。
(五)所持有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或維修員檢定證書號
碼及檢定類別。
前項名冊於人員增補、離職、調職或變更工作範圍時，應
在五個工作日內依規定修訂名冊。

第 二十 條

維修廠應訂定人員初始及後續複訓之訓練計畫，報請民航
局核准後實施。其修訂時，亦同。

維修廠人員訓練計畫應確保維修廠指定從事維修或預防
性維修及檢驗工作之人員，能勝任所負責之工作。訓練計畫
並應包括維修資源管理訓練，以提升工作人員間及與飛航組
員之協調合作，減少人為因素造成之事故。
維修廠應將每一工作人員依前項要求，完成所需訓練，
並依民航局備查之格式記錄，該訓練紀錄應至少保存二年。
第五章 作業規則
第二十一條

維修廠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在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下，依航空產品與其各項
裝備及零組件適航維修管理規則，執行維修或預防性
維修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
二、得依核可之檢定類別委託支援廠商執行維修或預防性
維修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廠應確保
未經本規則檢定合格之支援廠商，遵照等同於維修廠
之品質管制系統執行工作。
三、在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下，依航空產品與其各項
裝備及零組件適航維修管理規則，於執行航空產品與
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或預防性維修後，核准其恢
復可用。
維修廠受下列限制：
一、不得維修未經核可檢定類別之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
及零組件，或於缺乏所需之特種技術文件、裝備或設
施下，執行維修在核可檢定類別之航空產品與其各項
裝備及零組件。
二、除下列情況外，不得核准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
組件恢復可用：
(一)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已依核准之適
用技術文件或經民航局備查之技術文件，完成維
修或預防性維修工作。
(二)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已依核准之適
用技術文件，完成大修理或大改裝工作。

第二十二條

維修廠臨時運送器材、裝備及人員至維修廠廠房外之其他
地方，執行維修、預防性維修或特業維修工作時，應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一、該工作係經民航局認定因其特殊情況下之需要執行

者。
二、該工作有重複性需求且其維修廠手冊內容包括在維修
廠廠房以外之地方，執行維修、預防性維修工作或特
業維修作業程序者。
第二十三條

維修廠於執行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維修或預
防性維修工作時，應依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之持續適航維護
計畫及航空器維護能力手冊為之。
維修廠執行停機線維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依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之航空器維護能力手冊及核准
之維護計畫執行維修。
二、應有必要之裝備、完成專業訓練之人員及技術文件。
三、營運規範應具有執行停機線維修之授權。
四、有臨時性維修需求者，應於符合執行定期維修作業之條
件且獲品質保證主管同意下，得於停機線執行基地維修
工作。

第二十四條

維修廠應訂定維修廠手冊報請民航局備查後實施，並保持
最新及完整之手冊內容，供維修廠人員使用。

第二十五條

維修廠手冊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維修廠組織圖並載明每一管理人員之職稱、職掌、權
限及責任範圍。
二、依第十九條規定建立及修訂相關人員名冊之程序。
三、包括第三章所規定之廠房、設施、裝備及器材等維修
廠作業之說明。
四、能量表之修訂程序應載明：
(一)能量表之修訂、陳報民航局之程序及時程。
(二)修訂維修能量之自我評估程序。此程序中應包括
評估之方法與頻率及對評估之結果予以適當處
理之程序。
五、依第二十條規定修訂訓練計畫之程序。
六、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於維修廠廠房外之其他地方執行維
修工作之程序。
七、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託執行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
零組件之維修、預防性維修或停機線維修工作之程
序。
八、委託維修之程序應載明：

