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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專欄】

03 2017 IFATCA亞太年會匯報 邱浩偉

2017年的IFATCA亞太年會於10月19日到21日於紐西蘭威靈頓舉行，本次會議除了例行的會員簡報

及ICAO年度會議匯報外，未來空中交通的發展趨勢以及航管系統的發展、疲勞管理、航管專業標

準計畫以及對無人機管理的討論等都是這次會議的討論重點。本文節選幾項重要主題進行彙整，

希望能讓會員們對亞太區航管之現狀與發展有基本之掌握。

12 2017 IFATCA亞太年會專題：預測2050年的天空 Ming
IFATCA的理事、The Controller雜誌總編輯Philippe Domogala以個人的觀點，為大家帶來了這場標

題為「Automation in 2050 – A personal look into the future of ATM」的演講。姑且不論這個「個人

觀點」是否具公信力，但演講中提及的幾個角度，也正是現在各國所關注的發展方向，到底，在

2050年，飛行或航管會不會全面自(無)動(人)化？太空旅行會不會已經成真呢？

15 2017 IFATCA加拿大年會參加記要 LY
第五十六屆IFATCA全球年會於2017年5月15日至19日於加拿大多倫多市中心卻爾西飯店舉行，我

國飛航管制員協會共派四名代表出席，兩位來自航空管理機構，兩位則是飛航服務單位作業人

員。本屆會議原定於突尼西亞舉行，但因故於2016年大會上臨時改決定由加拿大主辦，加拿大航

管協會（CATCA）在不到一年的準備時間下，辦了一場非常成功的會議。

19 2017新加坡樟宜機場塔臺及SATCC參訪暨ALPA-S & ATCAS Symposium 莊明正

22 2017北區駕駛員及管制員業務交流研討會 邱浩偉/蕭資庭

【航管專欄】

25 德國柏林布蘭登堡機場及管制塔臺參訪 陳妍君

	 臺北塔臺管制員陳妍君透過協會國際事務聯絡窗口取得德國與荷蘭管制協會之聯絡方式，並很

難得地取得對方同意參訪位於柏林的布蘭登堡機場管制塔臺以及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管制塔

臺。本文先介紹參訪布蘭登堡機場塔臺，這個於2006年開始興建至今卻還未完成的機場，新塔

臺已建設完畢並開始運作，但實際管制的卻是原本的舊機場舍訥費爾德機場( Flughafen Berlin-
Schönefeld)，透過生動活潑的方式筆者介紹了機場塔臺使用的管制裝備以及管制方式，並以此為

借鏡提出對桃園國際機場之建議。

36 泰國管制單位參訪 邱浩偉

泰國曼谷素萬納普機場為亞洲重要的航空樞紐，今年在松山塔臺管制員郭心蕙的聯絡安排下，讓

我們有機會能參訪維繫這座亞洲樞紐機場安全運作的機場管制塔臺以及飛航管制中心。此次參訪

除了瞭解泰國飛航管制的現行作業外，因正好遇上泰國ATMS系統之更新，參訪內容為新系統作

業室以及位於飛航管制總部的新系統管制中心。

【BBS站】

41 航管新血輪-73C期新人自介	 吳思賢

44 2017活動集錦	 秘書處

47 中華民國飛航管制員協會會員名錄	 秘書處

目　　 錄 124期

封面照片： 紐西蘭航空

照片提供：盧映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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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IFATCA亞太年會匯報

文 / 邱浩偉

2017年的IFATCA亞太年會於10月19日到21日於紐西蘭威靈頓舉行，與會會員有紐西蘭、澳洲、日本、馬

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尼泊爾、印度、伊朗等國，中華民國飛航管制協會也由理事長領團參與。本次

會議除了例行的會員簡報及ICAO年度會議匯報外，未來空中交通的發展趨勢以及航管系統的發展、疲勞

管理、航管專業標準計畫以及對無人機管理的討論等都是這次會議的討論重點。本文節選幾項重要主題

進行彙整，希望能讓會員們對亞太區航管之現狀與發展有基本之掌握。

主題一、空中交通之發展趨勢

　　第一個主題是由紐西蘭航空的機長D a v i d 
Morgan針對未來空中交通發展趨勢所作之簡報。

綜觀過去數十年來新的機型發展，以波音公司的

機型為例，從1969年的波音747、1995年波音777
到2011年的波音787，在航機燃油消耗效率提升

了約20%。因應石油減產以及全球暖化議題，航

空器的操作仍持續以節省燃油消耗以及尋找乾淨

替代能源為目標。

　　研究多年的生質燃油(Bio-fuel)可能是未來的

一項替代方案，但由於大量使用上仍有相當多的

困難待克服，生質燃油在近期內可能還無法取代

目前的石化燃油。因此節省燃油消耗以及減少

二氧化碳排放就只能由提升燃油的使用效率來達

成。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的燃油節約目標為

在2020年達到與2005年相比減少20%之碳排放，

而透過航機的燃油使用方式，IATA的會員航空

公司在2006年與2007年間達成了3.1%的燃油使用

效率之提升。以B777-200型機由倫敦到西雅圖為

例，若可以依駕駛想要的路徑飛行、下降等則估

計可省下約7噸的燃油。總結來說，未來的空中

交通系統效率之提升，對燃油消耗以及減少碳排

放將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未來飛行器發展的部分，現在已可看到如

NASA低軌道商業運型計劃(Commercialization of 
Low-Earth Orbit, LEO)、UBER的Elevate個人飛

行載具計畫(目標2020年於Dallas與Dubai運作)、
AMAZON的 Prime Air快遞無人飛行器計畫以及

AIRBUS飛行車等計畫正如火如荼進行中，也已

經有成品進行概念展示。新的交通工具也將改變

現有空中交通的面貌及運作方式。

‧Uber Elevate計畫

(圖：Uber)

‧AMAZON Prime Air實飛測試(圖：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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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年度ICAO會議報告

　　主題二為IFATCA派赴參與ICAO會議之代表

John Wagstaff對於今年度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工作

小組會議所作之年度報告，各種會議的目標主要

是在於各區域的航管系統整合，以及區域整體航

情效益之提升。

⃝	第7次南亞/印度洋飛航管理協調小組及第24
次東南亞協調小組

 SAIOACG(South Asia/Indian Ocean ATM 
Coordination Group)/ 7  SEACG(South-east 
Asia Coordination Group) / 24

　1.檢視BOBCAT空中流量管理系統之執行成

效：阿富汗喀布爾飛航情報區(Kabul FIR)使用

BOBCAT(Bay of Bengal Cooperative Air Traffic 
Flow Management System) 空中流量管理系統

(ATFM)，控管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往歐

洲之航情，目前可達到90%的準點率。

　2.規劃新的區域航路。

　3.ICAO 無縫航管系統計畫(seamless ATM 
plan)：目標在2019年達成全球各飛航情報區使用

相同的隔離標準。

⃝	第5次南中國海飛航流量檢視小組

 SCSTFRG(South China Sea Traffic Flow 
Review Group)/5

　1.南中國海的航路以及FLAS(FLIGHT LEVEL 
ALLOCATION SCHEME,中國的RVSM使用空層

分配)。
　2.劃定新的平行航路(RNP2)滿足上升的航情

量。

⃝	第1次機場協調整合決策移轉會議 A-CDM 
TF / 1

 SCSTFRG(South China Sea Traffic Flow 
Review Group)/5

　1.以ICAO Doc. 9971 (偕同整合決策CDM手冊)
及Eurocontrol 16 Steps為執行依據。

　2 .許多國家剛開始執行機場協調整合決策

(Airport 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 A-CDM)或
正進行執行規劃。

　3.C D M目標是策

略性地規劃地面延

誤，使所有與航空

運輸有關的成員包

含旅客可以掌握航

機延誤之動態。

　4.CDM與ATFM之

配合討論。

‧空中巴士飛行車(圖：Daily express)

‧南中國海新舊航路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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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次飛航流量管理督策小組ATFM SG / 7
　1.討論透過區域協定進行ATFM之整合。

　2.機場的容量/需求量、空域容量/需求量之討

論。

　3.目前國際間的飛航流量管系整合計畫有東南

亞的Distributed Multi-Nodal ATFM Network(cross-
border ATFM)小組、東北亞區域空中航情管理協

調小組(North Asia Regional ATFM Harmonization 
Group, NARAHG)、紐西蘭空中航情管理系統(自
2012起試做)等。

⃝	第22次區域空域安全監測諮詢小組

 R A S M A G(R e g i o n a l  A i r s p a c e S a f e t y 
Monitoring

 Advisory Group) / 22
　1.目標使應用縮減垂直隔離(RVSM)下空中相撞

的風險降至5X10-9的安全等級。

　2.福江空中走廊(AKARA Corridor)風險降低討

論：福江空中走廊即航路A593，為東北亞相當

繁忙的航路，但因穿越三個飛航情報區，彼此間

的協調繁複，因此只要7.5秒的大高度偏航(Large 
Height Deviation ,LHD)，產生的接近風險就會超

過5X10-9的目標值。

‧(圖片來源：New Developments in ATFM/CDM 
Japan, NARAHG)

⃝	第12次飛航情報服務暨飛航情報管理執行任

務小組

 AAITF/12(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S E R V I C E S – A E R O N A U T I C A L 
I N F O R M AT I O N  M A N A G E M E N T 
IMPLEMENTATION TASK FORCE)

　1.由航空情報服務轉換到航空情報管理(AIS to 
AIM)，目前已有30%的ANSP進入第二階段。

　2.電子飛航指南(E-AIP)之執行。

　3.偕同環境之飛航及流量資訊FF-ICE(Flight & 
Flow Information for a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
討論。

　4.AIRAC週期(AIRAC Cycles)之公佈。

　5.資訊整合與品質管理。

　6.RNAV到RNP 之圖資轉換。

‧圖：FF-ICE於飛航管理系統之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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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次飛航管理督策小組ATM SG / 5
　1.無縫ATM計畫討論。

　2.使用ICAO之標準隔離。

　3.SID/STAR術語(climb via SID/descent via 
STAR)討論。

　4.討論以字母混用數字之呼號(Alpha-Numeric 
Callsigns )減少相似呼號(例如中國航機愛用8)，
格式為兩個字母加上兩個數字，例如：easyjet-
23AB。
　5.ADS-B之建置。

　 6 . 使用 M E T 天氣資訊來支援流量管理

(ATFM)。
　7.搜救計畫討論：目前軍方仍是主要的搜救提

供者，但民航方面卻無相關搜救組織。

⃝	第28次亞太空中導航規劃及執行區域工作小

組

 APANPIRG(Asia/Pacific Air Navigati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Regional Work 
Group)/28

　1.亞太地區無縫ATM計畫討論。

　2.性能導航 PBN 、ADS-B/GBAS/SBAS執行討

論。

　3.國際民航組織SID/STAR術語討論。

　4.性能通訊與監視討論(Performance Based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PBCS)。
　5.太平洋飛航情報區規劃。

　6.太空天氣預報之討論：太空天氣例如太陽閃

焰會擾亂無線電通訊且太陽高能粒子會穿透衛星

造成電子零件失效；日冕大量拋射會產生大規模

的太陽高能粒子伴隨著的震波會造成磁暴(geo-
magnetic storms)，擾亂地球的磁層，使得GPS及
GNSS訊號不穩定。因此太空天氣的預報在飛航

管理中將是一重要的課題。

⃝	第10次非正式東亞飛航管制協調小組 
EATMCG(East Asia Air. Traffic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Group )/10

　1.轉換空層之協議書(LOA)。

　2.修改協議的隔離間距。

　3.新航路規畫。

　4.協調緊急應變計畫。

　5.臺灣飛航流量管理ATFM之討論。目前東北

亞有NARAHR小組、東南亞有Distributed Multi 
Nodal小組執行空中航情管理ATFM整合計畫，台

灣介於兩整合區域的中間，如何將其與兩大區域

系連結是統合亞太ATFM系統的重要課題。

‧日冕大量拋射

‧太陽閃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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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民航組織總部研究小組ICAO HQ Study 
groups

　1.機尾亂流討工作小組：討論重型航空器後之

機尾亂流隔離縮減。

　2.無人飛行器業界研討會(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Industry Symposium)：討論與業界建立

無人飛航管理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Traffic Management ,UTM)，發展智慧型地理圍欄

