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O.C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使用中故障、失效或缺陷初步書面報告
1.

產品型號

Preliminary Report of Failures, Malfunctions, and Defects

Product model

2.

航空器序號

3.

Aircraft Serial Number

5.

時間

4.

Date & Time

地點

Location

技術標準件序號及型號代號

Article Serial Number and Model Designation
(When the failure, malfunction, or defect is associated with an article approved under a TSO authorization.)

6.

發動機或螺旋槳序號

Engine or Propeller Serial Number
(When the failure, malfunction, or defect is associated with an engine or propeller)

7.

零組件、組件或系統之名稱及件號

Identification of the part, component, or system involved.
(The Identification must include the part number.)

8.

故障、失效或缺陷之性質

Nature of the failure, malfunction, or defect

9.

初步原因分析

Preliminary Cause Analysis

10.

製造者代表簽章

Signature of Manufacturer’s Representative

11.

日期

Date

附件二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O.C

免予適用相關適航標準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Exemption from Parts of Airworthiness Standards

1.

申請人名稱及地址

Name and address of applicant

2.

免予適用之適航標準及其具體條款

Proposed requirements of airworthiness standards to be exempted

3.

申請之原因

Reason(s) for application

4.

為確保具有等效安全所採取之措施及限制

Provisions and limitations to ensure equivalent level of safety

5.

免予適用之範圍，包括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適用期限

Scope of Exemption, including type and serial numbers of applicable aviation product, parts, and effective

time

6.

聲明 – 本人聲明以上陳述均屬事實

I certify that the above statements are true.

7.

申請人簽章

Signature of Applicant

8.日期

Date

附件三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O.C

型別檢定證、補充型別檢定證或製造許可證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TYPE CERTIFICATE, PRODUCTION CERTIFICATE, OR SUPPLEMENTAL TYPE CERTIFICATE

1.申請人名稱 Name of applicant
2.地址 Address of applicant
3.電話 Tel
4.傳真 Fax

6.申請類別 Application made for

7.檢定產品 Product Involved

□ 型別檢定證

□ 航空器

Aircraft

□ 發動機

Engine

(Type Certificate)
□ 補充型別檢定證

□ 螺旋槳Propeller

(Supplemental TypeCertificate)
□ 製造許可證

(Production Certificate)
5.電子郵件 E-mail
8.型別檢定證 TYPE CERTIFICATE (填寫8a Complete item 8a below)
a.
產品型別名稱 Model designation(s)
(附上所申請之航空器、發動機、螺旋槳型別清單上產品之設計、材質、規範、構造及性能之技術資料/藍圖
All models listed are to be completely described in the required technical data, including drawings representing the
design, material, specifications, construc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aircraft, aircraft engine, propeller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is application.)

9.補充型別檢定證 SUPPLEMENTAL TYPE CERTIFICATE (填寫9a-d

Complete items 9a-d below)

a.修改之產品型別及製造廠 Make and model designation of product to be modified
b.修改內容描述 Description of modification

c.資料銷售或提供予他人
d.製造銷售零組件
Will data be available for sale or release to other persons?
Will parts be manufactured for sale?
□ 是Yes
□ 否No
□ 是Yes
□否No
10.製造許可證 PRODUCTION CERTIFICATE (填寫10a-c Complete items10a-c below)
(與本申請書同時提交品質控制手冊或依要求因新增生產項目而修改之文件影本一份 Submit with this form, in
manual form, one copy of quality control data or changes thereto covering new products, a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a.
工廠地址(若與上述地址不同)
b.申請 Application is for –
製造許可證證號
Factory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P.C. No.
□ 首次申請 New production certificate
above)
□ 新增製造許可項目(提供製造許可證證號)
Additions to production Certificate (Give
P.C. No.)
c.
申請人為型別檢定證或補充型別檢定證之持有人或其授權使用者
型別檢定證/補充型別檢
Applicant is holder of or a licensee under a Type Certificate or a Supplemental Type
定證證號T.C./S.T.C. No.
Certificate
(附上授權書並填寫證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ttach evidence of licensing agreement and give certificate number)
11.保證 – 本人保證上述聲明屬實 I certify that the above statements are true.
12.申請人簽章 Signature of certifying official
13.日期 Date

附件四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epublic of China
型別檢定證
TYPE CERTIFICATE
編 號 /No. CAA-TC-XXX
本型別檢定證係發給：
製造廠名稱：
產品型別/型號：
經本局對上述產品檢定後確認，其設計符合中華民國民用航空法之相關規定。該產
品型別設計、操作限制及適航要求詳列於型別檢定證數據規範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局

長：

This Type Certificate is issued to:
Name of Manufacturer:
Product Type/Model:
This certificate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bove aviation product has been foun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ivil Aviation A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etails of type
design, operation limitations and associated airworthiness requirements are
specified in the type certificate data sheet.