(一)委託支援廠商之維修作業清冊之編訂、修訂、陳
報民航局核准之程序及時程。
(二)委託之廠商名稱，檢定證書種類與檢定類別及其
他文件報請民航局備查之程序及時程。
九、說明維修紀錄及其用來獲得、儲存及追蹤該紀錄之保
存系統。
十、維修廠手冊修訂及陳報民航局之程序，其內容應包括
陳報民航局之時程。
十一、說明維修廠手冊之章節識別及管制系統。
十二、維修廠經檢定合格之類別及項目說明。
十三、依第四章規定建立各類人員之適職管理程序。
十四、依第三十二條規定建立報告之程序。
十五、建立變更經核准之檢定類別及項目之程序。
第二十六條

維修廠應建立及維持為民航局所接受之品質管制系統，以
確保維修廠或其依合約委託之支援廠商執行航空產品與其各
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或預防性維修工作後之適航性。
維修廠人員依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權限執行維修或預防
性維修工作時，應遵守品質管制系統之規定。
維修廠應以經民航局備查之格式備妥並維持最新版之品
質管制手冊，該手冊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對下列各項系統及程序之說明：
(一)生料之接收檢驗，以確保其為可接受之品質。
(二)對所有維修前之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
件，執行初步檢驗。
(三)對於涉及航空器失事或重大意外事件之所有航
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在執行維修或預
防性維修工作前檢查是否有隱藏性損壞。
(四)建立及維持檢驗人員專業上之熟練程度。
(五)建立及維持維修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
件所需之最新版技術文件。
(六)未經民航局檢定合格之支援廠商，其執行維修或
預防性維修工作之審核與監督。
(七)執行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後之
完工檢驗及恢復可用。
(八)對用於維修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
量校及測試裝備進行校驗，包括裝備之校驗時
距。

(九)對缺點採取矯正措施。
二、有參考之資料及指標者，其參考特定製造廠之檢驗標
準，包括製造廠指定之資料。
三、檢驗及維修表格樣本及填寫說明，或敘明參考之表單
手冊名稱。
四、品質管制手冊之修訂、陳報民航局之程序及時程。
維修廠品質管制手冊修訂時應報請民航局備查。
第二十七條

維修廠應建立安全管理系統並經報請民航局備查後，於中
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該系統應具有下列功能：
一、辨識安全危險因子。
二、確保維持可接受安全等級之必要改正措施已實施。
三、提供持續監督及定期評估達到安全等級。
四、以持續增進整體性安全等級為目標。
前項之安全管理系統(如附件三之一)應清楚界定維修廠各
層級組織所應負之安全責任，包括管理階層所應負之直接安全責
任。

第二十八條

維修廠應在完成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或預
防性維修之檢驗工作後，始得核准其恢復可用。
維修廠應證實該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執行維
修或預防性維修工作已達適航標準並符合下列條件後，始得簽
放：
一、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工作由該維修廠執
行完成。
二、檢驗人員檢驗該維修廠執行之工作，並決定航空產品
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部分之適航性。
檢驗人員執行前項工作時，應符合第十六條之規定。
除設立於國外維修廠之員工外，依航空人員檢定給證管理
規則檢定合格之人員，始得為維修廠執行最後檢驗簽證及維修
簽放。

第二十九條

具有限制類別能量之維修廠得執行民航局核准之能量表或
營運規範內之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維修或預防
性維修工作。
能量表應以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製造者、型別
或製造者指定之名稱條列識別，並應以經民航局備查之格式為
之。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應在檢定證書檢定類別
範圍內，且經維修廠依第二十五條第四款第二目完成自我評估
並報民航局核准後，始得列入能量表內。維修廠應執行自我評
估，以確定該維修廠已備有必要之廠房、設施、裝備、器材、
技術資料、處理程序及完訓人員，始得依本規則執行該航空產
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維修工作。評估資料並應建檔保
存。
第 三十 條

