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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部分
�言
��
1. 本規章可被稱作澳門航空規章（ANRM）。
定�
2. (1) 除非文中另有要求，在本規章中：

航空作業指使用航空器進行專業服務的航空器運行，如農業、建築、攝影、測量、觀察與巡
邏、搜尋與援救、空中廣告等；

航空作業航空器 指為進行空中作業，由駕駛員或計劃由駕駛員駕駛的航空器（商業航空運
輸除外）；

航空作業企業 指其業務包括從事空中作業的企業；
��機動包括斤斗、螺旋、橫滾、半外斤斗、失速轉彎、倒飛以及任何其他類似的機動；
機場 指全部或部分供航空器進場、離場和場面活動使用的陸上或水上的一個劃定區域（包
括建築物、設施和設備）；

機場證明書 指由有關當局根據適當的法規為機場的運作所發出的證明書；
機場交通地� 就任何機場而言，指為保障機場交通而在其周圍劃定並通告的空域；
航行燈 指任何為輔助空中導航而建立的燈具；
航空無線電台 指地面上為協助航空器而發射或接收信號的無線電台；
飛機 指由動力驅動的重於空氣的航空器，翼面上的空氣動力的反作用力獲得，此翼面在給
定的飛行條件下固定不變；

航空器 指能從空氣的反作用，而不是從空氣對地表的反作用，在大氣中獲得支承的任何機
器；

航空器的航空電子設備 指表示供航空器使用的所有電子設備（包括電氣部分在內），它包
括無線電、自動飛行控制和儀錶系統；

航空器類� 指按照規定的基本特性對航空器分類，例如，飛機、直升機、滑翔機、自由氣
球；

航空器使用手冊 指民航局可接受的手冊，它包含正常、非正常與應急程序、檢查單、限
制、性能資料、航空器系統詳細內容以及與航空器運行有關的其他材料；航空器使用手冊是
運行手冊的一部分；

航空器�� 指具有同一基本設計的所有航空器，包括對其進行的一切改裝。但那些會改變
操縱或飛行特性的改裝除外；

空運經營人�可證�AOC）指核准經營人從事商業航空運輸中特定商業航空運輸運行的證明
書；

空中交通管制單位 指由民航局指定或由任何維護機場的實體指定的實體，為保障安全，通
過無線電或目視信號向航空器發出指令或建議或兩者。“空中交通管制服務＂亦應按此進行
解釋；

航空運輸企業 指其業務包括為獲得租金或報酬而從事旅客或貨物航空運輸的企業；
備降機場 指當航空器不能或不宜飛往預定機場或在預定機場著陸時，可以飛往的另一機
場。備降機場包括：
起飛備降機場 指當航空器起飛後不久需要著陸而又不能使用原起飛機場時，用以進行
著陸的備降機場；
航路備降機場 指當航空器在航路中遇到不正常或緊急情況后，用以進行著陸的備降機
場；
渦輪發動機定翼飛機延伸航程運行航路備降機場 指當渦輪發動機定翼飛機在延伸航程
運行的航路上遇到發動機熄火或其他非正常或緊急情況時，能進行著陸的可用和合適的
備降機場；
目的地備降機場 指當航空器不能或不宜在預定機場著陸時，可以飛往的備降機場；

註：起飛機場也可作為該次飛行的航路或目的地備降機場。
有關的航空無線電台 就航空器而言，指為航空器當時所在區域服務的航空無線電台；
有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 就航空器而言，指為航空器當時所在區域服務的空中交通管制單
位；

核准的訓練 指按照民航局核准的特定課程和監督下進行的訓練，並且必須能夠對未接受經

核准的訓練的人員提供使其至少達到與最低經驗要求相當的能力水平；
被授權的實體指任何由民航局通常指定或就一特別事項或一類事項指定的實體，其中對被授
權的實體的引述包括由民航局指定的當時的任何單位；
客�乘務組成員指為了乘客的安全，受經營人或機長指派值勤任務，但不得作為飛行機組成
員的機組成員；

�物 包括郵件和動物；
適航證 包括對適航證的認可和有關的任何航空器飛行手冊或性能表；
核准證明書 指按本規章第8條(1)款發出的核准證明書；
維修檢查證明書� 指按本規章第9條發出的維修檢查證證明書；
登記證明書 指按本規章第4條(8)款和(9)款發出的登記證明書；
維修放行證明書 指按本規章第10條發出的維修放行證明書；
證明適航 指證明航空器或其部件經維修後符合現行適航要求；
民航局 指中國澳門民航局；
商業航空運輸 定義見下述第(4)分條的說明；
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 指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的飛行中或經營人意圖飛行的航空器；
商業航空旅客運輸 指旅客運輸，即具有下述第(4)分條(a)款(i)或(ii)項特徵的商業航空運輸；
�任能力 指按照規定標準執行任務所必需的技能、知識和態度的組合；
��當局 就澳門而言，指民航局，與民航局有關，以及就其他任何國家或地區而言，指根
據該國或該地區法律責任促進民用航空安全的權力機構；

構型��清單�CDL）指由負責型別設計的機構編制的、經設計國批准的清單，它指明在飛
行開始時某航空器型別上可以缺少哪些外部部件，並在必要時包含相關的使用限制和性能修
訂的任何資料；

��地區 就有關城市、城鎮和住宅區而言，指實質上用於居住、工業、商業或娛樂目的的
任何地區；

�約國 指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習稱芝加哥公約的任何簽約國；
管制空域 指管制區和管制地帶；
管制區 指已通告為管制區的空域且從通告高度向上延伸；
管制地帶 指已通告為管制地帶的空域且從地面向上延伸；
副駕駛指除機長之外的所有擔任駕駛任務的持有執照的駕駛員，但不包括在航空器上專門接
受飛行訓練的駕駛員；

計� 指對替代方法或先前資格的承認；
機組成員 指由經營人指派在飛行值勤期內在航空器上担任勤務的人員；
�場飛行 指航空器飛離起飛機場的航程超過4.8公里的任何飛行；

巡航替�駕駛員 指被指定在巡航飛行階段執行駕駛員任務以使機長和副駕駛能夠得到有計
劃的休息的飛行機組成員；

巡航替�駕駛員等級 指限制飛行機組成員只可在巡航階段飛行時充當駕駛員的特權的等
級；

危險品 指指列在技術細則危險品清單中或根據該細則歸類的能對健康、安全、財產或環境
構成危險的物品或物質；

帶飛時間 指在航空器上接受經適當授權的駕駛員飛行教學的飛行時間。
值勤 指運營人要求飛行或客艙機組成員執行的各項任務，包括可能引起疲勞的飛行值勤、
行政工作、培訓、調派機組和待命；

值勤期 指飛行或客艙機組成員按照運營人的要求從報到或開始值勤時刻開始，到該人員被
解除所有任務為止的時間段；

差錯 指操作人員的一項行動或不行動，導致偏離組職或操作人員的意圖或期待；
差錯管理 指查出差錯並且採取對策予以回應，從而減輕或消除差錯的后果，降低再次出現
差錯的概率或非理想狀態的過程；

延伸航程運行 指具有兩台渦輪動力裝置的定翼飛機從航路上任一點以一台動力裝置不工作
的巡航速度（在國際標準大氣和無風條件下）到一可用備降機場的飛行時間超過民航局批准
的門限時間60分鐘的任何飛行；

�� 指睡眠不足或長期失眠導致精神或身體行為能力下降的生理狀態，和∕或影響機組成
員安全操縱航空器或執行與安全有關任務的注意力和能力的身體活動；

一次飛行和飛行 其含義分別在第(2)分條中作出規定；
飛行機組成員 指在飛行值勤期內對航空器運行負有必不可少的職責並持有執照的機組成
員；

飛行數據分析 指為提高飛行運行的安全而對記錄的飛行數據加以分析的過程；
飛行高度層 指一系列具有相同大氣壓，由通告間隔分離開的高度層之一，其中每一層均以
百英尺數表示，此數字顯示在以國際標準大氣壓定標，並定於1,013.2毫巴的氣壓高度表上的
對應高度上；

飛行手冊 指與適航證相關的手冊，包括確認航空器適航所需滿足的限制，以及飛行機組成
員安全操縱航空器所必需的指令和資料；

飛行運行員∕飛行��員 指由經營人指定從事飛行運行控制和監督的人員，無論是否持有
執照，均須按照附則4具備合適的資格，並就安全實施飛行向機長提供支援、情況介紹和∕
或協助；

飛行�� 指向空中交通服務單位提供的、關於某一航空器一次預定飛行或其中部分飛行的
特定信息；

飛行記錄系統 指由飛行數據記錄器或駕駛艙話音記錄器構成或由兩者構成的系統；
飛行安全�件系統 指由經營人制訂的一套相關檔，彙集並編制有飛行和地面運行必需的資
料，並且至少包含有運行手冊和經營人維修控制手冊；

飛行模擬訓練裝置 指能夠在地面模擬飛行條件的下列三種裝置中的任何一種：
飛行模擬機 能精確復現某型航空器的駕駛艙，逼真地模擬出機械、電氣、電子等航空
器系統的操縱功能、飛行機組成員的正常環境及該型航空器的性能與飛行特性；

飛行程序訓練器 能提供逼真的駕駛艙環境，模擬航空器的儀錶反應和機械、電氣、電
子等航空器系統的簡單操縱功能，以及特定級別航空器的性
能與飛行特性；

基本儀錶飛行訓練器 裝有適當的儀錶，能模擬航空器在儀錶飛行條件下飛行時的駕駛
艙環境。

飛行能見度 指飛行中航空器駕駛艙前方的能見度；
地面服務 指航空器在到達和離開機場時除空中交通服務以外的必要服務；
直升機 指一種重於空氣的航空器，飛行時主要憑借一個或多個在基本垂直軸上由動力驅動
的旋翼，依靠空氣的反作用力獲得支撐；

直升機場 指全部或部分供直升機進場、離場及地面活動使用的機場或建築物上劃定的區
域；

人的��原理 指應用於航空設計、審定、訓練、運行與維修的原理，這些原理的目的是通
過對人的行為能力的適當考慮來實現人與其他系統組件的安全配合；

人的行為能力 指影響航空運行安全與效率的人的能力與局限性；
ICAO指國際民航組織；

儀錶進近程序 指根據飛行儀錶和對障礙物保持規定的超障餘度所進行的一系列預定的機動
飛行。這種機動飛行從起始進近定位點或適用時從規定的進場航線開始，至能夠完成著陸
的一點為止。此后，如果不能完成著陸，則飛至使用等待或航路超障準則的位置。儀錶進
近程序分類如下：

非精密進近（NPA）程序 指利用方位引導，不具備下滑引導的儀錶進近程序；
垂直引導的進近程序（APV） 指利用方位和下滑引導的儀錶進近程序，但不能滿足為精
密進近和著陸運行所制定的要求；

精密進近（PA）程序 指利用精密方位和下滑引導的儀錶進近程序，最低標準按運行類
型確定。

註：方位和下滑引導是指以下提供的引導：
(a) 地面導航設備，或
(b) 計算機生成的導航數據。

儀錶飛行規則 指附則11第VI部分所包含的儀錶飛行規則（IFR）；
儀錶飛行時間 指駕駛員僅參照儀錶而不借助外部參照點駕駛航空器的時間；
儀錶地面時間 指駕駛員在民航局核准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上，在地面訓練模擬儀錶飛行的
時間；

儀錶氣象條件（IMC）指用能見度、離雲距離和雲幕高表示的、低於為目視氣象條件所規定
的最低標準的氣象條件；

儀錶時間 指儀錶飛行時間或者儀錶地面時間；
�陸 就航空器而言，包括在水面上的降落；
合法個人代表 指已故者的執行人、管理者或其他代表；
執照 包括執照發出國家或地區法律要求與執照一起發出或與執照一起持有的任何資格證明
書或有效證明書；

��� 包括設計用於支持個人單獨漂浮在水中或水上的任何裝置；
記錄本 就航空器記錄本、發動機記錄本或可變距螺旋槳記錄本或個人飛行記錄本，包括在
任何特定情況下以記錄本或民航局核准的任何其他方式所保存的記錄；

澳門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行政區；
澳門登記的航空器 指在澳門登記註冊的航空器；
最大�定起飛質量 就航空器而言，指航空器及其機載物品的最大總質量，據此航空器可以
在符合其有效適航證的情況下以最有利的條件在世界任何地方以此質量起飛；

維修 指為確保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持續適航所需執行的任務，包括大修、檢查、更換、缺
陷糾正以及具體的改裝或修理或以上各項的組合；

維修大� 指描述具體的定期維修任務及其完成的頻次和相關程序（如可靠性方案）的文
件，這些程序對適用這些程序的那些航空器的安全運行是必要的；

軍用航空器 包括任何國家的海軍、陸軍或空軍的航空器；
海里 指距離相當於 1,852 米的國際海里；
�間 指從黃昏民用暮光結束到黎明民用曙光開始的時間，或由民航局規定的由日落到日出
之間的其他時間。黃昏民用暮光在日輪中心位於地平線下6度時結束，黎明民用曙光在日輪
中心位於地平線下6度時開始；

通報 指顯示在澳門發行的出版物，包括航行通告NOTAM、航行情報通告（AIC）、航行情
報彙編（AIP）、航行通告（AC）、澳門航空安全資料彙編（MASP）和澳門航空規章
（MAR）或任何其他為使本規章各項規定能夠得以遵守而發行的官方出版物；

運行人員 指受經營人僱用的僱員和代理人，無論是否作為機組成員，其職責是保證安全有
效地實施所有飛行；

運行�制 指為了航空器的安全和飛行的正常和效率，對某一飛行的開始、繼續、改航或終
止所行使的職權；

運行飛行計劃 指經營人根據航空器的性能、其他運行限制及所飛航路與有關機場的預期條
件，為安全實施飛行所制定的計劃；

運行手冊 指運行人員在履行其職責時所用的、包含程序、指令和指南的手冊；
經營人 指從事或準備從事下文第(3)分條所指的航空器營運的個人、組織或企業；
經營人維修��手冊 指描述經營人程序所需的文件，以確保所有對經營人的航空器或航空
器部件的定期和不定期維修能夠在及時、可控制和滿意的方式下完成；

機長 指由經營人（如系通用航空則由所有人）指定的指揮飛行並負責飛行安全操作的駕駛
員；

監督下的機長 指副駕駛按照民航局接受的監督方法在機長的監督之下履行機長的職責和工
作；

規定的 指民航局根據本規章制定的規定所規定的；
�壓航空器 指能夠保持航空器艙內氣壓高於外界大氣壓力的航空器；
藥物的有問題使用 指航空人員以下列方式使用有作用於精神的物品：
(a) 對使用者構成直接危害或危及其他人的生命、健康或安樂；和∕或
(b) 導致或者加重職業、社會、精神或身體問題或紊亂。

精神�性物質 指酒精、類鴉片藥、大麻類物質、鎮靜劑和催眠劑、可卡因、其他精神性興
奮劑、幻覺劑，以及揮發性溶劑，但咖啡和煙草除外；

無線電話 指主要使用話音形式交換情報的一種無線電通信方式；
等� 指填在執照上或與執照有關並成為執照一部分的授權，說明關於此種執照的特殊條
件、權利或限制；

認可（適航證）有效民航局為承認任何其他締約國發出的適航證替代等效相同於民航局發出
的適航證所採取的行動；

認可（執照）有效民航局為承認任何其他締約國發出的執照替代等效相同於民航局發出的執
照所採取的行動；

修理 指按照有關適航要求的規定將某一航空產品恢復至適航狀態；
更換 就任何航空器的任何部件或設備而言，包括拆卸和更換部件，無論此部件是否是同一
部件，以及是否對此部件做過任何工作，但不包括為方便檢查、修理、拆卸或重裝另一部件
或裝貨而設計的可拆卸式部件的拆卸和更換；

空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 指附則11中所包含的空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
跑道視程（RVR）指航空器駕駛員在跑道中心線上能夠看到跑道表面標誌或跑道邊線燈光或
中心線燈光時的距離；

安全管理�系 指管理安全的系統作法，包括必要的組織結構、問責制、政策和程序；
定�航程 指兩個相同地點之間其中的一系列航程，以及由這些航程共同構成的系統化服
務；

�飛時間 航空器上只有飛行學員一人時的飛行時間；
��VFR飛行指經空中交通管制許可，在管制地帶內低於目視氣象條件下所進行的目視飛行
規則飛行；

國家航空器 指用於軍事、海關和警察服務的航空器；
設計國 指對負責航空器型號設計的機構擁有管轄權的國家或地區；
登記國 指航空器在其登記簿上作了登記的國家或地區；
�行 指航空器憑借自身動力在機場場面上的活動，不包括起飛和著陸；
技術細則 指通過國際民航組織理事會決議核准和頒佈的最新有效版本《危險品航空安全運
輸技術細則》
（9284-AN/905號文件），包括增補和任何補遺。

威脅 指超出操作人員影響能力之外發生的事件或差錯，它增加了運行復雜性並且必須加以
管理以保障安全餘度；

威脅管理 指查出威脅並且採取對策予以回應，從而減輕或消除威脅的后果，降低出現差錯
的概率或非理想狀態的過程；

航� 指航空器的航徑在地面上的投影，其在任何一點的方向通常由北（真北、磁北或網格
北）量起，以度數表示；

過�高度 指規定的高度，在該高度或以下，航空器的垂直位置是參照高度控制；

型號合�證明� 指締約國為界定某一航空器型號的設計，以及證明該設計符合該國的相應
適航要求而發出的文件；

目視飛行規則 指在附則11第V部分所包含的目視飛行規則（VFR）；和
目視氣象條件（VMC） 指用能見度、離雲距離和雲底高表示，等於或高於規定的最低標準
的氣象條件。
(2) 航空器在下列情況下被視為在飛行中：
(a) 對於有人駕駛的航空器，從機組登機後航空器為起飛目的開始移動直至飛行結束後航空
器完全停止為止的時間內；和
(b) 對於有人駕駛的直升機，從機組登機後直升機的旋翼槳葉開始轉動直至飛行結束後直升
機完全停住且其旋翼槳葉停止轉動為止的時間內，直升機被視為在飛行中；
(3) 出於應用本規章條款於任何相關航空器的目的，本規章所指的航空器經營人是指在有關時間
內擁有該航空器管理權的人員：
出於應用第III部分任何條款的目的，倘若非航空運輸企業或航空作業企業的人員憑藉任何
包機或因航空器的租賃或出租的其他協議而擁有該航空器的管理權而時間不超過14天，則
第(1)和(2)分條猶如協議尚未達成般具有效力。
(4) (a) 按本條款的規定航空器在下列情況下必需被視作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所實施的飛行：
(i) 如果任何人為該航班中航空器所載運的旅客或貨物支付或答應支付租金或報酬；或
(ii) 如果航空運輸企業在其經營的航空器航班中無故載運任何旅客或貨物，而這些人員
並非該企業的僱員（對於法人團體，包括其董事）、或民航局出於本規章的目的而
授權進行任何檢查或監察任何訓練、實踐或測試的人員，或不是供上述旅客或企業
使用的任何貨物；或
(iii) 出於第III部分的目的，除根據租購協議以外，如果任何人為該航班中航空器的駕駛
權支付或答應支付租金或報酬。
(b) 對於依據由不是法人團體的一名成員或其代表為一方與由法人團體或其任何成員為另一
方所達成的交易，如果交易是以上述以外的方式進行，任何人在有人為其乘坐或駕駛該
航空器而支付或答應支付租金或報酬的情況下，出於本規章的目的，則應視為將支付租
金或報酬。
(5) 附則1 A部分列出的航空器一般分類表中出現的用語必須具有該附則所賦予的含義。
(6) 澳門航空規章適用於本部分所界定的、所有在澳門的航空器或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登記而飛越
或往返澳門的航空器。但是，當澳門航空規章中的要求或條款指向定翼飛機或直升機，則該
項要求或條款僅適用於按照本部分定義的定翼飛機或直升機。

第 II �分
航空器登記和��
航空器登記
3. (1) 航空器須經登記方可在澳門飛行，登記地包括：
(a) 澳門；或
(b) 締約國；或
(c) 其他相關國家或地區，該國家或地區的政府與澳門政府之間持有一份有效協議，以保證在
該國家或地區登記的航空器在澳門的飛行。
(2) 未經登記的航空器在以下條件下可以飛行：
(a) 起始和結束地點均在澳門；並且
(b) 符合附則2“B�類條件；
(3) 在此類特殊情況下，及在民航局認為適當的條件或限制下，民航局可以豁免在其他地方登記
的航空器暫時不受第(1)分條的約束。
(4) 如果航空器在澳門飛行違反了第(1)分條的規定，這種情況要是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所為則已
經構成違反本規章或違反其他法規，此類違規行為必須被視為該航空器違規。
航空器在澳門登記
4. (1) 民航局是澳門境內航空器登記的主管機構。
(2) 按本條款的規定，如果民航局發現有下列情況，則航空器不得在澳門登記或繼續登記：
(a) 航空器登記地在澳門以外，而當其在澳門登記以後，其原國籍登記並未註銷；
(b) 不具備資格者作為航空器或其股權所有者而享有法定或受益人權益；或
(c) 航空器在澳門登記或繼續保持登記將有礙公眾利益。
(3) 限於且僅限於下列自然人或法人有資格作為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或其股權的法定或受益人權
益的所有人：
(a) 澳門政府；
(b) 澳門居民；和
(c) 在澳門組建的公司。

(4) (a) 如果居住地或主要營業地在澳門但不具備資格者被賦予航空器或其股權的法定或受益人權
益所有者的資格，民航局在確認航空器在其他方面均滿足條件的前提下可以准予該航空器
在澳門登記。
(b) 上述自然人或法人不得指使或准予依據本分條進行登記的航空器用於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
作業目的。
(5) 如果上述具備資格者以轉管租約的方式承租一架航空器，無論是否屬於不具備資格者被賦予
航空器法定或受益人權益所有者資格的情況，只要航空器在其他方面滿足登記要求，民航局
就可以准予該航空器以承租人的名義在澳門登記，並且按本條款的規定，航空器在租期內可
以保持這一登記資格。
(6) 航空器在澳門登記的申請必須以書面形式提交民航局，申請必須包含或附上民航局要求的涉
及航空器及其所有權和包租手續的詳細材料和憑據，以便民航局確定航空器是否可以在澳門
登記並對其頒發第(9)分條所述的登記證。申請必須特別包含根據附則1第A部分的航空器一般

分類表對航空器所作的相應描述。
(7) 民航局在收到要求在澳門登記航空器的申請後，如果認為航空器滿足登記條件，民航局必須
准予其登記，無論該航空器在何地，登記必須包括下列內容：
(a) 登記證編號；
(b) 民航局指定的航空器國籍標誌和登記標誌；
(c) 航空器製造者及其對航空器的定名；
(d) 航空器的序號；
(e) 航空器的照片；
(f) (i)享有航空器法定權益或股權的每個所有者的姓名和地址或如果是分期付款購買的航空器
的情況下，租借者的姓名及地址；或
(ii) 如果是按照上述第(4)或(5)分條進行航空器登記：指明航空器據此進行登記。
(8) 對於首次頒發、變更或更新登記證，涉及航空器在澳門登記，應按本規章附則12向民航局支
付相應費用。
(9) 民航局須向航空器名義登記人（本規章稱為登記所有人）發放一份登記證，登記證必須包含
上述細節和登記證簽發日期：
但在下述條件下不得要求民航局提供登記證，如果登記所有人：
(a) 持有按第(10)分條規定頒發的航空器經銷商許可證；
(b) 已經向民航局聲明擬用航空器實施僅針對附則2列出的“C＂類條件的飛行，並且沒有撤
銷該聲明；和
(c) 只能依照附則2列出的“C＂類條件使用航空器。

(10) 民航局如果認為任何個人滿足在澳門經銷航空器的條件即可向其頒發航空器經銷商許可證。
(11) 按第(4)和(5)分條的規定，航空器在澳門登記後，在任何時候，如果不具備資格的個人被賦
予航空器或其股權的法定或受益人權益的所有人資格，航空器登記隨即失效，登記所有人
必須立即將登記證歸還民航局註銷。
(12) 作為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所有者的任何人，在出現下列情況時，必須立即以書面形式通知民
航局：
(a) 在向民航局提交航空器登記申請後遇有任何具體細節的變化；
(b) 航空器損毀、永久停止使用或銷往國外；或
(c) 對於按第(5)分條登記的航空器，轉管租約終止。
(13) 成為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所有人的任何個人或實體必須立即將此事以書面形式通知民航局。
(14) 在必要或者合適的時候，為了執行本規章或者更新或者更正登記的具體細節、修改登記內容
或者如果認為合適，民航局可以撤銷該航空器登記，且在確認航空器所有權已經發生變化的
條件下，也應該撤銷該航空器登記。
(15) 民航局可以根據規章根據其認為必需或合適的情況改寫或修改第(1)至(14)分條，以總體或單
項或分級方式對航空器登記臨時轉入或轉出澳門做出相應規定。
(16) 在本條款中所提及的航空器權益不包括僅僅因飛行俱樂部成員的名義而被賦予的航空器的權
益，而第(12)分條所提及的航空器註冊所有人，在涉及已故人員時包括已故者個人的代表，
在涉及某個已經解體的法人團體時包括該團體的繼任者。
(17) 本條款並不妨礙民航局取消、吊銷或中止航空器登記證，如果民航局認為這樣做合乎公眾利
益。
國籍和登記標誌
5. (1) 航空器（除非是經本規章或按本規章允許未經登記而可以飛行的航空器）必須按其登記國家
或地區法律所要求的方式在航空器上噴塗或粘貼法律要求的國籍和登記標誌，否則不得飛
行。
(2)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上噴塗的標誌必須符合附則1第B部分的規定。
(3) 航空器不得塗有任何標誌謊稱：
(a) 航空器已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登記而其實並未在該國家或地區進行登記；或
(b) 航空器是某個國家的國家航空器，而其實並非是這樣的航空器，除非該國主管當局已經同
意其噴塗這樣的標誌。

第III�分
航空器的適航性與設備
適航證的效�
6. (1) 航空器必須具備依據其登記國或地區的法律正式頒發或被認可的有效適航證並且符合頒發或
認可該適航證的任何條件，否則不得飛行：
但上述限制不適用於始發地和目的地在澳門的飛行：
(a) 根據附則2所列的“A�類條件或“B�類條件飛行的航空器；和
(b) 根據民航局頒發給該航空器的許可證飛行的航空器。
(2) 對於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本條款第(1)分條提及的適航證必須是依據第7條簽發的適航證或
認可其有效性。
適航證的簽發、�期及其他
7. (1) 民航局可以為任何航空器簽發 適航證 ，前提是該航空器在下列各方面都滿足要求並適合飛
行：
(a) 航空器及其適航所必須的任何機載設備的設計、製造、工藝和材料（尤其包括所裝備的發
動機）；和
(b) 試飛結果以及要求對航空器進行的其他同類測試。
(2) 如果民航局已經對其認為是原型航空器或原型航空器的改型航空器頒發了適航證，在確認任
何其他航空器與該原型或改型相一致的情況下，民航局可以不要求進行試飛。
(3) 每個適航證中必須載明民航局認為根據附則3適用於該航空器的類別，簽發適航證必須滿足這
樣的條件，即航空器只從事與其相應類別有關的、該附則指定的用途的飛行。
(4) 如果航空器的適航證將該航空器歸入特殊類，則該航空器的用途也必須在適航證中明確。
(5) 民航局可以根據其認為合適的、與航空器適航性相關的其他同類條件簽發適航證。
(6) 出於第28(1)分條的要求的目的，適航證可以指定航空器所屬的性能組類。
(7) 民航局可以根據其認為合適的同類條件簽發一份認可證明書，出於本規章的目的，認可依據
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法律簽發給航空器的一份適航證的有效性。
(8) 按本條款和第59條的規定，依據本條款簽發的適航證或認可證明書在其載明的期限內將保持

有效，並由民航局隨時對其進行更新，延長該期限至其認為合適的時間。
(9) 為航空器頒發的適航證或認可證明書在下列情況下將不再有效：
(a) 航空器或者航空器適航性所必需的設備接受大修、修理或改裝，或者如果航空器或該設備
任何部件被拆卸或更換，其採用的方式和使用的材料的型號不是經民航局以總體形式或針
對航空器的某個級別或特定航空器批准的；
(b) 航空器遭遇過對其適航狀態有影響的意外；
(c) 由於某種原因，航空器或其任何組件維修放行的條件與民航局頒發適航證的條件出現差
異；
(d) 沒有完全遵守航空器適航證中明確指明的限制和條件；
(e) 從民航局要求進行檢查以確定航空器是否保持適航狀態時起直至完成對航空器或任何此類
設備的檢查的這段時間；或者
(f) 從民航局要求進行改裝以保證航空器保持適航時起直至按照民航局要求圓滿完成對航空器
或任何此類設備的改裝的這段時間。
(10) 在符合本規章任何其他條款規定的情況下，出於本條款的目的，民航局可以接受由其完全批
准或有條件地認可作為提交報告的人員所提交的報告。
(11) 民航局必須督促針對航空器（尤其包括其發動機）及其在頒發、變更或認可（視具體情況
定）適航證中被視為航空器適航必需的設備，建立和保存每一架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相關
記錄，使其與頒發、變更或認可（視具體情況定）適航證所依據的圖表和其他文件一致，以
便進行鑒定。出於本規章的目的，經過此項鑒定的所有設備應被視為航空器適航必需的設
備。民航局必須督促建立這樣的記錄，以備民航局認為有合適理由要求對此進行檢查的任何
人員，在任何合適的時候要求進行檢查時使用。
(12) 本條款並不妨礙民航局取消、中止、吊銷或不更新登記地在澳門的航空器的適航證，如果民
航局認為這樣做合乎公眾利益。
(13) 當民航局根據本規章第4條初次登記一種特定型號的航空器並根據上述第7(1)分條頒發或認
可一份適航證時，該航空器在澳門登記的相關資料必須提供給航空器設計國，於是，該航空
器設計國便有義務將其發現是航空器持續適航及其安全運行所必需的任何強制持續適航信息
傳遞給民航局。
�：� 強制持續適航信息一詞的含義包括對航空器的改裝、換件或檢查和對使用限制和程
序及適航資訊（包括適航指令）的增補的強制要求。
(14) 民航局在收到來自設計國關於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強制持續適航信息後將直接採納此強制
資訊或者對收到的資料進行評估並根據自己的要求採取相應措施。由任何經營人和∕或任何
維修機構提供的涉及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任何 強制持續適航信息 將通過民航局轉達設計
國。