Date of issue:

day of

,

Director General:

附件五
法規符合性證明飛行試驗規定
一、申請人應依民航局之要求進行各項相關之飛行試驗，以確認下列事項：
(一)其型別設計符合適航標準之要求。
(二)航空器及其零組件及設備可靠且運作正常。
二、航空器型別檢定證申請人於進行本規定一、之各項飛行試驗前，應向民航局提出
下列聲明及相關佐證資料：
(一)其設計符合適航標準中相關之結構要求。
(二)已完成必要之地面檢驗及試驗。
(三)航空器符合型別設計。
(四)申請人執行必要之飛行試驗，並提交試驗結果。
三、申請人應於實際可行之情況下，將為確認本規定一、(二)所進行之試驗，施於檢
定之航空器，以證明符合下列要求：
(一)符合本規定一、(一)。
(二)其為旋翼機者，應符合適航標準中有關旋翼傳動之耐久性試驗。
四、申請人應證明於每次飛行試驗時，均提供足夠措施，使試飛組員能在緊急時離機
及使用降落傘。但滑翔機、自由氣球，不在此限。
五、遇有下列情況之一時，申請人應中止飛行試驗，並於採取改正措施後，始得繼續
進行試驗。但滑翔機、自由氣球，不在此限：
(一)申請人之試飛員不能或不願進行任何一項規定之飛行試驗。
(二)發現不符合規定之情事，該情事可能會使以後之試驗數據失去意義或繼續試
驗將產生危險性之問題。
六、為確認本規定一、(二)所進行之飛行試驗，其時數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航空器所裝用之渦輪發動機於完成型別檢定後，未曾使用於已具有型別檢定
證之航空器上者，該航空器應飛行試驗三百小時以上。
(二)航空器所裝用之渦輪發動機於完成型別檢定後，曾經使用於已具有型別檢定
證之航空器上者，該航空器應飛行試驗一百五十小時以上。

附件五之一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建立維持安全之安全管理系統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
。安全管理系統應符合下列規定，
其實施架構並應與組織之規模及業務複雜度一致。
一、 安全政策及目標
(一)管理階層之承諾及責任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對其組織之安全政策訂定符合國
內法規及國際規範之規定，並由負責之管理人員簽字承諾。安全政策應反映
出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對安全之承諾，包括為實施安全政
策提供必要資源之明確說明及以顯而易見之方式傳達予整個組織。安全政策
包括安全報告程序、明確說明不可接受之行為類型、得減輕或免除紀律處分
之行為等。安全政策應經定期審查，以確保其妥適性及有效性。
(二)安全責任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明確界定權責主管（accountable
executive）所負之安全責任，並確定管理階層及所有職員相應之安全責任。
包括安全責任、責任制度與授權等應以書面明確規範並傳達予整個組織及各
層主管授權處理自承安全風險決定之範圍。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
持有人，除其他職責之外，對實施並保持安全管理系統負最終之責任。
(三)任命關鍵安全人員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指定一名安全經理，作為實施並確
保有效安全管理系統之負責人及協調人。
(四)協調緊急應變計畫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訂定並確保擁有一個有序且有效
之緊急應變計畫，以利由正常作業轉換為緊急狀態，再恢復為正常作業。該
作業並應與其他航空組織之同類應變計畫作良好協調。
(五)安全管理系統文件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訂定一個經管理者核准之安全管
理系統實施計畫，並對其安全管理之作法詳加闡述，以實現該組織所設定之
安全目標。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並應建立安全管理系統文
件，用以敘述安全政策與目標、安全管理系統要求、安全管理系統措施與程
序、責任制度、措施與程序之責任、授權及安全管理系統之輸出。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訂定並保存一份安全管理系統手
冊（SMS Manual, SMSM），作為安全管理文件系統之一部分，並將其安全管
理做法傳達予整個組織。
二、 安全風險管理
(一)識別危害因子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訂定並保持一程序，用以識別作業
中之危害因子；該危害因子必須與被動式（reactive）、主動式（proactive）