(Smart-Geofencing)以及與飛航管理系統(ATM)之
互動介面。

主題三、航管專業標準計畫

(NZALPA professional Standard Program)
　　主題三為紐西蘭管制協會報告的航管專業標

準計畫，專業標準計畫希望透過宣導管制員應有

專業行為以及專業自願協調者的處理流程，來提

升管制員在工作環境的專業素養，使飛航管制能

躋身醫師、律師、教師等專業人員之行列。

⃝計畫目的

　1.維持並提升管制員的專業素養。計畫希望能

鼓勵職場上的專業行為，並主動且有效地改變工

作環境中的不專業行為。不專業的職場行為除了

會造成工作上的分心外，也會對飛航管制的公眾

信譽產生影響。在推行該計畫之前，對於不專業

行為的處理方是只有忽視、面談以及由管理階層

進行處理等三種。而專業標準計畫則提供這三種

方式外的其他選擇。

　2.提升安全。

　3.使飛航管制能躋身其他高度專業職業之行列

(例如：醫生、教師、律師等)。

⃝歷史淵源

　1.USALPA 美國駕駛員協會於1990年代開始執

行專業標準計畫。

　2.NATCA美國飛航管制協會於2010開始推動。

　3.NZALPA 紐西蘭駕駛員協會於2014年開始在

航空器駕駛員間推動。

　4.NZALPA紐西蘭駕駛員協會於2017開始在飛

航管制員間推動。

PS. NZALPA, New Zealand Air Line Pilots' 

Association 紐西蘭航空公司駕駛員協會成員包含

超過1600名航空器駕駛以及340名飛航管制員。

⃝計畫內容可分為兩部分

　1.敘述管制員的專業標準。

　2.衝突解決程序。

⃝飛航管制員的專業標準

　1.運用專業判斷確保飛航安全。

　2.對主管機關以及雇主負責：遵守規定、保持

適任能力及合格標準。

　3.對航機以及其他同事的關懷責任。

　4.專業能力及個人行為。行為舉止應能誠實、

正直且尊重他人，同時能在他人違背這些行為時

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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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環境中的衝突(管制員間的衝突)會造成

　1.煩惱(Distressing)。
　2.分心(Distracting)。
　3.溝通障礙。

　4.安全威脅。

　　產生衝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非專業的行為，

而衝突也可能導致非專業行為的產生。航管專業

標準計畫的目標之一就是協助處理這些管制環境

中的衝突。

⃝	衝突處理：在理想情況下，同事間會在發生

衝突當下就面對面直接解決衝突。但是理想

情況並不會發生，也因此要導入該計畫來處

理衝突

　1.衝突處理為各成員皆可使用之服務。

　2.為本計劃的工作核心。

⃝衝突處理服務

　1.衝突處理服務是選擇性的，所有與衝突有關

的各方都要同意參與處理流程才能進行。涉及衝

突處理的人員會被告知他有選擇參與計畫與否之

權力。同時會特別向他們強調，他們會被邀請參

與衝突處理流程是因為其他同仁關心他們，而不

是要找他們麻煩。

　2.參與衝突處理流程的人員為保密但不匿名。

本計畫會採納的衝突處理為團隊合作問題、個人

間衝突、干擾別人的個人習慣、不遵守標準作業

程序等；而違反規定產生之案件(隔離不足)、性

騷擾、藥物成癮問題、醫學相關議題等則不是本

計畫受理的項目，紐西蘭管制員協會有其他的計

畫來輔導管制員處理相關議題。但本計畫可協助

處理經濟或家庭因素造成初期工作困擾。

　3.處理流程為中立的，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自願

者擔當協調，並保持中立。

　4.衝突處理不會進行任何懲處，處理之目的在

於改變參與者的行為。

⃝	衝突處理不會留下任何書寫記錄 (電子郵

件、書面訊息或電子通訊等)

　　處理過程中可能有手寫的筆記，但事後一定

會銷毀。計畫僅會為了統計上需求，留下去名後

的統計紀錄。

⃝處理流程

　1.提案人向負責聯絡的協調員提出申請案。

　2.召集專業的處理員(自願者)進行案件處理。

　3.聯絡提出申請者，瞭解事件細節。可以面對

面洽談，或是透過電話聯絡(紐西蘭通常是透過

電話)。
　4.處理員聯絡各個案件涉及人員，告知其處理

人會保持中立，並向各方取得以保密形式寫成

之同意書。這個部分是計畫進行最困難的部分，

涉案人接到通知的第一反應通常是「誰告訴你這

些的？」而產生抗拒。也因此處理員會被訓練告

知涉案人員，他們被邀請參加計畫是基於同僚的

關心，而不是要找誰的麻煩，且計劃本身是保密

的，不會留下任何紙本記錄。

　5.進行衝突處理流程，通常是以直接的方式進

行處理，但可能會有相當程度的困難。涉案人必

須要同意改變他的行為，也因此必須讓他們看到

解決的方案，而不是告訴他們該怎麼作。

　6.告知提案人處理之結果，若處理過程未果，

提案人仍可透過傳統的方式進行解決。

⃝範例案件

　1.接席位時遲到，在席位上的人於休息時間到

時卻無人來接替席位時，就會開始在管制上分心

(開始想接席位的人到底跑去哪)。
　2.性情乖戾的資深管制員，可能是想讓別人知

道他經驗豐富；或是可能有為人不知道醫療方面

問題，航管專業計畫會協助轉介有經濟上、家庭

上、醫療方面問題以致影響工作的人到有關單位

進行處理。

⃝計畫未來展望

　1.持續推廣。

　2.與航空公司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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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各會員國報告

1.澳洲

　⒜疲勞風險管理系統(Fatigue Risk Management 
System, FRMS)之執行：疲勞風險管理系統FRMS
在澳洲已執行15年，對於輪班風險的管理方式也

在持續改善與提升效率。由於澳洲的航情量產生

大量的夜班輪值人力，使得發生管制失誤的疲勞

風險增加，也因此澳洲邀集飛航服務機關以及獨

立的疲勞專家檢視目前的疲勞管理系統，並試著

發展出更好的系統彈性來提供更好的工作生活平

衡以及疲勞累積的追蹤。同時也希望發展更好的

報告流程並鼓勵管制員提出報告，以找出產生疲

勞的輪值方式、班型或生活方式。

　⒠A D S B之使用：A D S B持續在整個澳洲執

行，同時也持續要求現有航空器使用。大部分

的常規公共運輸航空器(Regular Public Transport 
,RPT)現在已被要求要裝設ADSB，未來幾年也將

繼續推行。ADSB對管制員及駕駛員之作業相當

有用，因為ADSB可以在大部分情況下提升安全

以及情境感知能力。各地區的塔台目前也在嘗試

使用ADSB科技來強化作業程序。

2.日本

　⒜航情成長：因為政府推廣觀光以及2020東京

奧運，日本的航情量較15年前在區域航路部分增

加了55%在機場部分增加了57%，其中特別是國

際航班以及過境航班有特別顯著之成長。

　⒝空域重劃以及新航管資料處理系統：為滿足

航情量的成長，日本預計將目前的區管中心分區

重新劃定為「高高度區」以及「低高度區」，也

就是將空域從垂直分割改為水平分割。高高度區

域的管制員主要負責處理巡航的航機，而低高度

區域的管制員則負責離到場航情。

　　此外為更進一步提升航情處理容量，日本

目前正逐步引進「整合航管資料處理系統」

(Integrated ATC data processing system)。新系統

將以兩部主要的伺服系統涵蓋所有的區管中心空

域，除了可以減低系統風險外，在於維護上也更

為便利，而簡化的系統在出現故障時也可以更迅

速地復原。

　⒝遙控駕駛飛行系統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Systems, RPAS(或無人飛行器，UAV)之管理：目

前澳洲正以政府層級的角度對無人飛行器的使用

與法規進行完整地檢視，由於無人機科技使用對

民用航空安全產生的影響已不可忽視，而整個飛

航的環境也勢必整合這項新科技的使用，因此澳

洲航管機構目前已經向政府送出多項草案希望發

展新的規定來規範無人機科技的使用。

　⒞ICAO標準離場SIDS/到場程序STARS新術語

之執行：在許多國家遭到抗拒的國際民航組織的

SIDS/STARS術語將在11月於澳洲施行，但目前

澳洲航管機構對於這項改變以及其是否能成功執

行仍有許多的疑慮。

　⒟新的航管系統：澳洲航管機構對新的航管系

統的採購協商至今已五年，其將命名為OneSky
或是 CMATS (Civil Military Air Traffic System)。
新系統必須要能涵蓋包含民航與軍方的航管環

境，但其發展卻遠比當初所想的還遭遇更多的困

難，因此新系統合約目前尚未完成簽約。

3.香港

　⒜香港目前正在進行航管系統之更新，並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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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的航管中心。新的系統將提高自動化程度。

　⒝航情成長方面，在機場部分成長了3 % -
4%(因為機場容量已幾近飽和)，每日過境飛航量

的部份成長17%。

　⒞試行機場協調整合決策A-CDM並向各航空

公司進行推廣。

　⒟赤鱲角機場塔台目前正在進行新的雷達系統

更新，目前暫時使用舊的塔台進行管制。

　⒠關於國際民航組織新的SID/STAR術語，由

於許多飛航服務提供單位(ANSP)並未使用，可

能在術語使用同步上會有問題，因此香港目前並

未使用新的SID/STAR術語。

　⒡近場臺與塔臺之運作方面，目前正在討論重

新設定機尾亂流隔離(Re-CAT)以提升跑道使用容

量之議題。

　⒢於今年舉辦管制員駕駛員研討會，中華民國

飛航管制協會亦有派員參加。

4.紐西蘭

　⒜將於2020年全面換裝新的飛航管理平台

Leidos (Lockheed Martin)，目前已成立工作小組

進行轉移工作。現有的飛航管理系統也將於2019
年完成飛航流量管理軟體更新。

　⒝RAN區域席位已移轉至奧克蘭營運中心，

並且由大洋席(Oceanic Roster)進行管理；同樣的

奧克蘭與威靈頓近場台的整併計畫也在進行中。在 
席位與單位的整併過程中，如何把不同地方的管 
制員移到同一個地方進行管制工作將是一大難題。

5.新加坡

　⒜新加坡於今年10月舉辦管制員駕駛員座談

會，中華民國飛航管制員協會亦有派員參加。

　⒝新加坡的航管人員執照未來將把塔臺由終端

管制分離出來，成為區域航路管制、近場管制與

塔臺管制等三部分，改變過去的終端管制與區域

航路管制之二分法。

　⒞在航空交通流量管理上，新加坡正試著採用

time-based的管理方式來提升飛航流量。

6.馬來西亞

　⒜吉隆坡機場計畫執行三條跑道同時獨立運

作，與此配合近場台席位需要由現有的7個席位

增加到11個席位。

　⒝新的吉隆坡管制中心預計於2019年完成建

造、2020年開始營運。

　⒞區管中心的管制區塊將由現行的7個區塊增

加到14個區塊。

　⒟計畫與印度建立AIDC(ATS Interfacility Data 
Communication, AIDC)，目前已經和印尼有AIDC
之連結。

　⒠馬來西亞將於2018舉辦I FAT C A亞太區會

議。

　⒡國際民航組織的SID/STAR術語未來應會推

行使用。

7.臺灣

　⒜馬公空難管制員遭起訴案之近況更新，並感

謝IFATCA對該事件的支持與協助。

　⒝於今年9月28舉辦管制員駕駛員座談會。

　⒞新航路Q12、Q13及Q14之劃定，減低航情於

HCN之交會衝突。

主題五、 無人機管理工作小組

　　無人機活動越來越頻繁，對飛航安全之影響

也日益嚴重。本次亞太年會的工作小組便以無人

機管理為主題，請各國分享無人機對飛航之影響

及管理方式。

　　無人機活動目前在澳洲造成許多問題，在雪

梨有直升機在非管制空域中活動時報告有相當多

的無人機活動，而不止在低高度有無人機活動威

脅，也曾經有航機在6000呎的高度報告有無人機

之活動。

　目前無人機之應用以日漸廣泛，以西班牙為例

過去以直升機進行的油管清洗作業，現在也改用

無人機進行清洗。而亞馬遜公司Amazon也已研

發出無人機進行貨物的快遞運送，只是目前尚待

相關配套法規出現。

　　對於無人飛行器之管理，美國航太總署

NASA、聯邦航空總署FAA及相關業者共同研究

無人載具飛航管理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Traffic Management, UTM)來管理在無飛航服務提

供空域的低高度飛行(低於400呎AGL)無人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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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系統希望透過資料交換網路或自動化系統介