(15) 經營人必須監控和評估與持續適航相關的維修和運行經歷，提供民航局要求的資訊，並通過
第88條規定的系統進行報告。
(16) 經營人必須獲取並評估負責型號設計的機構提供的持續適航信息和建議，並按民航局認可的
程序採取相應的必要措施。
(17) 民航局將針對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5,700公斤的定翼飛機和超過3,175公斤的直升機，向負
責該航空器型號設計的機構提供對登記地在澳門的航空器持續適航造成或者可造成不利影響
的資訊，包括各種故障、失效、缺陷和其他事件。如果某一持續適航安全問題與改裝相關，
民航局亦須向負責該改裝設計的機構提供上述資訊。
許可證
8. (1) 參與或擬參與（在設計的任何階段）製造、維修或在澳門經銷航空器、航空器部件或航空器
材料的任何實體可以向民航局申請從事這些活動的許可證。
(2) 申請人依據本條款：
(a) 向民航局提供民航局要求的證據，至少包括：
(i) 申請人的資格和能力和申請人的僱員的資格和能力；
(ii) 指派一名責任經理的聲明；
(iii) 預期的工作範圍；
(iv) 各種管理角色的明確定義、職責和責任以及組織機構圖；
(v) 申請人擁有的設施；
(vi) 申請人提出的工作程序；和
(vii) 為使申請人能夠行使其職責和權利的一切必要手段和條件，以便完成與申請相關的
一切活動；
(b) 針對所提供的證據，申請人能夠或者將能夠以令人滿意的方式完成與申請相關的工作，滿
足民航局的要求；和
(c) 支付附則12提及的相關費用，民航局可以依據其認為合適的條件針對那些活動向申請人頒
發許可證。
(3) 為了確認與許可證相關的活動是否符合要求或者為了其他目的，經授權的實體可以隨時：
(a) 檢查任何航空器、航空器部件、航空器材料、設施、執照、人員或記錄；
(b) 檢查許可證持有人執行的任何程序或系統、保存的任何記錄或持有的任何文件以及與許可

證相關的活動；
(c) 針對組織的任何成員提出質詢；
(d) 進行經授權的實體認為必需的任何測試或調查；和

(e) 要求許可證持有人向經授權的實體提供其要求提供的此類證據：
(i) 持有人的資格和能力或者持有人的僱員的資格和能力；
(ii) 持有人擁有的設施；
(iii) 為履行其職責所提供的可以接受的手段；和
(iv) 遵循的程序。
(4) 在第(3)分條提及的調查過程中或者隨調查活動產生的任何費用必須由許可證持有人支付或承
擔。
(5) 出於本條款的目的：

航空器部件 指一架航空器的任何部件或設備，作為設備的一部分，如果它有缺陷或不能正常
工作，當其被裝上或用於航空器時可能影響航空器的安全甚至導致航空器危及人員或財產安
全。但不包括民航局出於本條款的目的指令不得作為航空器部件的任何部件或那類設備。

航空器材料 指用於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的製造、維修、維護或運行的材料（包括液體），但
不包括航空器部件。
維修大綱和維修檢查證明書
9. (1) 登記地在澳門的航空器必須滿足下列條件，否則不得飛行：
(a) 航空器（特別包括其動力裝置和部件）及其設備和無線電臺是按照經民航局批准的針對該
航空器的維修大綱和所有程序和要求進行維修；和
(b) 具有依據本條款頒發的有效維修檢查證明書，並且該證件必須證明維修檢查完成的日期和
下次進行檢查的日期：
但是，就機載無線電臺的問題，即使沒有符合第(1)(a)和(b)分條的條件，航空器依然可以實施
僅以訓練相關人員在航空器上行使職責為目的的飛行。
(2) 第(1)(a)分條提及的經批准的維修大綱必須針對簽發維修檢查證明書進行檢查的時機和場合做
出規定，以供維修和運行相關人員使用和參考。經營人維修大綱的設計和應用必須遵循人為
因素原則，維修大綱所有修訂的副本必須迅速送交所有持有該維修大綱的機構或人員。對維
修大綱內容的要求詳見附則19。
(3) 出於本條款的目的，維修檢查證明書僅能由下列人員簽發：
(a) 依據本規章頒發的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的持有人，其執照授權其簽發維修檢查證明書；
(b) 依據締約國法律頒發的和依據本規章認可的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的持有人，按執照上簽
註的權利；
(c) 依據執照上簽註權利時指定的任何締約國的法律和規定的任何條件頒發的航空器維修工程
師執照的持有人；

(d) 民航局已經授權在特定情況下可以簽發維修檢查證明書的個人或實體，並按照該授權；或
(e) 經民航局批准作為有能力簽發維修檢查證明書的個人或實體，並按照批准許可權：
但是，在批准維修大綱時，民航局可以在其指令中規定涉及維修大綱及其相關部分的維修檢

查證明書只能由指定執照的持有人簽發。
(4) 第(3)分條提及的個人或實體必須首先證明滿足下列條件，否則不得簽發維修檢查證明書：
(a) 對航空器進行的維修符合該航空器的經批准的維修大綱；
(b) 民航局按照本規章第7條的規定要求進行的檢查和改裝已經完成並有 維修放行證明書 為
證；
(c) 按照第(7)和第(8)分條要求填入航空器技術日誌的缺陷已經糾正或者此項糾正工作已經按
照經民航局批准的程序延期；和
(d) 依據第10條的要求已經簽署維修放行證明書。
(5) 出於第(4)分條的目的，航空器經營人必須為此分條提及的人員提供與所有此類事項相關的所
有必要資料。
(6) 簽署的維修檢查證明書必須一式兩份，在證明書有效期內，一份按本規章第55條要求隨機攜
帶，另一份由經營人保存在航空器以外的其他地方。
(7) 出於上述第(1)分條所述目的，登記地在澳門的航空器每次完成的飛行後，航空器的機長必須
將下列內容填入技術日誌：
(a) 航空器起飛和著陸的時間；
(b) 他∕她知道或懷疑存在對航空器適航性或安全運行有影響的任何缺陷的細節，或者如果沒
有發現有任何缺陷，都應如實記錄；和
(c) 民航局可能要求的與航空器適航或運行有關的其他細節。
(8) 儘管有上述第(7)分條的要求，如果連續多次飛行每一次開始和結束都：
(a) 在同一天；
(b) 在同一機場；並且
(c) 由同一人作為航空器的機長，航空器的機長還是可以在這種連續飛行的最後一次飛行結束
時在技術日誌中填入上述第(7)分條規定的內容，除非他∕她在稍早的飛行中得知有任何缺
陷。
(9) 依據上述第(7)和(8)分條填入技術日誌的任何缺陷被糾正後，本規章第10條要求的維修放行證

明書副本中涉及糾正缺陷所作的工作必須填入技術日誌，記錄的位置和方法應該與填入的缺
陷有關並且易於識別。
(10) 上述第(7)、(8)和(9)分條提及的技術日誌必須按本規章第55條的要求隨機攜帶，並且在地面

必須保留這些分條所提及的填寫條目的副本。
(11) 按本規章第58條的規定，航空器經營人必須保存每一份維修檢查證明書，保存期限為自該證
有效期到期日之後兩年和民航局在任何特殊情況下可能要求延長的期限。
檢查、大修、修理、換件和改裝
10. (1) 在澳門登記的、如果是具備依據本規章頒發或認可的有效適航證的航空器的任何部件或對其
適航性所必須的設備的任何部件進行了大修、修理、換件、改裝、維修或檢查，除非已按
本條的規定對此大修、修理、換件、改裝、維修或檢查頒發了的有效的維修放行證明書，
否則不得飛行。頒發維修放行證明書的情況可能如下：
條件是，如果航空器是在下列不適於操作的地點進行航空器部件或其設備的修理或換件：
(a) 修放行證明書的情況下進行的修理或換件；或
(b) 在航空器所在地點簽發維修放行證明書時，航空器可飛往維修放行證明書所註明的下列
最近地點：
(i) 以機長合理的判斷認為該航空器在載有適當設備的狀況下，航空器可以沿合適的航路
安全抵達的地方；和
(ii) 航空器飛往的地點合理地不危及機上任何人的自由或健康，
在此情況下，航空器機長必須督促在此次飛行之後10日以內向民航局提交關於此次飛行的
書面報告，詳細陳述事情的經過和這樣做的理由。
(2) 下列設備：
(a) 根據附則5規定的設備（附則5第3條除外）；或
(b) 對於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供機上使用或機載救生筏上配備的無線電設備，無論該設備
的配備是否符合本規章或任何規章或據此發佈的任何規定的要求；
在進行大修、修理、改裝或檢查後，不得安裝或置於航空器上使用，除非該設備在安裝或置
於航空器上時具備根據本條款按其實際所需簽發針對大修、修理、改裝或檢查的有效維修放

行證明書。
(3) 出於本規章的目的，維修放行證明書是指一份證明航空器的部件或其設備已經按其實際所需
進行了大修、修理、換件、改裝或維修，所用的方法和使用的材料均為民用航空局一般性地
或是有針對性地對某級別航空器或某架特定航空器批准過的級別，該證明書還應指明其所涉
及的大修、修理、換件、改裝或維修，包括所完成工作的具體細節；在涉及民航局要求的某
項檢查時，可以以此證明已經按照民航局的要求進行了檢查並按照要求完成任何後續的修
理、換件或改裝工作。
(4) 出於本條款的目的，只有下列人員可以簽署維修放行證明書：
(a) 依據本規章頒發授權簽署放行證明書的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的持有人；

(b) 依據締約國法律頒發的和依據本規章認可符合執照簽註權利的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的
持有人；
(c) 依據符合執照簽註權利中規定的締約國法律及其規定的任何條件頒發的航空器維修工程
師執照的持有人；
(d) 經民航局批准的有能力簽發此類證明書的個人或實體；
(e) 在特定情況下經民航局授權簽發該證明書的個人或實體；或者
(f) 僅針對直讀式磁羅盤的調整和補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 – 飛機或飛行領航員執照持有
人。
(5) 按本規章第58條的規定，如果與維修放行證明書有關的航空器是一架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或
航空作業航空器，則航空器營運人必須保存該維修放行證明書，保存期限與要求營運人保
存涉及航空器同一部件或同一設備或儀器的記錄本的時間相同。對於任何其他航空器，航
空器營運人必須保存其維修放行證明書兩年。
(6) 維修放行證明書必須包括下列內容的證明：
(a) 維修的基本細節，包括使用已經批准的資料的詳細參考編號；
(b) 完成維修的日期；
(c) 適用時，批准的維修機構的身份；和
(d) 簽署維修放行證明書的人員或眾人員的身份。
維修工程師執照的簽發
11. (1) 民航局在確認申請人是合適的持照人，已經按民航局要求提交所需憑據、接受民航局所要求
的檢查和測試以證明其具備航空工程的必備知識、經驗、能力和技術，並符合民航局認為合
適的條件，在此情況下民航局可以向該申請人頒發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
(2) 民航局針對飛行機組附加職責頒發的執照賦予持照人行使相應航空技術執照的責任和權利。
(3) 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須按執照中指定的條件授予持照人簽發下列證明的權利：
(a) 指定航空器的維修檢查證明書；
(b) 指定航空器和設備的維修放行證明書；
(c) 指定航空器適合在“A＂類條件下飛行的放飛證明。
(4) 按照本規章第59條的規定，頒發給飛行機組成員以外的航空技術人員的執照及其相應的等級
在執照規定的期限內保持有效，但只要民航局確定申請人符合具有前述資格，可以對其進行
更新。
(5) 出於本規章的目的，民航局可以對任何根據締約國的法律頒發給飛行機組成員以外的航空技

術人員的執照頒發認可證，認可依據。民航局可以根據其認為合適的條件和時限頒發該證。
(6) 收到依據本條款頒發的執照後，持照人必須立即用墨水筆在執照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7) 在遵守本規章任何其他條款的情況下，民航局可以針對本條款完全或按照其認為合適的條
件：
(a) 批准任何培訓或教學課程；
(b) 授權個人進行指定的考試或測試；
(c) 批准個人提供或進行任何培訓或教學課程；和
(d) 批准有資格的人向民航局提供報告和接收此類報告。
航空器設備
12. (1) 航空器必須按照本規章的條款和據此制定的規章要求裝配設備，以符合航空器登記國家或地
區的法律要求，能夠顯示燈光和標誌以及發出信號，否則不得飛行。
(2) 對於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其所需設備（包括無線電及導航設備和本規章要求的其他設備）
必須是附則5相應部分指定適用於一定環境的設備並且必須符合本附則條款要求。除附則5第
3條指定的設備外，這些設備的類型必須是經民航局以一般性地批准的或是針對某一型或某
一架航空器批准的型別並按照經批准的方式安裝。
(3) 在任何特殊情況下，為了方便航空器的航行、實施搜尋和救援活動或航空器上人員的生存，
民航局可以指示在澳門註冊的任何航空器上攜帶其指定的附加或者特殊設備或補給品。
(4) 依據本條款攜帶的設備必須正確安裝或放置和始終放好，並進行維護和調校，以方便使用者
取用。
(5) 供緊急情況使用的設備的位置必須在航空器內外以明晰的標誌標示。特別是每架在澳門登記
的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上必須分別為每位旅客提供或如果經民航局書面許可，必須在各個客
艙的顯著位置展示相關航空器的圖示說明，包括：
(a) 緊急著陸時所採取的防衝撞位置的說明；
(b) 安全帶和安全背帶適當使用方法的說明；
(c) 有關如何找到緊急出口的信息和如何使用的說明；和
(d) 旅客緊急情況講解卡提供的資訊，內容為有關如何找到如被要求按上述第(2)分條配
備的救生衣、逃生滑梯、救生筏和氧氣面罩 的信息和如何使用的說明，包括為就座
於緊急出口的門或窗附近的旅客準備的任何特殊說明。
(6) 航空器上安裝或攜帶的所有設備，無論是否符合本條款的規定，必須正確安裝或放置和始終
放好並進行維護和調校，使其本身不致成為危險源或不致影響航空器適航或任何設備的正常
工作或不致影響航空器安全必需的服務。

(7) 在不妨礙上述第(2)分條規定的情況下，下列所有型別的導航設備（無線電設備除外）中的
任何一類：
(a) 能夠通過計算並利用所得出的加速度和作用於航空器的重力來建立航空器相對於以前某
一位置的方位的設備；和
(b) 能夠自動確定所選擇空中物體的高度和相對方位的設備，
當安裝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上時（無論是否符合本規章或據此制定的任何規章），必須
是經民航局以一般性地批准的或是針對某一型或某一架航空器批准的型別並按照經批准
的方式安裝。
(8) 本條款不適用於相關的無線電設備，但附則5中指定的設備除外。
航空器的無線電設備
13. (1) 航空器必須按照本規章的條款和據此制定的規章要求裝備無線電設備，以符合航空器登記國
家或地區的法律要求，能夠進行通信和為航空器導航，否則不得飛行。
(2) 對於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航空器必須裝備符合附則6要求的無線電設備。
(3) 在任何特定情況下，為了方便航空器的航行、實施搜尋和救援活動或航空器上人員的生存，
民航局可以指示在澳門註冊的任何航空器上攜帶其指定的附加或特殊的無線電設備。
(4) 按本條款規定的無線電設備必須保持可用狀態。
(5)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上裝備的所有無線電設備，無論是否符合本規章或據此制定的任何規章
或下面提出的要求，必須是經民航局批准的適合其用途的類型，並必須經民航局批准的方式
安裝。無論是所裝設備還是其安裝方式未經民航局批准都不得更改。
��設備要求
14. (1) 當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遭損壞，民航局必須依據其頒佈的規章和相應的適航規定以及其認為
合適的條件來判斷損壞的性質是否令航空器不再滿足適航要求。適用條款如下：
(a) 如果航空器在別的國家或地區境內遭遇或確定受到損壞時，該國家或地區的主管當局有
權阻止該航空器恢復飛行，航空器機長或該國家或地區的主管當局須向民航局通報所有
必要的細節以便其作出判斷；
(b) 當民航局認為航空器受損壞而不再適航，民航局必須禁止該航空器恢復飛行直至航空器
恢復至適航狀態為止；
(c) 但是，民航局可以針對特殊情況規定特定的限制條件，允許航空器作一非商業航空運輸
運行，飛往將使航空器恢復適航狀態的機場（或直升機場）
；在規定特定的限制條件時，
民航局須考慮所有根據上款(a)禁止航空器恢復飛行的國家或地區所建議的限制；

(d) 當民航局認為航空器受到損壞但仍然適航，則應根據其認為合適的條件允許該航空器恢
復飛行，儘管所要求攜帶的或按本規章應攜帶的設備的任一項目（包括無線電及導航設
備）在其預定飛行中未予攜帶或處於不可用狀態時，授權允許該航空器在指定的條件下
開始飛行；
(e) 航空器如沒有保持民航局所定義為適航要求的適航狀態時，將被視為不具備運行資格直
至該航空器恢復至適航狀態為止。
(2)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在其預定飛行中如沒有按要求或按本規章規定攜帶任一設備（包括無線
電及導航設備）或該設備處於不可用狀態時，該航空器不得飛行：
(a) 除非營運人已獲頒發依據本條款的授權條件；和
(b) 除非在本規章第24條適用的航空器的情況下，所要求的運行手冊包含附則9第F部分規定
的特定細節。
航空器、發動機和螺旋槳記錄本
15. (1) 除根據本規章要求的任何其他記錄本外，在澳門登記的各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和航空作業航
空器必須保存下列記錄本：
(a) 航空器記錄本；和
(b) 該航空器所安裝的每台發動機的專用記錄本；和
(c) 該航空器所安裝的每具變距螺旋槳的專用記錄本。
記錄本必須包含附則7規定的特定細節。
(2) 每次在記錄本上的記錄必須在相關事件發生後儘快完成，但不得超過事件發生時航空器有效

維修檢查證明書（如適用）到期後的第7天。
(3) 記錄本上填寫的記錄可以參照其他文件並必須清楚註明，對於本規章而言，任何所參照的其
他文件必須視為記錄本的一部分。
(4) 被要求保存記錄本的每架航空器的營運人有責任按照上述第(1)至(3)分條的規定保存或使記
錄本得到保存。
(5) 按本規章第58條的規定，每本記錄本必須由航空器營運人保存直至航空器、發動機或變距螺
旋槳根據實際情況被損毀或永久退役後兩年。
航空器�重���
16. (1) 每架持有依據本規章頒發或認可的有效適航證的航空器必須進行秤重並確定其重心位置，其
時間和方法須符合民航局針對該航空器的要求。

(2) 對航空器進行第(1)分條所述的秤重之後，航空器營運人必須準備一份載重平衡表，列出：
(a) 航空器基本重量，即空機重量加上機上的不可用燃油和不可用滑油的重量以及載重平衡

表上列明的設備重量，或民航局針對該航空器的情況批准的其他重量；和
(b) 航空器在僅包括基本重量所含項目時的重心位置，或經民航局針對該航空器的情況批准
的其他重心位置。
(3) 按本規章第58條的規定，載重平衡表必須由航空器營運人在下次按本條款目的對航空器進行
秤重後繼續保存6個月。
�航檢查及其�行權
17. 民航局在履行本規章所賦予的職責而認為有必要時可以進行檢查、審核、調查、試驗、實驗和
試飛，經民航局書面授權的任何人員在所有合理的時間內有權進入任何對於檢查來說是必要的
場所，對航空器任何部件及其設備的生產或裝配或對與航空器任何部件有關的任何圖紙或其他
文件進行檢查。

第IV部分
航空器的機組及其執�
航空器機組的組成
18. (1) 除非航空器所載的飛行機組在機組人數和說明均滿足航空器登記國或地區的法律的要求，否
則不得實施飛行。
(2) 一架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必須載有符合航空器飛行手冊或運行手冊規定的飛行機組，機組人
數和組成不得低於手冊中的規定。飛行機組所包含的飛行機組成員，除了按航空器飛行手冊
或根據本規章發出或認可的適航證（或如果本規章不要求適航證生效，對於該航空器，如有

適航證，則根據本規章該證持續有效）的其他相關文件規定的最少人數配備外，在必要時還
須考慮所使用航空器型別、有關運行的類別以及飛行機組換班間隔的飛行持續時間等因素需
要增加的成員。
(3) 在澳門登記的、最大起飛質量超過5,700公斤的航空器，在實施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的飛
行時，機上必須至少載有兩名駕駛員作為飛行機組成員。
(4)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實施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的飛行時必須載有：
(a) 作為飛行機組成員的一名飛行領航員；或
(b) 經民航局核准並按獲准條件使用的導航設備；
如果在航路或其任何改航航路上（起飛前計劃的航路或改航航路），航空器預定自起飛點沿
所飛航路飛行將超過500海里並將飛越附則15指定的某個區域的局部。
(5) 上述第(4)分條指出必須配備的飛行領航員是指除按本條款規定配備執行其他職責以外的人
員。
(6) 在澳門登記、按本規章第13條要求須配備無線電通信設備的航空器，必須載有一名空中無線
電通話員作為飛行機組成員，如果需要此人操作無線電報設備，則必須是按本條配備執行其
他職責以外的人員。
(7) 為符合安全目的，民航局可以指令在澳門登記的任何航空器的任何特定經營人，其操作的航
空器或任何與此同類的航空器在民航局規定的情況下不得飛行，除非他們在根據本條第(1)
至(6)分條所要求的飛行機組成員以外，還額外配備有可能在指令中規定的飛行機組成員。

(8) (a) 本條適用於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實施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任何飛行：
(i) 旅客人數為20人或以上；或
(ii) 根據其適航證，載客量超過35人並且至少載有一名旅客。
(b) 適用本條的航班的機組必須包括由經營人或航空器機長指派執行維護旅客安全職責的客

艙乘務員，但他們不得作為飛行機組成員。
(c) 在適用本條的飛行中，必須按每50位旅客或每50旅客座椅至少配備一名客艙乘務員 ，除
非民航局已經向經營人書面發出許可允許其在飛行中的客艙乘務員人數可無須按本款的
方法計算，而經營人又按照該許可發出時授權規定的人數及遵守此項許可的任何其他規
定和條件。
(9) 如果民航局認為合符安全目的，可以指令任何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特定經營人，其經營的
航空器或任何此類航空器不得在民航局指定的情況下飛行。除非在根據上述第（8）分條所
要求的客艙乘務員以外，那些航空器上還額外配備有可能在指令中規定的客艙乘務員 。
(10) 如果航空器在設計上設有單獨的飛行機械員位置時，其飛行機組必須至少包括一名專門指定
在此位置上工作的飛行機械員，除非該位置的有關職責能由飛行機組另一名持有飛行機械員
執照的飛行機組成員在不影響正常工作的情況下圓滿完成。
(11) 在所有的運行中，當駕駛員在其工作位置上不能充分完成民航局指定的、安全飛行所必需的
領航工作時，飛行機組中必須至少有一名持有飛行領航員執照的機組成員。
飛行機組成員 – 執照要求
19. (1) 按本條規定的條件下，任何人不得擔任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飛行機組成員，除非其是持有
民航局發出或認可根據符合本規章條款的有關執照並且適合執行賦予的義務：
未持有飛行無線電通話員執照的人員也可在澳門擔任飛行無線電通話員，前提是：
(a) 該人員是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上接受訓練並履行航空器飛行機組成員的義務；
(b) 該人員得到由民航局就該電臺而發出的無線電話員執照的持有人同意其操作無線電臺；
(c) 僅為傳輸涉及指令、或航空器安全或導航的資訊；
(d) 僅能採用民航空局指定的頻率進行傳輸；
(e) 發射機已經預設到一個或多個指定的頻率上而且在飛行中不能調轉到任何其他頻率上；
(f) 發射機的操作要求僅使用外部開關；並且
(g) 幅射頻率的穩定性由發射機自動維持。
(2) 在符合本條規定的條件下，任何人不得擔任在澳門以外登記的航空器飛行機組成員，除非其
是持有根據符合本規章條款的有關執照並且適合執行賦予的義務，除非：
(a) 就從事以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為目的的飛行的航空器而言，該人員持有根據航空器
登記締約國的法律發出或認可的適當執照；並且
(b) 就任何其他航空器而言，該人員是根據航空器登記締約國的法律或根據本規章發出或認
可的適當執照持有人，並且民航局未特別給予相反的指引。
(3) 出於本條規定目的，根據締約國法律所發出旨在授權其執照持照有人擔任飛行機組成員而不

僅作為學員的執照，除非民航局在特殊情況另給予相反的指示，該執照應該被視為根據本規
章認可的執照，但它並不賦予持照人有權擔任從事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飛行的航空器飛
行機組成員或者作為從事有償服務的任何飛行的飛行機組成員的資格。
(4) 儘管有上述第(1)分條的規定，除非航空器的有效適航證另有要求，任何人即使在不是持有
適合執照的情況下，如果符合下列條件，則在為了駕駛員執照的發出、續期或執照上機型等
級的包括、續期或延長而進行的訓練或考核飛行中擔任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駕駛員從事飛
行：
(a) 航空器上或被牽引的航空器上不得載有任何其他人員，但下列人員除外：
(i) 根據本規章作為飛行機組成員的隨機人員；
(ii) 經民航局授權監察上述訓練或考核或實施上述考核的人員；或
(iii) 如果航空器的機長是適當執照的持有人，作為航空器飛行機組成員是接受訓練或考
核的隨機人員。
飛行機組執照的發出、續期及其效力
20. (1) 民航局是能夠為向操作或擬操作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飛行機組成員發出、認可或續期執照
和等級的唯一實體，擔任或擬擔任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飛行機組成員的人員必須遵循民
航局在附則8中按照規定的各項要求。民航局可以根據下列情況發出、認可或續期此類執
照：
(a) 根據申請人是否具有持有執照的適合身份以及對於該執照所涉及的能力是否具有恰當的
知識、經驗、勝任能力、技能和身體健康，有能力履行執照授予的職責，為此，申請人
可能被要求通過附則 14 所列的相應體格檢查以及任何其他檢查和考核或提供任何其他
作為民航局確定之用的證據；
(b) 對於任何年齡不符合附則8規定的執照或等級的級別的最低年齡者，不得發出任何級別的
執照或等級；並且
(c) 對於年滿65歲以上的任何人，不得續期或發出附則8第1條所指級別的執照。
(2) 在符合執照的任何條件下，任何級別執照均賦予持照人有履行附則8第D部分中所規定的職
責：
條件為：
(a) 在符合下述第(10)和(11)分條及本規章第19條(4)款的規定，任何人無權履行附則8第C部
分就某個等級規定的任何職責，除非其執照包含該等級；
(b) 如果任何人知曉或有理由相信自己的身體狀況暫時或永久性地不適合履行該職責，則該
人無權行使其執照相關的任何職責；並且
(c) 任何人不得履行飛機或∕和直升機儀錶等級 或飛行教員等級相應的職責，除非其執照中
帶有民航局授權簽署的證明書，證明執照持有人在履行飛機儀錶等級職責之日之前6個月
內（適用於儀錶等級 – 飛機）及24個月內（適用於飛行教員等級）已通過一項關於其履

行有關等級職責的能力考核。對於飛行教員等級的考核是在飛行中進行，對於儀錶等級
的考核可在飛行中進行或通過經民航局批准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在地面上模擬的飛行條
件下進行。
(3) 民航局如果經確認申請人具備上述資格並能夠履行相應等級的職責，可以在執照中加註附則
8第C部分規定的任何級別的等級，該等級應被視為執照的組成部分而授權持照人履行該附則
D部分指定的與該等級相應的職能。該附則中所述的儀錶等級可以由民航局為此指定的任何
人進行續期，只要此人通過考核表明申請人依然保持履行相應等級職責的能力。考核可在飛
行中進行或者通過經民航局批准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在地面上模擬類飛行條件下進行。
(4) 在符合本規章第59條的規定，任何執照及其等級在其執照上註明的期限內且不超過附則8中
規定的相應期限內保持有效，並且，經民航局確認申請人適合持照並具備上述資格，則該執
照和等級可由民航局隨時作出續期。
(5)取得依據本條發出的執照後，持照人必須立即用墨水筆在執照上以正常筆體簽字。
(6) 依據本條和附則8的要求發出的飛行機組成員執照的每個持有人，在申請續期其執照和民航
局要求的其他類似情況下，必須接受經民航局在一般情況或針對特定情況下認可的體檢醫師
實施的體格檢查，並由體檢醫師按照民航局要求的格式提交報告。
(7) 依據本條發出的或依據本規章第21條認可的執照持有人：
(a)遭受涉及任何喪失工作能力的個人傷害而不能履行執照賦予的職責；
(b)遭受任何疾病，令其在20天或更多的一段時間內不能履行其相應職責；或
(c) 如果是女性，有理由相信其懷孕。
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民航局報告關於受傷、疾病或懷孕的情況，對於受傷或懷孕的情況必須
儘快向民航局報告，對於疾病的情況必須在20天屆滿時向民航局報告。
(8) 在遇有上述第(7)分條所述的此類傷害或疾病期間，根據本規章附則8中的條款發給飛行機組
成員的執照被視為中止。
下述情況下可恢復被中止的執照：
(a) 持照人通過民航局安排的體檢並宣佈適合恢復執照賦予的職責；或
(b) 按照民航局認為合適的條件，民航局可以免除持照人體檢的要求。
(9) 持照人經過診斷確認懷孕後，依照本條發出的執照必須被視為中止，直至持照人懷孕期結束
後通過體檢並宣佈適合恢復執照規定的義務為止。
(10) 本規章的任何規定不得以其執照中沒有夜間等級為由禁止商用駕駛員執照或航線運輸駕駛
員執照持有人（包括飛機或直升機）擔任在夜間載運旅客的航空器的機長。

(11)本規章的任何條款不得禁止持有駕駛員執照的持有人擔任最大起飛質量不超過5,700公斤的
航空器的駕駛員，如果在有民航局授權的情況下此人依據上述第(1)或(3)分條在對任何人實
施考核，即使其執照所包含的航空器等級沒有列出實施考核的航空器的型別。
(12) 只要附則9第B部分中的任何規定允許在經民航局核准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上進行考核，民
航局則可以按照其認為合適的條件發出這項核准。
(13) 在不影響本規章任何其他條款的情況下，出於本條的目的，民航局可以完全或者根據其認
為合適的條件：
(a)核准任何訓練或教學課程；
(b) 授權給實施指定檢查或考核的人員；並且
(c)核准任何人員提供任何訓練課程或教練課程。
(14) 由民航局根據本規章有關條款發出的人員執照必須按發出執照的規格和細節列出以下內
容：
(i) 中�人民�和國��特別行��（以粗體字顯示）；
(ii) 執照名稱(以非常粗體字顯示)；
(iii) 民航局給予的執照序號，以阿拉伯數字顯示；
(iv) 持照人全名（如果所在國的文字不是羅馬字體，則同時以羅馬字體拼寫）；
(v) 出生日期；
(vi) 持照人地址；
(vii) 持照人國籍；
(viii) 持照人簽名；
(ix) 主管機構，以及發出執照的條件（按需要）；
(x) 涉及對持照人行使執照相應權利的有效性和授權的證明；
(xi) 執照發出人的簽字和發出日期；
(xii) 民航局印章；
(xiii) 等級，如：分類、級別、航空器型別、機體、機場管制等；
(xiv) 備註，即：涉及權利限制和註釋的特殊批註；和
(xv) 民航局要求的任何其他細節。
對 60 周歲及其以上年�駕駛員權利的限制
20A.