或預測式（predictive）安全資料蒐集方式相結合。
(二)安全風險評估及緩解措施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訂定並保持一程序，用以對作業中
之安全風險進行分析、評估及控制。
三、 安全保證
(一)安全績效之監測及評估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訂定並保持一檢驗該組織安全效
績並核實安全風險管制措施有效性之方法。組織安全管理系統之績效應基於
安全效績指標與安全效績目標予以檢驗。
(二)改變管理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訂定並保持一程序，以識別組織內
對既定程序及作業可能產生影響之改變，以及在實施改變前，對確保安全績
效之各項安排加以描述，檢討取消或修改因環境變化而不再需要或不再有效
之安全風險控制措施。
(三)持續改進之安全管理系統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訂定並保持一程序，以識別安全管
理系統低於標準績效之原因及確定安全管理系統運作低於標準績效之影
響，並消除或緩解這些原因。
四、 安全提升
(一)教育及訓練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訂定並保持安全訓練計畫，以確保
全體人員得到適當之訓練並勝任安全管理系統之職責。安全訓練之內容應與
個人參與安全管理系統之程度相符。
(二)安全交流
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及製造許可證持有人應訂定並保持一正式安全交流之方法，以
確保全體人員充分瞭解安全管理系統、傳達重要安全資訊，並解釋採取某項特殊
安全措施或推行或修正某項安全程序之原因。

附件六

型別認可檢定程序
一、定義
(一)型別檢定證數據規範表(TCDS-Type Certificate Data Sheet)：係指與型別檢
定證同時核發，並構成型別檢定證組成之文件，該數據規範表中記載了
經航空產品製造商所屬國航適主管機關核准之型別設計基本數據及使用
限制。
(二)型別認可檢定(Validation of Type Certificate-VTC)：係指針對已持有他國
航適主管機關核發型別檢定證之航空產品，於引進前進行其設計、製造
及持續適航認可之檢定作業。
(三)型別認可檢定基礎(Type Validation Certification Basis)：係指對申請引進
之航空產品進行型別認可檢定時所依據之標準。包括適用之適航標準、
我國之特殊要求及免予適用適航標準之條款等。
二、檢定流程
引進航空產品型別認可檢定過程可概分為五階段，分別為：
第一階段：申請前階段
第二階段：正式申請階段
第三階段：文件審查階段
第四階段：實地審查階段
第五階段：給證階段
各階段進行之工作分述如下：
(一)申請前階段：
1.成立審查小組。
2.進行通知申請者辦理、繳交各項檢定文件、說明檢定流程及預定工作進
度時程表。
(二)正式申請階段：
1.協助申請者熟悉我國之檢定制度、型別認可檢定基礎，包括適用之適航
標準及特殊要求等。
2.對製造商/出口國適航主管機關之檢定能力進行初步瞭解及評估。
3.文件完整性初審工作。
(三)文件審查階段：
1.文件審查會議：邀請申請者對所申請之航空產品與審查小組成員舉行文
件審查會議，促進雙方相互瞭解，並澄清專業分項負責人所提各項檢定
/技術問題，以加速檢定工作推動進度。
2.各項檢定文件內容應滿足文件審查需求。
3.若文件審查結果合格，決定是否需進行實地審查。
(四)實地審查階段：實地審查中各事項均應獲得澄清。
(五)給證階段：審查合格，發給申請者該項航空產品型別認可檢定證。審查
不合格，通知申請者，並說明不合格原因。
三、航空產品如持有美國聯邦航空署、歐洲航空安全組織（EASA）或歐洲聯合航
空署(JAA)所核發之型別檢定證者，不受前項檢定流程之限制，得由申請人提
供該航空器型別檢定證、型別檢定證數據規範表、核發型別檢定證之民航主管
機關所核准之檢定等效安全紀要、特殊或免予適用適航標準之條件及民航局認
為必要之其他文件等，經民航局審查合格後，核發型別認可檢定證。

附件七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epublic of China
型別認可檢定證
TYPE VALIDATION CERTIFICATE
編 號 /No. CAA-VTC-XXX

本型別認可檢定證係發給：
製造廠名稱：
產品型別/型號：
經本局對上述產品審查後確認，其設計符合中華民國民用航空法之相關規定。本局
對於由________________ 發給之第________________號型別檢定證給予認可。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局

長：

This Type Validation Certificate is issued to:
Name of Manufacturer:
Product Type/Model:
This certificate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bove aviation product, as enclosed in the
Type Certificate No. ________________ issued by ________________, has been
foun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ivil Aviation A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 hereby
validated.