面即時或近即時地提供無人機操作者操作範圍的

限制，來達成空域管理之目的。

　　而目前各國對於無人機管理的方式僅能採用

分隔空域的方式並設立地理圍欄(Geo-fencing，
於無人機系統內建程式使其無法進入限制空域中

操作)來進行管理，也就是限制無人機進入其他航

空器的使用空域。但若要將無人機納入現行飛航

管理系統，也就是簽報飛航計劃、裝備詢答器等

讓其能於雷達螢幕上顯示，卻又會加諸大量的工

作與管制責任於管制員身上，並非一可行的方式。

　　除了分隔無人機與其他航空器的操作空域

外，加強無人機操作者的如限制空域、對公共安

全的影響等宣導也是如馬來西亞等各國努力的方

向。

主題六、疲勞管理

　　最後一個主題是IFATCA主席Patrik主講的疲

勞管理議題。近年來世界各地的航情量急遽成

長，也造成管制員人力嚴重不足的現象。根據國

際民航組織統計目前世界各地至少還缺少4萬名

以上的管制員，但訓練機構的數量不足也造成航

管人力缺口補足不易。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使

得管制員的疲勞問題日益嚴重。

　　面對疲勞問題的唯一解決之道就只有充分且

良好的睡眠，一般建議每日至少要有7-9小時的

睡眠，使用咖啡等飲料提神最多只能維持45分鐘

的效力。

　　疲勞會影響飛航管制之工作，因此每個管制

員在上席位前都應確認自己的狀況是否適合上席

位，若有疲勞狀況也應與單位反映。若工作單位

因缺乏人力而強迫管制員加班，管制員也有責任

應提出由於疲勞問題不適合從事管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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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IFATCA 亞太年會專題

預測2050年的天空
IFATCA的理事、The Controller雜誌總編輯Philippe Domogala以個人的觀點，為大家帶來了這場標題為

「Automation in 2050 – A personal look into the future of ATM」的演講。姑且不論這個「個人觀點」是否具

公信力，但演講中提及的幾個角度，也正是現在各國所關注的發展方向，到底，在2050年，飛行或航管

會不會全面自(無)動(人)化？太空旅行會不會已經成真呢？。

　　10月20日的午餐後為IFATCA的理事、The 
Controller雜誌總編輯Philippe Domogala先生的演

講。Philippe先生除了擔任多年的管制員，也是

位頗具經驗且擁有自己飛機的小型機飛行員，在

歐洲擁有非常豐富的飛行經驗。Philippe以個人

的觀點，為大家帶來了這場標題為「Automation 
in 2050 – A personal look into the future of ATM」

的演講。姑且不論這個「個人觀點」是否具公信

力，但演講中提及的幾個角度，也正是現在各國

所關注的發展方向，到底，在2050年，飛行或航

管會不會全面自(無)動(人)化？太空旅行會不會

已經成真呢？以下就Philippe的演講內容與結論

做簡單的整理。

飛機再也不需要飛行員了嗎？

隨著無人機科技的日漸純熟，無人機的運用已

從個人娛樂遍及農業、軍事和商業的範疇，幾

家重要的貨運公司也正在規劃運用多軸無人飛

行器進行小型貨物宅配到府的服務，然而無人

機的管理和飛行安全疑慮也在各國持續升溫。

文 / Ming‧圖 / 盧映龍

會議當日，許多國家代表也表示對無人機的隔

離不知如何是好。 無人機的科技也衍生至遙

控飛機載運客貨飛行的研究。理論上，2025年
在技術上有辦法達成遙控飛機載運客貨，只是

經過研究，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表示無法接受這

樣的科技而不願意搭乘沒有飛行員的飛機，但

仍有17%的受訪者有意願搭乘遙控載客飛機，

甚至受訪年齡下降至18至24歲的族群時，接受

度更達27%。

然而，NASA的研究認為，飛機上配置一位飛

行員，並有自動監控該飛行員生理狀況的系

統，搭配一位地上也能介入航機操作的監控員

進行監控，可能會是最具彈性也較可行的折衷

方式。地上的監控員可同時監控12架飛機，如

此一來，航空公司在飛行員的需求和人事成本

上將可大幅下降。

Philippe最後總結，2050年遙控飛機不會取代

飛行員，但一架飛機有可能只會配屬一位飛行

員。



13

協會專欄‧飛航管制期刊124期‧ The Air Traffic Control

或塔台在某種程度下已不需要在最接近管制

空域的地方。尤其低運量的機場，可以運用

遠端塔台的技術，由一位管制員在單一工作

席位同時監控多座機場。這樣的技術甚至在

歐洲已經是現在進行式，部份即使在機場內

的塔台，也轉移到數位化的虛擬塔台中，不

需要在高高的塔頂透過玻璃監看機場實施管

制了。

　 空域重組：從交通管理的理論出發，圓環就

是車輛間的自我隔離，但車子一多就會癱

瘓，紅綠燈的運用則可能在車流量少的時候

造成時間空間的浪費，如果搭配一位交警目

測狀況調整紅綠燈則會非常有效率，可是成

本更高，若這位交警變成電眼且具自動化的

模式，就可以取得兩種優勢。未來的空域也

可能以上述的邏輯，而產生不同空層或水平

分割的地理空間，在低運量區域由航機使用

ADS-B in技術，藉由駕駛艙顯示器上航空器

的位置實施自我隔離，而且還可能會跟無人

機共享空域，而高運量區域則由地面管制單

位，搭配前述的策略性飛航管理實施管制。

由於實施了飛航管理，現今切割細膩的管制

sector可能會被較大、甚至跨越FIR的area取
代以符合管理作業的便利。

近太空飛行會發生嗎？

近來，有人正在研究城際間的近太空飛行的可

行性。例如，從台北直上太空軌道後高速飛行

在重返地球抵達紐約，今日超過14小時的飛行

可能縮短為一小時之內。只是，還有太多懸而

未解的問題，例如，一般未受訓練的乘客，身

體能承受進入和離開軌道的高G力飛行和巡航

中的無重力飛行嗎？進出軌道的太空飛行器，

如何在機場周邊和其他的飛機整合共用空域？ 
燃料的成本、噪音、汙染是不是都能克服？

Philippe認為，這些問號在2050年應該還是無

法被解決，因此太空飛行不會在那個時候發

生。

　　人類在航空的科技雖然在100年內突飛猛

管制員的工作會消失嗎？未來的航管環境

是？

既然飛機都能自動飛行了，管制員有沒有可能

會被電腦取代呢？答案是不會的。過去幾年，

歐洲和美國都有關於自由飛行並由電腦系統計

算隔離的大型專案研究，但後來都因為容量不

升反降、且過多的航機間多重的衝突處置導致

大規模偏航等因素而宣告中止。

但是，航管或飛航的環境也不會維持現狀，而

會朝向下面幾個方面前進：

　 從「戰略性」管制變成「策略式」的管理：

「戰略性」管制的管制就如現在的管制環

境，雖然有預先的衝突警示，但大多處置還

是遇到了再做，同時，飛機的順序、間隔等

都是「到了再依照現在飛機所在位置來處

理」，而會採用大量的引導。但是未來，則

是採用策略式的飛航管理，從6個月、3個月

前的長期預測、到近程的離到場時間管理，

也就是採用「依據飛機未來將會相遇的位置

回推先期的管制作業」。這類的管制作業也

將會大量運用RNP程序，同時仰賴大量的數

據交換，計算4維路徑上航空器間的關係並

進行調配。甚至連空域範圍都可能因為此動

態關係而機動性變化。仰賴大量電腦計算的

飛航管理模式也同時降低了管制員人數的需

求，雖然管制員不至於全面被電腦取代，但

人數需求降低是可以預期的方向。

　 大數據交換的時代：為了達成上述的飛航管

理，數據交換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但航機

必須使用高速data link，與飛航相關的單位

之間也需要有大量數據的交換。只是目前遭

遇到的潛在危機，就是萬一系統遭到駭客入

侵，將會造成大規模大範圍的管制失能。同

時，現今空中並非全球都有相同的系統提

供data link的傳輸，甚至部分航空公司(如低

成本航空)可能也不願意投資，如何達成全

球一致又完整的數據交換還有很長一條路要

走。

　 遠端控制：因為數據傳輸的進步，管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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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但卻也有不少的項目難以得到根本性的解

決，人終究是在意自身安危的，因此，全面的自

動化，總在人心中會有個疙瘩，加上過多變數存

在飛行的環境，電腦大量計算輔助人類判斷的混

和系統可能仍會是未來的主要方向，但電腦的介

入絕對無庸置疑，飛行員和管制員的人數需求也

可能因為自動化的輔助而減低，飛航管制則走入

更精準的先期預測和管理，讓航機在經過電腦計

算的優化結果下在排定的時間點運行，已達最佳

的安全和效率。只是，這個世界不斷在變動，誰

能保證油價會不會再次上漲、誰能保證日漸異常

的天氣會不會變得更加失控、誰又能保證航空市

場會不會再次受到大規模的傳染病影響而垮台？

或是在石油用完之前，替代的能源真的能被發掘

嗎？

　　未來，到底是怎樣，誰都說不準，但

Philippe的預測也讓我們對未來的世界，有了更

清楚的輪廓。

‧筆者與主講者Philippe Domogala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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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IFATCA加拿大年會參加記要

圖、文 / LY

第五十六屆IFATCA全球年會於2017年5月15日至19日於加拿大多倫多市中心卻爾西飯店舉行，我國飛航

管制員協會共派四名代表出席，兩位來自航空管理機構，兩位則是飛航服務單位作業人員。本屆會議原

定於突尼西亞舉行，但因故於2016年大會上臨時改決定由加拿大主辦，加拿大航管協會（CATCA）在不

到一年的準備時間下，辦了一場非常成功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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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會議由IFATCA執行長Patrik Peters宣佈開

幕，本年度共有近79會員協會派出近400位代表

與會，參與率超過60%。在加拿大管制員協會會

長與主要贊助商Nav Canada董事長的致詞後，會

議正式展開。會議共分成三個組，A組是會務與

預算討論，B/C兩組則是技術與法規討論。

　　我會四人分頭參與三組聽取各代表報告以及

和各國代表交流管制經驗。五天的討論議題非常

之多，茲就閉幕前各組的總結報告摘錄如下：A
組主席為美國Dale Wright，IFATCA財務預算目

前尚屬健全，前年結算與未來預算也順利通過。

另外本年度終止了兩個協會的會員資格並增加三

個會員協會，分別是科索沃、莫三比克與宏都拉

斯CENAMER。前兩者的入會討論都非常順利，

宏都拉斯則花了點時間討論，原因是IFATCA的

原則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只有一個協會會員，所

以原宏都拉斯已有一個協會會員後，CENAMER
就得經過較多的討論。但最後考量CENAMER與
原已在IFATCA的宏都拉斯協會沒有重疊，所以

還是歡迎CENAMER入會。筆者認為這是中華民

國管制員協會在IFATCA潛在可能面臨的類似問

題，值得我會多加關注。另外還有一些人事變

革，與我會有關屬亞太區副會長由香港代表Mike 
O´Neil先生在與伊朗代表競選中勝出連任。

　　B組由紐西蘭Alasdair Shaw主持，由IFATCA
的技術與作業委員會報告去年的十個小組議題中

的七個，另外還有與C組合併舉行了幾項法規與

文件編修討論。技術與作業委員會近年討論的議

題有關於4D的航道流量管理還有網路安全，網

路安全更特別扣到了遠端塔臺的應用。另外許多

國家關心的「無人機」與遠端操控航空器也在本

年度的討論議題之列。不過每個國家的做法不盡

相同，所以IFATCA沒有提出什麼指引，只有列

入明年持續研討的議題。最貼近管制實務的一個

議題是機場消防與救難車輛的條件式許可，這部

分除了報告之外，也在與會各國會員的建議下提

出一些法規與建議的強化修正。

　　南非的Peter Van Rooyen主持了C組的報告與

討論，這組是專業與法規委員會的呈現，討論

議題有過去一年IFATCA參與其他相關組織的內

容，如與ICAO、IFALPA、IATA等會的交流。另

外IFATCA自身關注的議題像是管制員的心理健

康與環境壓力調適與管理、管制員訓練時期師徒

關係與溝通、軍民航管制合署作業與溝通協調

等，都是非常有趣的議題，也與我國管制作業環

境都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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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兩組的合併討論就是技術與作業委員