持有附則 8 第 1 條(d)、(e)、(f)或(g)款所述等級的執照、年滿 60 周歲的人員不得擔任從事
國際商業航空運輸運行的航空器駕駛員，除非：

(a) 該人員是多人制飛行機組的一名成員；和
(b) 其他駕駛員年齡不超過60周歲。

執照的認可
21. 出於本規章的目的，民航局可以在酌情情況下發出認可證明書，認可根據任何締約國家法律發
出的作為航空器飛行機組成員的任何執照或等級。認可證明書可以是根據附則 8 第 4 條的規定
以及民航局認為合適的條件和期限所發出。
個人飛行日誌
22. 在澳門登記地的航空器的每個飛行機組成員和為了取得根據本規章發出或續期執照的資格而從
事飛行的人員必須持有個人飛行日誌，日誌必須包括以下具體內容：
(a) 飛行日誌持有人的姓名和地址；
(b) 作為航空器飛行機組成員持照人執照上載明的細節（如適用）；
(c) 僱主姓名和地址（如適用）；
(d) 作為航空器飛行機組成員從事過的或者為了取得根據本規章發出或續期動執照的資格的
飛行的細節，包括：
(i) 每次飛行的日期、時間、續航時間和起降地點；
(ii) 航空器類型和登記標誌；
(iii) 持有人在飛行中的職務；
(iv)飛行中的任何特殊情況的細節，包括夜航和儀錶飛行；和
(v) 任何飛行中進行的考核或測驗的細節；和
(e) 飛行模擬訓練裝置上進行的任何考核或檢查的細節，包括：
(i) 測驗或考核的日期；
(ii)飛行模擬訓練裝置的型別；
(iii) 持有人在飛行中的職務；和
(iv) 測驗或考核的性質。
飛行教學
23. (1) 任何人不得在向飛行中或準備駕照某航空器為取得以下資格的任何人員提供飛行教學：
(a)發出駕駛員執照；
(b) 在駕駛員執照中包括航空器等級使持照人有權作為下述航空器的駕駛員：
(i) 多發動機航空器；或

(ii) 附則1第A部分表中所列的任何級別的航空器，
如該人以前未被根據法律允許作為多發動機航空器或者該級別的某航空器（視具體情況
定）的駕駛員的資格；或
(c) 在駕駛員執照中包括或變更除航空器等級以外的任何等級，除非：
(i) 該名提供教練的人員持有根據本規章發出或被認可的執照，授權其擔任為此目的的航
空器機長在此類情況下提供教練的權利；
(ii) 該執照簽註有飛行教員等級，授權持照人根據附則8中針對該等級規定的權利提供教
練；和
(iii) 如果飛行教學已支付報酬，該執照准予持照人擔任航空器機長實施以商業航空運輸
為目的的飛行：
條件是，如果航空器是由一家教與學的雙方都是俱樂部成員的飛行俱樂部所擁有或者由
該俱樂部負責其營運活動，上述第(1)分條(c)(iii)項則不適用。
(2) 出於本條款的目的，如果考慮到所實施的飛行或者飛行教學，任何個人支付或答應支付任何
報酬給任何其他人，或者如果是僱用以取酬為主要目的帶飛人員實施飛行教學，則應視為
要為飛行教學支付報酬。

第V部分
航空器的運行
運行手冊
24. (1) 本條款適用於在澳門登記的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但航空器僅用作預定續航時間不超過60分
鐘的下述飛行除外：
(a) 僅以訓練人員在航空器上履行職責的飛行；或
(b) 預定在同一機場開始和結束的飛行。
(2) (a) 本條款所適用的各航空器經營人必須：
(i) 向其各個運行人員提供一份運行手冊以供使用和參考；
(ii) 保證每份運行手冊為最新版本；和
(iii) 保證在每次飛行各個機組成員都得到一份運行手冊中與其在飛行職責相關的各個部
分。
(b) 每份 運行手冊 必須包含使 運行人員 能夠履行其職責和責任所必需的所有資料和運行指
令，以及其職責與總體運行的關係，特別包括與附則9第A部分規定情況有關的資料和指
令：
但運行手冊不要求包括運行人員可能需要而可以從航空器飛行手冊中得到的任何資料或
指令。
(c) 本條款所適用的各航空器經營人必須向其運行人員提供所營運航空器類型的航空器使用

手冊，包括與航空器運行有關的正常、非正常和應急程序，以作為運行手冊的一部分。
手冊還必須包括所使用的航空器系統和檢查單的詳細內容，手冊的設計必須遵守人為因
素原理。
(3) 本條款所適用的各航空器經營人必須：
(a) 向主管當局或任何被授權的實體提供一份經民航局核准的經營人維修管理手冊；
(b) 確保每份經營人維修管理手冊為最新版本，並將所有修訂的副本迅速送交所有已授予該
手冊的機構或人員；和
(c) 確保每份 經營人維修管理手冊 必須包含使航空器能夠持續適航所必需的所有資料和指
令，特別包括與附則9第E部分規定情況有關的資料和指令。
(d) 每份經營人維修管理手冊必須包含使運行人員能夠履行其職責和責任所必需的全部資料
訊和指令。
(4) 航空器經營人必須向民航局提供一整套現行有效的運行手冊和經營人維修管理手冊以及所有
修正和∕或修訂頁，以供評審和接受並在必要時給予核准。經營人必須對所提及的手冊進行

修訂或增補，並將民航局為確保航空器及其上所載人員或財產的安全或空中航行的安全、有
效和正常而可能要求的強制性資料編入手冊內。
(5) 出於本條款和附則9的目的，運行人員是指經營人為保證航空器安全飛行所僱用的僱員和代
理人，不論他們是否航空器機組成員，並且包括履行上述職責的經營人。經營人必須保證使
其運行人員明確在境外運行時必須遵守運行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法律、規章和程序。
(6) 航空器經營人必須確保所有駕照員熟悉其飛越的區域、使用的機場以及相關導航設備制定
的、與其履行職責相關的法律、規章和程序。經營人必須保證飛行機組的其他成員熟悉在航
空器運行中與其履行職責相關的法律、規章和程序。
(7) 如果在飛行的過程中，航空器上被要求配備的附則5第5條O級所規定的設備失效，該航空器
在剩餘的飛行中必須按照經營人運行手冊的任何有關指令運行。
(8) 航空器經營人必須按照經民航局核准或登記國接受（如航空器不是在澳門登記）的程序，確
保：
(a) 所營運的每架航空器保持適航狀態；
(b) 擬定飛行所需的運行設備和應急設備是可用的；和
(c) 所營運的每架航空器的適航證保持有效。
(9) 除非航空器經由民航局根據合適條款核准的或登記國接受（如航空器不是在澳門登記）的維
修機構維修和放行，經營人不得營運該航空器。
(10) 經營人必須僱用一名或一組人員，以確保所有維修是按照經營人維修管理手冊實施。
訓練手冊
25. (1) 在澳門登記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飛行的各航空器經營人必須：
(a) 向經營人指定實施或監督本規章第26條(2)款所要求的訓練、體驗、實踐或定期考核的每
名人員提供一份訓練手冊；和
(b) 保證每份訓練手冊為最新版本。
(2) 每份 訓練手冊 必須包含使經營人指定的人員在實施或監督本規章第26條(2)款所要求的訓
練、體驗、實踐和定期考核中能夠履行其職責所有必需的所有資料和指令，特別包括與附則
9第C部分規定情況的資料和指令。
(3) (a) 本條款所適用的航空器，航空器經營人除非在實施飛行前不少於30天向民航局提交與航
空器機組相關的訓練手冊，否則不得飛行。
(b) 按下述第(3) 分條(c)項的規定，對訓練手冊所作的任何修訂或增補必須由經營人在其生
效前提交民航局。

(c) 與航空器的訓練、體驗、實踐或定期考核有關的任何修訂或增補必須在提交民航局之後
方可生效。
(d) 在不違反上述第(1)和(2)分條規定的情況下，經營人必須按照民航局可能為保證航空器及
其上載人員或財產的安全，或空中航行的安全、有效和正常的要求對訓練手冊進行修訂
或增補。
商業航空運輸 – 經營人的�任
26. (1)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經營人在未完成下列各項前不得允許航空器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實
施飛行：
(a) 在飛行機組中指定一名駕駛員作為飛行的航空器機長；
(b) 用各種合理的方法確保用於預定航路或任何計劃改航航路上的航空無線電臺和助航設備
對航空器的安全航行是足夠的；
(c)用各種合理的方法確保航空器預定起飛或著陸的機場（或直升機場）及其設施以及可能實
施著陸的任何備降機場（或直升機場）及其設施，在公佈的運行時間內一直處於良好的
工作狀態，能夠隨時為飛行運行提供服務，無論天氣條件如何，尤其是人員和設施必須
按要求配備充足，以保證航空器及其旅客的安全：
但不一定要求航空器經營人確認是否具備足夠的滅火、搜尋、救援以及其他僅在意外發
生之後才需要的服務。
(d) 如果起飛機場的天氣條件等於或低於適用的機場運行最低標準或者由於其他原因不能返
回起飛機場，必須選擇一個起飛備降機場並列入運行飛行計劃。起飛備降機場必須位於
距起飛機場的下述距離以內：
(i) 對於雙發定翼飛機：不大於以單發巡航速度飛行一小時的距離。
(ii) 對於三發或多於三發的定翼飛機：不大於在一台發動機失效時的巡航速度飛行兩小
時的距離。
但對於選作起飛備降機場的機場，所得到的資料必須表明在預計使用的時間內，機場的
狀況將等於或高於該運行相應的機場運行最低標準。
(e) 選擇至少一個目的地備降機場並列入運行飛行計劃和空中交通服務(ATS)飛行計劃，除
非：
(i) 飛行持續時間和當前的氣象條件，可以合理肯定在預計到達預定著陸機場的時刻以及
在預計到達時刻前後一段合理的時間內，可以在目視氣象條件下進近和著陸；或
(ii) 預定著陸的機場位置孤立，而沒有合適的目的地備降機場。
(f) 選擇雙發渦輪定翼飛機延伸航程運行（ETOPS）所需的航路備降機場，該機場必須列入
在運行飛行計劃和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
(g) 遵守本規章附則17所提及的定翼飛機性能使用限制或本規章附則18提及的直升機性能使
用限制。

(h) 為實施儀錶飛行規則（IFR）的飛行選擇備降直升機場，在運行飛行計劃和空中交通服
務飛行計劃中至少必須指定一個合適的備降機場，除非：
(i)飛行持續時間和當時的天氣條件，完全可以肯定在預計到達預定著陸直升機場的時刻
以及在預計到達時刻前後一段合理時間內可以在民航局規定的目視氣象條件下進近和
著陸；或
(ii) 預定著陸的直升機場位置孤立而又沒有合適的備降機場可用。在此情況下必須確定
一個不能返航點（PNR）。
(i) 在下述前提下可以指定適當的近海備降機場：
(i) 只有在不能返航點（PNR）之後才可使用近海備降機場。在不能返航點之前必須使用
岸上備降機場；
(ii) 在確定備降機場適用性時，必須考慮關鍵性操縱系統和關鍵性部件的機械可靠性；
(iii) 在到達備降機場之前，必須能達到一台發動機不工作時的性能水平；
(iv) 必須保證起降平臺的可用性；
(v) 天氣資料必須準確可靠。
註 – 在航空器飛行手冊中規定的著陸技術隨著操縱系統發生故障可能排除某些直升機起
降平臺被列為備降直升機場。
(vi) 如直升機攜帶的燃油足以飛往岸上某個備降機場，則不得使用近海備降機場。這種
情況應屬例外，且不應包括在惡劣天氣條件下商務載重量的增加。
(2)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經營人，不得允許任何人在從事商業航空運輸的任何飛行中作為航空器
機組成員（僅以訓練人員在航空器上履行職責的飛行除外），除非此人已經對其履行的職責
通過附則9第B部分規定的訓練、體驗、實踐和定期考核，並且經營人確認此人能夠勝任其職
責，特別是使用為此目的而提供的機載設備。經營人必須按照附則9第B部分第2條(1)款的要
求保持、保存、建立和提供與前述事項相關的記錄資料。
(3)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經營人不得允許任何飛行機組成員在從事商業航空旅客或貨物運輸的任
何飛行中模擬會嚴重影響航空器飛行性能的緊急或非正常情況。
(4) 在澳門登記從事商業航空旅客運輸的航空器經營人，必須制訂一套與任何機場安全大綱相應
的安全大綱，以確保下列所有要素納入考慮範疇：
(a) 駕駛艙的保安
(i) 所有安裝有駕駛艙艙門的定翼飛機，其艙門必須能夠被鎖住，並且必須制訂方法以便
在客艙有可疑活動或保安被破壞時客艙乘務組能夠謹慎地通知飛行機組。
(ii) 最大總重量超過45500公斤或授權運載多於60名旅客的所有定翼飛機必須裝備為承受
輕兵器火力、手榴彈彈片穿透和非授權人員的暴力闖入而設計的經核准的駕駛艙艙
門。此艙門必須能從任何一駕駛員座位上鎖住和打開。
(iii) 根據第(4)分條(a)(ii)項裝有駕駛艙艙門的所有定翼飛機：

(A) 除非必要時允許授權人員進出外，自登機後外面所有門關閉開始直至這些門為
下飛機打開，此門必須關閉並上鎖；和
(B) 必須提供從任何一駕駛員座位對整個駕駛艙門外側區域進行監視的手段，以核
實請求進入的人員的身份並察覺可疑行為或潛在威脅。
(iv) 上述第(4)分條(a) (ii)項和第(4)分條(a)(iii)(B)項所提及的安裝必須得到定翼飛機設計
國的核准。
(b) 定翼飛機的搜尋程序檢查單
經營人必須保證機上備有一份搜尋程序檢查單，以便在懷疑有破壞行為時根據檢查單的
搜尋程序尋找爆炸物，並在有理由懷疑飛機可能是非法干擾行為的目標時，檢查定翼飛
機上隱藏的武器、爆炸物或其他危險裝置。該檢查單必須包括在發現爆炸物或可疑物時
所採取適當行動步驟的指南以及有關定翼飛機上最低風險爆炸物位置的資料。
(c) 保安培訓大綱
(i) 經營人必須制訂和保留一份核准的保安培訓大綱，確保機組成員以最適當的方式將非
法干擾行為的後果降至最低。大綱必須包括以下要素：
(A) 確定所有發生事件的嚴重程度；
(B) 機組通信和協調；
(C) 適當的自衛反應；
(D) 瞭解恐怖分子的行為以使機組成員能夠應對劫機行為和旅客反應；
(E) 關於各類威脅情況的現場情景培訓演習；
(F) 保護定翼飛機的駕駛艙程序；和定翼飛機搜尋程序以及可行情況下的最低風險爆
炸物位置指南。
(ii) 經營人還必須制定和保持一份訓練大綱，使相關僱員熟悉涉及擬由航空器運載的旅
客、行李、貨物、郵件、設備以及儲備品和供應物品的預防措施和技術，以有助於防
止破壞行為或其他形式的非法干擾。
(d) 報告非法干擾行為
經營人必須保證在非法干擾行為發生後，機長必須立即向民航局提交一份關於此行為的
報告，如有需要，還要提交到其他國家或地區指定的主管當局；
(5)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經營人或指定的代表必須對運行控制負責。
(6)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經營人，必須保證機長在航空器上可以得到航空器飛越區域所有有關搜
尋和救援服務的重要資料。
(7) 安全管理體系
(a) 經營人必須執行民航局可接受的安全管理體系，該體系至少須：
(i) 查明安全危害；

(ii) 保證實施為維持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所必需的補救行動；
(iii) 對達到的安全水平進行持續監督和定期評估；和
(iv) 目的在於不斷提高整體安全水平。
(b) 安全管理體系必須清楚地界定經營人各級的安全問責制，包括高層管理機構的安全直
接問責制。

註：有關安全方案的指南載於國際民航組織的《安全管理手冊》（ Doc9859 號文
件），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的定義載於國際民用航空公約附件11的附篇E中。
(c)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27,000公斤的航空器經營人必須根據附則5等級E的要求制訂並
維持飛行數據分析計劃，作為其安全管理體系的一部分。

註：經營人可與另一方訂立合同，由另一方實施飛行數據分析計劃，而自己則保留維
持此種計劃的總體責任。
(d) 飛行數據分析計劃必須是非懲罰性的，並包含保護數據來源的妥當防護措施。

註1：飛行數據分析計劃的指導材料載於國際民航組織的《安全管理手冊》（SMM）
（Doc 9859 號文件）。
註2：關於保護安全數據收集和處理系統資料的法律指南載於國際民用航空公約附件13
的附篇E中。
(e) 作為其安全管理體系的一部分，經營人必須制訂飛行安全文件系統，以供運行人員使
用和為其提供指導。
(8) 在澳門登記的定翼飛機經營人不得允許其定翼飛機在機場活動區域滑行，除非操縱人員滿足
下列條件：
(a) 已獲得經營人或指定代理人的正式授權；
(b) 對操縱航空器滑行完全勝任；
(c) 有資格使用無線電通信；和
(d) 已經接受過合格人員關於機場佈局、路線、標記、標誌、燈光、空中交通管制信號和指
令、術語和程序等方面的指導，並能夠遵守機場航空器活動安全運行標準的要求。
(9) 在澳門登記的直升機經營人不得允許在沒有合格駕駛員操縱的情況下以動力驅動直升機運
行。
(10) 經營人必須就所有發動機工作情況下的航空器爬升性能發出運行指令並提供有關資料，以
使機長能夠以當時的起飛條件、預期的起飛技術以及附則17和附則18分別提及的從事商業
航空運輸的定翼飛機和直升機的性能使用限制確定在離場階段可以達到的爬升梯度。關於
起飛條件、預期的起飛技術和性能使用限制的資料必須包括在運行手冊中。
(11) 經營人必須對飛行計劃和飛行中修訂計劃制定燃油政策，以保證每次飛行都攜帶有充足的
燃油來完成計劃的運行，並攜帶有備份油量以應付偏離計劃運行的情況。

(12) 經營人必須保證飛行計劃僅以下列因素為依據：
(a) 包含在或源於運行手冊的程序和資料或者當前航空器有效的特定數據；和
(b) 實施飛行的運行條件包括：
(i) 航空器實際油耗數據；
(ii) 預期的質量；
(iii) 預期的氣象條件；和
(iv) 空中交通服務程序和限制。
(13) 經營人必須保證在飛行前計算出的飛行所需的可用燃油包括：
(a) 滑行油量；
(b) 航段油量；
(c) 儲備油量包括：
(i) 應急油量以補償下列情況的用油：
(A) 個別航空器實際油耗與預計油耗資料的差異；
(B) 與預報的氣象條件的差異；和
(C) 計劃航路和∕或巡航高度層∕巡航高度的差異；
(ii) 飛往備降機場的油量，如果要求有一個目的地備降機場；
(iii) 最後的儲備油量；和
(iv) 附加油量，如果運行類型需要；和
(d) 機長要求的額外油量。
(14) 經營人必須保證對飛行中必須改變原定計劃的航路或飛往計劃外的目的地的情況而在飛行
中重新制定計算可用油量的程序包括：
(a) 剩餘航段的航段油量；
(b) 備份油量包括：
(i) 應急油量；
(ii) 飛往備降機場的油量，如果要求有一個目的地備降機場；
(iii) 最後的儲備油量；和
(iv) 附加油量，如果運行類型需要；和
(c)機長要求的額外油量。
(15) 經營人必須保存燃油和滑油記錄，以使民航局能夠確認每次飛行都遵守本條款的要求。經

營人必須將燃油和滑油記錄保存三個月。
裝載 – 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和吊掛裝載物
27. (1) 對於從事商業航空運輸的飛行，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經營人不得指使或允許為航空器裝載或
吊掛任何裝載物，除非在具有裝載物分佈和固定的書面指令的人員監督下以保證：
(a) 裝載物可以在該航班中安全運載；和
(b) 任何在航空器有效適航證上有關航空器裝載所發出或認可的條件都得到遵守。
(2) 該指令必須指出航空器為提供服務所準備的重量，即基本重量（顯示在本規章第16條所述的
載重報表中）和經營人認為適當包括在航空器上的機載附加物品重量的總和；指令還必須指
出包括在航空器為提供服務所準備的重量中的附加物品並指出航空器在該重量時的重心位
置：
但本分條不適用於涉及下列飛行：
(a) 航空器最大審定起飛質量不超過 1,150 公斤；或
(b) 航空器最大審定起飛質量不超過2,730公斤而預定續航時間不超過60分鐘的下列一種飛
行：
(i) 僅以訓練人員在航空器上履行職責的飛行；或
(ii) 預定在同一機場開始和結束的飛行。
(3) 航空器經營人不得指使或允許航空器在違反上述第(1)分條提及的指令情況下進行裝載。
(4) 在任何此類飛行開始前，監督航空器裝載的人員必須按照下述第(6)分條規定的要求製作一
式兩份的裝載艙單並在簽字後將該裝載艙單提交航空器機長檢查（除非他∕她是航空器的機
長），在確認航空器按上述第(1)分條要求的方法裝載後，機長必須在裝載艙單上簽名：
但本條款前面所述的要求不適用於下列情況：
(a) 預定本次飛行的載荷及其分佈和固定方式將與前次飛行的情況相同，而且航空器機長在
上一飛行的裝載艙單上對此作出簽註和說明，指出簽註的日期、預定下一飛行的起飛地
點和預定的下一目的地；或
(b) 第(2)分條不適用於所涉及的飛行。
(5) 按照本規章第55條的要求，一份裝載艙單必須隨機攜帶直至與其相關的飛行結束，而該裝載
艙單的另一副本和本條款提及的指令不得隨機攜帶而必須由經營人保存到飛行完成後的6個
月。
(6) 上述第(4)分條所要求的每份裝載艙單必須包含下列內容：
(a) 與裝載艙單有關的航空器的起航點和民航局分配給航空器的登記標誌；
(b) 與裝載艙單有關的飛行的具體細節；

(c) 此次飛行所裝載的航空器的總重量；
(d) 按配載可以計算出航空器總重量的各項目的重量，特別包括航空器為服務所準備的重量
和預定隨機載運的旅客、機組、行李和貨物等各分項的總重量；
(e) 大致符合相關適航證允許程度的載荷分佈方式和航空器最終重心位置；和
(f) 上述第(1)分條提及的負責裝載航空器的人員的簽字，表明該航空器已經按照航空器經營
人依據此分條提供的書面指令完成裝載。
(7) 為了計算航空器的總重量，填入裝載艙單的旅客和機組的各自總重量必須依據每個人員的實
際重量計算，為此每個人員必須分別稱重：
倘若航空器能容納的座位總數為12座或更多，按第(8)分條的規定，重量計算可以依據下表並
在裝載艙單上註明。
表
(a) 男性

75公斤

(b) 女性

65公斤

(c) 兩歲及以上、十二歲以下的兒童

40公斤

(d) 兩歲以下的幼兒

10公斤

(8) 如果航空器機長按其意見認為對航空器的安全有必要這樣做，則可要求任何或所有旅客和機
組進行實際稱重以便填寫裝載艙單。
(9) 在澳門登記從事商業航空旅客運輸飛行的航空器經營人不得指使或允許將行李帶入航空器的
客艙內，除非該行李可以妥善儲藏，對於能夠容納30座以上旅客的航空器，該行李的尺寸不
得超過民航局為儲藏行李於客艙內所核准的空間容積。

商業航空運輸 – 運行條件
28. (1)除非已符合有關其載重與平衡和相關性能，以及其特定氣象條件的飛行或夜航所規定的要
求，否則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不得從事商業航空運輸。澳門登記的航空器不得以單一駕駛員
在儀錶飛行規則，或在夜間進行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的飛行。
(2) 評估航空器的能力是否符合上述第(1)分條的規定必須以該航空器適航證中所包含的性能資
料為依據，如果其中可供評估參考的資訊不夠充分，評估則必須以航空器機長所能得到的最
佳資料為依據。
(3) 本規章第24條所適用的各航空器必須遵守附則9第D部分中關於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

低標準和起飛、進近到著陸和著陸的天氣條件的要求。

(4)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當其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在水域上空實施飛行時，除起飛或著陸的
必要情況外，必須以一定的高度飛行以使航空器在以下情況下：
(a) 如果航空器只有一台發動機而該發動機失效；和
(b) 如果航空器有一台以上的發動機而其中一台發動機失效，以剩餘一台或多台發動機按照

航空器飛行手冊中規定的最大連續功率工作，
能夠以足夠的高度飛抵可安全著陸的地方。
(5) 澳門的雙發渦輪定翼飛機不得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實施延伸航程運行，除非在飛行中預期
的天氣條件下，在航路或計劃改航航路上任何一點以單發巡航速度飛到合適機場的飛行時間
不超過60分鐘。但符合民航局發出經營人的書面許可條件除外。
(6) 對此類運行發出上述書面許可時，民航局必須保證：
(a) 定翼飛機型別的適航審定；
(b) 推力系統的可靠性；和
(c) 經營人的維修程序、運行措施、飛行簽派程序和機組訓練大綱；
均能達到本規章預期的整體安全水平。在進行這種評估時，必須考慮飛行航路、預期的運行
條件和合適的航路備降機場的位置。
(7) 除非在可能到達航路備降機場的時間內，所需的航路備降機場可供使用，並且得到的資料表
明那些機場的條件等於或高於民航局核准運行的機場運行最低標準，否則不得開始實施符合
上述第(5)分條的飛行。
機場（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
29. (1) 在澳門以外登記的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不得在澳門境內或上空飛行，除非其經營人已經向民
航局提交可能隨時被要求有關由經營人對澳門機場（或直升機場）制定的、用於限制航空器
起飛或著陸的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的具體細節，包括經營人所發佈關於天氣條
件的任何指令。該航空器不得在澳門境內或上空飛行，除非其經營人已經按照規定修訂或增
補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並遵照民航局為保證航空器的安全或空中航行的安全、
效率或正常所發佈的任何指令執行。
(2) 在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低於附則9規定的與該機場（或直升機場）相關的運行
最低標準、或者在違反上述第(1)分條提及的指令的情況下，在澳門以外登記的商業航空運輸
航空器不得在澳門機場開始或結束飛行。
(3) 在不違反上述第(2)分條規定的情況下，若當機場的跑道視程範圍低於依據上述第(1)分條建
立的最低著陸標準時，在澳門以外登記的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不得在澳門的機場開始或繼續
進近到著陸。

(4) 出於本條款的目的，就跑道或簡易跑道而言，跑道視程範圍是指航空器駕駛員在跑道中心線
上能夠看到跑道表面標誌或者跑道邊線燈光或者中線燈光時的距離，或者對於澳門的機場而
言，是指由機場有關負責人員向航空器機長通報的作為跑道視程範圍的距離（如適用）。
(5) 在澳門登記的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經營人必須針對運行中使用的各機場（或直升機場）制定

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民航局必須審批其確定這些標準的方法。除非經其所在
國家或地區核准，否則這些標準不得低於機場所在國家或地區可能為該機場（或直升機場）
所制定的最低標準。
(6) 制定適用於在澳門登記的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的任何特殊運行的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

低標準必須依據附則9第D部分的規定並且須經民航局核准。
航空器機長飛行前的行動
30.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機長在航空器起飛前必須確認：
(a)在考慮所獲得的關於所使用航路和機場（或直升機場）的最新資料、天氣報告和預報，以
及當飛行不能按計劃完成時可供採用的任何備用行動後，飛行可以安全地實施，尤其涉
及以下情況：
(i) 除非當前的氣象報告或當前報告和預報的綜合情況表明，按目視飛行規則所飛航路或
航段的氣象條件在相應的時間內符合目視飛行規則要求，否則不得開始目視飛行規則
（VFR）的飛行；
(ii) 除非現有資料表明，在預定到達時間，預定著陸機場（或直升機場）或者在需要目
的地備降機場情況下至少一個目的地備降機場（或直升機場）的條件達到或高於機場

（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否則不得開始儀錶飛行規則（IFR）的飛行。
(b) (i) 本規章要求在預定飛行中攜帶的設備均已攜帶，包括無線電導航設備，並且符合附則
9第F部分的要求處於良好、充足和合法的使用狀態；或
(ii) 可以符合依據本規章第14條發給經營人許可的條件開始飛行；
(iii)詳細遵從附則9第A部分第1分條(b)款中提及的檢查單；
(c) 航空器在各方面均適合預定的飛行並且具有本規章第10條要求的維修放行證明書，和本
規章第9條(1)款要求的有效維修檢查證明書，此證明書必須是有效的而將不會在預定的飛
行中停止其有效性；
(d) 航空器能夠安全飛行的質量和重心位置，以及可以安全地在預定的飛行中裝載的航空器
載荷重量、分佈和固定方法；
(e) 對於動力驅動的航空器或飛艇，已經為預定的飛行攜帶充足的燃油、滑油和發動機冷卻
劑（如需要）並留有安全餘量以應付意外事故，而對於從事商業航空運輸的飛行，則已
經依據下述第30條(i)項的規定遵守運行手冊中涉及燃油、滑油和發動機冷卻劑的相關指
令；