Date of issue:

day of

,

Director General:

附件八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epublic of China
補充型別檢定證
SUPPLEMENTAL TYPE CERTIFICATE
編號/No.CAA-STC-XXX
本補充型別檢定證係發給：
製造廠名稱：
產品型別/型號：

經本局對上述產品型別設計變更審查後確認，其設計變更符合中華民國民用航空法
之相關規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局

長：

This Supplemental Type Certificate is issued to:
Name of Manufacturer:
Product Type/Model:
This certificate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bove aviation product design change has been
foun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ivil Aviation A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ate of issue:

day of

,

Director General:

附件九
製造許可證、技術標準件核准書及零組件製造者核准書之申請人，應提出符合下列要
求之品質手冊報請民航局核准：
一、設計資料管制說明：包括管制設計資料及其後續變更之程序，以確保使用最新、
正確及經核准之設計資料。
二、文件管制說明：包括管制品質系統文件、資料及其後續變更之程序，以確保使用
最新、正確及經核准之文件及資料。
三、供應商管制說明：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確保任何供應商供貨之航空產品或零組件，符合經核准之設計資料之程序說
明。
(二)要求所有供應商當發現交運之航空產品或零組件不符合適用之設計資料
時，應通知製造許可持有者之程序說明。
(三)使用供應商製造之零組件時，應使民航局瞭解其供應商之重要檢驗情況。
四、製程管制說明：包括管制所有製造過程之程序，以確保所有的航空產品及零組件
符合經核准之設計資料。
五、檢驗及試驗說明：包括使所有航空產品及零組件符合經核准設計資料之檢驗及試
驗程序，其內容應包括下列適用項目：
(一)航空器試飛程序。
(二)對於所製造發動機及螺旋槳之功能試驗程序。
六、檢驗、量測及試驗設備管制說明：包括對於用以確保航空產品及零組件符合經核
准設計資料所需之檢驗、量測及試驗設備校正及管制程序。用以校正之標準，應
追溯至民航局可接受之國家或國際標準。
七、檢驗及試驗狀態標示說明：包括對所製造或供應商供貨之航空產品及零組件檢驗
及試驗狀態標示之程序說明。
八、不合格航空產品及零組件之管制說明：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僅有符合經核准設計資料之航空產品及零組件，始得安裝至型別檢定核准之
航空產品上之程序說明，包括不合格航空產品及零組件之標示、紀錄、評估、
隔離及處理作業說明，且僅有授權人員可決定不合格品之處置措施。
(二)確保報廢零組件處理至不可用狀態之程序說明。
九、矯正及預防措施說明：包括矯正及預防措施程序，以確保消除產生不符合經核准
設計資料之不合格品或潛在不合格，或者不符合經核准品質系統之原因。
十、搬運及儲存說明：包括避免航空產品及零組件於搬運、儲放、保存及包裝過程中
產生損傷及性質衰減之程序。
十一、品質紀錄管制說明：包括識別、儲放、防護、存取及保存品質紀錄之程序。製
造許可持有者對於航空產品及零組件之品質紀錄應至少保存五年，對於訂有更換
時間、檢驗間隔或相關維護程序之關鍵零組件，其品質紀錄應至少保存十年。

十二、內部稽核說明：包括計畫、執行及紀錄內部稽核作業之程序，以確保品質系統
運作符合經核准之品質文件要求，且程序中應建立機制，將內部稽核結果通知負
責矯正及預防措施之內部單位主管。
十三、使用問題處理說明：包括接受及處理航空產品及零組件失效、故障及缺陷資訊
之程序，該程序應包含協助或處理下列設計有關事項之流程：
(一)解決使用困難所需之設計變更；
(二)決定持續適航文件所需之修訂內容。
十四、品質偏異說明：包括針對已交運不符合設計資料或品質系統要求之航空產
品或零組件，應建立程序以識別及分析所發生之偏異，並進行適當之改正行
動。

附件十
A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epublic of China
製造許可證
PRODUCTION CERTIFICATE
編號/No. CAA-PC-XXX
本製造許可證係發給：
製造廠名稱：
產品型別/型號：

經本局審查確認，上述製造商之佐證資料、組織架構及製造設施符合中華民國民用
)所列產品之製造，符合型
航空法之相關規定，本證所附製造許可項目單(No.
別檢定之資料，准予製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局

長：

This Production Certificate is issued to:
Name of Manufacturer:
Product Type/Model:
This certificate is to certify that the supporting data、organization and facilities of above
manufacturer have been foun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ivil Aviation A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oducts are manufactured in conformity with authenticated data,
including drawings, for which Type Certificates specified in the pertinent and currently
effective Production Limitation Record No.