會和專業與法規委員會的聯合工作小組報告，今

年共有三個議題：工作環境錄影音、虛擬管制中

心（聯合遠端塔臺等概念）、新管制中心設立與

搬遷等。討論最為熱烈的便是工作環境紀錄的議

題了，工作小組事先已擬了一些待列入IFATCA
手冊中的條文，但在會議中各國又逐字逐句的檢

視與調整文字，對手冊文件極為慎重。

　　在討論會外，還有兩個專題演講與一個工作

坊，分別是IFATCA的Duty of Care管制工作職責

專題、國際交通勞工聯盟（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ITF）工權專題，ICAO的

管制相關主題工作坊。 最後一天各地區再分別

舉行非正式地區交流，就進入了閉幕式結束整個

會議。

會議之外

　　由於加拿大管制員多屬NAV Canada公司員

工，所以主要冠名贊助商即是Nav Canada。另

外該公司也是今年度的IFATCA技術獎的獲獎單

位，在會議室外的廠商展覽，展出了該公司的電

子管制系統NavCanATM，與我國目前使用的管

制系統外觀相差非常多，個人化的設定與全觸控

的介面看起來非常華麗。由於該公司本身就有管

制員，所以派在會場的展示操作的代表即為管制

員，聽其解說可以感受到這套系統的流暢。不過

對於問到整個系統的模組拆解與銷售方案，管制

員就比較不清楚了。

　　其他的贊助或展示廠商還有加拿大工會

Unifor、Aireon、Harris、Searidge。其中又以

S e a r i d g e的遠端塔臺展示最為壯觀，有寬達

一百六十度的螢幕可以將過去ASD上的資料方

塊直接對應在環場螢幕的飛機圖示上，很有臨場

感。除可做遠端管制的環境外，也可用在訓練模

擬機場合。另外德國廠商Imtradex也有到場展示

無線電收發耳機、話筒，可以一口氣看到各種管

制員最貼身的設備，真是非常有趣，畢竟單位升

級無線電系統耳機或話筒，向來沒有什麼候選品

展示讓管制員評比票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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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第一次參加IFATCA年會的筆者而言，

大會的討論與表決程序都非常的新鮮，也需要

學習。還好平時在臺有稍微涉略一些會議程序，

也有過去幾次的亞太區經驗，認識一些鄰區的朋

友，可以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順利度過五天的會

議。除了努力吸收新知外，也努力增加臺灣的能

見度。另外大會在社群媒體上的操作非常熟練，

除了很詳實的活動官方網站外，臉書的粉絲頁經

營也很不錯，觸及率達近五百人，#標籤也下得

很精準。值得未來辦理相關活動的單位參考。

相關資料

1. 大會網址：http://www.ifatca2017.com/ 
2. 大會臉書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

IFATCA2017/
3. 會議工作文件下載IFATCA頁面：http://www.

ifatca.org/ifatca-net/working-paper-archive/
4. 2018年IFATCA年會將於三月19-23日在非洲迦

納阿喀拉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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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新加坡樟宜機場塔臺及SATCC
參訪暨ALPA-S & ATCAS Syposium

文 / 莊明正

照片提供 / Anthony Ang、莊明正、陳道瑄、陳韻平

延續2016的新加坡管制單位參訪經驗，今年由臺北塔臺管制員莊明正領團再度前往新加坡，除帶領

塔台新人參訪新加坡管制單位外，也受邀再次參加一年一度的管制員駕駛員座談會ALPA-S & ATCAS 
Symposium。

新加坡樟宜機場塔臺及SATCC參訪

　　本次新加坡航管單位參訪安排於2017年10
月26日，分為上、下午兩個部分：上午部分參

訪新加坡樟宜機場塔臺，下午則前往SATCC ( 
Singapore Air Traffic Control Centre)參訪。

　　新加坡樟宜機場塔臺主要負責新加坡樟宜機

場第一、二及三航廈操作區的管制作業，另外於

去年年底啟用的第四航廈則設有Ramp Tower專責

管制，其中第四航廈之Ramp Tower亦由塔臺管制

員進駐進行管制作業。本次參訪要安排於新加坡

樟宜機場塔臺。

　　SATCC (Singapore Air Traffic Control Centre)
位於樟宜機場附近，為新加坡之雷達/非雷達航

管單位，目前有新加坡近場管制塔臺(Singapore 
Approach)及新加坡區域管制中心(S ingapore 
Control)。為避免影響管制作業，本次參訪是位

於中心內的景觀廊上，參觀新加坡區域管制中心

之作業情形，另外，景觀廊中亦展出新加坡歷代

機場之發展史和第一、第二代之航管系統(目前

新加坡使用中為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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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巴士飛行車(圖：Daily express)

‧與新加坡管制員代表於SATCC外合影。

‧由專人介紹新加坡歷代機場之發展和航管系統之

演進。

‧與新加坡管制員合照，背景即為新加坡第一及第二

代航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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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次活動首先感謝中華民國管制員協會之大

力協助，方使本次活動能順利圓滿；此外，也感

謝新加坡民航局及新加坡管制員協會之幫助及熱

情接待，特此表達感謝。

2017 ALPA-S & ATCAS Syposium

　　此研討會由A L PA-S (A i r  L i n e  P i l o t s 
Association Singapore) 及ATCAS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Association Singapore)共同主辦，除

了邀請新加坡國內之駕駛員與管制員共同參與，

交流感情外，亦邀請其他各國之駕駛員和鄰區之

管制員共同參與，如吉隆坡、香港、馬尼拉、河

內、雅加達、曼谷、臺灣等。今年度的研討會於

2017年10月27日在新加坡民航學院舉行，研討

會分為專題演講和駕駛員/管制員座談交流兩部

分。本次專題演講主題共包含空中流量管理及

空域使用最佳化、無人機(UAS)、疲勞管理以及

航空營運議題。而駕駛員/管制員座談交流的部

分，則是先讓雙方分開討論，並擬出幾個問題，

之後再集合雙方，並互相向對方提問，藉此達到

討論交流之目的。 ‧我國管制員於座談會中提出問題及回覆問題。

‧ALPA-S & ATCAS Syposium 結束後

之大合照。

‧會後合照，其中包含新加坡

航空及Air Asia的駕駛員以及

來自包括臺灣、新加坡、香

港和蒙古的管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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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北區駕駛員及管制員業務交流研討會

文 / 邱浩偉、蕭資庭‧圖 / 吳思賢

駕駛員的操作與飛航管制息息相關，但雙方常常因為互不瞭解而難以配合，因此協會於今年9月在北部飛

航園區舉辦駕駛員及管制員業務交流討論會，希望透過這次活動增進彼此的瞭解，並釐清航管指示之用

意或航機操作之限制。原預計11月於南部飛航園區舉辦第二次南區交流會，但因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

本文整理交流會之討論議題與結論，希望對能做為管制作業之參考。

議題1：駕駛員與航管單位構聯時若呼叫單位

名稱錯誤是否會對航管單位造成困擾？

結論：航管單位在航機交管時會預期航機呼

叫，因此通常可以發現航機呼叫單位名稱錯

誤，影響不大。但若航管單位叫錯航機呼號則

可能產生航情衝突。

議題2：駕駛覆誦航管指示時若忽略小數點

(decimal)是否會造成管制單位困擾？

結論：不影響管制作業。

議題3：與航管的結束通話或發話時加上問候

語是否造成管制上的負擔？

結論：不影響管制作業，適時給予鼓勵有正向

之效果。

議題4：那些贅詞及錯誤是飛行員常犯會造成

困擾呢？

結論：

⒜	駕駛複誦航向時常常會講「Heading xxx for 
呼號」，建議可以省去「for」。

⒝	塔臺機場管制席因AT M P規定高度表撥定

值QNH為必須覆誦項目，請駕駛員配合覆

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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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機場滑行道WC連接Q1及EC連接Q4之
許可，因為同一直行路徑駕駛偶不覆誦Q1
及Q4之情形。

⒟	當管制員重複頒發許可時，可能是駕駛覆誦

有錯誤之處。

議題5：下降過程中管制單位會希望駕駛告知

目前高度再覆誦許可高度，或是直接覆誦許可

高度即可？

結論：需要報告高度之時機為：⑴起飛與近場

臺構聯時，⑵初次與區管中心構聯時，其餘情

況可直皆覆誦指示高度即可。在本飛航情報區

內，如接受到後續指示時，則可忽略前一單位

所給予之指示，如前一單位指示direct xxx，進

入另一單位後得到新指示heading xxx, maintain 
xxx 則只需遵循後單位之指示。

議題6：離場航機與近場臺構連時告知使用離

場程序是否有幫助，或是只需提供高度即可。

結論：近場臺需要駕駛員告知離場S I D及高

度，因為有時會有飛錯SID之情況發生。另請

駕駛教官得到航管許可後持續守聽許可頒發席

121.8頻道，有時會有需要呼叫駕駛之情況。

當有流量管制時，請駕駛員得到航管許可後回

到121.8回報準備後推。

議題7：頒發SP1雷達離場的時機與限制為何? 

有時主動申請時被拒絕是因甚麼航情因素？

結論：除AIP規定時段外，因避免噪音影響周

邊居民無法頒發SP1雷達離場。此外為避免與

重飛航情產生衝突，當北跑道23R/05L有到場

航機時，一般不頒發S P1雷達離場給南跑道

23L/05R航機。另外當前機採正常SID離場時，

後機也不會頒發SP1雷達離場，以避免造成兩

架同SID航機無法拉出與區管中心協議交管之

隔離。

而對於臨時更改SP1是否須重新設定航機飛航

管理系統(FMS)，駕駛員表示因離場後還是會

回到原本的標準離場路徑上，因此不會更改

FMS之設定。

議題8：頒發目視進場之時機/條件為何？

結論：天氣情況允許時及航情不繁忙時基本上

會同意頒發目視進場。惟依ATMP規定夜間管

制員不能主動指示駕駛員執行目視進場。而當

航情繁忙時，為掌控與其他航情之隔離，管制

員也不會同意駕駛實施目視進場。此外目視進

場無誤失進場程序，若重飛之後之處置也會納

入頒發目視進場之考量。

議題9：因天氣因素各航機請求偏航之航向不

同時，如何掌控航機間之隔離？

結論：管制員會參考其他航機偏航動態以及管

制經驗進行處理，以確保航機有安全的水平或

高度隔離。此外，因航路與航路左右5浬的附

加空域以外屬戰管空域，故航機申請偏航，皆

需協調戰管並獲得同意才能偏航，而偏航以不

超過海峽中線為原則。另管制單位需與戰管單

位協調，而協調通常需要時間批准，請各位駕

駛理解。

議題10：到場航機間隔多遠會考慮放行離場航

機？

結論：離場航機的放行須考量五邊到場航機速

度，離場航機載重、航程與機型，脫離跑道航

機之速度，航機對場面的熟悉度以及天氣因素

等等。

另宣導桃園機場因滑行道施工原因，23L跑道

僅能使用S9交叉口起飛，按ATMP規定無法在

夜間頒發交叉口進跑道等待許可，放行間隔會

較大，請駕駛理解。

N4滑行道關閉，使用23R跑道落地時，需要由

N3脫離，請駕駛操作能盡量配合，並確保機

身完全脫離跑道停等線。

在脫離跑道之指示上，駕駛員反映若管制單

位希望航機盡速脫離，可在機場管制席代頒

脫離跑道後的滑行指示(如N3 JOIN W2)並使

用「expedite」等術語；在進跑道等待時，駕

駛反映若需配合加速放行，僅提供五邊到場

航情位置較無法達到指示加速操作之功效(有
人覺得五邊6浬很近有人覺得很遠)，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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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 for immediately departure」等用語來

請駕駛配合加速操作。

議題11：航機的順序是否會優先本國籍航機？

結論：飛航管制依據機場整體效率及先到先服

務原則進行順序安排。

議題12：對實施起降分流之看法?有無建議？

結論：臺北近場臺針對實施起降分流前後進行

流量分析，發現實施起降分流期間，下午離場

尖峰時間較未實施起降分流期間提前，其係整

體放行效率提升，離場航情不會往後面時段延

遲所致。同時採起降分流模式也可以大為降低

機場管制席放行航機之風險，不須考量混合到

場模式下的複雜隔離與放行問題，可提升放行

效率及安全係數。

議題13：重飛操作是否為手動飛行？

結論：重飛基本上視為再次起飛，收起起落架

並完成相關check list，高度超過400ft後就可重

新轉換為自動駕駛操作，若有特殊情況會執行

手動飛行較長時間。



25

航管專欄‧飛航管制期刊124期‧ The Air Traffic Control

德國柏林布蘭登堡機場（B e r l i n 
Brendenburg Airport, Germany）及管制
塔臺參訪

圖、文 / 臺北塔臺管制員　陳妍君

臺北塔臺管制員陳妍君透過協會國際事務聯絡窗口取得德國與荷蘭管制協會之聯絡方式，並很難得地取

得對方同意參訪位於柏林的布蘭登堡機場管制塔臺以及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管制塔臺。本文先介紹參