(f) 對於航空器，在預定飛行所預期的條件下的性能（對從事商業航空運輸的航空器，定翼
飛機使用限制參見附則17或者直升機使用限制參見附則18，如適用）和起飛地點、預定
目的地和預定航路上的任何障礙物，航空器能夠安全起飛、到達並保持安全高度進而在
預定的目的地機場安全著陸；
(g) 航空器各機組成員都已遵守由經營人制定並列入運行手冊或其他文件的任何航行前檢查
系統；
(h) 對於從事商業航空運輸的航空器，經營人必須完成運行飛行計劃，其內容和使用方法必
須在運行手冊中載明；
(i) 考慮在飛行中的氣象條件和任何預期的延誤，航空器必須攜帶充足的燃油和滑油以保證
能夠安全地完成飛行，否則不得開始飛行。此外，還必須攜帶備份油量以應付意外事
故。
機長的責任和旅客的講解
31.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在艙門關閉以後，機長必須對航空器上所有機組人員、旅客和貨物的安
全負責。在航空器從為起飛目的開始移動時起至飛行結束後航空器完全停止和作為主要推力的
發動機關機（或直升機旋翼停止）為止的時間內，機長還必須對航空器的運行和安全負責，並
且必須採取所有合理步驟以保證：
(a) 在任何航班上航空器起飛前，所有旅客已使熟悉應急出口、安全帶（帶有斜跨式肩帶，
如要求配備）、安全背帶和（如要求配備）氧氣設備、救生衣，以及本規章要求並計劃
在航空器發生緊急情況下供旅客各自使用的所有應急設備，包括旅客應急講解卡的位置
和使用方法；
(b) 在任何航班上航空器起飛前，所有旅客己被明確告知並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在飛行的某些
階段旅客不得各自使用可能危及飛行或其旅客安全的某些電子裝置或任何其他個人物
品；和
(c) 在緊急情況下，向所有旅客講解他們應該採取的緊急措施。
駕駛員留在操縱崗位
32. (1)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機長必須要求一名駕駛員在航空器飛行中的所有時間留在操縱崗位上。
如果該航空器按本規章要求配備兩名駕駛員，則機長必須促使兩名駕駛員在起飛和著陸期間
以及在飛行中留在操縱崗位上，但為履行與航空器運行有關職責或因生理需要而有必要離開
的情況除外。如果航空器上有兩名或兩名以上駕駛員（無論是否被要求這樣做）並且是為商
業航空旅客運輸實施飛行，則機長必須在起飛和著陸期間留在操縱崗位上。
(2) 在操縱崗位上的每個駕駛員必須使用帶有或沒有斜跨式肩帶的安全帶將其繫留在座椅上。
(3) 在澳門登記從事商業航空運輸的航空器上坐在駕駛員座椅上的任何飛行機組成員必須在起飛
和著陸期間系好安全背帶；所有其他飛行機組成員在起飛和著陸期間除肩帶妨礙其執行任務
時可以鬆開肩帶（但座椅安全帶必須保持系好）外，也必須繫好安全背帶。

商業航空旅客運輸 – 機長的其���
33. (1) 本條款適用於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以商業航空旅客運輸為目的的飛行。
(2) 對於適用本條款的每次飛行，航空器機長必須：
(a) (i) 如果該航空器不是水上飛機，但預定飛行航路會飛到距離最近的陸地超過飛行時間30
分鐘（在靜風中以相關適航證指定符合水上飛行管制的速度飛行）的地方，航空器機
長必須採取一切適當措施以保證在起飛前所有旅客被給予了本規章為旅客使用而要求
的救生衣使用方法演示；
(ii) 如果該航空器不是水上飛機，但本規章第18條(8)款要求須載有客艙乘務組，航空器
機長必須採取一切適當措施以保證航空器在下述飛行起飛前：
(A) 預計飛離陸地的距離超過其滑翔距離；或
(B) 在計劃的目的地機場或任何可能的目的地備降機場，起飛或著陸期間遇有任何緊
急情況時，航空器有合理可能會被迫在水上降落，
所有旅客被給予了本規章為旅客使用而要求的救生衣使用方法演示，但由於航空器有可能被
迫降在水面上的一個或多個目的地備降機場，因此演示只有決定了改航到那一機場時才須進
行；
(b) 如果該航空器是水上飛機，航空器機長必須採取一切適當措施以保證在航空器起飛前所
有旅客被給予了上述第(2)分條(a)項提及的設備使用方法演示；
(c) 在航空器起飛和著陸前以及任何時間為安全理由需要時，採取一切適當措施保證航空器
的客艙機組正確坐好並繫上安全帶或安全背帶（如配備），並且確保根據本規章第18條
(8)款配備的所有隨機人員都妥善地固定在客艙內位於能讓這些人員能夠及時協助旅客的
座椅上；
(d) 在航空器起飛和著陸前以及在飛行中因顛簸氣流或出現任何緊急情況期間其認為有預防
必要時：
(i) 採取一切適當措施以保證所有兩歲或以上的旅客正確固定在其座椅上並繫上安全帶
（以及斜跨式肩帶，如要求配備）或安全背帶，而所有兩歲以下的旅客用幼兒緊固裝
置正確固定好；和
(ii) 採取一切適當措施以保證客艙中那些因尺寸、重量和屬性而有理由認為應該繫牢的
行李已被正確固定，如果航空器能夠容納多於30名旅客的座位，則這些行李是存放在
經民航局為此目的而核准的客艙儲藏空間內；
(e) 除非在整個飛行過程中，所有客艙和駕駛艙的壓力都保持在700毫巴以上，否則應採取一
切適當措施保證：
(i) 當航空器到達飛行高度層FL100之前，向所有旅客演示依據本規章第12條的要求裝備
在航空器上提供氧氣的使用方法；
(ii) 當航空器在高於飛行高度層FL130飛行時，建議所有旅客和客艙乘務組使用氧氣；

(iii) 當航空器在飛行高度層FL100以上飛行的任何期間，航空器的所有飛行機組成員應使
用氧氣；和
(iv) 當發生失壓並有必要實施緊急下降時，應向客艙乘務組提供相應的保護，以使其儘
可能保持知覺，並且在緊急情況之後轉入穩定飛行時能夠對旅客實施急救。同時應
採用相應的設備或操作程序對旅客進行保護，以保證在發生失壓而受缺氧影響後仍
能保持生存機會。
(3) 所有水上飛行的直升機必須被證明其能夠在經民航局核准的條件下進行水上迫降，並符合以
下要求：
(a) 裝備有永久式或快速收放式的漂浮設備，以保證直升機在下列情況安全迫降水上：
(i) 1 級或 2 級性能直升機在水面上空飛行時離岸的距離超過正常巡航速度飛行 10 分鐘；
或
(ii) 3級性能直升機在水面上空飛行時離岸超過自轉或安全迫降著陸距離；和
(b) 海面情況必須作為水上迫降資料中一個不可缺少的部分。
飛行簽�和飛行運行人員
34. (1) 按本條款的各項規定，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經營人對於可能被要求使用經核准的飛行監督方
法必須使用由飛行運行人員執照的持有人所提供的服務，結合經核准的飛行監督方法所僱用
的飛行運行人員必須：
(a) 協助機長進行飛行準備，並提供所需的有關資料；
(b) 協助機長準備運行飛行計劃和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簽署飛行計劃（如適用），並向
有關的空中交通服務部門提交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
(c) 通過適當方法向飛行中的機長提供安全飛行所需的資料；和
(d) 出現緊急情況時，啟動運行手冊中規定的程序；
(e) 避免採取會與下述機構制定程序發生衝突的任何行動：
(i) 空中交通管制；
(ii) 氣象服務；或
(iii) 通信服務。
(2) 民航局可以依據其認為合適的條件，按其對申請人身份、年齡、知識、經驗、能力和技能的
滿意程度向任何擬成為飛行運行員的人員發出執照，為此申請人必須提交民航局可能對其要
求的此類證明和通過此類考試和測試：
(a) 但民航局不得將飛行運行人員的執照發出予年齡不足21歲的人員；
(b) 申請人符合本規章附則4中所列的要求。

(3) 每本由民航局旨在授權予持有人擔任飛行運行員而發出的執照，僅使相關持照人在執行飛行
運行簽派和飛行監督任務時有效。
(4) 在申請人圓滿完成經核准的訓練課程或滿足了本規章附則4所述的有關必要經驗的任何其他
要求後，申請人必須在緊接申請日前的6個月內，在一位持有執照的飛行運行員的監督下服
務一段不少於90天的見習期。
(5) 按本規章第59條的規定，飛行運行員的執照在其載明的期限內保持有效，民航局可以在確認
申請人是有能力並具備前述資格後，依據本規章附則4所述的續期期限對其執照進行續期。
(6) 每一次計劃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實施的飛行必須制定運行飛行計劃。運行飛行計劃必須經
過機長的核准和簽字，以及飛行運行員的簽字，其副本必須由經營人或其指定代理人保存，
或者，如果這些程序不可行，該計劃則必須留給機場（或直升機場）當局或保存在離場地點
的一個合適地方。運行手冊必須說明運行飛行計劃的內容和使用方法。
(7) 如可行，涉及更改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的運行指令在發給航空器之前，必須和有關的空中
交通服務部門進行協調。當無法進行上述協調時，運行指令應要求機長在飛行計劃改變之前
在可能的情況下從空中交通服務部門取得相應許可。
航空器無線電的使用
35. (1) 除非符合依據航空器登記國或地區法律就該航空器的無線電臺所發出的執照條件，並由持
有正式執照或其他依法律允許操作無線電臺的人員所操作，否則，無論航空器是否在飛行
中，不得操作航空器上的無線電臺。
(2) 每當航空器是按本規章要求在裝有無線電通信設備飛行的情況下，必須有一名飛行機組成員
保持連續無線電守聽，收聽按所通知的頻率發出的信號，或從一適當或航空無線電台接收信
息指定的信號以供航空器使用：
條件是：
(a) 在前述信息所允許的情況下或因安全理由，可以在另一頻率上作不連續或連續的無線電
守聽；和
(b) 守聽可由安裝在航空器上的裝置來進行，如果：
(i)相應的航空無線電臺已被通知並且沒有提出反對；和
(ii) 該電臺已被通知，或在該電臺不是設在澳門的情況下被另外指定為此發射合適的信
號。
(3) 航空器無線電臺的使用不得產生可能會削弱航空電信或導航服務效率的干擾，尤其不得進行
下列以外的發射：
(a) 符合一般國際航空慣例，在該航空器正在飛行的空域內以屆時所使用的等級和頻率進行
發射；

(b) 符合一般國際航空慣例，有關遇險、緊急和安全信息及信號的發射；
(c) 符合一般國際航空慣例，有關該航空器飛行的信息及信號的發射；
(d) 上述第(1)分條提及的航空器無線電臺執照所允許或依據此執照可以發射的公共通信信
息。
(4) 在澳門登記並從事商業航空運輸的任何航空器上，必須配備供所有飛行機組成員使用的內部
通話系統，包括吊杆式或喉式麥克風［不是供駕駛員和飛行機械員（如適用）使用的手提式
麥克風］。在過渡高度層∕過渡高度以下，所有需要在駕駛艙執行勤務的飛行機組成員必須
通過吊杆式或喉式麥克風進行通話。
航空電臺報務員
36. (1) 按本條款的各項規定，航空無線電臺只能由持有正式執照的航空電臺報務員操作。
(2) 民航局可以依據其認為合適的條件，按其對申請人身份、年齡、知識、經驗、能力和技能的
滿意程度向任何擬成為航空電臺報務員的人員發出執照，為此申請人必須提交民航局可能對
其要求的此類證明和通過此類考試和測試：
(a) 但是民航局不得向年齡不足18歲的人員發出航空電臺報務員執照；
(b) 民航局認為合符資格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可以被視為滿足所需條件，因此不必持有航空電
臺報務員執照。
(c) 民航局接受的駕駛員執照持有人可以被視為已經符合必要的條件，因此不必持有航空電
臺報務員執照。
(3) 作為航空電臺報務員的每個人員必須符合本規章附則4中所規定的在澳門持有航空電臺報務
員執照所要求的條件。
��導航性能
37. (1)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不得在附則16中規定的空域內飛行，除非：
(a) 該航空器配備使其能夠保持附則16所規定導航性能能力的導航系統；
(b) 上述第(1)分條(a)款所要求的導航系統得到經民航局核准並按民航局核准的方式進行安裝
和維護；
(c) 上述第(1)分條(a)款所要求的導航系統操作程序得到民航局的核准；
(d) 當航空器在附則16規定的空域內飛行時，該設備按照核准的程序操作。
飛行記�系統的使用�記�的保存
38. (1) 航空器經營人或本規章第4條(3)款所提及合資格的人員必須一直按照本規章第58條的規定，
保存：

(a) 第4條(2)款(l)、(m)、(n)和(o)項和附則5第P級設備所要求的由定翼飛機機載飛行數據記錄
器所作的記錄；或
(b) 第4條(2)款(t)、(u)和(v)項和附則5第AA級設備所要求的由直升機機載飛行數據記錄器所
作的記錄。
(2) 航空器經營人必須將上述第(1)分條提及的記錄，按民航局對特定情況可能提出的時段進行保
存。
(3) 對於按本規章要求配備有飛行數據記錄器（FDR）或駕駛艙語音記錄器（CVR）的任何航班
上：
(a) 在定翼飛機上，記錄器從起飛滑跑開始至著陸滑跑結束都必須一直使用；和
(b) 在直升機上，記錄器從旋翼為起飛開始轉動至旋翼停止轉動為止都必須一直使用。
(4) 為保存飛行記錄器的記錄，在發生意外或事故的飛行結束後必須關斷飛行記錄器（飛行數據
記錄器和駕駛艙語音記錄器）。在依據國際民航組織附件13所修訂的規定對飛行記錄器進行
處理前，不得重新接通飛行記錄器。
(5) 必須對飛行數據和駕駛艙語音記錄器系統的記錄進行運行檢查和評估，以確保記錄儀的持續
可用性。
空投人員、動物和物品
39. (1) 不得從飛行中的航空器上空投或准許空投物品和動物（無論是否繫有降落傘）以致危及人員
或財產的安全。
(2) 不得在澳門境內從飛行中的航空器上空投或准許空投物品、動物和人員（無論是否繫有降落
傘）到地面：
但本分條不適用於緊急情況下從航空器上用降落傘空降人員或由航空器機長在下列情況下授
權空投物品：
(a) 為拯救生命而進行的物品空投；
(b) 航空器在緊急情況下的燃油或其他物品的棄投；
(c) 按照慣例或依據本規章僅為航空器導航而進行的物品空投；
(d) 如果得到民航局的許可並符合任何為該許可所接受的條件，則可為了農業，園藝或公共
衛生或者作為應付不良天氣狀況或油污染，或為上述目的空投物品訓練而進行的物品空
投。
(3) 出於本條款的目的，空投包括投擲和下放。
(4) 本條款不得禁止從直升機上下放任何人員或動物到地面，如果依據直升機登記締約國的法律

發出或認可的適航證上有明確條款指定該直升機可以用於此目的。
武器或戰爭軍火的載運
40. (1) 航空器不得載運任何戰爭軍火。
(2) 任何人員知道或有理由相信或懷疑任何物品是戰爭軍火，卻將其帶上或讓人帶上航空器、或
為隨機載運而交託或讓人交託均是違法行為。
(3) 出於本條款的目的，戰爭軍火是指此種設計用於戰爭或殘害人員的武器和彈藥，包括為此種
武器和彈藥而設計的部件。
危險品的載運
41. (1) 航空器不得載運危險品，但附則20中和下列的物品除外：
(a) 依據民航局對一般航空器或任何級別的航空器可能作出允許運載危險品的規定而載運的
物品；
(b) 具有民航局書面許可並符合該許可所依據的任何條件所載運的物品；
(c) 為了保證航空器的正常航行或安全或機上任何人員的健康，經營人同意在航空器上載運
的物品；和
(d) 如果澳門特別行政區和航空器登記國或地區之間有效的協議允許在該登記國或地區登記
的航空器在澳門境內載運危險品，則可載運根據該航空器登記國或地區法律允許載運的
物品。
(2) 本規章允許航空器載運的危險品不得作為貨物裝載到航空器內，除非：
(a) 物品的發貨人已經向航空器經營人書面提交有關物品的性質及其帶來危險的細節；和
(b) 物品已被妥善包裝並且其包裝容器上有正確清楚地加註有標記和標籤，以便提醒人員對
裝載這些物品到航空器內的危險。
(3) 任何航空器經營人都必須：
(a) 保證旅客被告知禁止作為託運行李或隨身物品帶上飛機的各類物品；
(b) 保證飛行機組和其他僱員，包括其代理人，獲得提供相關資訊和培訓使他們能夠履行其
涉及危險品運輸的責任；
(c) 在任何有關危險品運輸的訓練課程開始前，訓練課程及其大綱必須提交民航局以供核
准；和
(d)在切實可行的範圍內和在任何飛行開始前儘快以書面形式將隨機載運的任何危險品的性質
及其帶來的危險以及該物品的重量或數量通知航空器機長。
(4) 任何人知道或應該知道或懷疑任何物品是本條款禁止載運的危險品，卻將該物品帶上或讓人
帶上任何航空器，或交託運或讓人交託運均是違法行為。

(5) 任何航空器經營人必須在切實可行的範圍內將任何危險品的意外或事故儘快向民航局作出通
知。
(6) 在任何危險品意外或事故發生時，民航局必須按照其認為必要的方式啟動調查工作。
(7) 對於上述第(6)分條提及的任何調查，任何經民航局授權執行調查的人員可以：
(a) 要求其認為必要的人員回答任何問題或提供任何資料或出示任何文件、書證和物品並保
存該文件、書證和物品直至調查結束為止；
(b) 接近和檢查任何運送的物品；和
(c) 進入和檢查其認為有必要進入或檢查的任何地方。
(8) 本條所使用的術語含義載於附則20：
(9) 本條款須視作第40條的補充而不妨礙其有效性。
載運人員的方�
42. 任何人員不得在飛行中處於航空器中不是為載運人員而設計的部位內或其上，尤其是不得位於
航空器的機翼上或起落架處。
但有關人員可以臨時進入：
(a) 航空器的任何部分，以便採取必要措施保護航空器或其中人員或貨物的安全；或
(b) 航空器上載運貨物或儲備物品而其設計可供人員其設計允許人員在飛行中進入的任何部
分。
出口和�����
43. (1) 本條款適用於在澳門登記的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
(2) 每當適用本條款的航空器載運旅客時，航空器各個出口和其內部的各個艙門必須處於正常工
作狀態，並且在起飛、著陸和任何緊急情況時，各出口和艙門必須保持在不受阻礙和非鎖定
狀態，以免妨礙、影響或延誤旅客的使用：
條件是：
(a) 如果某出口按照民航局以一般慣例或對航空器的某個級別或特定航空器而核准的佈置要
求不須供旅客使用，則該出口可以被貨物遮擋；
(b) 如果航空器的機長作出決定，位於駕駛艙和任何相鄰客艙之間可供旅客進入的門可被鎖
定或閂上，以防止旅客進入駕駛艙；和
(c) 本條款不適用於任何不在工作狀態而不會在緊急情況下阻礙、影響或延誤旅客撤離航空

器的內部艙門。
(3) 航空器的每個出口必須標有EXIT或EMERGENCY EXIT字樣的英文和中文標示。
(4) (a) 航空器的每個出口必須標有英文和中文的說明和圖解，以指示開啟出口的正確方法。
(b) 標誌必須置於艙門的內面或其附近，或該出口的其他關閉處，如果艙門或出口可以從航
空器外開啟 ，則必須置於其外面或附近。
(5) (a) 適用於本條款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3,600公斤的各航空器，必須在機身表面作出標誌以
表示在緊急救援時機外人員能夠快捷有效地破開機身的部位（本分條中稱為破開區
域）。
(b) 破開區域必須為長方形，四角採用直角標誌，各個標誌的外側邊長必須為9厘米，寬度
為3厘米。
(c) 如果角的標誌相距超過2米，則其間必須加入一條9厘米×3厘米的線，使任何兩個相鄰標
誌的距離不超過2米。
(d) 每個破開區域的中央位置必須以英文和中文標出“CUT HERE IN EMERGENCY（緊急
情況時在�破開）�。
(6) 適用於本條款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5,700公斤的各航空器，該航空器上供旅客在緊急情況
下使用的每個出口，必須用寬度不少於5厘米的線條在航空器的表面畫出出口的輪廓。
(7) 本條款所要求的標誌必須：
(a) 通過噴漆或其他等效恒久的方法使其牢固；
(b) 使用紅色，上述第(6)分條所要求的標誌除外。對於任何相鄰的底色使紅色標誌不易分
辮，則必須用白色或一些其他對比顏色畫出輪廓使其易於分辮；
(c) 對於上述第(6)分條所要求的標誌，其顏色須與底色形成明顯的對比；
(d) 在任何時間均保持清潔明晰。
(8) 如果航空器的一個出口（但不超過一個）在某地出現故障，而在當地無法對其修理或更換，
則本條款不得禁止該航空器載運旅客前往能夠修理或更換該出口的下一著陸地點：
條件是：
(a) 載運的旅客數和旅客所佔用座椅的位置符合民航局對特定航空器或航空器的某個級別而
核准的佈置要求；和
(b) 按 照 核 准 的 佈 置 要 求 ， 該 出 口 須 用 鎖 或 其 他 方 法 緊 固 ， 遮 蓋 其 上 有 EXIT 或
EMERGENCY EXIT的字樣，並在出口處標上直徑不少於23厘米的紅色圓形標誌，之間
附有一白色橫條，其上面著有紅色NO EXIT的英、中文字樣。
��航空器的��

44. 任何人員不得故意或因疏忽而危及航空器或機上任何人員的安全，不論是透過干擾航空器飛行
機組的任何成員、損壞航空器或其設備、擾亂秩序或其他任何方法。
危及任何人員或財產的安全
45. 任何人員不得故意或因疏忽導致或允許航空器危及任何人或財產的安全。
航空器內醉酒和精神物品的使用
46. (1) 任何人員在醉酒時不得進入任何航空器或在任何航空器內醉酒。
(2) 任何人員在藥物影響下以至其神志達致受損程度時，不得進入或留在任何航空器內。
(3) 任何人員在擔任航空器機組成員或以此目的隨機時，不得處於醉酒或藥物的影響之下。
(4) 本規章所涉及的執照持有人不得濫用任何精神物品，以致可能使其無法安全、正確地履行其
執照和相關等級的權利。
(5) 民航局應該在可行的範圍內，儘量保證查明所有濫用任何精神物品的執照持有人，並從涉及
安全的關鍵崗位上撤下這些人員。當這些人員圓滿完成治療，或者在無須治療的情況下停止
濫用精神物品並被確認繼續履行職責不會危及安全後，則可考慮其回到涉及安全的關鍵崗
位。
航空器內吸煙
47. (1) 當禁止吸煙時所表示的通知必須顯示在澳門登記的各航空器上，並使每個旅客從艙內各個座
位都能看見。
(2)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上，當機長或代表機長的人員通知在機艙內禁止吸煙時，任何人員不得
在機艙內吸煙。
航空器機長和機組成員的權�
48. 每個人員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上都必須服從航空器機長為保證航空器及其上載人員或財產的安
全，或空中航行的安全、有效和正常而可能發出的所有合法命令。
��乘客
49. 任何人員在未經航空器經營人或其機長或任何其他有權同意其搭乘航空器的人員同意下，不得
為搭乘航空器而藏匿在航空器內。

第VI部分
航空器噪聲
噪聲證明書
50. (1) 在本部分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附件 意指國際民航組織附件16 - 環境保護，第I卷 - 航空器噪聲及其任何修訂。
噪聲證明書指一份頒發或認可的證書或核準生效的其他文件，以證明與該證明書或其他文件
有關的航空器符合所在國或地區有效的噪聲證明書適用標準要求。
(2) 本部分適用於在澳門著陸或起飛的所有航空器，但不包括按照附則2列出的“A��條件或

“B��條件進行飛行的航空器。
(3) 適用本部分標準的航空器必須滿足下列要求，否則不得在澳門著陸或起飛：
(a) 該航空器具備有效的噪聲證明書，該證明書：
(i) 被認定是由民航局根據下述第(4)款頒發；
(ii) 是由一個國家依照其適用標準頒發或認可，並提供給民航局大致等同於附件的標
準；或者
(iii) 是依照附件頒發或認可的；並且
(b) 滿足簽發該證明書必備的所有條件。
(4) 如果從事空中航行的航空器製造商在該航空器的航空器飛行手冊中闡明該航空器：
(a) 符合附件中關於噪聲的相關標準；或者
(b) 符合相關標準要求，民航局認為所參照的這些要求實質上等同於附件的要求；
則被視為已經依據此款頒發了一份屬於該航空器的噪聲證明書。
(5) 民航局可以完全豁免或者根據其認為合適的條件豁免任何航空器或個人，使其不受本部分的
所有或任何的規定限制。

第VII部分
機組成員的疲勞
適用�及其��
51. (1) 按下述第(2)分條的規定，本規章第52和53條適用於任何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且該航空器
是：
(a) 從事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的飛行；或
(b) 由航空運輸企業經營。
(2) 本規章第52和53條不適用於由或代表非航空運輸企業的飛行俱樂部、飛行學校或人員僅以飛
行指導為目的所實施的相關飛行。
(3) 在本部分中，除上下文另有要求：

飛行時間 指任何相關的人員在航空器飛行中作為機組成員度過的所有時間，無論該航空器
是否在澳門登記（最大審定起飛質量不超過1,600公斤，不是以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而
實施飛行的航空器除外）。

一� 指從午夜開始連續24小時的一段時間。
(4) 出於本部分的目的，從機組登機後直升機旋翼槳葉開始轉動直至飛行結束後直升機最終停住
且其旋翼槳葉停止轉動為止，直升機被視為在飛行中。
機組成員的疲勞 – 經營人的�任
52. (1)本條款所適用的航空器經營人不得促使或允許其航空器實施飛行，除非：
(a) 經營人已經制定方案以調控作為航空器機組成員的每個人員的飛行時間；
(b)該方案已經獲得民航局根據其認為合適的條件所核准；
(c) 以下其一：
(i) 將該飛行時間方案編入本規章第24條所要求的運行手冊；或
(ii) 如果本規章第 24 條不要求有運行手冊時，則將該飛行時間方案編入文件，讓該航空
器上作為機組成員從事飛行的每個人員都可以得到該文件；和
(d) 經營人已經採取一切合理可行的措施保證在航空器上作為機組成員從事飛行的每個相關
人員都遵守該方案的各項規定。
(2)如果本條款所適用的航空器經營人知道或有理由相信任何人受疲勞的影響，或者考慮到將進
行的飛行環境很可能受疲勞影響以致繼續從事可能危及航空器或機上人員的安全，則經營人

不得促使或允許此人擔任航空器機組成員從事飛行。
(3) 本條款所適用的航空器經營人不得促使或允許任何人作為其飛行機組成員從事飛行，除非經
營人持有關於此人在本次飛行前28天內的準確和最新的記錄，表明：
(a) 其全部飛行時間；和
(b) 在其飛行時間內所履行的職責的情況摘要。
(4) 按本規章第58條的規定，上述第(3)分條提及的記錄必須由航空器經營人在該條款所指的飛
行完成後保存12個月。
機組成員的疲勞 – 機組成員的責任
53. (1) 如果本條款適用者知道或懷疑其正受疲勞的影響或者考慮到將進行的飛行環境很可能受疲勞
所影響，以致可能危及航空器或機上人員的安全，則不得擔任航空器的機組成員。
(2)本條款適用者不得擔任航空器的飛行機組成員，除非他∕她已確信其航空器經營人清楚其在
本次飛行前28天期間的飛行時間。
飛行時間 – 飛行機組成員的責任
54. (1) 按第(2)分條的規定，如果此人在本次飛行開始時，其之前合計的飛行時間達到下列時限，
則不得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上擔任飛行機組成員：
(a) 至本次飛行開始之日為止的連續28天期間飛行時間超過100小時；或
(b)至本次飛行開始的上月底為止的12個月期間飛行時間超過900小時。
(2) 上述第(1)分條不適用於下列飛行：
(a) 航空器的最大審定起飛質量不超過1,600公斤，並且不是以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而實
施的飛行；或者
(b) 航空器的飛行不是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也不是由航空運輸企業所經營，如果在本次
飛行開始時，他∕她自上次為續期飛行機組執照而進行體格檢查並被認為合格以來合計
的飛行時間不超過 25 小時。

第VIII��
文件和記錄
機載文件
55. (1) 航空器必須攜帶其登記國或地區法律所要求攜帶的文件，否則不得飛行。
(2) 登記地在澳門的航空器在飛行時必須根據附則10攜帶規定的所有文件。
保持機組所受宇宙輻射量的�錄
56. 登記地在澳門的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經營人必須針對航空器可能在49,000英尺高度以上飛行的
情況，按照規定的方式保持一份關於航空器在飛行期間所受到的宇宙輻射總量和每個機組成員
在連續12個月期間所受到的宇宙輻射總量的記錄。
文件和�錄的出示
57. (1) 在經授權的實體提出相應要求後，航空器機長必須在合適時間內向該實體出示以下資料：
(a) 航空器的註冊證明書和有效適航證；
(b) 飛行機組的執照；
(c)本規章第50條要求的噪聲證明書；
(d) 本規章第55條要求在飛行中航空器必須攜帶的其他文件；和
(e) 航空器飛行手冊必須，以執行由民航局就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或其他國家或地區對其
所登記的航空器，所要求的強制性更改下保持更新。
(2) 在經授權的實體提出相應要求後，登記地在澳門的航空器經營人必須在合適時間內向相關人
員出示所要求的下列文件，這些文件是本規章要求或依據本規章要求必須生效或必須攜帶或
保存的文件：
(a) 附則10提及的A、B和G類文件；
(b) 本規章要求保存的航空器記錄本、動力裝置記錄本和可變距螺旋槳記錄本；
(c) 本規章第16條要求保存的載重報表（如適用）；
(d) 對於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或航空作業航空器，附則 10 提及的 D、E、F 和 H 類文件；
(e) 本規章第52條(4)款要求保存的飛行時間、值勤期和休息時間的任何記錄 ，以及被經授
權的實體可能為確定那些記錄是否完整和準確而要求經營人持有或控制的其他類似文件
和資料；
(f) 本規章第24條(2)款(a)(i)項要求提供的運行手冊；