Date of issue:

day of

,

were issued.

Director General:

附件十
B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epublic of China
製造許可項目表
PRODUCTION LIM ITATION RECORD
編號/No. CAA-PLR-XXX

之附件，准許此製造許可證之持

本製造許可項目表為製造許可證 No.
有人得製造下列航空產品。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局

長：

This Production Limitation Record serves as part of Production Certificate
No.
.
The holder of the said Production Certificate is permitted to produce the following civil
aviation products.

Date of issue:

day of

型別檢定證
Type Certificate

,

型號
Model

Director General:

核准製造日期
Date of Production Authorized

附件十之一

附件十一

編號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器適航證書
Number
REPUBLIC OF CHINA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國籍及登記標誌
Nationality and
Registration Marks

CERTIFICATE OF AIRWORTHINESS
航空器之製造廠名稱及型別 航空器序號
Manufacturer and
Aircraft Serial
Manufacturers’
Number
Designation of Aircraft

類別 Categories

用途 Use

上開航空器依據民國三十三年議定之國際民用航空公約及中華民國民用航空法之
規定發給本適航證書。
該航空器在前述規定及相關之作業限制下維護及使用即屬適航。
This Certificate of Airworthiness is issued Pursuant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1944), and the Civil Aviation Act and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ircraft is considered
to be airworthy when maintained and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tinent
regulations and approved operating limitations.
限制及備註事項 Limitations/Remark：

發證日期 Date of Issue

局長 Director General

本證有效期至 Valid Until

(正面)

附件十二

編號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器特種適航證書

NO.

REPUBLIC OF CHINA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PECIAL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

國籍及登記標誌
Nationality and
Registration Marks

類別
Categories

使用人
Operator

航空器之製造廠名稱及型別
Manufacturer and
Manufacturers’ Designation of
Aircraft

航空器序號
Aircraft Serial Number

飛航地區及目的 Operation Area and
Purpose
姓名
Name
地址
Address
隨機查核。

附註： (1)民航局派

Remark
CAA ASI
is assigned for
inspecting the aircraft.
(2)試飛人員依航空器特種適航證申請書名冊為準。
The flight crew must be listed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3)於
核准特種適航作業限制，為本證書之一部分。
Operating Limitions Dated

are part of this

Certificate.
發證日期 Date of Issue
有效期至 Valid Unti

局長 Director General
止

附件十三

申請特種適航證書之條件
一、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得為下列目的申請特許飛航類適航證書：
(一)將航空器飛往從事修理、維修、改裝或存放之場所或地點。
(二)航空器交機或出口。
(三)新生產航空器之生產試飛。
(四)由危險地區撤出航空器。
(五)以生產試飛合格之航空器進行客戶展示飛航。
(六)以超過最大起飛重量，於超越正常航程之水域上空或無合適著陸設
施或合適燃油可供使用之陸地上空之飛航。但超過最大起飛重量之
超額重量，應以該次飛航所需之額外燃油、裝油設施及導航設備之
總和重量為限。
二、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得為下列目的申請試驗類特種適航證書：
(一)研究及發展：測試航空器新設計、新設備、新作業技術或新用途研
究發展之試飛。
(二)證明符合適航規定：進行飛航試驗及其他操作以證明符合適航標
準，包括證明符合型別檢定證、補充型別檢定證與設計變更之飛航，
及證明符合適航標準規定之功能性、可靠度之飛航。
(三)試飛組員訓練：申請人之飛航組員訓練。
(四)展示：在航空展覽會、電影、電視及類似表演活動中展示航空器之
飛航能力、性能或獨特之特性，以及維持表演飛航之熟練性，包括
展示航空器飛往及飛離航空展覽會或表演活動。
(五)空中競賽：參加空中競賽，包括參賽者練習競賽與飛往及飛離競賽
場所。
(六)市場調查：利用航空器進行市場調查、銷售展示及客戶組員訓練。
三、航空器、航空器發動機之製造者及申請型別檢定證設計變更者係以市場
調查之目的申請試驗類特種適航證書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已訂定確保該航空器持續適航之檢驗及維護計畫。
(二)證明該航空器已飛航五十小時以上，或對具型別檢定證之航空器於
型別設計變更後飛航五小時以上。