訪布蘭登堡機場塔臺，這個於2006年開始興建至今卻還未完成的機場，新塔臺已建設完畢並開始運作，

但實際管制的卻是原本的舊機場美麗田園機場( Flughafen Berlin-Schönefeld)，透過生動活潑的方式筆者介

紹了機場塔臺使用的管制裝備以及管制方式，並以此為借鏡提出對桃園國際機場之建議。

一、行前

　　年休月安排了去德國及荷蘭訪友，這是當上

管制員之後第一次回到過去旅居了一段時間的歐

洲大陸。過去還在學術圈時，總不免要去拜訪幾

位老師，既然當了管制員，便興起了參觀塔臺的

念頭。然而，就業經歷資淺，交友還不夠廣闊，

真想要去參訪人家的塔臺，還得煩惱聯絡誰比較

好。先是透過了許多教官的轉介再轉介，然後透

過協會的國際事務窗口，取得了荷蘭以及德國管

制員的聯絡管道。雖然曾聽及台灣不是ICAO的

會員，且911之後各國航管單位都戒備森嚴，不

容易取得參訪同意，但想說試試看總是一個機

會，於是寫了封落落長且文情並茂的信件，做了

簡單的自我介紹，並表達參訪的意願後，靜待對

方的回覆。德國的管制員Raimund非常湊巧的就

在德國柏林布蘭登堡機場服務，他非常迅速地回

覆了我的來信，表示非常歡迎我去參訪，也寄了

幾封信，娩娩道來柏林幾個機場的起落；荷蘭的

對口管制員Renee則幫我聯繫了在史基浦機場工

作的Benjamin來安排我的拜訪行程。原本是自己

的私人行程，後來總台及協會的前輩們得知了這

樣的行程安排，也在行前紛紛準備了伴手禮讓我

帶去，並提供過去參訪的經驗給我當作參考。本

文因為篇幅關係，僅先介紹前往柏林布蘭登門機

場的參訪過程及心得。

二、來談談Berlin Brandenburg機場

　　出發去參訪柏林塔臺前不久，曾讀過一則

報導，內容講述柏林的其中一個國際機場蓋了

十年，卻遲遲未完工的故事1。去過柏林的人都

知道， 柏林有兩個機場：Tegel(ICAO:EDDT, 
IATA:TXL) 跟 Schönefe ld  (ICAO: EDDB, 
IATA:SXF，後譯為柏林美麗田園機場)2，Tegel為
柏林的主要門戶，但兩個機場都是以歐洲區域航

線為主，因此，柏林並沒有個像樣的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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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員Raimund詢問可不可以去參觀塔臺時，有提

到我要去參加這個騎腳踏車的行程，他對於有外

國人想要去柏林機場騎腳踏車感到相當的不可思

議，並很爽快的說，那就騎完腳踏車後來塔臺

吧！只不過當天因為他年休的關係，他會安排當

天的值班督導Roman帶著我參觀塔臺。 
　　這下好了，我需要解決的問題只剩下一個：

怎麼樣弄一台腳踏車到機場去？我的德國友人跟

柏林管制員都上網查了，確認我只要有幫腳踏

車買票，就可以帶腳踏車上火車。腳踏車哪裡有

呢？飯店就可以租借，一天十二歐元。腳踏車的

問題也解決了，出發去參訪的前一天，還專程先

到火車站把到機場的火車給看好，剩下的就只剩

下完成這一系列的計畫了。

四、機場的奇幻之旅

　　參訪當天原本的打算是這樣：早上租借腳踏

車後，先去柏林市區內最大的公園裡試騎，12點
回飯店拿紀念品，再去騎腳踏車五分鐘路程遠的

車站搭12:41出發的直達火車去機場，預計13:20
到，還有四十分鐘可以找一下集合地點。兩小時

後腳踏車的行程結束，連絡柏林塔臺當天的管制

員督導Roman來載我去塔臺，18:30回市區，完

美！然而，如果行程不搞出一些烏龍，怎麼能顯

出過程的辛酸及彌足珍貴？於是，當天的行程在

早上出門閒晃之後就慢慢長歪了。 
　 　 我 騎 著 車 在 柏 林 市 區 最 大 的 公 園

Tiergarten(與其說是公園，不如說是森林)晃蕩，

居然騎一騎就迷路了，好不容易突破了森林的重

圍，居然來到了德國總理梅克爾辦公的地方，看

到好多人在排隊，還有很多警察騎著馬在巡邏，

一問之下，原來是德國總理府的開放日，想說時

間還早，就厚著臉皮跟著人群排隊，居然很順利

的就進到裏頭參觀，欣賞德國軍儀隊小鮮肉養

眼，不是，是悅耳的表演，見識了德國空勤直升

機，得到了一張國宴餐桌上的手寫名牌，還用殘

破的德語要了些總理府的紀念品。

　　在總理府的草坪上觀察一下人群，沒想到一

眨眼就快十二點了， 騎著車衝回飯店又衝到車

其實90年代柏林申奧失敗時，就弄了個不大不小

的Berlin Schönefeld 機場，持續運作至今；漢莎

航空雖然曾表示有意入股建造一座新機場，但其

選擇的地點，並未獲得聯邦政府的同意，因而無

疾而終。政府後來敲定以擴建Schönefeld 機場為

主軸的Berlin Brandenburg Airport(ICAO:EDDB, 
IATA:BER，後譯為柏林布蘭登堡機場)擴建案，

好不容易找齊了投資者及營造公司，終於在2006
年動土，但沒多久就發生設計不良及營造廠破產

的問題，預計2012年6月啟用的期程被迫無止盡

往後延宕，至今已耗掉四倍的原預算，對德國人

來說，柏林機場擴建案算是戰後德國最大的醜聞

之一，吃掉了大量納稅人的錢，影響了相當多人

的政治生涯。今年四月，尚未開放啟用的柏林布

蘭登堡機場舉辦了一場Airport Night Run，結果

因交通大亂，太多跑者無法準時到場，賽程被迫

延遲十分鐘才開始。但柏林布蘭登堡機場哪在乎

這十分鐘呢？幾年都在等了呀！一開始柏林人談

到機場的擴建案，還能開開玩笑，經過這麼多

年，他們已經連提都不想提了。 
　　故事裡的主角，也就是擴建後的布蘭登堡機

場，其實就是我要去參觀的機場，用來擴建為這

個新的國際機場的舊機場—柏林美麗田園機場，

因為新機場航廈一直遲遲無法營運，所以一直持

續運作著。然而，相對應的管制工作卻已經搬到

了超高級、為了新機場運作而設計的新塔臺。新

的塔臺因為距離舊機坪太遠，只好用錄像螢幕來

追蹤航機的後推滑行情況。

三、行程的安排及準備工作

　　打算來參訪柏林機場的塔臺前，就先上網

作了功課，發現這個還沒開放使用的國際機場

航廈，居然每週日下午兩點有腳踏車遊機場行程
3！有甚麼比在滑行道上及機坪內騎腳踏車還要

更適合打卡的行程呢？於是我寫了信去報名，即

便對方回信說全程德文，而且要自備腳踏車，我

也死皮賴臉的說沒關係，我會準備好腳踏車，我

還會一點點很基礎的德文，而且我會好好跟著不

脫隊，於是對方就答應了。我寫信給柏林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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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雖然搭上了預定的車次，但是，這班車當天

因為部分路段鐵軌施工，並不直達機場。這下可

好了，沒參加到腳踏車遊機場的行程事小，跟人

家約了要參觀塔臺到不了可是要丟台灣的臉的。

立刻查了替代交通，但大部分的班次都因為施工

而取消。

‧德國空勤直升機

　　等到我餓著肚子扛著已經不知道為什麼要

扛去機場的腳踏車，上樓下樓上樓下樓不知道

幾趟，腿上都撞出大瘀青，終於搭上往機場的車

時，已經確定我要錯過腳踏車遊機場的行程了。

沒吃中餐又相當懊惱之際，我聯絡了Roman，告

訴他我悲慘的遭遇，他安慰我說沒關係，腳踏車

騎不了，也可以搭他的車逛機場，他保證絕對比

騎腳踏車看得更仔細。於是，我到了機場的車

站，把已無用武之地的腳踏車先鎖在附近的柱子

上，再走到航廈門口等著Roman來接我。一身狼

狽，身上背著台灣帶來的紀念品，像個村姑似

的，緊張地盯著每一輛

駛近航廈的車子，只差

沒有舉塊寫著自己名字

的牌子。忽然之間，一

輛在台灣還正熱議中的

電動車特斯拉，朝我駛

來，裡頭的人還猛朝我

揮手，我知道我要否極

泰來了。

‧美麗田園機場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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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運的我，搭上了Roman的特斯拉，驚呼連

連。我跟Roman說，天啊， 這是一台特斯拉耶！

Roman非常的得意，買了高級玩具的主人總是很

開心有人欣賞他的玩具，開始跟我說明這台車有

多棒，這絕對是未來的趨勢（this is the future of 
cars)，那些雙B注定要撤出市場，就像NOKIA、

KODAK等等。一切的破冰，就從這台閃亮亮的

電動車開始。從機場到塔臺要經過非常大一片田

園，Roman把車子的天窗打開，讓我可以好好欣

賞那一片美景，無怪乎這座機場的舊稱要叫美麗

田園了。

　　開了大概十五分鐘，我們來到了要進入管制

區的管制哨。管制哨就像桃機的管制哨那樣，唯

一的差別是比較大，而且都沒甚麼人。為什麼

呢？因為擴建的新機場還沒開放使用，除了來上

班的管制員及一些裝備維護人員外，大部分的人

員都還是在舊機場的區域上班，沒什麼人需要從

擴建的這一頭進出。Roman很快幫我辦好通關手

續後，我們就開始巡場的行程。

道。25R跑道是原本Schönefeld機場的跑道；機場

擴建計畫中，在原機場的南面增建了一條25L跑
道，全長4000M。我參觀的那一天，使用25L跑
道，25R跑道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整建工程。我們

來到了與25L跑道平行的環場道，看著跑道上起

落的飛機，終於開始聊起跟機場管制有關的話題

(破冰破了非常的久)。

1. 巡場

　　首先經過了不久前才宣布破產的Air Berlin
的棚廠，緊鄰的停機坪也停了好幾架他們家的飛

機，看起來是有一段時間沒有值勤了。 Roman
很感慨的說，這家公司太野心勃勃了，什麼都想

做，固定航線、包機、私人商務、學生旅遊等

等，結果營運不善，終究面臨倒閉的命運。這個

故事聽起來不就跟復興航空的故事很像嗎？

　　布蘭登堡機場有兩條跑道，25L 跟25R跑

‧Ａirberlin棚廠

‧跑道旁的環場道

　　這個機場一天的航行量大概是兩百架次，以

歐洲區域航線為主要的營運航線，且多為廉航經

營，是Ryanair 跟 EasyJet兩家廉價航空公司的主

場。最近也多了一些東歐的航班，像是WIZair，
從一些相對冷僻、連Roman都說他沒聽過的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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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飛來；還有專程載北歐人來德國喝酒的一些

廉價航空。Roman轉述北歐人的說法是這樣的：

搭飛機來柏林喝一晚，比在北歐喝一杯還便宜。

廉航大部份都是使用中型航空器，所以重型航空

器在這個機場相對少見，最大的飛機是由AZUR
航空飛來的Boeing767。
　　但是，Roman很鄭重的強調，Airbus380每
兩年會飛來這個機場一次；其他的大飛機，像是