(g) 本規章要求或依據本規章攜帶的任何機載飛行數據記錄器所作的記錄；
(h) 本規章第56條要求保存由任何宇宙輻射探測設備所作的記錄以及航空器機組成員姓名記
錄；
(i) 對於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經營人必須保存燃油和滑油記錄，保存期為三個月，以使民
航局能夠確認各航空器在每一次飛行攜帶的最少燃油和滑油量都達到本規章的要求；
(j) 對於從事商業航空運輸的航空器，經營人必須保存各種飛行準備表，保存期為三個月；
和
(k) 按照本規章第9條(1)和(2)款保存執行維修大綱的維修記錄，記錄必須包含下列資料：
(i) 航空器和所有有壽命限制部件的總使用時間（按適用情況記錄其小時數、日曆時間和
循環次數）；
(ii) 遵守所有強制性持續適航信息的現狀；
(iii) 改裝和修理的相關細節；
(iv) 航空器或其規定了強制性翻修壽命的部件自上次大修後的使用時間（按適用情況記
錄其小時數、日曆時間和循環次數），包括總使用時間、上次大修的日期和上次檢
查的日期；
(v) 航空器遵守維修大綱的現狀；和
(vi) 詳細的維修記錄，以表明達到了簽署維修放行證明書的所有要求。
(l) 第(k)分條(i)至(v)項要求的記錄必須在其涉及的部件永久停止使用後至少保存90天，而第
(k) 分條(vi)項要求的記錄必須在簽署維修放行證明書後保存至少一年。
(m) 參與國際航行的航空器攜帶應急和救生設備相關資料的清單，以供直接聯絡救援協調中
心使用。資料必須包括（如適用）：救生筏和信號彈的數量、顏色和型號；應急醫療設
備、供水設備的具體細節和可擕式應急無線電設備的類型和頻率。

(3) 依據本規章發出或頒發的執照或第22條(6)款所要求的體檢合格證，在經授權的某個實體提
出要求後，持有人必須在合適時間內出示其執照，包括任何認可證明書。
(4) 按照本規章第22條規定要求必須保持個人飛行記錄本的所有人員，必須在被授權體提出要求
後的合理時間內，出示其自作出上一次記錄日期後兩年之內的記錄本。
文件的保存
58. 按照本規章要求，作為航空器經營人必須保存相應的文件。即使該經營人不再擔任航空器經營
人，他仍然必須像在作為航空器經營人時一樣繼續保存這些文件或記錄，如果該經營人去世，
保存文件或記錄的職責應由其個人代表承擔：
條件是：
(a) 航空器已轉由他人經營而航空器仍保留澳門的登記，經營人或其個人代表必須按要求將

維修檢查證明書和維修放行證明書、記錄本和載重報表和由飛行數據記錄器作出的記錄

和依據本規章規定為該航空器保存的任何有效記錄移交新的經營人；
(b) 發動機或可變距螺旋槳從航空器上拆下並安裝到由另一個經營人的另一架在澳門登記註
冊的航空器上，前一經營人或其個人代表必須按要求將該發動機或螺旋槳的相關記錄本
移交後一經營人；並且
(c) 如果根據第52條（3）款要求保持記錄的航空器經營人成為在澳門登記的由另一人經營的
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的飛行機組成員，此人或其個人代表必須按另一經營人的要求交付
這些記錄。此外，另一經營人應像前述經營人一樣承擔處理所交付的文件和記錄的職
責。
證明書、執照和其他文件的�止、中止和變更
59. (1) 如果民航局認為適當，在調查情况期間，民航局可以暫時中止依據本規章所發出或授予的任
何證明書、執照、核准、許可、授權、豁免或其他文件。
(2) 在經過適當調查獲得充分依據後，民航局可以撤銷、中止或更改任何證明書、執照、核准、
許可、授權、豁免或其他文件。
(3) 對於已經依據本規章撤銷、中止或更改的任何證明書、執照、核准、許可、授權、豁免或其
他文件，持有或保管這些文件的任何人員必須在合適時間內按要求將其提交民航局。
(4）除向機場發出的執照外，違反本規章授予或發出的任何證明書、執照、核准、許可、授
權、豁免或其他文件所依附的任何條件，在違反條件期間均應認作文件無效。
涉及文件和�錄的違規行為
60. (1) 任何人不得有存心欺騙的行為，包括：
(a) 使用任何經過偽造、篡改、已經被撤銷或中止、或者其無權持有本規章發出或本規章要
求具備的任何證明書、執照、批准、許可、授權、豁免或其他文件；
(b) 出借或允許其他人員使用依據本規章發出或本規章要求具備的任何證明書、執照、核
准、許可、授權、豁免或其他文件；或
(c) 提供任何虛假憑據為其本人或其他任何人騙取發出、續期或更改任何此類證明書、執
照、核准、許可、授權、豁免或其他文件；
在此分條所提及的證明書、執照、核准、許可、豁免或其他文件包括其複製件或偽造的複
製件。
(2) 任何人不得故意損壞、篡改或非法提供本規章要求或依據本規章保持的任何記錄本或其他記
錄或其中記錄的任何條目，或者有意在記錄本或記錄中弄虛作假，製作、獲取或協助製作任
何虛假條目或刪除重要內容，或者損毀本規章要求保存的規定期限內的任何記錄本或記錄。
(3) 填寫任何記錄本的所有條目和上述第(2)分條中所涉及的記錄必須使用墨水筆。

(4) 任何人不得故意或隨意將任何重要細節錯誤地填入裝載艙單或者在裝載艙單中漏填任何重要
細節。
(5) 任何人不得謊稱出於本規章的目的發出任何證明書或者發佈任何規章或者據此提出的要求，
除非此人已經被授權依照本規章這樣做。
(6) 任何人不得發出如上所述的任何證明書，除非已經確認證書的所有陳述屬實。

第IX部分
空中交通管制
註 - 本規章第IX部分以及附則11僅適用於在澳門負責的區域內飛行的航空器。在該區域以外，
在澳門登記的那些航空器必須遵守國際民航組織附件2 - 空中規則，除非主管當局另有規定。
空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
61. (1) 每個個人和每架航空器必須遵守附件11所包含的在相應情況下適用於該個人或該航空器的空

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
(2) 按下述第(3)分條的規定，違反、准許違反或者不遵守空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是違法
行為。
(3) 必要時偏離空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是合法的，包括以下情況：
(a) 為了避免直接的危險；或
(b) 為了遵守航空器當時所在的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法律。
(4) 如果遇到危及航空器或人員安全的緊急情況必須採取行動，因而違反當地規章或程序或者偏
離空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航空器機長必須在事後10天以內向事發地國家或地區的主
管當局或民航局提交書面報告，陳述偏離規則或規章的細節和造成此事的經過。
(5) 如果任何人在使用燈光或信號中出現失職行為，在日常的民航業務中或者在特殊情況下忘記
採取必需的預防措施，空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不得免除相關人員對失職或疏忽帶來的
後果應承擔的責任。
(6) 為了增進航空器的安全，民航局可以針對各種情況做出規定，包括針對航空器使用的特殊信
號和其他通信方式、航空器飛行的航道和高度、以及民航局認為適用於上述目的、涉及航空
器航行和管制的任何其他預防措施，任何航空器在飛行中不得違反任何此類規定。
安全管理體系
61A. (1) 空中交通服務提供者必須執行民航局可接受的安全管理體系，該體系至少須：
(a)

查明安全危害；

(b)

保證實施為維持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所必需的補救行動；

(c)

對達到的安全水平進行持續監督和定期評估；和

(d)

目的在於不斷提高整體安全水平。

(2) 安全管理體系必須清楚地界定空中交通服務提供者各級的安全問責制，包括高層管理機

構的安全直接問責制。
(3) 對於與空中交通服務系統安全運行相關的任何重大變更，只有在安全評估證明其達到可
以接受的安全水平並徵求過用戶意見後才可以實施。必要時，空中交通服務提供者必須保
證對實施後的情況提供必要的監控，證明其持續滿足規定的安全水平的要求。

許可空中交通管制

61B. (1) 除非負責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務的人員已取得民航局發給的空中交通管制許可且遵守該許
可的規定，否則不得在澳門空域內提供這類服務。

(2) 如民航局滿意申請人提供的服務，認為其有能力在本身的組織、人員、設備、保養及其他
安排方面為航空器提供安全的服務，可發給空中交通管制許可。
空中交通管制員和空中交通管制學員執照的簽發
62. (1) 民航局在確認申請人是合適的持照人並且其知識、經歷、能力、技術、身體和精神條件均滿
足要求之後，可以依據其認為合適的條件向此人發出執照，批准其作為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員
或空中交通管制學員，為此，申請人必須按照民航局的要求提交所需憑據、接受檢查和測試
（包括體檢）並完成規定的訓練課程：
前提是民航局不得：
(a) 將空中交通管制學員執照發出年齡不足18歲的人員；或
(b) 將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發出年齡不足21歲的人員。
(2) 空中交通管制員的執照必須包括：
(a) 本規章附則4所述的級別等級，指明持照人能夠勝任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的類別；和
(b) 該管制員行使其權利的機場名稱，和
如果在連續90天時間內，持照人沒有在任何時間在特定地點提供其等級中指定的那一類型的
空中交通管制服務，在不影響本規章第59條賦予民航局的權力的前提下，該等級在這段時間
結束時在此地點將不再有效，而當某一等級在某地不再有效時，持照人必須立即將此情況通
報民航局並將執照交民航局以便其進行相應的簽註。

(3) 空中交通管制學員的執照僅准予持照人在另一持有效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的人員的監督
下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務，當時在場的這名持照人的有效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加註有空中交
通管制服務的型別等級，與空中交通管制學員所提供服務的類型一致並且適用於其所在地
點，並且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以確保空中交通管制學員對空中航行不構成危險。
(4) 除非持照人己在其執照上用墨水筆以正常筆體簽字，否則其擔任空中交通管制員或空中交通

管制學員的執照無效。
(5) 按本規章第59條的各項規定和附則4列出的各項條件，擔任空中交通管制員或空中交通管制
學員的執照在其執照載明的期限內保持有效並且可以由民航局隨時進行續期，只要民航局確
認申請人是合適的並具備前述資格。
(6) 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或空中交通管制學員執照的每個申請人或持有人，在民航局可能要求的
情況下，必須：
(a) 接受經民航局以總體方式或針對特定情況批准的人員實施的體檢，並由此人按照本規章
附則14的規定的條款向民航局提交報告；和
(b) 就民航局要求的知識、經歷、能力和技術等條件接受考試和測試並提交相關憑據。
(7) 依據本條款第(6)分條指定的體檢，民航局或者民航局授權的任何具備此資格的個人可以根
據其認為合適的條件發出體檢合格證，證明持照人已經經過審查，適合行使與其執照相關的
職責。在滿足本規章第65條規定的情況下，該合格證在其載明的期限內有效並且必須被視為
該執照的組成部分。
(8) 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持有人或空中交通管制學員執照持有人，其執照必須包含依據本條款第
(7)分條頒發的有效體檢合格證，否則不得在任何此類機場或本規章第63條(1)款提及的地方
提供任何類型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
��空中交通管制員和空中交通管制學員無照��
63. (1) 任何個人必須持有下列執照並符合其相應的條件，否則不得在澳門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務或
者借助無線電呼號或其他方式提供任何類型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
(a) 依據本規章發出的有效的空中交通管制學員執照，並按照本規章第62條(3)款的規定在監
視下行使職責；或
(b) 據此發出的有效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批准其在澳門的機場提供相應類型的服務；或
(c) 據此發出的有效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沒有批准其在澳門的機場提供相應類型的服
務，但當時有一名持照人員在場監督，該持照人持有據此發出的有效的空中交通管制員
執照，其執照准予其在澳門的機場提供相應類型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
(2) 不得准予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持有人在澳門行使本規章附則4規定的與某一等級相應的任何
職責，除非：
(a) 其執照包含該等級，並且該等級對澳門國際機場是有效的；或
(b) 當時有一名持照人員在場監督，該持照人持有依據本規章發出的有效的空中交通管制員
執照，其執照准予其在澳門國際機場提供相應類型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
(3) 任何人不得提供任何類型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除非此人能夠證明自己的身份符合規定的要

求。
(4) 依據本規章第62條發出的執照不得准許任何人，在向某航空器或另一架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
管制服務或發出信號的同時，以人工方式操作任何定向設備為該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
務。
(5) 本條款不得禁止持有效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的人員出於安全需要在澳門的機場向航空器提供
資料，如果其執照中加註有與機場相應的有效等級。
空中交通管制員的疲勞 – 空中交通服務提供者的責任
63 A.

適用本條款規定的空中交通服務提供者如果不具備以下條件不得允許任何空中交通管制員
行使其職責：
(a) 經營人已經制定方案以調控空中交通管制塔臺相關人員的工作時間；
(b) 依據民航局認為合適的條件，該方案已經獲得民航局的核准；

空中交通管制員的疲勞 – 空中交通管制員的責任

63 B.

任何人如果知道或者懷疑自己感覺疲勞而可能危及空中交通安全時不得擔任空中交通管制
員。

空中交通服務手冊
64. (1) 任何人不得在澳門機場提供空中交通服務，除非：
(a) 提供這項服務是按照相關機場的空中交通服務手冊規定的標準和程序進行；
(b) 已按照民航局的要求和條件將該手冊提交民航局；
(c) 按照民航局的要求隨時對手冊進行修改或增補。
空中交通管制員�能
65. (1) 依照本規章第62條發出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持有人：
(a) 如果遭遇任何身體傷害或疾病，在連續20天時間內不能履行執照賦予的職責；或
(b) 如果是女性，已確認懷有身孕；
必須儘快以書面形式通報民航局關於受傷、患病或懷孕的情況。
(2) 在遇有本條款第(1)(a)項所述的受傷或患病期間，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被視為暫時中止。下
述情況下執照中止必須結束：
(a) 持照人經過民航局安排的體檢證明身體健康、可以恢復執照賦予的職責；或

(b) 按照民航局認為合適的條件可以豁免持照人體檢的要求。
(3) 在確認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持有人已經懷孕後，其執照必須被視為暫時中止，民航局可以根
據其認為合適的條件撤銷中止其執照，持照人在孕期結束並經過民航局安排的體檢證明身體
健康、可以恢復執照賦予的職責後，執照中止結束。
禁止或限制飛行的��
66. 凡是民航局認為出於公眾利益有必要限制或禁止在澳門任何區域上空飛行，其原因包括：
(a) 預計有大型集會或活動，或者
(b) 預計要召開航空器比賽或競賽或飛行表演，或者
(c) 影響公眾利益的任何其他原因，
民航局可以制定規章，在澳門空中交通管制地帶範圍內，以總體方式或針對任何級別的航空器
對飛行提出禁止、限制或強制性的條件，並且航空器不得在飛行中違反這些規定。
對澳門空中交通管制地帶飛行的限制
67. 在澳門空中交通管制地帶範圍內，除非得到民航局書面許可，並符合任何為該許可所接受的條
件，任何人不得從事以下活動：

(a) 受牽引的汽球、風箏、任何直線面大於 2 米的汽球、熱汽球、飛船、滑翔機及任何能夠
無人駕駛而飛行的航空器，包括重量超過 7 公斤的模型飛機及無人駕駛飛機均不可飛
行；

(b) 飛行表演、跳傘及雜技飛行均不可進行；
(c) 發射裝置，例如煙花及火箭，均不可安裝使用；
(d) 有組織放飛大量氣球。

第X部分
機場、航行�和����
機場 – 商業航空旅客運輸和飛行教學
68. (1) 以商業航空旅客、貨物或郵件運輸為目的或以教練飛行為目的或以任何其他目的飛行的航空
器，必須在具有依據本規章頒發的使用許可證、供此類飛機起降的機場起飛或著陸，不得在
澳門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起飛或著陸。
(2) 第(1)分條提及的航空器必須按照機場使用許可證規定的或公佈的或頒發許可要求的任何條
件進行起飛或著陸。
機場使用許可證
69. (1) 民航局可以向澳門的任何機場或直升機場頒發使用許可證，用於以商業航空旅客、貨物或郵
件運輸飛行為目的或以教練飛行為目的的航空器或任何級別的此類航空器起飛和著陸，並可
以根據其認為是公眾利益所必需的條件頒發此類使用許可證，包括這樣一種條件，即：在機
場可供航空器起飛或降落時，該機場必須隨時在同等條件下向所有人員開放，依據此條件頒
發的任何使用許可證稱為公共用途使用許可證。機場手冊為機場使用許可證制度的一部份，
申請人必須提供機場手冊與民航局核准，手冊內容必須包括機場的場地、設施、服務、設
備、作業程序、組織和行政管理資料及安全管理系統。
(2) 澳門國際機場和澳門直升機場必須在機場的顯著位置展示使用許可證的副本，並在有人提出
要求時提供與使用許可證條款相關的資訊。
(3) 澳門國際機場和澳門直升機場不得指使或准予參與商業航空旅客運輸或飛行教學飛行的航空
器有違背使用許可證任何條件的行為，但使用許可證的效力不得僅僅因為此類違規行為而中
止。
(4) 民航局將向澳門國際機場和澳門直升機場收取附則12中所述的為頒發、更新或更換上述第(1)
分條所列各種使用許可證的費用。
(5) 因涉及澳門國際機場或澳門直升機場、機場人員、機場任何設備、或機場提供的任何服務，
在調查、批准程序、監管、審定、檢查過程中處理問題或者需要民航局交涉的任何其他原因
而發生的任何費用必須由相關機場使用許可證持有人支付或承擔。
具使用許可證的機場收費
70. (1) 對於澳門國際機場和澳門直升機場，民航局可以就航空器使用機場和機場服務批准其收費
標準或最高收費限額，並且可以進一步對收費和服務品質提出須遵守的條件。
(2) 澳門國際機場和澳門直升機場（其收費標準或條件已經依據上述第(1)分條的要求獲得批

准）不得指使或准許在違反經批准的上述標準的情況下實施收費，並且必須敦促各機場在合
適的場所以合適的方式公佈各項收費標準，使相關人員能夠隨時獲得這些資訊。
(3) 澳門國際機場和澳門直升機場必須按民航局要求向民航局提供使用許可證准予的各項收費標
準，包括機場及其任何設施的使用以及這些機場或直升機場為保證空中航行的安全、效率和
正常所提供的各項服務的費用。
機場的使用 – ��國航空器
71. 負責澳門國際機場或澳門直升機場的人員或實體必須保證各機場或直升機場以及這些機場的所
有航行設施處於可用狀態，使在任何國家或地區登記的航空器與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一樣可以
依據同樣的條款和條件使用這些機場和設施。
航空器在機場引起的噪音和振動
72. (1) 航空器在澳門國際機場和澳門直升機場活動可以引起噪音和振動，包括下列情況：
(a) 航空器起飛或著陸；或者
(b) 航空器在地面活動；或者
(c) 航空器發動機在工作
(i) 為了保證其達到符合要求的性能；
(ii) 在飛行準備中或在飛行結束時使其達到合適的溫度；或
(iii) 為了保證航空器的儀錶、附件或其他元件處於符合要求的狀態。
航行燈
73. (1) 任何個人不得在澳門境內設立或持有航行燈，除非徵得民航局的許可並按照頒發許可的任何
條件執行。
(2) 任何個人不得在澳門境內改變航行燈的特徵，除非徵得民航局的許可並按照發放授權的任何
條件執行。

(3) 任何人不得蓄意或隨意破壞民航局授權設置和維護的任何航行燈或者對其設置干擾。
危�燈光
74. (1) 任何個人不得在澳門使用下述任何燈光：
(a) 因其眩光容易危及從機場起飛或著陸的航空器的安全；或
(b) 因其容易被誤認為航行燈而可能危及航空器的安全。
(2) 如果民航局發現在某地有如上所述的任何燈光，民航局可以向該燈光所在地的主人或負責人

發出通知，責令此人在通知規定的合理時間內按照通知中的要求採取相應措施，熄滅或遮蔽
此燈並且阻止將來再使用這類可能危及航空器安全的任何其他燈光。
(3) 通知可以直接下發到個人或者通過郵局傳遞或者粘貼到燈光附近某個顯眼的地方。
雷射燈及探射燈
74A. 在未得到民航局書面同意之下，任何人不得安裝或操作任何戶外雷射燈或探射燈。
機場內的航空燃料
74B. (1) 基於安全理由，在機場內管理航空燃料設施的負責人得確保運送至供應設備的燃料為適當
的等級，同時得確保該設備能夠在適合航空器使用的狀況下儲存及輸送燃料，有關設備亦
能適當地標示出所儲存燃料的等級。在分輸送燃料至航空器前，負責人得抽樣及測試燃料
達至滿意程度。必須保存書面的記錄，內容包括所有散裝燃料的日期、數量、等級、樣品
測試及結果的詳細資料。維修及清理亦須記錄在內，上述記錄必須保存 12 個月或因應民
航局要求而保存更長的時間，在被要求下，該記錄須在合理時限內提交至權限實體。
(2) 機場內管理航空燃料設施的負責人亦須遵守相關條例及民航局發出的通報。

第XI�分
空運經營人證明書

空運經營人證明書的發出
75. (1) 除根據按照第(2)分條向航空器經營人發出空運經營人證明書的條款，證實持有人有能力使
其經營航空器的此類航班能夠安全地運行外，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不得以商業航空運輸為
目的進行任何飛行。
(2) 民航局必須確認經營人在各方面的能力，特別是以往的表現和經驗、設備、組織機構、人員
配備、控制和監督方法、安全管理體系、質量系統、訓練大綱、維修安排和任何其他安排等
方面符合要求，以確保證明書中所指定類別的航空器在從事所述和指定的飛行中能夠安全運
行，並在其滿意的情況下向該經營人發出空運經營人證明書。所發出的空運經營人證明書可
能受到一些民航局認為合適的條件和限制所約束並在證明書中規定的期限內保持有效。
(3) 空運經營人證明書的持續有效性取決於經營人能否保持符合上述第(2)分條的要求。
(4) 空運經營人證明書至少必須包括下列內容：
(a) 經營人的身份證明（姓名、所在地）；
(b) 發出日期和有效期限；
(c) 授權運行類型的說明；
(d) 授權使用的航空器型號；和
(e) 授權運行的區域或航路。
(5) 民航局將對空運經營人證明書的發出、更改或續期收取本規章附則12中列出的費用。
(6) 民航局對經營人的認證和持續監督所建立的制度必須保證經營人能夠適當地確立和保持上述
第(2)分條有關發出或續期空運經營人證明書所建立的運行標準要求。

第XII部分
�則
阻止航空器飛行的權力
76. (1) 如果民航局或經授權的實體認為任何航空器是有計劃或可能在下列情況下飛行：
(a) 會因該飛行違反本規章第3、5、6、18、19、27、38或40條中的任何條款；
(b) 會因該飛行違反本規章的任何其他條款或違反根據本規章所制定的任何規則，並可能對
航空器內或航空器外的人員或財產構成危險；或
(c) 在不適合飛行的情況下，無論飛行是否在其他方面違反本規章或根據本規章所制定的任
何規則，
民航局或經授權的實體可以直接指令經營人或航空器的機長不得進行這一特定飛行或其指令
中特別指出的其他任何飛行，直至民航局或經授權的實體撤銷該指令為止。民航局或經授權
的實體亦可採取扣留航空器所必要的措施。
(2) 出於第(1)分條的目的，民航局或經授權的實體可進入並檢查任何航空器及航空器部件。
進入機場和其他場所的權力
77. 民航局和任何經授權的實體在所有合理的時間均具有進入的權利：
(a) 進入澳門國際機場和澳門直升機場或澳門的任何其他機場或直升機場，以檢查這些機場
或直升機場以及任何相關設施；或
(b) 進入航空器已經著陸的任何地點，以檢查航空器或查閱根據本規章有權要求查閱的任何
文件，以及根據本規章的條款扣留該航空器。
�止�人妨礙��
78.任何人不得蓄意阻擾或妨礙任何實體根據本規章行使其權力或履行職責。
指令的�制執行
79. 對本規章而言，任何人如不遵守由民航局或任何經授權的實體根據本規章的任何條款或據此制
定的任何規則或通知的要求而給予他∕她的任何指令，應被視為違反了該項規定。
收費
80. (1) 附則12的規定對下列方面的收費有效：發出、認可、續期、延長或變更有關任何證明書、執
照或其他文件（包括任何該文件的申請或其副本的發出），或就本規章而言，按本規章或

據此制定的任何規則的要求進行的任何考試、考核、檢查或調查，或任何許可或核准的發
出。
(2) 對於根據以上第（1）分條應進行收費的申請，在同意申請之前，可要求申請人支付應交納
的費用。如果交納以上費用後，申請人收回申請或申請另行失效或被拒絕，民航局可自行
決定退回全部或部分所付費用。
授權
81. 如果在澳門以外需要根據本規章行使民航局的權力或履行其職責，而該地沒有具備能力承擔此
任的民航局代表，民航局可以書面授權任何它認為具備資格的人員或暫時授權任何辦事處行使
此種權力或履行此種職責。
制定規章的權力
82. 民航局可以就按照本規章而作規定的任何事宜作出規定。“規定＂的表述應按此進行解釋。
罰則
83. (1)對於涉及航空器、經營人和機長在內有關違反本規章任何條款或所作規定的情況，如果經營
人或機長並非違反條款的人員，但出於本條下述規定的目的，除非他∕她證明該違反行為
發生在未經其同意或默許的情況下，並且他∕她已盡力阻止違反行為發生，否則應（在不
妨礙其他任何人應為本規章承擔責任的情況下）被視為違反了該項規定。對於因濫用或不
遵守本規章的規定而應交納罰款的時限，請見本規章附則13所作規定。
(2) 如果經過證實後，任何個人的行為或失職是因為在該人採取了適當的謹慎措施但仍然不可
避免，此種行為或失職應被視為並未違反該條款。
(3) 因作為從事商業航空運輸或空中作業的航空器機組成員之一而被指控違反了本規章某條款
或據此制定的任何規則，如果他∕她證明他既不知曉也無理由知曉這次飛行的目的（在不
妨礙任何其他人按本規章所負責任）的情況下，以該飛行不按該目的論處。

(4) 如果任何人違反本規章中的任何規定、指令、程序、要求，或由民航局按照本規章第 89
條所發出的任何其他種類的規章或通告，應對其賦以罰款。罰款規定請見本規章附則 13。
本規章的�外效力
84. 除非文中另有要求，本規章的規定：
(a) 只要適用（無論是否明示）於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無論航空器在何處均必須適用於這
些航空器；
(b) 只要如上所述適用於其他航空器，當航空器在澳門境內時均必須適用於這些航空器；

(c) 只要對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內的人員或任何機組所做的任何事情有實施禁止、要求或規
定（無論是否明示），無論他們身處何處均必須適用於這些人員或機組；和
(d) 只要如上所述其他人員就有關對任何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所做的任何事情有實施禁止、
要求或規定，無論他們身處何處均必須適用於這些人員。
指令
85. 民航局對本規章的規定和據此制定或具有效力的任何規章可能作出的指令，均必須對在澳門登
記的航空器和指令中涉及的航空器同樣有效；此類航空器雖不是在澳門登記，但目前由具備資
格的個人或群體負責管理，其中各人均通過擁有澳門登記航空器的所有權而獲得持有法定或受
益人權益的資格。

本規章的豁免
86. 民航局可以豁免任何航空器或人員或航空器的級別或相關人員完全不受本規章的任何規定或據
此制定的任何規章所約束，或將其置於民航局認為合適的條件下。
維�
87. 按第69和71條的規定，本規章或據此制定的規章中沒有授予在違背土地所有者或與該土地有利
害關係的其他人的情況下在任何地點進行著陸的任何權力。
�制報告
88. (1) 按本條款的規定，下述各類人員：
(a)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經營人或機長；或
(b) 在澳門經營人管轄之下實施運行的經營人或航空器的機長；或
(c) 從事航空器或其任何設備或部件的設計、製造、維修、修理或大修事務的人員；或
(d) 簽署有關航空器、部件或設備的維修檢查證明書和維修放行證明書的人員；或
(e) 負責澳門國際機場、澳門直升機場或澳門任何其他機場的人員；
必須：
(i) 向民航局作出他∕她所知曉並可能規定陳述的任何可報告事件的報告，報告必須在規
定的時間內、以規定的方式和內容，以及必須按照民航局對任何特定情況下所批准的
格式進行提交；和
(ii) 根據民航局給予他∕她的書面通知，在規定的時間內、以規定的方式和內容向民航
局作出報告，內容包括是他∕她職權或管理範圍內，已經由他∕她或其他人根據本條
款向民航局報告有關可報告事件的資料。

(2) 在本條款中，可報告事件指：
(a) 涉及航空器的任何事故、或航空器任何部件或設備的任何缺陷或故障，對航空器的持續
適航造成或者可能造成不良影響的事故、失效、故障和其他事件，或若不修正將會危及
航空器、機上人員或其他任何人員安全的事件；
(b) 用於或擬用於涉及航空器運行的任何地面設施的任何缺陷或故障，存有危險的缺陷或故
障，或若不修正將會危及航空器或機上人員安全的事件；
(c) 涉及航空器違反其運行所在的任何國家或地區的任何規章或程序的任何事故。

註- 出於本條款的目的，向民航局通報的任何意外並不構成可報告事件。
(3) 按上述第(1)分條(ii)項的規定，本條款不要求任何人向民航局彙報其有理由相信已經或將由
另一人依據本條款所彙報的任何事件。
(4) 任何人員若知道或者有理由相信報告中的任何細節有不實之處，則不得進行任何彙報。
(5) 在不違反本規章第38條(2)款和按本規章第58條的規定情況下，如果航空器經營人在有理由
相信報告已經或將按本條款所作出，均必須將飛行資料記錄器中涉及可報告事件的任何資料
自向民航局提交事件報告之日起保存14天，或者根據民航局對特定事例所指示保存更長的時
間：
倘若該航空器在澳門境外，而保存該航空器至其到達澳門的記錄並非切實可行，則記錄可
以被清除。
公告民眾

89. 在不違反本規章內容的情況下，為使本規章的規定能夠得到遵守，民航局必須在其認為合適或
必要時將有關由民航局發出涉及本規章實施的航空事務的核准程序、要求、指令、通告或任何
其他類型的文件或出版物的資訊通知公眾和特別與航空領域有關的人員。