附件十四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EPUBLIC OF CHINA
零 組 件 製 造 者 核 准 書
PARTS MANUFACTURER APPROVAL
編號/No. CAA-PMA-XXX

經本局審查確認
公司名稱：
地
址：
符合中華民國民用航空法之設計及製造檢定要求，得製造下列之零組件：
- XXXX
據此授予零組件製造者核准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局

長：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Republic of China, has found
that
Name of Company:
Address of Company:
meets the Civil Aviation Act requirements that applicable to the following listed parts:
- XXXX
A Parts Manufacturer Approval is hereby granted for production of the parts as
prescribed.

Date of issue:

day of

,

Director General:

附件十五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O.C

零組件製造者核准書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PARTS MANUFACTURER APPROVAL

1.申請人名稱 Name of applicant

6.申請項目：Application Made for

2.地址 Address of applicant
3.電話 Tel
4.傳真 Fax
5.電子郵件E-mail

 新申請 New Application
 重大修改 Major Change
 增加新零件 Add New Part
 增加新適用機型 Add New Model Eligibility
 工廠擴充或地點變更 Expansion or Change
Location

 公司名稱變更 Change Company Name
 公司組織變更 Change Organization

7.申請之零組件名稱
Part Name

8.申請之零組件編號
Applicant’s Par Number

9.適用之航空產品型號
Model Eligibility

10.擬改裝或更換之原零組件編號
PAH’s Part Number

11.原零組件藍圖編號及其版別(如適用)
PAH’s Drawing Number and Revision (If
Applicable)

12.取得設計驗證之方法
Method of Design Approval

13.本申請書填具之內容正確無誤。I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contents of this application are correct.
14.申請人簽章 Signature of certifying official

15.日期 Date

附件十七
適航核准簽證程序
一、申請
(一)適航掛籤之申請人及申請項目如下：
1. 發動機及螺旋槳之製造許可證持有人得對其製造之發動機及螺旋槳申
請適航掛籤。
2. 技術標準件或零組件之製造許可持有人於提供其產品供航空產品使用
前，應申請適航掛籤。
(二)發動機、螺旋槳之製造者、所有人或使用人、技術標準件或零組件之製造許
可持有者得申請其產品之出口用適航掛籤。
(三)適航掛籤及出口用適航掛籤之申請人應詳實填寫申請書(如附件）及檢附「證
明產品符合經核准之設計資料並處於安全可用狀態」之相關文件向民航局提
出申請。
(四)申請人之申請書填寫不完全或其依本程序一、(三)應檢附之相關文件不完
整，經民航局通知後，應即補正。
二、適航檢查
民航局受理申請後，將派員至申請人工廠（視需要含相關供應商）進行下列檢查：
(一)是否符合經核准之設計資料。
(二)是否處於安全可用狀態。
(三)是否已依本規則規定標示產品。
(四)申請出口用適航掛籤，若進口國有特殊要求者，並應證明已符合進口國之特
殊要求。
三、核准
(一)經檢查合格者，由民航局依其申請發給適航掛籤或出口用適航掛籤。
(二)適航掛籤及出口用適航掛籤之持有人於其掛籤連同產品交付買受人後，應保
存一份掛籤影本至少二年。
四、新翻修或使用過之產品之特別規定：
(一)新翻修或使用過之產品申請出口用適航掛籤，除依一、(三)規定辦理外，應
另提出進口國可接受新翻修或使用過之產品之證明文件。
(二)申請使用過之產品之出口用適航掛籤時，申請人所提交之之證明文件應包括
進口國已承認並明瞭該產品之狀態，且可接受中華民國對該產品所核發之出
口用適航掛籤。
(三)申請人應證明新翻修之產品已符合經核准之設計資料。

附件十七之附件
適航掛籤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m for Authorized Release Certificate

第一部分：供申請人申請掛籤時使用
Part I: Application for the following approval:
□ 適航掛籤 Airworthiness Approval
□ 出口用適航掛籤 Export Airworthiness Approval
1.申請人名稱 Name of Applicant
2.申請人地址 Address of Applicant
3.買受人 Purchaser
4.進口國 Country of Destination
(申請出口用適航掛籤時填寫 for export approval only)
5.本產品/零組件適用於下列型號之產品上：
Product(s)/part(s) is (are) eligible for installation on the following make and model of product:
6.本產品係：
□ 新製造 New
□ 新翻修 Newly Overhauled
7.產品內容 The product(s) is (are) described：
□ 如發貨單或出貨資料 On the attached invoice or packing sheet, by name, part number and quantity
□ 產品名稱/件號/數量如下 Below by name, part number, and quantity：
產品型號或名稱
件號
序號或批號
數量
Model or Name

Part No.