B748也會來。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機場是舉辦兩

年一次的Berlin Air Show的主場。展覽期間，跑

道上會停滿飛機，不適用一條跑道的法定隔離規

定。不知道為什麼，Roman說到這件事時特別開

心，大概受到眾多管制規定的管制員，對於能在

安全無虞的情況下稍微打破隔離規定，都格外感

到興奮。

　　我問他四月柏林機場的跑道馬拉松是在這條

跑道嗎？他說是的，而且很興奮的說管制員平常

會在跑道旁的環場道跑步以外，可以上跑道路

跑是很有意思的體驗。這條新蓋的南跑道有4公
里，來回一趟半剛好完成10公里的賽事，要我務

必2018年也跟柏林塔臺的人一起去參加。我心裡

倒是比較希望明年他們的機場可以順利落成，早

早將航運量提升。

　　接著，我們來到已經蓋好很久卻一直無法啟

用的新機場航廈。Roman開始講起了這個機場的

坎坷故事。六年前，這個機場原本都設定了開幕

日了，舊塔臺為了因應新航廈開幕，在預定啟用

前六個月就搬到新塔臺，結果，等了六年，新的

航廈大樓跟擴建區還是因為種種施工因素無法如

期啟用，自此，開幕日不斷不斷地延後。他每天

上班看到這個空蕩蕩的航廈，感覺很像科幻小說

裡的鬼城。那些落南跑道的飛機，得橫跨整個新

航廈，再穿越施工中的北跑道到舊航廈的機坪，

機上乘客看著空蕩蕩的機坪，一定也覺得很納

悶。Roman說，之前有一回義大利跟西班牙踢足

球冠軍賽，飛了好多飛機來，舊機坪不夠停，雖

然新航廈無法使用，但飛機還是安排停在新航廈

的機坪，非常熱鬧！那也是少數他們航班大增的

幾天。
‧Azur的B767

‧尚未啟用的航廈

　　我問他這個機場的未來呢？他解釋，等到

這個機場擴建計畫正式完工，所有柏林的航班

都會轉移到這個機場，到時候，目前柏林吞吐量

最大的Tegel機場就會關閉，而這個新機場就會

是僅次於法蘭克福及慕尼黑的第三大機場（得

意！）。但何時會完工？目前還遙遙無期呀！我

們繞過了整個新機場，經過漢莎航空的棚廠，看

了些charter flights, 來到舊航廈的機坪。

　　Roman帶著點俏皮的口吻告訴我，他的車是

少數私家車可以開進管制區的，我開玩笑地回他

是因為這是一台特斯拉嗎？他開懷地說他喜歡這

個答案，但不是，純粹只是因他是督導，這樣比

較方便去航廈開會。我們在場面上晃蕩，一路走

交通道，完全不需要跟塔臺地面席聯絡。果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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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載著妹（而且妹還一直從天窗探頭吹風）的

特斯拉總是令人份外眼紅，機場航警很快就尾隨

我們而來，要我們出示證明。攀談了一會兒，我

們開到舊航廈的機坪，右手邊是一台剛後推完的

Easyjet, 左手邊是AZUR的B767, Roman看到那台

B767又再說了一次：這是我們唯一的重型航空器

喔！能在場面上看到大飛機總是令人感到興奮的

（是這樣沒錯！）。

　　東瞧瞧西晃晃地，也過了一個多鐘頭，我們

結束了絕對比騎腳踏車更仔細的巡場行程，回

到塔臺。停車時，遇到正要下班、開著臺BMW 
X5的另一位督導。他看我們下了車，調侃了

Roman：啊，我還在納悶你的特斯拉今天怎麼跑

這麼慢，是不是沒電了，原來是有載客人！（男

人之間在車子這個主題上的勾心鬥角，實在太有

意思了！）打了招呼說了再見，我就尾隨Roman
進入塔臺。

2. 塔臺的非管制空間

　　Roman領著我進入塔臺之後，我們先爬了兩

層樓，去參觀了行政人員的辦公室以及機房設

備。辦公室很寬敞，美耐板貼皮的木紋櫃、辦公

桌及深藍色地毯，兩位塔臺督導共用一間約8-10
坪大小的辦公室，點綴的很有個人特色。

　　來到機房的空間，裡頭理所當然充滿了電腦

設備。Roman解釋，塔臺上所有的螢幕都只是遠

端連線的平行系統，沒有任何主機，所以塔臺上

的冷氣不用開給機器吹，比較節能減碳（真的，

終年都長袖去塔臺上班的人很有認同感啊！）

　　我們搭電梯往上，到了八樓或更高，整層樓

都是交誼跟休憩的空間。我們先到小廚房/交誼

廳參觀，這裡設計成吧臺式的小空間，很適合同

事下班／下席位輕鬆地交流一下感情！Roman帶
我從小廚房開門到外頭的空中花園，那是煙槍的

聚集地，Roman說他不抽菸，但他一直很想在那

個小花園辦烤肉（活在冬天比夏天長兩倍的歐洲

人，真是只要天氣好就想烤肉。）但是他問了管

理員，需要升火的活動在管制區內一律禁止，讓

他很失望。（到底有多失望呢？ 後來我們上了

塔臺跟管制員聊天，聊到舊塔臺，Roman就說他

覺得舊塔臺很好，因為他們在那裡烤過一次肉。

我問他難道舊塔臺區沒有管制升火活動嗎？他賊

兮兮地說：因為我們先斬後奏。我笑著建議他們

在新塔臺也如法炮製啊，結果Roman說不行，因

為已經知道不行了就不能假裝不知道有這回事。

這是不是很德國人呀!?）
　　管制員是最注重健康的族群了(是嗎？)，所

以塔臺理所當然設有健身房。我跟Roman說，桃

園機場正在蓋新塔臺，我建議辦公室可以在塔

臺設置環狀PU跑道，讓下席位的人可以運動一

下。Roman回應說他們的塔臺不用PU跑道啦，反

正機場那麼空，上場面去跑跑還可以吹一下引擎

的風，實在是太方便了。那麼備勤室呢？看起來

是很青年旅館的房間，雖然沒有甚麼特色，但就

是乾淨整齊。

‧健身房、吧檯交誼廳、會議室(由左至右)



31

航管專欄‧飛航管制期刊124期‧ The Air Traffic Control

　　我們接著參觀了很多會議室，多到我問他到

底為什麼塔臺要有這麼多會議室。Roman說，因

為他們很重視管制員紀律，所以常常要強化訓

練，我頻頻點頭稱是的時候，他才改口說他是開

玩笑的。其實預留這麼多會議室，是為了以後如

果需要增開任何工作席位，例如，將Apron席移

至其他樓層而不占用塔臺空間，這時才會有增加

人力的空間。

3. 塔台的管制空間

　　終於，在我一片欽羨的心情下，我們爬上了

太空船感的塔臺。映入眼廉的第一個部份，是小

小的coffee corner，好似是要說「吃飽再上」。

Roman領著我跟每個席位的管制員打過招呼，我

把從臺灣帶來的各種吃的用的紀念品放在桌上，

所有的管制員相當好奇我帶了甚麼舶來品來餵

養他們。Roman幫我倒了杯咖啡，還戴起了總

臺ANWS標誌的帽子，一直說他很喜歡。Roman
說，塔臺上的咖啡是無限供應的，畢竟咖啡是管

制員的點滴，一天要喝五杯以上(這應該是開玩

笑的吧？)。我稍微解釋了月餅的由來，他們很

開心地分食，還說管制員什麼都吃，只要放在那

個茶几上的食物都

會被掃光，尤其是

上夜班的人，太沒

事了就一直吃（只

能說全天下的管制

員都一樣？）

　　拎著我的咖啡杯，我跟著Roman來到一個空

的席位，Roman開始跟我解釋席位的配置，這些

高科技觸控螢幕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個席位是local席，一位教官帶著一個學

員在席位上。由於席位一直有飛機在起落，還有

目視的航空器，無法拍攝local所使用的系統，但

基本上，概念跟我們桃園塔臺即將更換的新系統

非常相像，每點一下管制條，管制條上所呈現的

提示就會進入下一個往離場前進的狀態。例如，

從地面管制席換過來的條子，由機場管制席接管

之後，點第一下會變成line up and wait，點第二

下會變成cleared for take off。在同一個螢幕上，

還有一個不斷隨著航機接近機場而變動的時間

軸，不斷更新五邊航機會在幾點幾分落地。管制

員可以將離場飛機的管制條拉到到場跟到場的航

‧Roman沖咖啡

‧塔臺全景圖

‧航機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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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管制條的中間，作為離到場排序的參考。如果

飛機放不掉，也可以再把飛機的管制條拉到下一

個到場與到場航機中間的空缺。

　　前面提到，參觀的當天，機場使用25L跑

道，舊跑道25R整條開挖重建，所以雷達幕上布

蘭登堡機場只開了一條跑道的五邊線。但從雷達

螢幕上不只可以看到即將降落於布蘭登堡機場的

相關航情，local席也會關注Tegel機場的航機及跑

道使用方向，兩個機場因為空域相當接近，為了

避免航情衝突，會盡可能選擇方向一致的跑道。

　　從過去美麗田園機場的航廈滑行到25L跑道

起飛的飛機要先穿越25R跑道、滑經過新而未用

的航廈到25L起飛。25L的長度是4000公尺，看

場面雷達圖，要從M7 或 M8進去才是全跑道，

但表示飛機穿越航廈後，要左轉滑很長一段的

Alpha滑行道才會到。 這個機場多以中型航空器

為主，最大的機型是B767, 所以我在參觀的兩小

時內，所有離場都走M6 交叉口短場起飛（還有

2400m可用跑道長，ASDE上都有標出剩餘跑道

長，不用死背）(只要是VMC，夜間一樣可以從

交叉口放飛機進去跑道裡等待)。而使用25L或
25R跑道，因為離場程序設計的關係，考量到對

周遭環境的噪音汙染，會有不同的宵禁時間。

25L跑道的宵禁時間較早，25R跑道較晚。不過

半夜的飛機不多，所以對於機場的營運沒有太大

的影響，只需調整幾個航班的離場時間即可。

　　地面風系統相當簡潔，就不贅述。

　　所有的系統裡頭，讓我聽完最感到振奮的是

sequence planning system的系統，也是Roman在
跟我講解時最驕傲的一套系統。

‧場面雷達圖

‧地面風系統

‧航機順序規劃系統一

‧航機順序規劃系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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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sequence planning system吃飛機的flight 
p l an系統，吃航務單位的停機坪資料，吃航機

滑行到跑道頭起飛預計時間的資料，也吃歐盟

比利時流管中心的資料。航機除了有flight plan 
提供的E O B T, 飛行員也需要主動提供並更新

TOBT(Targeted Off-Block-Time），系統會根據

空域流管資料，來給予每架航機可以開車的time 
slot, 航機會來跟CD席請求開車，CD席看到螢幕

上的預計開車時間是綠色才給開車。如果有延

誤，飛行員需重新提供預計離場時間來重新排

隊。航務單位也可以更有效的掌控停機坪的使

用，減少佔bay的問題。這套系統其實就是一套

CDM（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系統。

　　CD席讓航機開完車後，就會把飛航資料條

點給apron control( apron control 不是管制員，而

是有專職的機坪控管人員，他們負責非操作區的

管制)，apron control在航機來請求後推時，確認

後推時間也是在targeted time for pushback的slot
裡，才會同意後推。同意後推之後，就會讓飛機

換到地面管制席手上，引導飛機到跑道頭。

　　從航廈到跑道的滑行路線呈現順向流，到場

與離場各自有其滑行路徑，不相衝突。 為了簡

化滑行道的覆誦，機場AIP有訂定制式的滑行路

線，到場的叫India five，離場的我不記得了，但

基本上，管制員說：「taxi via India Five 」，飛

行員覆誦，就可以按照AIP上India five的路徑滑

行至機坪，減少因覆誦過多資訊而產生的錯誤。

　　德國管制員的排班，是採用萬年班表的排班

方式。但如果你該上班的那一天你真的不能來怎

麼辦呢？Roman告訴我，他們其實每天都會有多

出1~2個人力，包括督導在需要的時候，也可以

來接席位班。上班的時間總是會比接席位的時間

早半個小時，下席位的時間也會比下班時間早半

個小時。為什麼呢？因為除了督導可以把車開到

塔臺下以外，其他的管制員都必須把車子停在管

制哨外的停車場，再搭乘固定班次的接駁車到塔

臺。
‧航機順序規劃系統三

‧萬年班表圖

‧席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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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席位的眉角，總不免要閒聊一下，我