第XIII部分
��不屬於商業航空運輸
或航空作業飛行的航空器的要求
適用性
90. 本部分僅適用於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實施不屬於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目的的飛行，在本規
章前述的第I至XII部分沒有涵蓋的要求下，在適當的時候，需要遵守有關的規條。
飛行員的責任 – 規章
91. 在澳門登記航空器的機長，在實施不屬於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目的的飛行時，必須遵守下
列要求：
(1) 遵守航空器實施運行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有關法律、規章和程序。
(2) 對於涉及導致任何人員傷亡或者造成航空器或財產重大損失的航空器意外，有責任通過最迅
速的手段通報民航局或就近的主管當局。
(3) 須隨機攜帶涉及航空器在計劃飛行區域內有關搜尋和救援的重要資料。
飛行員的責任 – 設施
92. 在澳門登記航空器的機長，在實施不屬於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目的的飛行時，除非已經借
助各種合理可行的手段確定地面和∕或水域和各種可用的設施、此類飛行直接需要的設施以及
要求的定翼飛機安全運行的設施齊備，包括通訊設施和助航設備，否則不得開始飛行。
飛行員的責任 – 運行
93. 在澳門登記航空器的機長，在實施不屬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目的的飛行時，必須擁有所有
發動機在工作情況下爬升性能的充分資料，以便確定在當時的起飛條件和預期的起飛技術下在
離場階段時可以達到的爬升梯度。航空器必須在下列條件下運行：
(1) 符合適航證或經批准的等效文件的條款。
(2) 在民航局就澳門登記航空器，或登記國審定當局對非澳門登記航空器，所規定的使用限制
內。
(3) 符合在國際民航組織附件16第I卷中相應的噪聲審定標準所規定的質量限制內，或除在某個
機場（或直升機場）或跑道沒有噪聲干擾問題的例外環境中，已經民航局或當地機場（或直
升機場）所在國家或地區主管當局另行核准的情況除外。

(4) 以供查看並包含由民航局就澳門登記航空器，或登記國審定當局對非澳門登記航空器，所規
定使用限制的標牌、明細單、儀錶標誌或幾者的結合必須展示在航空器上。
飛行�的�� – 機場運行最低標準
94.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機長在實施不屬於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目的的飛行時，不得使用低於所
在國家或地區為當地機場（或直升機場）所制定的最低運行標準往返該地機場（或直升機
場），已獲該國家或地區的特別核准除外。
(1) 除非完全是因當地有目視氣象條件的特點，和當前的氣象報告或當前的報告和預報的綜合情
況表明，所飛航路或航段的氣象條件在相應的時間內也符合目視飛行規則要求，否則不得按
目視飛行規則開始飛行。
(2) 在要求目的地備降機場（或直升機場）時。除非得到的資料表明，在預計到達時間，預定的
著陸機場（或直升機場）和至少一個目的地備降機場的條件是等於或高於規定的機場（直升

機場）運行的最低標準，否則不得按儀錶飛行規則開始飛行。
��用於定�飛機
(3) 在不要求目的地備降機場時。除非具備下列條件，否則在不要求有備降機場時不得按儀錶飛
行規則開始飛行：
(a) 在計劃著陸的機場已制定標準儀錶進近程序；和
(b) 所得到的最新氣象情報表明從預計到達時間之前兩小時到之後兩小時之間具備下列氣象
條件：
(i) 雲底高至少高於儀錶進近程序相關最低標準300米（1000英尺）；和
(ii) 能見度至少5.5公里或者大於相關程序最低標準4公里。

��用於直升機
(4) 在不要求備降機場時。除非所得到的最新氣象情報表明從預計到達時間之前兩小時到之後兩
小時之間或從實際離場時間到預計到達時間之後兩小時（取兩者中時間較短者）具備下列氣
象條件，否則在不要求有備降直升機場時不得開始實施儀錶飛行規則的飛行：
(a) 雲底高至少高於儀錶進近程序相關最低標準120米（400英尺）；和
(b) 能見度至少大於程序相關最低標準1.5公里。

�用於所有航空器

(5) 除非得到的最新氣象資料表明，在預計到達時間，機場（或直升機場）或至少一個目的地備
降機場（或直升機場）的條件等於或高於規定的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否則不
得向預定著陸的機場（或直升機場）繼續飛行。
(6) 除非報告的能見度或控制跑道視程高於規定的最低標準，否則當精密進近時在外指點標定位
點以外或非精密進近時距機場（或直升機場）高度低於300米（1000英尺）時，不得繼續進
行儀錶進近。
(7) 當精密進近過外指點以後或非精密進近下降到距機場（或直升機場）高度低於300米（1000
英尺）時，若報告的能見度或控制跑道視程低於規定的最低標準，進近可以繼續到決斷高度
∕決斷高（DA∕H）或最低決斷高度/決斷高（MDA∕H）。在任何情況下，航空器不得違
反規定在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限制點以外繼續進近著陸。

�適用於定�飛機
(8) 按照儀錶飛行規則實施的飛行，必須至少選擇一個目的地備降機場並說明在飛行計劃中，除
非：
(a) 根據飛行的持續時間和當時的氣象條件，完全可以肯定在預計到達預定著陸機場的時刻
以及在預計到達時刻前後一段合理時間內可以在目視氣象條件下進近和著陸；或
(b) 預定著陸的機場位置處孤立而又沒有合適的目的地備降機場。

�適用於直升機
(9) 對於按儀錶飛行規則實施的飛行，在飛行計劃中必須至少指定一個合適的備降直升機場，除
非：
(a) 具備上述第(4)分條所述的天氣條件，或
(b) (i) 預定著陸的直升機場位置處孤立而又沒有合適的備降直升機場；和
(ii) 在預定著陸的、位置孤立的機場制定有儀錶進近程序；和
(iii) 對於近海目的地已確定一個不能返航點（PNR）；和
(iv) 除非緊急情況，直升機不得違反為該直升機場規定的運行最低標準限制而繼續進近
著陸。
(10) 在下述前提下，可以指定適當的近海備降機場：
(a) 只有在不能返航點（PNR）之後才可使用近海備降機場。在不能返航點之前必須使用岸
上備降機場；
(b) 在確定備降機場適用性時，必須考慮並計及關鍵性操縱系統和關鍵性部件的機械可靠
性；
(c) 在到達備降機場之前，必須能達到一台發動機不工作時的性能水準；

(d) 必須保證起降平臺可用；
(e) 天氣資料必須準確可靠；
(f) 在飛行手冊中規定的著陸技術隨着操縱系統發生故障可能排除某些直升機起降平臺被列
為備降直升機場。
(11) 如直升機攜帶的燃油足以飛往岸上某個備降直升機場，則不得使用近海備降機場。這種情
況應屬例外和不包括在惡劣天氣下增加業載的情況。：
(12) 只允許1級性能直升機在人口稠密區從高架式直升機場起降，3級性能直升機不得從高架式
直升機場或直升機起降平臺起降。
飛行�的�任 – 燃油和滑油要求
95.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機長，在實施不屬於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目的的飛行時，必須考慮
各種氣象條件和飛行中預期的任何延誤，在航空器上攜帶充足的燃油和滑油以保證航空器能夠
安全地完成飛行，否則不得開始飛行。在計算飛行所需的燃油和滑油時至少必須考慮下列因
素：
(1) 氣象條件預報。
(2) 預期的空中交通管制航路和航行延誤。
(3) 對於儀錶飛行規則的飛行，在目的地機場（或直升機場）的一次儀錶進近，包括一次複飛。
(4) 增壓失效程序（如適用），或航路上一台動力裝置失效。
(5) 可能延誤航空器著陸或增加燃油和∕或滑油消耗的任何其他條件。
飛行�的�任 – 燃油和滑油要求（�適用於定翼飛機）
96. 按照儀錶飛行規則飛行。為了滿足上述第95條的要求，至少攜帶足夠的燃油和滑油以使定翼飛
機能夠：
(1) 在不要求目的地備降機場時，飛向計劃著陸的機場後可等待45分鐘；或者
(2) 在要求目的地備降機場時，飛向計劃著陸的機場後飛到一個備降機場，並可繼續等待 45 分
鐘。
(3) 在條款並不限制在飛行中修改飛行計劃飛往另一機場，但從重新計劃飛行的一點起須能符合
上述要求。

飛行�的責任 – 燃油和滑油要求（�適用於直升機）
97. 目視飛行規則的運行。為了滿足上述第95條的要求，實施目視飛行規則運行時必須攜帶足夠的
燃油和滑油以使直升機能夠：
(1) 飛往計劃著陸的直升機場；
(2) 然後以最佳航程速度飛行20分鐘再加10%的計劃飛行時間；和
(3) 備有民航局確定和通用航空管理規章所規定的額外燃油量，足以應付在發生意外情況時增加
的油耗。
飛行�的責任 – 燃油和滑油要求（�適用於按儀錶飛行規則運行的直升機）
98. 儀錶飛行規則的運行。為了滿足上述第95條的要求，實施儀錶飛行規則運行時必須攜帶足夠的
燃油和滑油以使直升機能夠：
(1) 在不要求備降機場時，按照上述第94條(4)款的要求飛往計劃著陸的直升機場，然後：
(a) 在標準溫度條件下在目的地直升機場上空450米（1,500英尺）以等待速度飛行30分鐘，
然後進近和著陸；和
(b) 備有額外燃油量，足以應付在發生意外情況時增加的油耗。
(2) 在要求備降機場時，按照上述第94條(2)款的要求飛往計劃著陸的直升機場，並執行進近和
複飛，然後：
(a) 飛往飛行計劃指定的備降機場；然後
(b) 在標準溫度條件下在備降機場上空450米（1,500英尺）以等待速度飛行30分鐘，然後進
近和著陸；和
(c) 備有額外燃油量，足以應付在發生意外情況時增加的油耗；和
(d) 按照上述第94條(9)款(b)項的要求 ，在沒有合適的備降機場時，飛往計劃著陸的直升機
場，然後以等待速度飛行兩小時。
危險飛行條件的報告
99. 當遇到可能影響其他航空器安全的天氣條件時，航空器機長必須將情況報告相關的空中交通管
制部門或主管機構。航路上遇到與氣象條件無關的其他危險飛行條件也必須儘快報告。報告內
容應該提供可能影響其他航空器安全的有關細節。
飛行�的責任 – 飛行機�的��
100.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機長，在實施不屬於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目的的飛行時，有責任

確保：
(a) 如果任何飛行機組成員因受傷、疾病、疲勞、酒精或藥物作用的影響不能履行職責時，
則不得開始飛行；和
(b) 在飛行機組成員因疲勞、疾病或缺氧導致官能減弱致使其行使職責的能力大大降低時，
則不得超越最近合適的機場繼續飛行。
破開�標誌
101. 對於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如果有標示出適用於救援人員在緊急情況時破開的機身部位，標
誌的顏色必須為紅色或黃色，必要時用白色勾畫出輪廓，以便與底色形成反差。如果角的標
誌相距超過2米，則其間必須加入一段9厘米×3厘米的標誌線，使任何兩個相鄰標誌的距離不
超過2米。本條款並不要求在澳門登記的任何航空器須具有破開區域。

附則1

［第2(5)和4(6)條］

航空器��與登記標誌

A部 – 航空器一���表

定翼飛機（陸上飛機）
定翼飛機（水上飛機）
航空器（動力驅動的飛行器）

定翼飛機（水陸兩用飛機）
直升機（陸上直升機）
直升機（水上直升機）
直升機（水陸兩用直升機）

B部 – 登記�在澳門的航空器的國籍和登記標誌

1. 登記在澳門的航空器國籍標誌必須是羅馬體大寫字母“B＂，登記標誌必須是民航局在航空器登
記中指定的由3個大寫字母組成的一組羅馬體字元，國籍和登記標誌之間必須用一短橫連接。
2. 國籍和登記標誌必須按下列要求塗在航空器上或用其他能保證同等耐久的方法附在航空器上：
(1) 標誌的位置
(a) 所有航空器
(i) 機翼——在定翼飛機上，標誌應在機翼下表面出現一次。如標誌未延伸佔據整個機翼
下表面，則必須將其塗在機翼下表面的左半部。標誌與機翼前緣和後緣的距離必須均
等。字母和數位頂部必須朝向機翼前緣。
(ii) 機身（或等效結構）和垂直尾翼面——在所有航空器上，標誌同樣必須塗在機身（或
等效結構）兩側，位於機翼和尾翼面之間，或者位於垂直尾翼面上半部。如果僅有
一個垂直尾翼面，則標誌須塗在尾翼兩側；如果垂直尾翼面超過一個，則標誌必須
塗在外尾翼面的外側。
(iii) 如果航空器沒有上面(i)和(ii)中提及的相應部件，則標誌必須置於方便識別該航空器
的位置。
(2) 標誌的大小

(a) 所有航空器
(i) 機翼——機翼上的標誌必須高度相同，字高至少50厘米。
(ii) 機身（或等效結構）或垂直尾翼面——機身（或等效結構）上的標誌不得影響機身
（或等效結構）外形輪廓的視線。垂直尾翼面上的標誌距離尾翼面各邊的間隔不得小
於5厘米。構成各組標誌的字母和數位的字高必須相等，標誌的字高不得小於30厘
米：如果因航空器結構的緣故，30厘米字高不符合實際，則字高應根據實際情況儘量
取最大值，但不得小於15厘米。
(iii) 特殊情況——如果航空器沒有上面(i)和(ii)中提及的相應部件，則標誌尺寸必須易於
識別該航空器。
(3) 標誌的格式、寬度和間隔
(i) 字母必須是不加修飾的羅馬體（正體）大寫字母；數字必須是不加修飾的阿拉伯數
字。
(ii) 每個字元（字母I和數位1除外）的寬度和短橫的長度必須是字高的三分之二。
(iii) 字元和短橫必須使用實線，顏色必須與背景成鮮明對照，實線的粗細必須是字高的
六分之一。
(iv) 每個字元與前後字元的間隔應等於字寬的二分之一，短橫在此應視為一個字元。
3. 國籍和登記標誌應考慮航空器結構的特點，以最佳方式呈現出來，並始終保持明晰可見。
4. 除第 1 至 3 條外，國籍和登記標誌還必須與航空器登記的所有者的名字和地址一同印在航空器
主艙門附近顯著位置處的一塊耐火金屬牌上。

附則 2
［第 3(1)、4(9)、6(1)和 50(2)條］

“A＂、“B＂和“C＂類條件
本規章第 3(1)、4(9)、6(1)和 50(2)分條涉及的“A＂、“B＂和“C＂類條件的內容如
下：
“A＂類條件
(1) 航空器必須是曾經取得本規章規定的有效適航證或認可證的航空器，或者是與具備同類有效
或已生效的合格證的航空器在設計方面相同的航空器。
(2) 航空器只能進行下述目的的飛行：
(a) 為滿足頒發或更新航空器適航證或認可證，或者批准航空器改裝的要求，經申請後根據
需要針對頒證、換證、認可或批准進行獲取資格的飛行；或者
(b) 為進行(a)款所述目的的任何檢查、測試或稱重作業，航空器在往返於作業地點間的飛
行。
(3) 航空器及其發動機必須由合適人員證明適合飛行，這些人員包括持有依據本規章頒發的航空
器維修工程師執照並有權簽發此類證明書的人員，或者經民航局批准為這種條件下按核准簽
發此類證明書的人員。
(4) 航空器必須按在本規章條件下對於該航空器曾生效的，或者對於相同設計的其他航空器是現
行有效或曾生效的任何適航證或認可證指定的最低數量配備飛行機組。
(5) 除執行飛行任務的相關隨機人員外，航空器不得搭載任何乘客或者貨物。
(6) 航空器不得飛越人口稠密的城鎮或居民區，除非是按照經民航局批准的與此次飛行有關的程
序。
(7) 在符合本規章 18(2)款的條件下，航空器必須按要求配備飛行機組以保證航空器安全。
“B＂類條件
(1) 飛行必須在經民航局為這類條件批准的一名人員的監督下並在此類核准可能指定的任何附加
條件下進行。
(2) 如果航空器登記地不在澳門或者未依據本規章第 3 條所述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法律辦理登記，
則印製航空器的標誌必須按經民航局為這類條件批准的方式進行，同時必須符合本規章第
13、15、19、30、35、55、56 和 57 條的規定，只要這些條款在相應情況下適用於相關航空
器，該航空器應與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同等對待。

(3) 航空器只能進行下述目的的飛行：
(a) 進行實驗或者測試航空器（特別是包括其發動機）及其設備；或者
(b) 為使航空器符合頒發或者認可適航證，或者批准航空器改裝要求進行獲取資格的飛行；
或者
(c) 為進行(a)或(b)款所述目的的任何實驗、測試、檢查或稱重作業，航空器在往返於作業
地點間的飛行。
(4) 航空器必須按要求配備飛行機組以保證航空器安全。
(5) 航空器不得搭載任何貨物或者飛行機組以外的任何人員，但下列人員除外：
(a) 受僱於經營人、執行第(3)款指定目的相關飛行任務的人員；
(b) 受僱於航空器部件（包括發動機）製造商、執行上述指定目的相關飛行任務的人員；
(c) 經民航局批准、符合本規章 7(10)款要求並有資格提供本規章要求的報告的人員；和
(d) 依據本條前述條款搭載的人員以外的人員，搭載這些人員的目的是為了對航空器及其運
行進行技術評估。
(6) 航空器不得飛越人口稠密的城鎮或居民區，除非是執行經民航局批准的與此次飛行有關的程
序。
“C�類條件
(1) 航空器經營人必須是航空器登記所有者，必須是持有依照本規章頒發的航空器經銷商證明書
的持有人。
(2) 航空器只能進行下述目的的飛行：
(a) 測試航空器；
(b) 為銷售航空器或者其他同類航空器進行航空器演示；
(c) 往返於上述測試或演示場地或進行大修、修理或改裝場地的飛行；或者
(d) 將航空器交付到已簽約購買或租賃航空器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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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類別

1. 航空器類別：
· 商業航空運輸類（旅客）
· 商業航空運輸類（貨物）
· 航空作業類
· 私用類
· 特殊類
2. 航空器飛行的目的如下：
· 商業航空運輸類（旅客）：任何目的。
· 商業航空運輸類（貨物）：除商業航空載客運輸以外的任何目的。
· 航空作業類：除商業航空運輸以外的航空作業。
· 私用類：除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以外的任何目的。
· 特殊類：適航證中指定的其他任何目的。

附則 4
（第 11 條）

飛行機組成員以外人員的執照、等級和權利

1. 本附則建立了民航局在澳門向飛行機組成員以外的有關人員發出、續期和使用執照方面所規定
的各種要求、類別、等級和權利。民航局可以向不屬於飛行機組成員的任何人員發出或續期執
照，倘若他們就下列項目之一提出申請：
(a) 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
(b) 飛行運行員執照；
(c) 航空電臺報務員執照；或
(d) 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
2. (1) 在澳門申請發出或續期本附則第 1 條所述任何執照的人員，必須在民航局的監督下按要求接
受各種考試，以確定其在年齡、知識、經驗、技能、最終的健康狀況條件或任何其他個人
特徵均符合本附則規定的要求，條件是：
(a) 不能滿足本附則規定的一項或多項要求的申請人，不論是部分還是全部，均由民航局決
定是否可以視為符合資格並發出或續期第 1 條所述的任何執照；而根據此附帶條件發出
或續期的任何執照均可能會受到民航局認為適合於某特殊情況的條件和限制所管制；
(b) 在澳門申請發出或續期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的人員，必須符合本規章附則 14 制定的必
需的體檢要求；
(c) 申請人必須符合民航局對語言能力的要求；
(d) 申請人必須受僱於經營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或為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提供服務的機構；
和
(e) 申請人不得患有可能嚴重影響其技術能力或者判斷力的任何障礙。
(2) 在澳門申請發出或續期本附則第 1 條所述任何執照的人員可能會被要求與民航局進行面試，
以便根據本規章確定申請人是否勝任和適合持有執照。
3. (1) 在澳門發出或續期本附則第 1 條所述的任何執照必須按下文進行：
(a) 申請人必須按民航局為此規定的條款和程序向民航局遞交申請；
(b) 申請發出或續期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的申請人員必須按照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條款、
標準和期限的要求接受體檢；

(c) 申請人必須按要求接受民航局認為必要和足夠的筆試或口試，包括考試的數量和類型，
以確定申請人對履行其執照權利所涉及的各科目知識。筆試或口試應按下文進行：
(i) 按民航局規定的時間、地點、方法和方式進行；
(ii) 所有考試由民航局以英語實施。民航局可以選擇確定申請人對中文語言的知識和能
力；
(iii) 考試由民航局實施和監督。民航局可以選擇授權予經認證的人員或機構履行這些職
責；
(iv) 各項考試的結果將在合格或不合格的準則上由民航局通知考生。如果所得分數處於
各特定考試規定的邊緣範圍，可以給予一次補考；以及
(v) 如果考生某項考試不合格，則必須告知其重獲該項考試資格前所要求的期限和補充
訓練或實踐經驗。
(d) 申請人必須按要求接受民航局認為必要和足夠的實踐考試，包括考試的數量和類型，以
確定申請人對履行其執照權利所涉及的各項技能、知識、經驗和能力。實踐考試必須按
本條(c)項所作的規定進行；和
(e) 申請人必須按要求支付本規章附則 12 所規定的適當費用。
(2) 在考試結果和準確履行了第(1)分條中建立的各項要求以及民航局對各項發出執照的要求都已
達到滿意的基礎上，則可以向相關的申請人發出或續期執照。
4. 民航局可以發出本附則第 1 條中所述的任何種類執照或向持有其他國家或地區發出類似執照的
申請人發出認可證明書。
5. 申請人必須：
(a) 使民航局滿意他∕她符合本附則規定的發出執照的要求，並且其執照的類別、最近的實
踐經驗和初次發出其執照時參照的條件均與本規章的要求一致；
(b) 在民航局的決定和監督下，申請人可能被會要求進行被視為必要的考試，以確定他∕她
具持有在澳門發出的執照的能力和資格；
(c) 提交憑據證明他∕她有足夠的最近經驗讓他∕她熟悉履行其執照權利所必需的當地程序
和慣例；
(d) 提交憑據證明他∕她受僱於或即將受僱於經營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或為在澳門登記的航
空器提供服務的個人或機構；和
(e) 提交憑據證明其出示的執照是國際民航組織（ICAO）類型的執照。

A 部 –發出執照的要求
航空器維修工程師
6. 民航局要求發出或續期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的申請人在其年齡、知識、經驗和技能方面符合
下列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的年齡不得小於 21 周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在下列知識方面達到與授予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應的知識水
平：

航空法與適航要求
(a) 與航空器維修執照持有人有關的規章條例，包括航空器的審定和持續適航的有關適航要
求以及經核准的航空器維修機構及程序；

自然科學與航空器一般知識
(b) 基礎數學；計量單位；適用於航空器維修的物理和化學基本原理與理論；

航空器工程
(c) 航空器製造材料的特性與應用，包括航空器結構的構造原理與功能，緊固技術；動力裝
置及其相關系統；機械、流體、電氣與電子電源；航空器儀錶與顯示系統；航空器操縱
系統；機載導航與通訊系統；

航空器維修
(d) 為保證航空器持續適航所需完成的任務，包括按照相關維修手冊及適用的適航標準規定
的方法進行航空器結構、組件和系統的大修、修理、檢查、更換、改裝或排故的方法與
程序；和

人的行為能力
(e) 與航空器維修執照持有人相關的人的行為能力。
(3) 經驗
申請人必須具備與所授予的權利相應的足夠經驗。
(4) 訓練
申請人必須完成與所授予的權利相應的訓練課程。
(5) 技能
申請人必須表現出履行與所授予的權利相應的職責能力。

飛行運行員
7. 民航局要求發出或續期飛行運行員執照的申請人在其年齡、知識、經驗和技能方面符合下列要
求：
(1) 年齡
申請人的年齡不得小於 21 周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使民航局滿意其知識達到與所授予權利相應的水平：

航空法
(a) 與飛行運行員執照持有人相關的規章條例；相應的空中交通服務措施和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識
(b) 飛機動力裝置、系統和儀錶的工作原理；
(c) 飛機和動力裝置的使用限制；
(d) 最低設備清單；

飛行性能計算、計劃程序和裝載
(e) 裝載及重量分佈對航空器性能和飛行特性的影響；重量與平衡計算；
(f) 運行飛行計劃；燃油消耗與航程計算；備降機場的選擇程序；航路巡航控制；延程運
行；
(g) 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的準備和申報；
(h) 電腦輔助計劃系統的基本原理；

人的行為能力
(i) 與簽派職責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可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
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氣象學
(j) 航空氣象學；氣壓系統的移動；鋒面結構和影響起飛、航路和著陸條件的重要天氣現象
的起源和特徵；
(k) 航空氣象報告、圖表和預報的判讀與應用；代碼和簡字；氣象資料的使用及獲取程序；

領航
(l) 空中領航的原理，特別是涉及儀錶飛行；

操作程序
(m) 航空文件的使用；
(n) 載運貨物和危險品的操作程序；
(o) 與航空器意外和事故相關的程序；應急飛行程序；
(p) 與非法干擾和破壞航空器有關的程序；

飛行原理
(q) 與適當航空器類別有關的飛行原理；和

無線電通信
(r) 與航空器及相關地面電臺通信的程序。

(3) 經驗
(a) 在申請日期之前的三年期間，申請人必須在(i)至(iv)項規定的任何一職位或綜合職位上
已經服務兩年，但就綜合經驗而言，在每一職位上服務的時間不得少於一年：
(i) 航空運輸的飛行機組成員；或
(ii) 航空運輸中航空器簽派部門的氣象員；或
(iii) 空中交通管制員；或
(iv) 飛行運行員的技術監督員或航空運輸飛行運行系統的技術監督員；或
(b) 在申請日期之前的兩年內，申請人必須在航空運輸的簽派工作中擔任助理員服務不少於
一年；或
(c) 申請人必須已圓滿完成經核准的訓練課程。
(d) 申請人在申請前 6 個月內必須在飛行運行員監督下至少服務 90 個工作日。
(4) 技能
申請人必須表現出下列能力：
(a) 根據一系列每日天氣圖和天氣報告以及特定航路附近主要天氣條件作出準確和運行上可
以使用的天氣分析；對普遍存在於鄰近特定航導的天氣條件提供有效的運行簡介，特別
是對於目的地機場和備降機場作出與航空運輸相關的天氣趨勢預報；
(b) 確定指定航段的最佳飛行航道，製作準確的人工和∕或電腦製成的飛行計劃；和
(c) 在實際或模擬惡劣天氣條件下，為飛行提供與飛行運行員執照持有人職責相應的運行監
督和所有其他協助。

航空電臺報務員
8. 民航局要求發出或續期航空電臺報務員執照的申請人在其年齡、知識、經驗和技能方面符合下
列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的年齡不得小於 18 周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至少在下列方面向民航局演示與航空電臺報務員執照持有人相應的知識水平：

一般知識
(a) 澳門境內提供的空中交通服務；

語言
(b) 空陸通信所使用的英語語言綜合知識，和說出該語言而不帶有會嚴重影響無線電通信的
口音或口吃的能力；

操作程序
(c) 無線電通信程序；用語；電信網路；

規章條例
(d) 適用於航空電臺報務員的規章條例；和

電信設備
(e) 航空電臺電信設備的原理、使用和限制。
(3) 經驗
申請人必須：
(a) 在申請前 12 個月內圓滿完成經核准的訓練課程，並已在合格的航空電臺報務員監督下
圓滿服務不少於 2 個月；或
(b) 在申請前 12 個月內，在合格的航空電臺報務員監督下圓滿服務不少於 6 個月。
(4) 技能
申請人必須在下各方面表現出或已表現出其勝任能力：
(a) 操作與使用典型的發射∕接收設備和控制裝置，包括現用的附屬設備和無線電定向儀；
(b) 對其使用的無線電設備詳細地進行目視檢查和每日的運作檢查，以便在此種檢查中能發
現故障，並能夠在排除此種故障時而無須使用專用工具或儀器；
(c) 有效準確地發射無線電通信信息，包括正確使用麥克風的技巧、發音和音頻質量；
(d) 有效準確地接收無線電通信信息，和必要時直接在打字機上抄收無線電信號和電報的能
力。
如果所追求的權利延伸到包括使用無線電報設備，該申請人必須表現或已表現出其勝任能
力：
(e) 按組（字母、數位和標點符號）拍發和收聽國際莫爾斯電碼，其速度不少於每分鐘 16
組，明語的速度不少於每分鐘 20 個詞。電碼組平均 5 個字元，每個數字或標點符號作
2 個字元計算，明語詞平均每字為 5 個字元。每次測試不少於 5 分鐘的時間；和
(f) 操作和調整典型航空電臺的無線電報設備的操縱裝置。

空中交通管制員
9. 民航局要求發出或續期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的申請人在其年齡、知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符合下列以及本附則第 17 條對管制員等級所提出的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的年齡不得小於 21 周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至少在下列方面演示與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持有人相應的知識水平：

航空法
(a) 與空中交通管制員有關的規章條例；

空中交通管制設備
(b) 空中交通管制所用設備的原理、使用和限制；

一般知識
(c) 飛行原理；航空器、動力裝置和系統的工作原理與功能；與空中交通管制運行相關的航
空器性能；

人的行為能力
(d)包含威脅和差錯管理原則的人的行為能力；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和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可見
《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語言
(e) 在不違反本附則第 2 條(c)款的規定下，申請人必須表現出其具備空中交通管制所使用
的英語語言綜合知識，並且說出該語言而不帶有會嚴重影響無線電通信的口音或口吃的
能力；

氣象學
(f) 航空氣象學；氣象文件和資料的使用與判讀；影響飛行運行和安全的天氣現象的起源與
特徵；測高法；

領航
(g) 空中領航的原理；導航系統和目視設備的原理、限制與精度；和

操作程序
(h) 空中交通管制、通信、無線電通信及其用語程序（正常、非正常和應急情況）；相關航
空文件的使用；與飛行有關的安全措施。
(3) 經驗
申請人必須已完成經核准的訓練課程，並在具有合適等級的空中交通管制員監督下圓滿完成
不少於 3 個月的空中交通實際管制服務。本附則第 17 條規定的空中交通管制員等級的經驗
要求可作為本條款規定的經驗要求的一部分。
(4) 體檢要求
申請人必須確定其體檢要求符合本規章附則 14 列出的要求。