Serial No. or Batch No.

Quantity

是否符合適用之進口國特殊要求 (申請出口用適航掛籤時填寫, for export approval only)
Have applicable special requirements of the importing country been complied with?
□ 是 YES
□ 否 NO (勾選此項者，應於備註欄詳註原因 Explain in item 11 "Remarks")
9.是否符合適用之適航法規要求
Have applicable airworthiness requirements been complied with?
□ 是 YES
□ 否 NO (勾選此項者，應於備註欄詳註原因 Explain in item 11 "Remarks")
10.說明使產品免受侵蝕或損壞之保存及包裝方法 (列出規範或方法名稱)
8.

Preservation and packaging methods used to protect parts against corrosion and damage (List Spec. or Title)

上述方法之有效期間 Effective duration of above methods：
11.備註 Remarks
12.出口者聲明：本申請表及有關附件所填各項均屬實。除第 11 項備註欄所列原因外，本產品為適航
並符合經核准之設計資料，且可安全使用。
EXPORTER’S CERTIFICATION – I certify that the foregoing statements are true and that the parts described herein are
airworthy, conform to CAA approved design data, and are in condition for safe operation except as may be noted in items 11
"Remarks".
Signature
14.
Title
15.
Date

職稱
申請日期
第二部分：供民航局使用
Part II: APPROVAL (FOR CAA USE ONLY)
16.針對申請之產品共發給 □適航掛籤 □出口用適航掛籤
份。
Quantity of Authorized Release Certificates, CAA Form 1, issued for the product(s)/part(s) described in this form.
17.除第 11 項備註欄所列原因外，本申請表所列之產品為適航，並符合適當之要求。
13.

18.

申請人簽名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product(s)/part(s) described in this form is (are) airworthy and conform(s) to pertinent requirements
except as noted in item 11 "Remarks".
Signature
19.
Authorization No.
20.
Date

簽名

證號

核准日期

附件十八

進口航空產品之裝備及零組件認可檢定程序
一、進口供我國民航使用之航空產品之裝備及零組件，除於其安裝之航空產品之型別
認可檢定時已一併經審核者外，其製造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民航局申請認可檢
定：
(一)檢定計畫(Certification Plan)或驗證說明：其內容應包括適用之法規、相
關規範、標準項目、法規符合檢查表(Compliance Checklist)及證明符合
之方法(Means of Compliance, MOC)。
(二)出口國適航主管機關核發之檢定合格證書。
(三)符合法規及適航標準之測試或分析報告。
(四)零組件維護手冊(CMM)及零件料冊(IPC)。
(五)出口國適航主管機關核發之安裝適用性證明文件。
(六)聲明書：申請人聲明已符合適用之法規之符合性聲明(Statement of
Conformance)。
二、申請人檢送之相關文件內容應滿足民航局對文件審查之要求；其檢附之相關文件
不完整，經民航局通知補正後，應即補正。
三、申請案件經民航局審查合格者，發給航空產品之裝備及零組件認可檢定函。

附 件 十九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epublic of China
技術標準件核准書
TECHNICAL STANDARD ORDER AUTHOR IZATION
編 號 /No. CAA- TSOA -XXXX
經本局審查確認
公司名稱：
地
址：
符合頒布之技術標準規定之設計及製造檢定要求,得製造下列技術標準件：
-XXXX
據此授予技術標準件核准書。
註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局

長：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Republic of China, has found
that the
Name of Company:
Address of Company:
meets the Civil Aviation Act requirements applicable to the following listed TSO items:
-XXXX
A Technical Standard Order Authorization is hereby granted for production of the TSO
items as prescribed.
Remark:
Date of issue:

day of

,

Director General:

附件二十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R.O.C

技術標準件核准書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TECHNICAL STANDARD ORDER AUTHORIZATION