告訴他們，我是才取得執照一年多的管制員，所

以還在塔臺，需要過個幾年，才會再去接受雷

達訓練。然而，在德國，你可以選擇一輩子都待

在塔臺，或是做雷達班。有人是先取得了雷達執

照，可能因為搬家的關係，才申請轉到塔臺當

班。因為人生的規劃而轉換工作地點的人不少。

在塔臺，每個席位都有一個執照，來上班的每個

人會輪流做不同的席位，就像我們一樣，不同的

是，每個人上席位時，必須要帶著自己的差勤卡

刷進刷出，原因是，每個席位每年都必須要累積

一定的時數，以維持某個席位的執照。

　　差不多也接近Roman的下班時間，簡單的進

行工作的交接，他便帶著我離開塔臺。要開車

前，我非常厚臉皮的要求要跟「特斯拉」拍照，

於是，Roman還將車子移到草坪上一個相當好的

位子，讓我可以用美麗的機場當作背景。送我回

到車站後，Roman非常誠摯的邀請我在不久的未

來，可以再來拜訪他們，甚至跟他們一起去跑跑

馬拉松；他們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來台灣看看我

們的管制環境。過了兩天，還傳來協會旗子高高

掛在柏林塔臺的相片，相當令人動容。

五、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很多人說，看了別人的塔臺，回來看看自己

的工作環境，注定是要失望的。老實說，放完假

回來上班，看到桃園機場場面上沒有止盡的這邊

關那邊關的滑行道，著實是有些無奈。

‧我與特斯拉

‧我與Roman

‧協會的旗子



35

航管專欄‧飛航管制期刊124期‧ The Air Traffic Control

　　以上班時數來說，無論是德國或是荷蘭，管

制員一天上班的時間，包含休息時間在內，不得

超過九小時；每個席位最長不得超過兩個小時。

即便加班，一天的工時也不得超過十小時；這是

ICAO的規定，沒有商量的餘地。對於假日上班

或是被抓待命的薪資計算，更是加倍計算。由於

德國與荷蘭兩個國家的管制員，都屬於國家出資

但自負盈虧的公股私營單位，不同塔臺，根據航

行量的不同給予薪酬的獎勵。這種制度，在航管

做為公務體制一環的臺灣，實有難行之處，更因

人力不足而一直有時數過高、待命實同虛設等問

題存在。

　　再說塔臺席位的配置，阿姆斯特丹機場以

及柏林布蘭登堡機場，航行量差異甚大(阿姆斯

特丹機場約在1600架次一天)，卻都將地面管制

跟機坪/車輛管制分開，也都在AIP中明文訂定所

謂的制式滑行路徑，讓管制員可以更專注在自己

的工作上，分工更細，話更精簡，不容易出現口

誤或是飛行員難以抄收許之情況。我們總強調多

工，管制員最驕傲的就是能夠多工，左耳聽一個

聲音，右耳聽另一個聲音。但多工有多工的極

限，也受到每日不同生心理狀況的限制，當過多

的聲音同時干擾時，又怎能確保管制員完整聆聽

該聽完整的覆誦？總台一直強調的安全管理，我

想，讓管制員不用在無意義的事情上多工，是相

當重要的一環。至於塔臺的環境，各有高下，就

不再贅述，我期待新的台北塔臺會更好。

　　但我們就這麼一無是處嗎？也不是的。

　　2005年，當桃園機場塔臺剛裝設場面雷達

時，有幾位管制前輩前往阿姆斯特丹機場參觀。

當時拍下的塔臺系統照片，距離我去參訪時已經

過了12年，依然沒有太大的改變。阿姆斯特丹機

場每日起降架次，從1200漸增到1600架次，依然

採用紙本管制條，雷達顯示幕也是像386電腦那

樣的初級色彩，帶著我的管制員說， 他們預計

在2019年轉換為電子管制，但是不是有辦法如期

轉移還是未定數，很多資深管制員認為現在的做

法很好，為何一定要汰換成新系統？

　　再說說柏林機場，擴建計畫一拖也耗時十幾

年，開幕日依然遙遙無期。我們的機場雖然永無

止盡地道整，第三航廈第三跑道也一延再延，那

些我不了解的工程困難或偷工減料令人髮指，但

我尊重那些因為民主因素人權而導致的拖延。臺

灣的自動化航管系統，相對於很多歐洲國家，是

相當超前的（當然也是需要繼續保持遠見，但礙

於國情，我們的區域整合可能無法像歐洲的單一

天空做得那麼無縫接軌。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我還看得太少，很難說

出什麼有建設性的意見。但我們不必唱衰臺灣，

我們可以再進步的空間還有很多。相對於其他公

部門單位，航管這麼不像一般公務員性質的工作

內容，確實吸納了很多活潑又有創意的人材。如

果多一點創新的空間，少一點科層的侷限，我們

真是一群很棒的團隊。

相關資料

1.「Back to the Future」, Monocle, N.104, p47-49
2.柏林機場網頁 http://www.berlin-airport.de/en/

index.php
3.BER BIKE TOUR http://www.berlin-airport.de/en/

company/latest-news/news/2017/2017-07-25-ber-
on-bike/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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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泰國飛航管制單位參訪

文 / 邱浩偉

圖 / 楊恩慈、郭心蕙、吳思賢

泰國曼谷素萬納普機場為亞洲重要的航空樞紐，今年在松山塔臺管制員郭心蕙的聯絡安排下，讓我們有

機會能參訪維繫這座亞洲樞紐機場安全運作的機場管制塔臺以及飛航管制中心。此次參訪除了瞭解泰國

飛航管制的現行作業外，因正好遇上泰國ATMS系統之更新，參訪內容為新系統作業室以及位於飛航管

制總部的新系統管制中心。

　　泰國曼谷素萬納普機場為亞洲重要的航空樞

紐，每年客貨總量達 4,500萬人次/300萬噸。這

次在松山塔臺管制員郭心蕙的聯絡安排下，讓我

們有機會能參訪維繫這座亞洲樞紐機場安全運作

的機場管制塔臺以及飛航管制中心。此次參訪除

了瞭解泰國飛航管制的現行作業外，也因泰國飛

航管制系統刻正進行更新作業(TMCS, Thailand 
Modernization of CNS/ATM System project)，參訪

的部分都是已建構完成，並進行轉換作業中的新

一代作業室，因而對其新系統以及未來展望有一

番認識。本次參訪地點有二，一是位是曼谷市區

的 AeroThai 飛航服務總部，二是位於素萬納普

機場的管制塔臺。

AeroThai飛航服務總部參訪

　　Aeronautical Radio of Thailand Limited 
(AEROTHAI) 為泰國的飛航服務機構，屬交通及

通訊部下轄的國營企業公司，員工組成為政府公

務員以及一般民間雇員，主要業務為提供曼谷飛

航情報區內之飛航管制及飛航通訊服務，旗下有

35座機場管制塔臺、一個區域管制中心 (ACC)，
總員工數為2,856員，其中飛航管制員有6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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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服務總部位於曼谷Lumphini 附近，包含行政

管理中心、新系統工程隊以及新系統作業大樓等

皆在總部園區中。

⃝	區域管制中心與近場台新系統作業室參訪

　　泰國預計於 2018年換裝新 ATMS 系統，其

目標為滿足曼谷飛航情報區未來 5-10 年的航情

增長、提高航管服務之效率、降低管制員的工作

量並滿足國際民航組織 ICAO Doc.9854 (Global 
Air Traffic Management Operational Concept) 之
要求等。未來納入新航管作業系統的單位 (NAS 
MOPS, main operating system) 將有區域管制中

心、近場臺 (20個近場管制空域)、20 個民方管

制塔臺、以及4個軍方管制塔臺 (3個空軍 1 個海

軍)。不僅航管作業系統硬體方面更新，也針對

空域以及管制席位配置進行優化，如區管中心由

原本的8個區域增加為 12 個區域 (1N.2N…6N及

1S.2S…6S)，每個區域設有兩個席位 (雷達席與

資料席)，總共 32 個管制席位工作檯。終端管制

空域則計畫將原本 20 個空域整併為 4 個群組。

　　新系統提供的警示功能包含短期衝突警示 
STCA (Short Term Conflict Alert)、最低安全高度

告警 MSAW (Minimum Safe Altitude Warning )、
空域接近告警 APW (Area Proximity Warning) 與
進場路徑監視告警 APMW (Approach Path Monitor 
Warning) 等。而監視系統則整合多種訊號源如 
SSR/Mode S、WAM (Wide area  multilateration 
)、M L AT (但目前尚未擴及各個飛航空層)、
ADS-B、SMR等。這些監視/警示功能將有助於

管制員制定決策並減少錯誤告警的發生。然而泰

國空域危險區域多，並且機場也多，因此整個系

統的自動化程度不易提升。

　　新舊系統的轉移作業依時程分為四個步驟：

　　Shadowing (mimic) → ghosting → cutover → 
post cutover
　　目前泰國正在進行 shadowing 作業，也就是

作業仍使用舊系統操作，但同時有另一組人員於

新系統執行相對應的管制系統操作，第一階段

轉移須待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才會進入下一階

段，而下一階段 ghosting 作業則須在達到主管機

關訂定之 KPI 後才能進入下一階段的系統轉移 
cutover，也就是開始將實際作業一塊一塊地移到

新系統上執行。

⃝	飛航管理中心參訪A T M  N E T W O R K 
MANAGEMENT CENTER

　　飛航管理中心主要分為三個部門：飛航情

報 (Aeronautical Information)、飛航流量管理 (Air 
Traffic flow Management, ATFM) 及空域管理 (Air 
Space Management)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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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飛航流量管理部門，離場航機資料 (飛航

計畫、定期航班表等) 會輸入管理系統，在納入

飛航管制程序數學運算後執行四項分析，分別是

strategy、pre-tactical、tactical及post-analysis，說

明如下：Tactical 的部分像是協助區管中心「臨

時性地」協調借用軍方空域來紓解當下航情；

pre-Tactical 部分則系望能透過飛航流量管理系

統，「預先」商借軍方空域使用，以因應短期內

將發生的航情流量；post-analysis則諸如將各家

航空公司地面操作速度不一等變因，納入資料庫

進行分析，以作為未來微調運算使用。

　　在實作上，飛航流量管理系統可以將使用者

的流量需求 (使用者可以是鄰區流管請求、航空

公司時間帶需求等等)，以時間帶分配系統 (slot 
allocation system)，自動算出時間帶間隔，使飛

航流量官 (Air Traffic Flow Officer) 能在飛航前一

日 0800 UTC，將飛航日流量計畫發布給航空公

司、飛航服務提供者 (ANSP) 以及塔臺等相關單

位。流程如下：

User (other FIRs flow control/airlines requests) → 
ATFM → Interval slot → User

　　例如，經阿富汗喀布爾的航機都必須進行

流量管制 (12 min)，當航空公司提出時間帶需求

時，會將其時間輸入飛航流量管理系統進行時間

帶之計算，然後以email 回傳航空公司告知計算

結果 (編按：阿富汗飛航情報區與 AeroThai 簽有

合作協議，Aerothai 使用阿富汗飛航情報區某些

航點作為其發展流量管制軟體模型，並提供其運

算結果供阿富汗飛航情報區參考。)
　　與軍方協調的部分，同樣也納入在飛航流量

管理系統中計算，軍方會派駐聯絡官在飛航管理

中心進行協調，並在任務前一天告知可能影響空

域及範圍，以期在航機起飛前運算出預計的離場

時間帶。

　　另外要特別釐清，ATFM 飛航流量管理系統

只負責流量與航情總量之管理，但個別航情間的

隔離及順序安排等仍是飛航管制單位的責任。

　　在 Airport 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  
( A - C D M )   系統部分，目前僅有曼谷廊曼 
(VTDM) 以及曼谷素萬納普機場 (VTBS) 使用，

且尚未完成與鄰區流量管理系統之連結。

　　在未來規畫中，飛航流量管理部門也會建

立氣象觀測團隊，該團隊將以天氣預報 ( 6小時

前、4小時前) 對飛航流量造成的影響進行預測，

並得出新的計算起飛時間 CTOT (Calculated Take-
Off Time)，以期提供更全面且有效率之服務。

素萬納普機場塔台新系統作業室參訪

　　素萬納普機場塔台高 132. 2公尺，在 2006 
到 2014 年間曾為世界最高的管制塔臺。塔台本

身可承受平均 80 節的風速，但只要風速達 65 節
即進行管制室人員撤離。塔臺席位配置部分為 
8 個席位：2個機場管制席、3 個地面管制席、

1 個航情管理席 (traffic management)、1個塔臺

協調席 (tower coordinator)、1個飛航資料處理

席 (Flight data)。塔臺不設許可頒發席，許可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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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席設置於區管中心 (AIP VTBS AD 2.20.4 ATC 
CLEARANCE PROCEDURES, VTBS AD 2-31)。
　　至於跑道使用模式 (AIP VTBS AD 2.20.10 
LOCAL AERODROME REGULATIONS - MODES 
OF OPERATION, VTBS AD 2-85)，通常使用混