B 部 – �可和續期執照的要求
航空器維修工程師
10. 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和等級將在其載明的期限內保持有效，但不得自發出之日起超過 5 年。
在期滿前，必須向民航局遞交續期執照的申請。申請人符合下述條件時，可予續期執照：
(a) 在申請執照續期過去的 24 個月，至少有 6 個月的時間行使其執照授予的權利或者從事

類似的工作；和
(b) 没有患有任何可能嚴重影響其技能或判斷力的任何障礙。
11. 在續期民航局發出的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的過程中，必須考慮下列要求：
(a) 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應注意，已過期的執照在續期時不能被追溯，因此在介於到期日至續
期日期間進行的任何認證均為非法；
(b) 如果執照的失效時間不足 24 個月，只可按申請續期之日不超過 24 個月的期限予以續
期，但仍須按 24 個月交納續期費；
(c) 續期執照的申請至少應在執照到期日之前約一個月遞交到民航局；和
(d) 如果執照逾期超出 24 個月，不經考試確定持有人的能力不得續期。考試的深淺程度視
執照失效之後持有人受僱用的性質確定。

飛行運行員
12. 民航局發出的飛行運行員執照原則上可以按不超過 24 個月的期限予以續期。如果照持照人申
請續期執照，必須使民航局確信持有人已履行執照的相應權利如下：
(a) 在前 12 個月內，在航空器駕駛艙內完成至少一次單程資格飛行，飛越其被授權履行飛
行監督的任何區域。該飛行應包括在儘可能多的機場著陸；
(b) 向經營人演示下列知識：
(i) 附則 9 第 A 部所述運行手冊的內容；
(ii) 航空器上使用的無線電設備；和
(iii) 航空器上使用的導航設備；
(c) 向經營人演示下列關於其對負責的運行和被授權履行飛行監督的區域的知識細節：
(i) 季節性氣象條件和氣象資料的來源；
(ii) 氣象條件對航空器上使用的無線電接收設備的影響；
(iii) 運行中使用的各導航系統的特性和限制；和
(iv) 航空器裝載指令；和
(d) 向經營人演示與簽派職責相應的有關人的行為能力的知識和技能；
(e) 向經營人演示對本規章第 34 條所述職責有關運行所有方面的全面瞭解；和
(f) 在連續 12 個月缺席其職務後，不得被分配到原有職務，除非符合第 12 條(a)至(e)項的
規定。

航空電臺報務員
13. 民航局發出的航空電臺報務員執照原則上可以按不超過 24 個月的期限予以續期。如果持照人

申請續期執照，必須使民航局確信持有人已履行執照的相應權利不少於 6 個月，並且作為最低
的要求，在其執照到期日前 12 個月內擔任航空電臺報務員至少完成 70 小時的服務。

空中交通管制員
14. 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的有效期限與其相應的體檢合格證明書的有效期限一致。這意指當體檢合
格證明書到期時其執照亦自動到期。如果持照人申請續期執照，必須使民航局確信持有人已根
據本規章第 62、63 和 65 條履行其執照的相應權利並且符合本規章附則 14 中規定的要求。

C 部 – 執照、等級和類別
15. 民航局可以向本附則第 1 條規定的任何執照授予延伸，在執照中包括執照的其他類別或附加等
級，條件是申請人已經具有要求的實踐經驗和通過規定的考試或民航局為發出特定類別或等級
執照所規定的其他要求。

航空器維修工程師
16. (1)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發出的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附加下列一種或幾種類別
等級：
(a) A 類：航線維修放行機械技工；
(b) B1 類：航線維修放行機械技師；
(c) B2 類：航線維修放行電子技師；
(d) C 類：基地維修放行工程師。
A 類和 B1 類劃分為以下類別：
(a) A1 和 B1.1 分類：渦輪式飛機；
(b) A2 和 B1.2 分類：活塞式飛機；
(c) A3 和 B1.3 分類：渦輪式直升機；
(d) A4 和 B1.4 分類：活塞式直升機；
(e) A5 和 B1.5 分類：預留。
(2) 每一執照的限制按等級確定，等級填寫在執照內頁，說明適用的組別、航空器或系統的型別
或系列。發出執照時一般都列出具體的航空器的型別、發動機或系統的等級。所授予的一
組等級可以包括所有航空器、發動機或包括一組內所規定的系統或所授予的系列等級可以
將執照限於某種航空器或發動機系列或系統。所有這些限制應在執照內簽註。
(3) 為了正確行使執照授予的所有權利，持照人必須保證注意所有相關涉及所實施維修或其他工
作的特定航空器、發動機或系統的適航性的現行資訊。
(4) 經民航局核准的、適用於本條的各個類別的提綱必須單獨制定並作為澳門適航要求的組成部
分。

空中交通管制員
17. 依據本規章和執照的規定，民航局要求下列等級包括在按照本規章第 63 條在澳門發出的空中
交通管制員執照內：
(1) 機場管制等級
(a) 知識
申請人必須至少在其負責區域所涉及的下列科目中演示與所授予權利相應的知識水
平：
(i) 機場平面圖；物理特徵和目視助航設備；
(ii) 空域結構；
(iii) 適用規則、程序和資料來源；
(iv) 空中導航設施；
(v) 空中交通管制設備及其使用；
(vi) 地形和顯著地標；
(vii) 空中交通的特徵；
(viii) 天氣現象；和
(ix) 應急、搜尋與救援計劃；
(b) 經驗
申請人必須：
(i) 圓滿完成經核准的訓練課程；
(ii) 已在具有合適等級的空中交通管制員監督下為機場管制等級在申請等級所在單位
圓滿完成至少 90 小時或 1 個月的機場管制服務（以時間較長者為準）；
(iii) 第(1)分條(b)(ii)項規定的經驗必須在申請前 6 個月內完成。
(c) 如申請人已經持有另一類別的空中交通管制員等級或另一單位的相同等級，民航局必
須決定第(1)分條(b)項對經驗的要求是否可以減少，如可以減少，減少到何種程度。
18.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被授予本附則第 17 條(1)款所述等級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持有人，除本附
則第 9 條(2)款的要求外，還必須符合民航局對知識方面的下列要求：
(1) 知識
申請人必須使民航局對其在下列知識方面感到滿意：
(a) 澳門國際機場的本地規則；
(b) 以機場為中心、半徑 25 海里圓周範圍內的空中導航設備；
(c) 識別與氣象報告相關的簡字和其他相關數據，以及本地重要天氣特性對機場上空和周圍

的影響；
(d) 機場管制單位和各類空中交通服務單位之間的協調程序，如適用，本地地形和顯著地
標；
(e) 觀測和使用跑道視程的本地程序，如適用；和
(f) 通知各類應急服務的本地程序。
(2) 技能
申請人必須演示提供安全、有序和快速的管制服務所需的技能、判斷力和表現，並達到與
所授予權利相應的水平。
19. 對於民航局發出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的機場管制等級，如果空中交通管制員停止履行其等級
的權利的時間已有 6 個月，則其等級即告失效。失效等級必須維持到該管制員的能力對履行等
級的權利再次確立為止。

D 部 – 執照持有人的權利
航空器維修工程師
20. 在澳門持有執照的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在符合其執照要求的條件下，享有以下權利：
(1) 在符合本條第(2)和(3)分條規定的要求的條件下，航空器維修工程師執照持有人的權利必須
在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經過核准的修理、改裝或安裝動力裝置、附件、儀錶和∕或設備
後，確定這些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是否適航，並在檢查、維修、例行養護和∕或發出維修
檢查證明書後，按照經核准並符合本規章的維修大綱簽發維修放行證明書或適航飛行證明
書。
(2) 本條第(1)分條規定的航空器維修執照持有人的權利僅限於在下列條件下行使：
(a) 對以下維修對象：
(i) 執照上專門列出或按一般分類列出的航空器；或
(ii) 執照上專門列出或按一般分類列出的機體、動力裝置、航空器系統及其組件；和
∕或
(iii) 執照上專門列出或按一般分類列出的航空器航空電子系統或組件；
(b) 持照人必須熟悉特定機型的維修和適航方面的所有有關訊息，並為此而簽發維修放行
證明書或為機體、發動機、航空器組件、航空器電子系統或組件確定適航性；和
(c) 在過去的 24 個月之內，持照人已經具備至少 6 個月、按所持執照授予的權利對航空器
或組件實施檢查、養護或維修的經驗，或者已經達到具有相應權利的執照的要求，並
得到民航局的認可。
21. 民航局可以根據合格審定任務的複雜性來確定航空器維修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範圍。

飛行運行員
22. 飛行運行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必須是在符合民航局對有關發出或保持該執照的要求下以此資格
負責為其可以履行職責的任何區域服務。

航空電臺報務員
23. 航空電臺報務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必須是在航空電臺擔任報務員，條件是他∕她必須已熟悉該
航空電臺所用設備的類型和操作程序有關的最新資料。對於申請人的知識和技能也確立在關於
無線電報的情況下，民航局必須為無線電報設備的操作簽註執照。具有此項簽註的執照持有人
則可以在航空電臺操作無線電報和無線電通話設備。

空中交通管制員
24. 民航局發出的包括有關機場管制等級在內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的持有人，其權利應使執照持
有人具有資格在澳門國際機場為任何在澳門國際機場活動區域或停機坪或在機場交通地帶附近
以目視參考地標進行飛行的航空器提供或監督空中交通管制服務的效力（但不帶有任何類型的
雷達設備，由於尚有雷達管制等級的要求）。除非已經獲得民航局的適當授權，空中交通管制
員執照持有人不得在任一運行環境中執行指令。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持有人必須熟悉所有相關
和最新的資料。

附則 5
［第 10 條 (2)款和 12 條 (2)款］

航空器設備

1. 在澳門登記的每一架航空器，當其在第 4 條所列項目表第一欄中所述的狀況下飛行時，應配備
足夠的設備。在本條中，“足夠的設備”的表述指該項目表中分別列出的設備等級要求：
(i) 條件是，如果航空器是在某種混合狀況下飛行，設備等級要求不必因此而重複。
2. 除為頒發適航證所必需的最低設備外，還必須根據所用航空器和所進行飛行的條件來安裝或者
攜帶第 4 條的 航空器設備表 所規定的儀錶、設備和飛行文件。所規定的儀錶和設備包括其安
裝，必須經民航局批准或接受。在確定航空器是否符合本附則要求時必須重點檢查是否配備航
空器適航所必需的機載設備。
3. 下列的設備項目不必是經民航局批准的類型：
(i) 等級 A 中(ii)項所述的設備。
(ii) 等級 B 中(i)和(ii)項所述的急救設備和手冊。
(iii) 等級 D 和 F 中所述的可指示時、分、秒的準確的計時器。
(iv) 等級 G、H 和 J 中所述的手電筒。
(v) 等級 H 中所述的哨子。
(vi) 等級 I 和 J 中所述的海錨。
(vii) 等級 I 中所述的在水面上係留、固定或活動航空器的設備。
(viii) 等級 J 中所述的劃槳。
(ix) 等級 J、T 和 W 中所述的食品和淡水。
(x) 等級 I 中所述的火箭信號。
(xi) 等級 T 中所述的爐子、烹飪用具、雪鍬、冰鋸、睡袋和防寒衣。
(xii) 等級 J、T 和 W 中所述的急救設備。

(xiii) 等級 V 中所述的擴音器。
4. �空器���

�空器和飛行��

所要求��的等級

(1) ����空運�目的以��飛行的�空器�

(a) 對所有飛行的最低要求

A、B(i)、C、D 和 N

(b) 按目視飛行規則（VFR）在管制空域內飛行時

E

(c) 按儀錶飛行規則（IFR）飛行時

E

(d) 夜間飛行時

E+G

(e) 在水域上飛行時
(i) 定翼飛機
(ii) 直升機

H + DD
L + DD

(f) 在指定陸地區域上空飛行時

S + W + DD

(g) 在結冰情況下飛行時

F

(h) 在高高度飛行時

K

(i) 在進行特技飛行動作時

M

����定翼飛機的要求 （����空運��）
(j) 所有水上飛機

I

(k) (i)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5,700公斤的所有定翼飛機

U 但不包括 U(iii)款

(ii)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5,700 公斤或批准載運 19 名以

Z

上乘客的所有渦輪發動機式定翼飛機
(l)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在5,700公斤以上至27,000公斤（含）
的所有定翼飛機

P 但不包括 P(ii)、(iii)和(xii)
款

航空器和飛行��

(m)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27,000公斤的所有定翼飛機
(n) 2005年1月1日以後首次頒發單機適航證並且最大審定起
飛質量超過5,700公斤的所有定翼飛機

所要求��的��

P 但不包括 P(i)、(iii)和(xii)
款
P 但不包括 P(ii)、(iii)和(xi)
款

(o) 在下列情況下進行遠程跨水飛行時：
(i) 距離適合應急著陸的陸地50海里；

I(i) + DD

(ii) 對於單發定翼飛機，距離適合應急著陸的陸地超過

J + DD

185公里（100海里）；對於單發失效時能夠繼續飛行
的多發定翼飛機，距離超過370公里（200海里）
。
(p) 當以馬赫數表示速度限制時

Y

�適�於直升機的要求（���航空運��）
(q) 所有直升機

L

(r)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在3,175公斤以上至7,000公斤（含）的

AA 但不包括 AA(ii)和(iii)款

所有直升機
(s)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7,000公斤的所有直升機

AA 但不包括 AA(i)和(iii)款

(t) 2005年1月1日以後首次頒發單機適航證並且最大審定起

AA 但不包括 AA(i)和(ii)款

飛質量超過3,175公斤的所有直升機

��� 2010年11月18日後所有根據要求必須至少有一名客艙機組

FF(i)和(v)

人員運行的直升機

(2) ����航空運��的�飛行的航空器：

(a) 最低要求：
(i)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小於 1,150 公斤的航空器的所有飛

A、B(i)、C、D 和 N

行
(ii)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在 1,150 公斤以上至 5,700 公斤
（含）的航空器的所有飛行

A、B(i)、C、D、N 和 V

航空器和飛行��

(iii)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5,700 公斤的航空器的所有飛

所要求��的��

A、B、C、D、N 和 V

行
(iv) 2010 年 11 月 18 日後所有根據要求必須載運客艙機組

FF(i)、(ii)、(iii)和(iv)

做為運行機組的一部分的航空器
(b) 按目視飛行規則（VFR）在管制空域內飛行時

E

(c) 按儀錶飛行規則（IFR）飛行時

E

(d) 夜間飛行時

E + G + BB

(e) 在水域上飛行時
(i) 定翼飛機

H + DD

(ii)

L + DD

直升機

(f) 在指定陸地區域上空飛行

T + DD

(g) 在結冰情況下飛行時

F

(h) 在高高度飛行時：
(i)

使用非增壓航空器

K，第 I 部分

(ii)

使用增壓航空器

R + K，第 II 部分

(i) 在15,000米（49,000英尺）以上高度飛行

X

��用�定翼飛機的要求（��航空運��）
(j) 所有水上飛機

I

(k)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5,700公斤的所有定翼飛機

O+U+Q

(l)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在5,700公斤以上至27,000公斤（含）

P 但不包括 P(ii)、(iii)和(xii)

的所有定翼飛機
(m)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27,000公斤的所有定翼飛機

款
EE + P 但不包括 P(i)、(iii)和
(xii)款

航空器和飛行條�

(n) 2005年1月1日以後首次頒發單機適航證並且最大審定起
飛質量超過5,700公斤的所有定翼飛機
(o)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為5,700公斤或以下的所有多發渦輪發
動機驅動的定翼飛機
(p)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5,700公斤或准許搭載19名以上乘

所��設備的等級

P 但不包括 P(i)、(ii)和(xii)
款
P 但不包括 P(ii)、(iii)和(xi)
款
Z

客的所有渦輪發動機驅動的定翼飛機
(q) 在下列情況下進行遠程跨水飛行時：
(i)

J + DD

對於定翼飛機當在航路任何一點或計劃改航點上
關鍵動力裝置失效時，能夠繼續飛往一個距離以
巡航速度飛行120分鐘或400海里（以航程較短者
為準）的機場；或

(ii)

對於所有其他定翼飛機，以巡航速度飛行30分鐘
或100海里（以航程較短者為準）。

(r) 當以馬赫數表示速度限制時

Y

�適�於直升機的��（��航空���）
(s) 所有直升機

L

(t)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在3,175公斤以上至7,000公斤（含）的

O + AA 但不包括 AA(ii)和

所有直升機
(u)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7,000公斤的所有直升機
(v) 2005年1月1日以後首次頒發單機適航證並且最大審定起
飛質量超過3,175公斤的所有直升機
(w) 2010年11月18日後所有根據要求必須至少有一名客艙機組
人員運行的直升機

5. 等級
第 4 條中航空器設備表所列出的設備等級如下：

(iii)款
O + AA 但不包括 AA(i)和
(iii)款
O + AA 但不包括 AA(i)和(ii)
款
FF(i)和(v)

等級 A
(i) 在飛行中可以更換所有電路的備用保險絲，按每一定額數的 10%或每一定額 3 根組成，取其
多數。
(ii) 除了根據本規章對航空器的計劃飛行所要求的任何其他設備之外，現行和合適的地圖、航
圖、代碼以及其他必要的文件和導航設備，包括可能合理預期到的任何改航點。
(iii) (a) 在不違反等級 B 中(vii)項的情況下，在所有飛機、直升機和自轉旋翼機內，對每個駕駛
員座位和位於駕駛員座位旁邊的任何座位，配妥對角肩帶的安全帶或安全背帶；
(b) 對於所使用的每一座位（並非以上第(a)款項所述的一個座位），在不違反等級 B 中(ix)
項的情況下，具有或不具有對角肩帶的安全帶或安全背帶；和
(c) 除了上述第(b)款所要求的設備和附加設備之外，每個 2 歲以下的兒童必須配有兒童約
束裝置。
(iv) 在駕駛艙和每一個與駕駛艙隔開而飛行機組又不能很快進入的各個客艙內最少應有一個噴
射時不會使機內產生危險性污染的手提滅火瓶。

註：按定翼飛機適航證要求配備的任何手提滅火瓶可計入此數。
(v) 最少一把安全斧頭置於飛行機組成員隨手可取之處。
等級 B
(i) 對於旅客商業航空運輸而最大審定起飛質量不超過 5,700 公斤的航空器和用於非商業航空運
輸類運行的航空器，根據航空器機上人員數量，應配備品質良好、數量充足的下列急救設
備，包括：
(a) 繃帶卷、三角巾、脫脂紗布、膠布、白色脫脂棉球、藥棉（或傷口敷料處使用的紗布和
藥棉）、灼傷敷料、安全別針；
(b) 止血繃帶或止血帶、剪刀；和
(c) 消毒劑、止痛藥和興奮劑；和一本急救手冊。
(ii) 對於旅客商業航空運輸而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5,700 公斤的航空器，根據航空器機上人員
數量，應配備以下急救物品：
(a) 一本急救手冊；
(b) 國際民航組織附件 12 所述供倖存者使用的地對空目視信號代碼；
(c) 處理創傷的用品；
(d) 眼用軟膏；
(e) 鼻腔止血噴劑；
(f) 驅蟲劑；
(g) 潤眼滴液；

(h) 防曬霜；
(i) 水溶性消毒洗液∕潔膚洗液；
(j) 治療大面積燒傷的用品；
(k) 口服藥品，包括：鎮痛藥、鎮痙藥、中樞神經系統興奮劑、循環興奮劑、冠狀血管擴張
藥、止瀉藥和暈機藥；和
(l) 人造塑膠口咽氣道和夾板。
(iii) 所需急救藥箱應儘可能平均分佈在整個客艙，存放位置應方便客艙組取用，同時，考慮到
在緊急情況下可能需要在飛機以外使用醫療用品，因此這些急救藥箱應放置在靠近出口
處。
(iv) 對於旅客商業航空運輸而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5,700 公斤的航空器，除第(ii)款的要求
外，在乘客人數超過 250 人時，還應有一個裝有下列物品的醫藥箱：

設備
(a) 一副消過毒的外科手套；
(b) 血壓計；
(c) 聽診器；
(d) 消過毒的剪刀；
(e) 止血鉗；
(f) 止血繃帶或止血帶；
(g) 消過毒的縫合傷口設備；
(h) 一次性注射器和針頭；
(i) 一次性手術刀柄和刀片

藥物
(j) 冠狀血管擴張藥；
(k) 鎮痛藥；
(l) 利尿劑；
(m) 抗過敏藥；
(n) 類固醇；
(o) 鎮靜劑；
(p) 麥角新鹼；
(q) 麻醉注射劑（如有民航局特殊授權）；和
(r) 支氣管擴張注射劑。
(v) 如配有醫藥箱，應將其存放在合適和安全的地方。

(vi) 當航空器停留在地面期間，無論在正常或緊急狀況下，如果用於旅客商業航空運輸的航空
器上供旅客下機用的任何艙門框欄：
(a) 在飛機起落架處於滑行正常位置時距離地面多於 1.82 米；或
(b) 如果起落架或其任何部分倒塌、折斷或失靈，距離地面多於 1.82 米。
在每一艙門旁即可使用的由某種或幾種裝置組成的機關，能夠使旅客在航空器停留地面期
間的緊急狀況下安全到達地面，並且能夠即時復位使用。
(vii) 對所有航班上所使用的航空器，每一飛行機組成員的座位必須配有安全背帶取代按等級 A
所述的安全帶。如果航空器的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2,730 公斤，安全背帶應配裝一種裝
置，以便在突然減速的情況下，自動抑制乘座人的身軀。駕駛員座椅上的安全帶應附加一
個裝置以防止駕駛員突然失能時妨礙飛行操縱。
註：安全背帶包括肩帶和可以獨立使用的座位安全帶。
(viii) 如果機長不能夠從其自己的座位看到航空器內所有旅客的座位，應配裝指示旅客繫好安全
帶的裝置。
(ix) 對於具有面向前方或面向後方裝置的座位（航空器縱向軸線 15 度之內），應安裝本規章第
18 條（8）款規定的安全背帶供每一客艙乘務員在緊急撤離的情況時使用。按照民航局對
緊急撤離的要求，客艙組成員的座椅的位置必須靠近地面和其他緊急出口。
(x) 保證下列資訊和指令傳遞到旅客的裝置：
(a) 何時須系好安全帶；
(b) 如要求攜帶氧氣，何時和如何使用氧氣設備；
(c) 對吸煙的限制；
(d) 救生衣或供個人使用的等效漂浮裝置（如要求攜帶這些裝備）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和
(e) 緊急出口的位置和開啟方法。
(xi) 國際民航組織附件 2 所述供倖存者使用的煙火遇險信號發射裝置。
等級 C
(i) 空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要求配備的顯示燈光的設備。
(ii) 以航空器內供電為主要來源的電氣設備，以便提供充足的照明使飛行機組得以在飛行中正
常履行其職責。
(iii) 除非航空器配備無線電，應具有空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中規定的目視信號裝置，以
表明請求允許著陸。
等級 D
(i) 一個磁羅盤；
(ii) 一套標明時、分、秒的準確的計時器；
(iii) 一個靈敏的氣壓式高度表；

(iv) 一個空速表；和
(v) 民航局規定的其他附加儀錶或設備。
(vi) 對於按照管制飛行實施的 VFR 飛行，其設備必須按等級 E 要求配備。
等級 E
(i) 一個磁羅盤；
(ii) 一套標明時、分、秒的準確的計時器；
(iii) 對於定翼飛機或直升機，應配備兩個靈敏的、帶轉鼓計數器或等效指示的氣壓高度表；對
於從事非商業航空運輸類或航空作業的直升機，應配備一個靈敏的、帶轉鼓計數器的氣壓
高度表；
(iv) 配有防止由於凝結或結冰而失靈的裝置的空速指示系統；
(v) 一個轉彎側滑儀；
(vi) 定翼飛機上應有一個姿態指示器（人工地平儀）；直升機上應有三個姿態指示器（人工地平
儀），其中一個可以換成轉彎儀；從事非商業航空運輸類或航空作業的直升機上應有兩個姿
態指示器（人工地平儀）
，其中一個可以換成轉彎儀；
(vii) 一個航向指示器（方向陀螺）；
(viii) 一套獨立於主電源系統的應急電源，能夠為姿態指示儀錶（人工地平儀）提供最少 30 分
鐘的工作和照明用電，並使機長能夠清楚地看到該儀錶。應急電源在主電源系統完全失效
後必須能夠自動工作，並在儀錶板上清楚地顯示姿態指示器正由應急電源供電，適用於：
(a) 新製造的定翼飛機，配有電動姿態指示儀，而飛機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5,700 公斤並
已取得在澳門頒發的商業航空運輸類的適航證；
(b) 定翼飛機，配有電動姿態指示儀，已取得可以載運超過 19 名 3 歲以上的人員的商業航
空運輸類證明；
(c) 配有電動姿態指示儀和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15,900 公斤的航空器；和
(d) 1 級和 2 級性能直升機，僅取得商業航空運輸類證明。
(ix) 一個指示陀螺儀錶的供電是否充足的指示設備；
(x) 一個在駕駛艙內指示外界大氣溫度的設備；
(xi) 一個爬升和下降速度指示器；
(xii) 有關當局規定的其他儀錶或設備；和
�：為滿足上述第(v)、(vi)和(vii)款要求，如果能保持三種不同儀錶所固有的防整體失效的

安全防護裝置，則可以使用組合儀錶或集成飛行引導系統。
(xiii) 供任一駕駛員使用的儀錶，其位置安排必須使駕駛員在其執勤崗位上僅須從沿飛行航跡前
視時通常所處的位置和形成的視線作儘可能最小的偏移，就能很容易地看到儀錶的指示。
(xiv) 直升機應配備一套穩定系統，除非向民航局演示該直升機的設計特點已具備充分的穩定性

而不必配備這樣的系統。
等� F
(i) 如果報告有結冰條件或可能遇到結冰條件的環境中飛行時，應有合適的配備防冰和∕或除冰
設備。計劃或預期在可能或已知地面結冰的情況下運行的定翼飛機不得起飛，除非對定翼飛
機的結冰情況進行了檢查並在必要時採取了適當的除冰∕防冰措施（如必要）。為保持航空器
在起飛前處於適航狀態，必須將定翼飛機上堆積的冰或其他自然形成的污染物除去。
等� G
(i) 對於商業航空運輸，最大審定起飛質量不超過 5,700 公斤的航空器應配備兩個著陸燈或一個
分開供電雙燈絲的著陸燈（對於直升機而言，最少在垂直面上其中一個著陸燈應該可以轉
動）。
對於非商業航空運輸類，只要求有一個著陸燈。
(ii) 空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要求對在飛行中或在機場活動區運行的航空器配備的燈光。
(iii) 一套電動燈光系統為每一客艙提供照明。
(iv) (a) 航空器飛行機組每一成員一把電筒；或
(b) 航空器飛行機組每一成員一把電筒；和無論是在正常或是緊急狀況之下，最少在每一地
板平面旅客下機出口處固定一個手電筒，除非該電筒：
(A) 航空器機組在任何時候隨手可取；和
(B) 總數不少於客艙滿載時要求的客艙乘務員最低人數。
(v) 在航空器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5,700 公斤時，一個觀察在航空器上存冰和結冰的裝置。
等� H
(i) 為機上每個人配備一件救生衣，存放位置應方便使用者從座椅上取用，而救生衣上應配有一
個哨子和一個防水電筒；
(ii) 專供 3 歲以下兒童使用而製造和載運的救生衣不需要配備哨子。
等� I
(i) 為機上每人配備一件救生衣或供個人使用的等效漂浮裝置，並存放在方便從座位上取用的位
置；
(ii) 《國際海上防撞規則》所規定的聲音信號設備
（如適用）；
(iii) 一副海錨，必要時可以協助進行所需動作；
(iv) 一副錨；
等� J

(i) 能容納機上所有人員的救生筏應裝備下列設備：
(a) 保持浮力的設備；
(b) 一副海錨；
(c) 救生繩和相互連接救生筏的裝置；
(d) 劃槳或其他推進裝置；
(e) 保護活動範圍內乘坐人的裝置；
(f) 一個防水電筒；
(g) 船用遇險煙火信號；
(h) 變海水為飲用水的裝置；
(i) 對於每 4 人或按 4 人比例設計乘載的救生筏：
(A) 100 克葡萄糖太妃丸；和
(B) 一升裝在耐用容器內的淡水；條件是在任何情況下，按上述規定裝載如此重量的淡
水並非實際可行而在此情況之下可以實際可行地用更大重量的淡水取而代之。條件
是，在任何情況下，所裝載的淡水重量不得少於加上本項（h）項中所規定設備裝
置所能夠製造出的淡水重量，以便為每 4 人或按 4 人比例設計乘載的救生筏提供一
升淡水；和
(j) 急救設備。

註：（f）項到（j）項的全部項目必須以容器包裝存放在救生筏之中。
等級 K
配備氧氣和相關設備以滿足本等級第一和第二部分列出的要求。對本等級而言，期限應為：
(i) 在開始飛行之前，根據運行手冊計算，為合理預計到的一個或幾個期限，航空器將在計劃飛
行的狀態中按適用於這種要求的高度飛行以及在計算持續時間方面應考慮下列各項：
(a) 對增壓航空器而言，當在飛行高度層 100（FL100）以上飛行時釋壓的可能性；
(b) 一台或多台航空器發動機失效的可能性；
(c) 因所要求的最低安全高度的限制；
(d) 燃油要求；和
(e) 航空器的性能；或
(ii) 航空器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規定的條件下實際飛行的一個或幾個期限，以較長者為
準。
第一部分üü非增壓航空器
(i) 當在飛行高度層 100（FL100）或以下的飛行高度層上飛行時：沒有特殊要求。
(ii) 在飛行高度層 100（FL100）以上但不超過飛行高度層 130（FL130）飛行時：

提供��

持續期間

(a) 飛行機組成員

航空器在飛行高度層 100（FL100）以上飛行的任何期間

(b) 客艙組成員和 10%的旅客

任何超過 30 分鐘的持續期間，航空器在此期間在飛行高度層
100（FL100）但不超過飛行高度層 130（FL130）飛行時，持
續時間應為超過 30 分鐘的期限

(iii) 在飛行高度層 130（FL130）以上飛行時：

提供��

持續期間

(a) 飛行機組成員

航空器在飛行高度層 130（FL130）以上飛行的任何期間

(b) 客艙乘務員和所有旅客

航空器在飛行高度層 130（FL130）以上飛行的任何期間

第�部分——�壓航空器
(i) 當在飛行高度層 100（FL100）或以下飛行時：沒有特殊要求。
(ii) 當在飛行高度層 100（FL100）以上但不超過飛行高度層 250（FL250）飛行時：