1.申請人名稱 Name of applicant

6.申請項目：Application Made for
 新申請 New Application

2.地址 Address of applicant

 重大修改 Major Change
 工廠擴充或地點變更 Expansion or Change

3.電話 Tel

Location
 公司名稱變更 Change Company Name

4.傳真 Fax

 公司組織變更 Change Organization

5.電子郵件 E-mail
7.申請之技術標準件名稱
TSO Appliance

8.申請適用之《技術標準規定》
編號及名稱
TSO Number
9.本申請書填具之內容正確無誤 I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contents of this application are correct.
10.申請人簽章 Signature of certifying official

11.日期 Date

附件二十一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標示牌或標記設置規定
一、依本規則製造之航空產品應設置清晰、耐火且不易損壞之標示牌或標記，其內容
應包括核准之型別檢定證號、製造許可證號、製造者名稱、產品型號、製造序號、
製造日期，對於發動機須再包括其額定性能，並依下列方式設置之：
(一)航空器之標示牌應固定於主(後)艙門入口附近或機尾附近機身上明顯位置。
(二)發動機之標示牌應固定於易於接近，並於正常維護中不易磨損或掉落之位
置。
(三)螺旋槳之槳葉及槳轂之標示牌或標記應固定於非關鍵表面上。
二、安裝於航空器上之關鍵零組件，應以永久且清晰之方式標示零組件件號及序號。
三、依零組件製造者核准書製造之零組件，應以永久且清晰之方式標示下列項目：
(一)CAA-PMA 字樣。
(二)製造者之名稱、商標、標誌或民航局所核准之其他標示。
(三)零組件件號。
四、零組件因尺寸太小或其他原因致無法於該零組件上標示本規定三、之項目時，得
以適航掛籤或於其包裝上標示代替之。
五、依技術標準件核准書製造之技術標準件，應以永久且清晰之方式標示下列項目：
(一)製造者之名稱、商標、標誌或民航局所核准之其他標示。
(二)技術標準件件號。
(三)技術標準件之序號或製造日期。
(四)適用之技術標準規定編號，及該技術標準規定所要求之標示項目。

附表、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檢定費用收取方式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檢定費用收取方式說明如下：
一、國外申請人申請民航局核發本辦法各項書、證者，應繳納證書規費（如表一）及
檢定申請規費（如表二）。經民航局審查須派員赴國外實地執行檢定者，應再繳
納檢查人力規費（如表二）及作業費（如表三）；作業費由民航局代收並專款專
用。
二、國內申請人
(一) 申請於國內核發本辦法各項書、證時，應繳納證書規費（如表一）。
(二) 申請民航局派員赴國外核發本辦法各項書、證者，應繳納證書規費（如表一）及
作業費（如表三）；作業費由民航局代收並專款專用。
表一、證書規費

收費項目

費用額度

型別檢定證

6,000

型別認可檢定證

4,000

變更型別檢定證

2,000

補充型別檢定證

2,000

製造許可證

6,000

零組件製造者核准書

2,000

技術標準件核准書

3,000

航空器適航證書(最大起飛重量逾五千七百公斤)

6,000

航空器適航證書(最大起飛重量不逾五千七百公斤)

3,000

單位：新臺幣元

表二、檢定申請規費及檢查人力規費

收費項目

費用額度

備註

航空產品

1,500 美元

本項費用係國外申請人申請航空器、發
動機、螺旋槳之進口型別認可檢定
申請規費

150 美元

本項費用係國外申請人申請零組件或
技術標準件之進口認可檢定申請
規費

每人每日 245 美元

本項費用係依據民航局派遣前往國外
執行檢定作業之總人數及總出差
日數核算之。

檢定申請規費

零組件、技術標
準件檢定申請規費

檢查人力規費

表三、作業費
本項費用依據民航局派遣前往國外執行檢定作業之總人數及總出差
日數核算如下：
作業費＝[基本作業費（Ａ）+單日作業費（Ｂ）x 總出差日數] x 總人數。
派遣地點

基本作業費（Ａ）

單日作業費（Ｂ）

北亞地區

600

316

中亞地區

1,777

289

南亞地區

700

199

歐、澳地區

1,833

167

北美地區

1,300

218

南美地區

2,700

238

單位：美元
說明：若因派遣地區條件特殊，以致作業費金額不足以負擔檢定人員實地執行檢定之
費用時，本項費用依實地執行檢定之實際衍生費用收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