維修廠將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維修作業委託
支援廠商執行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經民航局核准之委託維修作業。
二、維修廠應將下列資料提供民航局：
(一)委託支援廠商之維修作業清冊。
(二)委託之廠商名稱，檢定證書種類與檢定類別及其
他文件。
前項受委託支援廠商未經檢定合格或民航局認可時，並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支援廠商應遵照等同於維修廠之品質管制系統執行維
修作業。
二、維修廠就支援廠商執行之維修作業負責。
三、維修廠應以測試或檢驗，來確認支援廠商已完成維修
作業，且在核准恢復可用前，該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
備及零組件為適航狀況。
維修廠不得將航空產品委託支援廠商執行維修或預防性
維修作業而僅執行恢復可用簽證。

第三十一條

維修廠應依下列規定保存維修紀錄：
一、應保存足以證明其符合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
適航維修管理規則規定之紀錄。其紀錄應以經民航局備
查之格式並以中文或英文填寫之。
二、應提供執行維修或預防性維修之維修簽放文件予航空產
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所有人或使用人。
三、對前二款所規定之紀錄、簽放文件自核准恢復可用之日
起，應至少保存二年，並保持其內容之可讀性、安全性
及完整性。
四、前款之紀錄、簽放文件，應提供民航局檢查及國家運輸
安全調查委員會飛航事故調查。

第三十二條

維修廠發現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有系統缺失、
功能失效或缺陷，應於七十二小時內報告民航局，報告應以經
民航局備查之格式為之。
前項報告應包括下列資料：
一、航空器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二、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型式、製造者及型
別。
三、發現系統缺失、功能失效或缺陷之日期。
四、系統缺失、功能失效或缺陷狀況。
五、總使用時間或翻修後使用時間。
六、系統缺失、功能失效或缺陷肇因。
七、其他進一步判定、鑑別、矯正之適當資料。
航空器使用人兼營維修廠已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
向民航局提報保養困難報告者，維修廠不需重複報告。
維修廠得受航空器使用人委託，向民航局提報保養困難報
告並將報告送予航空器使用人，不須依第一項規定報告相同之
系統缺失、功能失效或缺陷。

第三十三條

民航局得隨時派員檢查維修廠各項人員、設備或作業是否
符合本規則之規定，維修廠應配合之。
維修廠將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作業委託
未經民航局檢定合格之支援廠商執行時，應於委託合約中約定
或由支援廠商書面承諾，同意民航局得於執行維修作業時，進
行檢查。
違反前項規定，維修廠不得對支援廠商維修之航空產品與
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執行維修後之恢復可用簽證。

第三十三條之一 維修廠執行危險物品維修作業，應依作業性質訂定訓練
計畫並於維修廠手冊中規定管理督導機制，報經民航局核准
後，始得實施。
維修廠應取得航空器使用人處理危險物品作業之授權並完
成航空器使用人危險物品裝載之訓練，其直接監督或作業之人
員，始得執行危險物品維修作業。
維修廠委託支援廠商執行前項維修作業時，應告知航空器
使用人危險物品作業之特殊限制或許可後，該支援廠商始得執
行其業務。
第三十三條之二

維修廠應確保其作業人員於執勤期間不受麻醉藥物或

酒精作用而有影響檢查作業標準之情形，並應訂定相關之麻醉
藥物及酒精測試規定，執行抽檢，檢測紀錄應存檔備查。
民航局得以定期或不定期方式對維修廠作業人員實施麻醉
藥物及酒精檢測。
麻醉藥物及酒精檢測標準如下：
一、麻醉藥物檢測：尿液樣本反應呈陰性。
二、酒精濃度檢測：血液中酒精濃度不得超過百分之零點
零二或吐氣中酒精濃度不得超過每公升零點一毫克。
前項檢測不合格或吐氣中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零毫克而未
逾前項第二款規定標準者，不得從事維修作業；拒絕檢測者，
亦同。
第二項麻醉藥物及酒精之檢測，民航局得委託航空站經營
人辦理。
民航局依前項規定為委託行為時，應將委託之對象、事項
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於政府公報。
第三十四條

申請本規則各項書、證應繳納之規費，依附件四之規定。
前項附件四之作業費由民航局代收並專款專用。

第三十五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