合模式 (Mode 4 semi-mixed operation, VTBS AD 
2-89)，以接近停機坪位置做跑道選擇。若使用分

流模式，則以 19L/01R 跑道離場 (為減低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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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01L 跑道到場，使用跑道及加入航路之相對

應儀器離場程序表格皆可在 VTBS AIP 中查詢 
(VTBS AD 2-85~92)。

足，落地航機於航廈靠橋下客之後，空機會拖到

接駁坪以空出機坪給後續航機使用。

　　航情管理席負責接收  A i r Tr a f f i c F l o w 
Management Unit (ATFMU) 之流管資訊，並將該

資訊輸入電腦，使其他席位可掌握流管資訊。

而終端資訊廣播系統 (ATIS) 則由飛航資料席負

責設定。許可頒發席設置於區管中心 (ACC)，航

管許可原則上取得後 5 分鐘內要後推，若航機未

於時間內後推，地面席會詢問駕駛員預計後推時

間，若延誤時間不長，則協調區管中心許可頒發

席以保持航管許可之有效性。席位輪值部分，輪

值為兩班制，日班為上午 8 點到晚上 8 點，夜班

為晚上 8 點到隔天早上 8 點，夜班輪休睡眠時間

約 4-5 小時。

⃝	曼谷近場臺新系統作業室參訪

　　席位配置：北部席 A P N 一人加助理 
(Assistant) 一人、西部席APW一人加助理一人、

東部席兩人APE1、APE2加助理各一人、南部

席兩人APS1、APS2加助理各一人。空域範圍

為素萬納普機場為中心半徑 50 海浬、地面到飛

航空層么六洞。管制素萬納普 (VTBS) 及廊曼 
(VTBD) 離到場航情、過境航情、訓練飛行及軍

方航空器等。泰國管制員每年有年度複訓，主題

有管制程序、緊急情況與外聘講師主題等。

　　素萬納普機場每日平均航情量約 900 架次，

但遇特殊節日時可達 1,100 架次。離場航機放

行隔離部分：同區段 (SECTOR) 離場航機間隔 2 
分鐘，不同區段離場航機間隔為1分鐘。兩條跑

道分別由兩位機場管制席負責，離場放行部分

為自動放行，兩跑道作業相互獨立 (independent 
departure)，且因跑道可使用的交叉口及其相連滑

行道為數不少，故放行安排十分靈活；到場部分

則還是採單一跑道到場 (也有 parallel arrival,  AIP 
VTBS AD 2.20.10.1 VTBS AD 2-85)，若有航機重

飛時，該跑道機場管制席會告知 (喊) 另一位機

場管制席。機場管制席提供風向風速資訊時，並

不像本區須提供最大風之作業 (若有最大風)，而

是提供平均風向風速，並視情況提供即時風向風

速 (Actual Wind) 以及風切、陣風 (gusting) 資訊

「average wind xxx degrees xx knots, actual wind 
xxx degrees xx knots」。

　　地面航情部分，夜間 10 點過後同樣有停機

位不足 (佔BAY) 的情形，需要將到場航機安排至

滑行道等待 (泰國管制員暱稱某幾段較不影響場

面航情安排的滑行道為 isolated TWY，據聞落地

航機最長也有等過 1 小時)。AIP 中雖畫有各種標

準滑行路徑，然因航情安排因素，實際作業並未

使用，並且有發布飛航公告暫停 AIP 上標準滑行

路徑之使用。同樣 AIP 也載明標準後推方式，亦

因航情或滑行道破損關係，實作上由地面席頒發

敘明後推方式。拖機運作部分，因停機坪位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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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又過了一年，經過辛苦的訓練，

73C期飛航管制的同學們終於正式加入航管的大家庭。

身為未來共同努力的夥伴，

讓我們來認識一下這群73C期的生力軍吧！

航管新血輪 航管新鮮人報到―

ATC 73C期管制員來說「嗨」

賴虹瑾(ZL)/臺北機場管制塔臺

　　大家好！我是73C期的虹瑾，花蓮人，

師大應華系畢業。興趣是看電影、旅行、

看海、看飛機。很開心在全台灣最多飛機

的塔台上班，每天看飛機的夢想成真了！

航管是門精彩的藝術，期待日漸精進，成

為一名成熟的管制員。未來請各位教官學

長姐們多多指教！

陳品萱(OO)/臺北機場管制塔臺

　　大家好，我是陳品萱，朋友都叫我圈

圈。貓派，有兩個貓兒子。甜食控，喜歡

畫畫、自助旅行、水上活動和攝影，有缺

咖、需要湊人數都歡迎邀約交流（笑），

未來的日子還請各位前輩多指教，小菜鳥

一鞠躬。

航管新血輪

文圖整理 / 吳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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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運家(EU)/臺北機場管制塔臺

　　大家好，我我是73C的家家—鄧運家。

畢業於政治大學土文系，從小在台北長

大，標準只會走路與騎腳踏車的廢廢城市

女子。喜歡旅行(很能走路)、看電影、看書

和吃吃喝喝。謝謝教官的帶領讓我順利加

入管制員的大家庭，現在的目標是繼續學

長姐學習，早日成為一名成熟的管制員，

衷心感謝大家不吝指教！

楊仲鈺(RJ)/臺北機場管制塔臺

　　大家好，我是73C的仲鈺，在教了十年

的書之後，很開心也很榮幸地還能轉換上

這個如此特別的跑道，感謝一路上教導、

帶領我的每位教官，讓我如今能夠正式加

入航管的大家庭。希望未來也能夠繼續充

實、裝備自己成為一個專業的管制員，為

航管盡上一份心力，有請各位前輩多多指

教。

陸昭辰(LU)/臺北機場管制塔臺

　　Hi！大家好，我是73C期小路—陸昭辰，台南人

成大畢業。老家在台東半個原住民。喜歡旅行、戶

外運動、吃美食。經過11個月密集的訓練，教官不

藏私地傳授畢生絕學，很高興終於加入管制員這個

大家庭，未來還要請各位學長姐多多關照啦！

飛航管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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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婷(EJ)/金門機場管制塔臺

　　大家好！我是李雅婷，不太道地的台

中人，畢業於輔仁大學企管系，喜歡健

行、網球和到處旅行。享受旅途中互動的

人們、移動的景色與過程，因此對於交通

運輸方面特別感興趣。有幸加入飛航管制

的行列，新手上路還請各位教官和學長姐

們不吝指教呀！

蔡易霖(UT)/臺北機場管制塔臺

　　大家好，我是73C期蔡易霖，在報考

管制員之前，對於航空業的認識只限於地

勤、空服與飛行員，沒想到管制員是默默

且不簡單的守護者。多虧有這群ATC背後的

努力，使得大家總是能快樂出國、平安回

家。很開心能通過訓練、正式成為航管的

一份子，未來還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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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高雄近場台協會春季活動 - 草地音樂會，高雄市立美術館

活 動 花 絮

104.06.22

中華民國飛航管制協會

2017年活動花絮集錦
圖片提供 / 秘書處

5月 4日藍莓草莓果醬趴，北部飛航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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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日義式咖啡拉花體驗課程，桃園龜山

5月 7日八仙山森林遊樂區 2日輕鬆遊，台中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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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花 絮

7月 25日、8月 1日安捷航空參訪，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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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用航空局13名
 薛少怡、曾瓊慧、鄧惠娟、沈家瑜、邢仁杰、劉聖義、陳俊羽、張涵㚬、鄧惠娟、翁子琪

 陳翊崴、鄢夢凡、彭真悌

二、民航人員訓練所4名
	 林昌富、王淑瑜、王美婷、張綉綿

三、飛航服務總臺/總臺長室2名
	 蔡宗穎、許智婷

四、飛航服務總臺/飛航業務室12名
 董吉利、林秀鐘、鄒慧蒂、劉珍雲、蔡淑菁、張偉君、蘇筱瑜、林向得、郭國新、廖彥宇

	 羅世薇、謝柏楷峯

五、飛航服務總臺/臺北區域管制中心49名
	 李嘉玉、蘭雨蕙、崔曉梅、陳有豪、楊俊德、來安妮、黃雯華、林正宗、陳遠輝、邢惠美

	 趙昌虹、簡嘉玓、么煥昇、彭賢瑞、魏正桓、林雅婷、吳世偉、李冠英、郭至庭、黃群堯

	 蔣庚璋、鄭曉蔓、林世展、吳冠華、趙昌恆、詹承芳、鄭詩慧、張雅淳、熊宏嘉、邱建偉

	 王彥博、張祐慎、廖昱樹、李淑玲、張　奐、楊千慧、李亞玨、王齡萱、徐孟蓁、林珊如

	 陳樂潔、蕭郁蓉、鄔叡麒、陳以理、林育聖、江欣瑋、楊書懿、葉芳婷、黃泓彬

六、飛航服務總臺/臺北近場管制塔臺48名
	 袁星健、曾文宏、趙昌信、周錦昇、曾玉梅、陳震中、金屏萍、簡義逢、戴俐莉、周若琦

	 李苔菁、韋婷珊、楊元芝、毛修倫、李宏鳴、曹文怡、廖智斌、龔依蓮、劉志鴻、張凱閏

	 高中寰、廖國良、吳冠融、張嘉晏、廖思婷、劉在航、梁維方、張家榮、洪雅芳、吳宗憲

	 黃峰毅、趙元鰲、李怡璇、古明石、傅映中、劉韋宏、王昱之、王文昇、余亭瑤、余家愷

	 簡瑞宏、謝妤青、羅國誠、葉峻志、耿樺萱、何嵩明、林恩如、陳渝琪

七、飛航服務總臺/臺北機場管制臺25名
	 陳文德、陳彥光、修天浩、楊凱翔、邱信平、許雅各、吳思賢、邱浩偉、莊明正、蕭資庭

	 李佳峯、陳妍君、藍建璋、劉又禎、孫稚翔、許加恩、劉純伶、陳宇琦、盧威欽、張雅惠

	 賴虹瑾、楊仲鈺、蔡易霖、鄧運家、陳品萱

中華民國飛航管制員協會會員名錄
107年1月24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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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會員以實際工作地點登錄。

　　　2.會員共計252名。

　　　3.如有誤植或遺漏，請洽秘書處刊正。

八、飛航服務總臺/松山機場管制臺10名
 顧大偉、宋奕緯、莊宜峮、孫孟君、王丕文、郭心蕙、黃柏諭、林志勳、陳儀穎、柳凱中

九、飛航服務總臺/高雄近場管制塔臺35名
 謝碧岳、趙曙雲、李東原、陳立欣、黃淑量、林珊珊、王伯智、曹佳琦、王科偉、陳蕙如

 王政忠、李俊賢、陳永森、鄧月娥、王淑娟、陳文敏、郭蘭馨、廖婕妤、陳銘俊、韓賢光

 吳致賢、丁莉華、馬杏芝、連芷瑩、趙韻婷、耿志德、鄺美惠、陳瑞鳳、羅文聖、吳明純

 翼景婷、陳明宏、蔡榮君、丁契佑、盧映龍

十、飛航服務總臺/高雄機場管制臺9名
 劉盈利、謝佳潓、李海薇、游若男、李汮芠、陳道瑄、謝宛庭、林君翰、吳祚嘉

十一、飛航服務總臺/馬公機場管制臺7名
	 王永康、楊恩慈、吳彤瑜、王亮淇、林彥達、吳瑾珩、張雅評

十二、飛航服務總臺/金門機場管制臺5名
 吳文山、張志遠、方建德、梁鍾祥、李雅婷

十三、飛航服務總臺/臺東近場管制塔臺1名
	 楊靜蕊

十四、飛航服務總臺/豐年機場管制臺5名
 黃博元、蔡秉諭、陳韻平、蔡筑涵、何俊德

十五、其他會員30名
	 王志浩、鄢立宇、徐　瑋、郭孝明、曾隆威、熊光榕、陳服平、季　亮、李仲榮、馮英彬

	 陳俊昇、錢元琳、侯建文、金新民、洪美雲、儲柳植、江天錚、熊義中、王雅秦、盧茂雄

	 張　禾、易心莊、黃根勇、林盟傑、劉志仁、于騰淵、左　杰、陳穎霖、空軍通信航管資

	 訊聯隊、臺灣達利思股份有限公司

飛航管制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