提供��

(a) 飛行機組成員

持續期間

在失壓情況下當客艙壓力高度超過 3,000 米（10,000 英尺）能
夠根據實施飛行的環境狀況為所有機組成員和乘客提供充足的
呼吸用氧

(b) 客艙乘務員和所有旅客

(A) 當航空器能夠下降並繼續飛往下述(A)款指定的目的地
時，30 分鐘或當客艙壓力高度超過 3,000 米（10,000 英
尺）時（以較大者為先）
(B) 當航空器不具備此能力時以及客艙壓力高度大於 3,000 米
（10,000 英尺）但不超過 4,000 米（13,000 英尺）

(c) 客艙乘務員和所有旅客

(A) 當航空器能夠下降並繼續飛往上述(A)款指定的目的地
時，除本等級本部分第(ii)(b)(A)款外沒有其他要求
(B) 當航空器不具備此能力以及客艙壓力高度超過 4,000 米
（13,000 英尺）時，持續時間應該為客艙壓力高度超過
4,000 米（13,000 英尺）的那段時間或 10 分鐘（以較大者

為先）
(iii) 在飛行高度層 250（FL250）以上飛行時：

提供��

(a) 飛行機組成員

持續�間
2小時或當客艙壓力高度超過3,000米（10,000英尺）時（以較
大者為先），並且在飛行機組值勤位置上必須備有一個可以隨
時供氧的快速佩戴式氧氣面罩

(b) 客艙乘務員

當客艙壓力高度超過 3,000 米（10,000 英尺）以及一個可持續
15 分鐘的手提供氧

(c) 10%的旅客

當客艙壓力高度超過 3,000 米（10,000 英尺）但不超過 4,000
米（13,000 英尺）時

(d) 30%的旅客

當客艙壓力高度超過 4,000 米（13,000 英尺）但不超過 5,000
米（15,000 英尺）時

(e) 所有旅客

如果客艙壓力高度超過 5,000 米（15,000 英尺），持續時間必
須是客艙壓力高度超過 5,000 米（15,000 英尺）或 10 分鐘的
時間（以較大者為先）

(f) 2%的旅客或 2 名旅客，以較

當失壓之後，客艙壓力高度超過 2,400 米（8,000 英尺）時

大者為準，提供必須備妥的
急救氧氣作為同時急救處理
該 2%的旅客或 2 名旅客，
無論其在航空器何處就座
(iv) 在未能保持客艙氣壓的情況發生之時，航空器能夠根據有關飛行手冊規定的緊急下降程序
下降並且不至於在有關航空器運行手冊中規定的安全飛行的最低高度之下飛行，即 4 分鐘
之內到達飛行高度層 4,000 米（13,000 英尺）以及在該飛行高度層上或之下繼續前往計劃之
中目的地或可作安全著陸的任何其他地點。
(v) 航空器必須按上述第二部分的要求裝備可自動脫落的氧氣設備，氧氣分配裝置的總數必須超
過乘客和客艙乘務組座位數的 10％。
(vi) 航空器必須裝備在任何危險的失壓情況下向駕駛員提供明確警告的裝置。
�� L
(i) 漂浮設備
(a) 所有打算做水上飛行的直升機必須裝備永久性或可迅速展開的漂浮設備，以保證直升機
在下列情況下在水上安全迫降：

(A) 以 1 級或 2 級性能運行在水面上空飛行時離岸的距離超過相當於正常巡航速度 10
分鐘的距離；或
(B) 以 3 級性能在水面上空飛行時超過自轉或安全迫降著陸距離。
(ii) 應急設備
(a) 按第(i)條的規定以 1 級或 2 級性能運行的直升機必須裝備：
(A) 機上每人一件的救生衣或等效的個人漂浮裝置，存放在從個人座位或床位易於取用
的地方；
(B) 供機上所有人員乘坐的足夠數量的救生筏，存放在緊急時便於取用的地方，並備有
與從事此種飛行相適應的包括維持生命手段的救生設備。在直升機上裝有兩個救生
筏時，每個救生筏都應該能夠以超載狀態承載直升機上的所有乘員；和
註：超載狀態是最大承載能力的 1.5 倍的安全設計裕度。
(C) 煙火求救信號設備。
(b) 以 3 級性能運行的直升機在水上飛行超過自轉著陸離岸距離但在民航局規定的離岸距離
內時，必須為機上每個人裝備一件救生衣或等效的個人漂浮裝置，存放在從各人座位或
床位易於取用的地方。
(c) 以 3 級性能運行的直升機的飛行距離超過第(ii)(b)條規定的範圍時，必須按第(ii)(a)條進
行裝備。
(d) 當起飛和進近航徑處於水面上空，直升機一旦發生事故可能在水上迫降的直升機場起飛
或著陸時，按民航局的決定，必須按第(i)(a)和(ii)(a)(A)、(B)和(C)條的要求攜帶設備。
(e) 每一救生衣和等效的個人漂浮裝置必須有便於被人找到的電氣照明裝置。
等級 M
為使用的每一座位配備安全帶。
等級 N
供飛行機組所有成員使用的內部通話系統以及包括吊杆或喉式麥克風，但不是駕駛員和飛行工
程師（如有）使用的那種手握式話筒。當在過渡高度層∕海拔高度下飛行時，需要在駕駛艙值
勤的所有飛行組成員都必須通過吊杆或喉式麥克風通話。
等級 O
載運乘客的直升機或增壓定翼飛機在夜間或儀錶氣象條件下，預計運行的航路區域中存在可被
機載氣象雷達探測到的雷雨或其他潛在的危險天氣情況時，應裝備可工作的氣象雷達。
等級 P
II �和 IIA �飛行數����（FDR）
(i) 最大審定起飛質量在 5,700 公斤以上但不超過 27,000 公斤（含）的所有定翼飛機必須裝備 II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
對於商業航空運輸，在 1990 年 1 月 1 日（含）以後首次頒發單機適航證的、最大審定起飛
質量為 5,700 公斤（含）以下的、所有多發渦輪發動機定翼飛機，應安裝 IIA 型飛行數據記
錄器（FDR）。
II 型與 IIA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S）必須記錄準確確定定翼飛機的飛行航跡、速度、姿
態、發動機功率和升力與阻力裝置的構型所需的參數，包括：
(a) 時間（能得到時用世界協調時，否則用經過的時間）；
(b) 壓力高度；
(c) 指示空速；
(d) 磁航向；
(e) 垂直加速度；
(f) 俯仰姿態；
(g) 橫滾姿態；
(h) 無線電發送鍵；
(i) 每一發動機的推力；
(j) 後緣襟翼或駕駛艙襟翼控制的位置；
(k) 前緣襟翼或駕駛艙襟翼控制的位置；
(l) 每一反推的位置；
(m) 地面擾流器∕減速板選擇；
(n) 外界空氣溫度或總空氣溫度；
(o) 自動駕駛儀∕自動油門∕自動飛行控制系統方式和銜接狀態。
I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
(ii) I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必須記錄準確確定定翼飛機的飛行航跡、速度、姿態、發動機
功率、構型和運行所需的參數，除上述第(i)款所列參數以外還應包括：
(a) 縱向加速度；
(b) 橫向加速度或側滑角；
(c) 駕駛員的輸入和∕或操縱面的位置 － 主操縱（俯仰、橫滾、偏航）
；

註：對有常規操縱系統的定翼飛機用“或＂。對有非機械操縱系統的定翼飛機用“和＂。對
具有操縱面開度不一致的定翼飛機，用一種適當的輸入組合代替分別記錄每個操縱面是可以
接受的。
(d) 俯仰配平位置；
(e) 無線電高度；

(f) 下滑道偏離；
(g) 航向道偏離；
(h) 指點信標通道；
(i) 駕駛艙主警告；
(j) 導航（NAV）一號和二號頻率選擇；
(k) 測距機（DME）一號和二號測距；
(l) 起落架減震支柱安全電門位置；
(m) GPWS（近地警告系統）；
(n) 迎角；
(o) 每液力系統（低壓）；
(p) 導航數據（緯度和經度，地速和偏流角）；
(q) 起落架或起落架選擇器的位置。
IA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
(iii) IA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必須記錄準確確定定翼飛機的飛行航跡、速度、姿態、發動
機功率、構型和運行所需的參數，包括：

飛行航跡和速度
(a) 壓力海拔高度；
(b) 指示空速或校正空速；
(c) 地空狀態和實際可行時每個起落架的空地感測器；
(d) 總氣溫或外部氣溫；
(e) 航向（飛行機組基本參考）；
(f) 垂直加速度；
(g) 橫向加速度；
(h) 縱向加速度（機軸）；
(i) 時間或相對時間計算；
(j) 導航數據*：偏流角、風速、風向、緯度∕經度；
(k) 地速*；
(l) 無線電海拔高度*；

姿態
(a) 俯仰姿態；

(b) 滾轉姿態；
(c) 偏航或側滑角*
(d) 迎角*；

發動機功率
(a) 發動機推力∕功率：每台發動機的推力∕功率，駕駛艙推力∕動力手杆位置；
(b) 反推狀態*；
(c) 發動機推力指令*；
(d) 發動機推力目標*；
(e) 發動機放氣活門位置*；
(f) 發 動 機 其 他 參 數 * ： 發 動 機 壓 力 比 （ EPR ）、 N1 、 指 示 振 動 水 平 、 N2 、 排 氣 溫 度
（EGT）、油門杆角度（TLA）、燃油流量、燃油斷開杆位置、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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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俯仰配平面的位置；
(b) 襟翼*：後緣襟翼的位置，駕駛艙操縱手柄選擇；
(c) 縫翼*：前緣襟翼（縫翼）的位置，駕駛艙操縱手柄選擇；
(d) 起落架*：起落架、起落架選擇器的位置；
(e) 偏轉配平面的位置*；
(f) 滾轉配平面的位置*；
(g) 駕駛艙配平控制輸入位置俯仰*；
(h) 駕駛艙配平控制輸入位置滾轉*；
(i) 駕駛艙配平控制輸入位置偏轉*；
(j) 地面擾流器和減速板*：地面擾流器位置、地面擾流器選擇、減速板位置、減速板選
擇；
(k) 除冰和∕或防冰系統選擇*；
(l) 液壓（每個系統）*；
(m) 燃油量*；
(n) 交流電電氣匯流條的狀態*；
(o) 直流電電氣匯流條的狀態*；
(p) 輔助動力裝置（APU）放氣活門位置*；
(q) 計算出的重心*

運行
(a) 警告；
(b) 主飛行操縱面和主飛行操縱駕駛員輸入：俯仰軸、滾轉軸、偏轉軸；
(c) 指點信標通道；
(d) 每個導航接收器頻率選擇；
(e) 手工無線電發送鍵盤操作和駕駛艙聲話記錄器∕飛行數據記錄器（CVR/FDR）同步參
照；
(f) 自動駕駛儀∕自動油門∕自動飛行控制系統方式和銜接狀態*；
(g) 選定的氣壓設置*：駕駛員、副駕駛員；
(h) 選定的海拔高度（可供駕駛員選擇的所有運行模式）*；
(i) 選定的速度（可供駕駛員選擇的所有運行模式）*；
(j) 選定的馬赫數（可供駕駛員選擇的所有運行模式）*；
(k) 選定的垂直速度（可供駕駛員選擇的所有運行模式）*；
(l) 選定的航向（可供駕駛員選擇的所有運行模式）*；
(m) 選定的飛行航跡（可供駕駛員選擇的所有運行模式）*：航道∕所需航跡、航跡角；
(n) 選定的決斷相對高度*；
(o) 電子飛行儀錶系統（EFIS）顯示格式*：駕駛員、副駕駛員；
(p) 多功能∕發動機∕告警顯示格式*；
(q) 近地警告系統（GPWS）∕地形意識和警告系統（TAWS）∕防撞地系統（GCAS）狀
態*：地形顯示模式的選擇（包括彈出顯示狀態、地形告警、小心和警告、及諮詢）
、開
∕關鈕位置；
(r) 低壓警告*：液壓、壓縮氣壓；
(s) 計算機故障*；
(t) 客艙失壓*；
(u) 交通告警和防撞系統（TCAS）∕機載防撞系統（ACAS）*；
(v) 結冰探測*；
(w) 發動機振動警告*；
(x) 發動機超溫警告*；
(y) 發動機低油壓警告*；
(z) 發動機超速警告*；
*對於IA型飛行數據記錄器，不帶星號(*)的參數是強制性參數，必須記錄。此外，帶星號（*）的參數在定翼飛機系

統和∕或飛行機組為操縱定翼飛機而使用該參數的資訊源時也必須記錄。

(aa) 風切變警告*；
(bb) 運行失速保護、振杆器和推杆器啟動*；
(cc) 駕駛艙所有飛行操縱器的受力*：駕駛盤、駕駛杆、方向舵腳蹬的受力情況；
(dd) 垂直偏轉*：ILS 下滑道、MLS 標高、GNSS 進近航跡；
(ee) 水平偏轉*：ILS 航向信標台、MLS 方位、GNSS 進近航跡；
(ff) 測距儀 1 和 2 距離* DME 1 和 2 的距離*；
(gg) 主導航系統參照*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NSS）、慣性導航系統（INS）、甚高頻全向
無線電指向標∕測距儀（VOR/DME）、微波著陸系統（MLS）、羅蘭 C、儀錶著陸系統
（ILS）；
(hh) 制動器*：左側和右側制動器壓力、左側和右側制動器腳蹬位置；
(ii) 日期*；
(jj) 事件標誌*；
(kk) 頭頂顯示器的使用*；
(ll) 側面直觀顯示器開啟*。

註1：所要求的參數，包括幅度、抽樣、精確度和清晰度載於歐洲民用航空設備組織
（EUROCAE）飛行記錄器系統文件的最低運行性能規範（MOPS）或與此相當的文件中。
註2：記錄的參數數量取決於定翼飛機的複雜程度。無星號(*)的參數無論定翼飛機的複雜程
度均須記。帶星號(*)的參數在定翼飛機系統和∕或飛行機組為操縱定翼飛機而使用該參數
的資訊源時也必須記錄。
(iv) 除了 IIA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必須最少能夠保存最後 30 分鐘運行的資訊記錄以外，
所有飛行數據記錄器（FDRS）必須最少能夠保存最後 25 小時運行中所記錄的資訊。
(v) 飛行記錄器的結構、位置與安裝必須能夠對記錄的資訊提供最大可能的保護，以便將所記錄
資訊保存、復原並解碼。飛行記錄器必須滿足規定的防撞性和防火要求。
(vi) 駕駛艙聲音記錄器（CVR）必須最少能夠保存最後 30 分鐘運行中所記錄的資訊。除了安裝
在 1990 年 1 月 1 日以後首次頒發單機適航證的定翼飛機上的駕駛艙聲音記錄器（CVR），應
最少能夠保存最後 2 小時運行中所記錄的資訊。一套經過批准的能夠同時記錄以下資訊的 4
通道駕駛艙聲音記錄器：
(a) 在機長正常飛行位置面對任何開啟的話筒所說的所有通話和所有調播到機長的耳機或揚
聲器中的音頻信號；
(b) 在副駕駛員正常飛行位置面對任何開啟的話筒所說的所有通話和所有調播到副駕駛員耳
機或揚聲器中的音頻信號；
(c) 在另一飛行機組人員位置面對任何開啟的話筒所說的所有通話和所有調播到該機組人員
位置的耳機或揚聲器中的音頻信號；和
(d) 在駕駛艙內的所有通話。

(vii) 上述飛行數據記錄器和駕駛艙聲音記錄器：
(a) 應按澳門民用航空局要求確定位置和安裝；和
(b) 應牢固地與一台自動開啟的水下定位裝置相連接。
(viii) 2005 年 1 月 1 日後獲得單機適航證、使用資料鏈通信並要求載有駕駛艙聲音記錄器
（CVR）的所有定翼飛機，必須在飛行記錄器上記錄該定翼飛機接收和發出的所有資料鏈
通信。最短記錄時間必須和駕駛艙聲音記錄器的記錄時間相當，並與所記錄的駕駛艙話音
相關聯。
自 2007 年 1 月 1 日起，使用資料鏈通信並要求載有駕駛艙聲音記錄器的所有定翼飛機，
必須在飛行記錄器上記錄該定翼飛機接收和發出的所有資料鏈通信。最短記錄時間必須和
駕駛艙聲音記錄器的記錄時間相當，並與所記錄的駕駛艙話音相關聯。
(ix) 必須記錄足夠的資訊以解讀資料鏈通信電文的內容，並在實際可行時，必須記錄機組收到
或發出電文的時間。
註：資料鏈通信包括但不局限於契約式自動相關監視（ADS-C）、管制員——駕駛員資料
鏈通信（CPDLC）、資料鏈——飛行情報服務（D-FIS）及航空運行管制（AOC）電文。
(x)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停止及禁止使用下列航空器設備：
(a) 雕刻箔盒式飛行數據記錄器；
(b) 調頻（FM）的模擬式飛行數據記錄器；和
(c) 照相膠片式飛行數據記錄器。
(xi) 需要裝備飛行數據記錄器（FDR）和駕駛艙聲音記錄器（CVR）的、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
過 5,700 公斤的所有定翼飛機，可以選擇裝備兩台組合記錄器（FDR/CVR）。
(xii) 需要裝備飛行數據記錄器（FDR）和∕或駕駛艙聲音記錄器（CVR）的、最大審定起飛質
量為 5,700 公斤（含）以下的所有多發渦輪定翼飛機，可以選擇裝備一台組合記錄器（飛行
數據記錄器∕駕駛艙聲音記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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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如果定翼飛機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5,700 公斤，必須安裝駕駛艙門。
(ii) 所有安裝有駕駛艙艙門的定翼飛機，其艙門應能鎖住。並且必須制訂方法，以便在客艙有
可疑活動或保安被破壞時客艙乘務組能夠謹慎地通知駕駛機組。
(iii) 自 2003 年 11 月 1 日起，最大全重超過 45,500 公斤或批准載客數超過 60 人的所有定翼飛
機必須裝備為承受輕兵器火力、手榴彈彈片穿透和非授權人員的暴力闖入而設計的經批准的
駕駛艙艙門。此艙門必須能從任何一飛行員座位上鎖住和打開。
(iv) 根據上述第(iii)款要求裝有駕駛艙艙門的所有定翼飛機 必須提供從任何一飛行員座位對整
個駕駛艙門外側區域進行監視的手段，以核實請求進入的人員身份並察覺可疑行為或潛在威
脅。
�� R

(i) (a) 在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5,700 公斤的飛機方面，按第 18 條要求配載足以在不少於 15 分
鐘的期間之內保護飛行機組所有成員的眼、鼻和嘴的設備，以及除此之外，如在前文所
述，在所需飛行最少機組多於 1 人和按第 18 條不需要客艙乘務員的情況下，應配備足以
在不少於 15 分鐘的期間之內保護飛行機組 1 名成員的眼、鼻和嘴的手提式設備。
(b) 在最大審定起飛質量不超過 5,700 公斤的飛機方面，應配備本等級(i)(a)項所規定的設
備，除非該飛機按營運人運行手冊限制在飛行高度層 250 或以下飛行以及能夠按下述 A
項下降，因為此類設備應足以保護眼睛。
(ii) (a) 在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5,700 公斤的飛機方面，應按第 18 條要求配備在不少於 15 分
鐘的期間之內保護客艙所有乘務員的眼、鼻和嘴的手提設備。
(b) 在最大審定起飛質量不超過 5,700 公斤的飛機方面，應配備本等級(ii)(a)項所規定的設
備，除非該設備不適用於按營運人運行手冊限制飛行在高度層 250（FL250）或以下飛
行以及能夠按下述 A 項下降的飛機。
(A) 飛機能夠根據有關飛行手冊規定的緊急下降程序下降並且不至於在該飛機運行手冊
中規定的安全飛行的最低高度之下飛行，即 4 分鐘之內到達飛行高度層 100
（FL100），以及在該飛行高度層上或之下繼續前往計劃之中目的地的地點或可作安
全著陸的任何其他地點。
等級 S
(i) 發射信號裝置。
(ii) 救生設備包括適合於所飛越地區的維持生命的設備。
等級 T
(i) 船用遇險煙火信號。
(ii) 按機上每 4 人或按 4 人比例，100 克葡萄糖太妃丸。
(iii) 按機上每 4 人或按 4 人比例，一升裝在耐用容器內的淡水。
(iv) 急救設備。
(v) 按機上每 75 人或按 75 人比例，一台可適用於航空器燃油使用的爐子。
(vi) 一個可融化冰雪的烹飪用具。
(vii) 兩把雪鏟。
(viii) 兩個冰鋸。
(ix) 單個或多個睡袋，足以供機上所有人數的三分之一人員使用。
(x) 航空器機組每一成員一件防寒衣。
等級 U
(i) 一台近地警告系統，它能夠在飛機距地球表面已到潛在危險距離時，自動地向飛行機組提供
及時和清晰的警告。

(ii) 近地警告系統必須最少提供下列情況的警告：
(a) 下降率過大；
(b) 接近地形速率過大；
(c) 起飛或複飛後高度損失過大；
(d) 未處於著陸形態時距地形過近；
(A) 起落架未處於放下鎖定位；
(B) 襟翼未處於著陸位；和
(e) 低於儀錶下滑道時下降過多。
(iii) 經批准最大全重超過 15,000 公斤或批准載客數超過 30 人的所有渦輪發動機定翼飛機都必
須裝備具有前視地形避讓功能的近地警告系統。
(iv) 在 2004 年 1 月 1 日或以後首次頒發單機適航證的經批准最大全重超過 5,700 公斤或批准載
客數超過 9 人的所有渦輪發動機定翼飛機都必須裝備具有前視地形避讓功能的近地警告系
統。
(v) 自 2007 年 1 月 1 日起，經批准最大全重超過 5,700 公斤或批准載客數超過 9 人的所有渦輪
發動機定翼飛機都必須裝備具有前視地形避讓功能的近地警告系統。
(vi) 自 2007 年 1 月 1 日起，經批准最大全重等於或少於 5,700 公斤並批准載客數超過 5 人但不
超過 9 人的所有渦輪發動機定翼飛機應裝備提供第(ii)(a)款和(c)款規定的告警、距離地形過
近告警和前視地形避讓功能的近地警告系統。
(vii) 自 2007 年 1 月 1 日起，經批准最大全重超過 5,700 公斤或批准載客數超過 9 人的所有活塞
發動機定翼飛機都必須裝備提供第(ii)(a)款和(c)款規定的告警、距離地形過近告警和前視地
形避讓功能的近地警告系統。
等� V
(i) 如果航空器根據其適航證可以乘載多於 19 名但少於 100 名旅客，應配備一台能夠向客艙所
有人員傳播指示的手提電池驅動式擴音器並且隨時可供機組成員使用。
(ii) 如果航空器根據其適航證可以乘載多於 99 名但少於 200 名旅客，應配備 2 台能夠向客艙所
有人員傳播指示的手提電池驅動式擴音器並且隨時可供機組成員使用。
(iii) 如果航空器根據其適航證可以乘載多於 199 名旅客，應配備 3 台能夠向客艙所有人員傳播
指示的手提電池驅動式擴音器並且隨時可供機組成員使用。
(iv) 如果定翼飛機根據適航證可以乘載 19 名以上的旅客，應裝備：
(a) 一套公共廣播系統；和
(b) 一套在飛行機組成員和客艙乘務員之間通話的對講機系統。
等� W
(i) 船用遇險煙火信號。

(ii) 按機上每 4 人或按 4 人比例，100 克葡萄糖太妃丸。
(iii) 按機上每 4 人或按 4 人比例，一升裝在耐用容器內的淡水。
(iv) 急救設備。
�� X
(i) 必須能連續地檢測和顯示所接受到的全部宇宙輻射（即來源於銀河系和太陽系的離子與中子
輻射）的輻射率和每次飛行中累積的輻射劑量。設備的顯示器必須處於飛行組成員易於看到
的位置。
(ii) 可以不要求一架航空器攜帶上述設備，條件是如果正好在起飛之前發現該設備不能使用以
及在起飛機場修理或替換該設備為不切實際時，並且航空器機長得到的輻射預報表明，航空
器在其預期的航路上或任何計劃的改航航路上不可能被有害的輻射所影響。

註：設備的校準是在有關國家當局認可的假設基礎上進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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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如果定翼飛機的速度限制是以馬赫數表示，應裝備一個馬赫數錶。

註：不排除用空速表匯出馬赫數，供空中交通服務使用。
�� Z
(i) 所有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15,000 公斤或批准載客數超過 30 人的渦輪發動機定翼飛機必須
裝備機載防撞系統（ACAS II）。
(ii) 自 2005 年 1 月 1 日起，所有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5,700 公斤或批准載客數超過 19 人的渦
輪發動機定翼飛機必須裝備機載防撞系統（ACAS II）。
(iii) 機載防撞系統（ACAS II）必須按國際民航組織附件 10 第 IV 卷中的相應規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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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
(i) V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必須精確記錄確定直升機的飛行航徑、速度、姿態和發動機功
率所需的參數，包括：
(a) 時間（能得到時用世界協調時，否則用經過的時間）；
(b) 壓力高度；
(c) 指示空速；
(d) 磁航向；
(e) 垂直加速度；
(f) 俯仰姿態；
(g) 橫滾姿態；

(h) 無線電發送鍵；
(i) 每台發動機的推力；
(j) 主旋翼轉速；
(k) 駕駛員輸入和∕或操縱面位置—主操縱機構（總槳距、縱向週期槳距、側向週期槳距、
尾槳腳蹬）；
(l) 液壓系統，每個系統（低壓）；
(m) 外界氣溫或總氣溫；
(n) 自動駕駛∕自動油門∕自動飛行控制系統方式和接通狀態；
(o) 增穩系統的接通。
IV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
(ii) IV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必須記錄精確確定直升機飛行航徑、速度、姿態、發動機功
率和運行所需的參數，除上述第(i)款所列參數外還應包括：
(a) 主齒輪箱滑油壓力；
(b) 主齒輪箱滑油溫度；
(c) 偏航加速度（或偏航速率）；
(d) 吊掛力；
(e) 縱向加速度；
(f) 橫向加速度或側滑角；
(g) 橫向加速度或側滑角；
(h) 無線電高度；
(i) 下滑道偏離；
(j) 航向信標偏離；
(k) 指點信標通道；
(l) 駕駛艙主警告；
(m) 導航（NAV）1 與 2 頻率選擇；
(n) 測距機（DME）1 與 2 的距離；
(o) 導航數據（緯度和經度，地速和偏流角）；
(p) 起落架或起落架選擇器的位置。
IVA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
(iii) IVA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FDR）必須記錄精確確定直升機飛行航徑、速度、姿態、發動機功
率、構型和操作所需的參數。滿足 IVA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的要求的參數如下：

��航��速度
(a) 壓力高度；
(b) 指示空速；
(c) 外界氣溫；
(d) 航向；
(e) 垂直加速度；
(f) 橫向加速度；
(g) 縱向加速度（機身縱軸）；
(h) 時間或相對時間計算；
(i) 導航數據*：偏流角、風速、風向、緯度∕經度；
(j) 無線電高度*。

姿態
(a) 俯仰姿態；
(b) 橫滾姿態；
(c) 偏航速率。

發動機功率
(a) 每台發動機功率：自由功率渦輪轉速（NF ）、發動機扭矩、發動機燃氣產生器轉速
（Ng）、駕駛艙功率控制位置；
(b) 旋翼：主旋翼轉速，旋翼制動；
(c) 主齒輪箱滑油壓力*；
(d) 齒輪箱滑油溫度*：主齒輪箱滑油溫度，中間齒輪箱滑油溫度，尾槳齒輪箱滑油溫度；
(e) 發動機排氣溫度（T4）*；
(f) 渦輪進氣口溫度（TIT/ITT）*

��
(a) 起落架或起落架選擇器位置*；
(b) 燃油量*；
(c) 結冰探測器水含量*

��
(a) 液壓系統低壓；

(b) 警告；
(c) 主飛行控制 － 駕駛員輸入和∕或控制輸出位置：總槳距、縱向週期槳距、側向週期槳
距、尾槳腳蹬、可控全動平尾、液壓選擇；
(d) 指點信標通道；
(e) 每個導航接收機的頻率選擇；
(f) 自動飛行控制系統方式和接通狀態*；
(g) 增穩系統接通*；
(h) 指示吊掛力*；
(i) 垂直偏差*：ILS 下滑道、MLS 標高和 GNSS 進近航跡；
(j) 水平偏轉*：ILS 航向信標台、MLS 方位和 GNSS 進近航跡；
(k) 測距儀（DME） 1 和 2 的距離*；
(l) 高度速率*；
(m) 結冰探測器水含量*；
(n) 直升機狀況和使用監視器系統（HUMS）*：發動機資料、金屬屑探測器、航跡計時、
超值離散資料和寬頻平均發動機振動值。

註1：所要求的參數，包括幅度、抽樣、精確度和清晰度載於歐洲民用航空設備組織
（EUROCAE）飛行記錄器系統文件的最低運行性能規範（MOPS）或與此相當的文件中。
註2：記錄的參數數量取決於直升機的複雜程度。無星號（*）的參數無論直升機的複雜程
度均須記錄。帶星號（*）的參數在直升機系統和∕或飛行機組為操縱直升機而使用該參數
的資訊源時也必須記錄。
(iv) IV 型和 V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應能夠保留其運行期間過去最少 10 小時期間所記錄的信息。
(v) 飛行記錄器的結構、位置與安裝必須能夠對記錄的資訊提供最大可能的保護，以便將所記錄
資訊保存、復原並解碼。飛行記錄器必須符合規定的防撞性和防火要求。
(vi) 駕駛艙聲音記錄器（CVR）必須最少能夠保存最後 30 分鐘運行中所記錄的資訊。除了安裝
在 1990 年 1 月 1 日以後首次頒發單機適航證的定翼飛機上的駕駛艙聲音記錄器（CVR），應
最少能夠保存最後 2 小時運行中所記錄的資訊。一套經過批准的能夠同時記錄以下資訊的 4
通道駕駛艙聲音記錄器：
(a) 在機長正常飛行位置面對任何開啟的話筒所說的所有通話和所有調播到機長的耳機或揚
聲器中的音頻信號；
(b) 在副駕駛員正常飛行位置面對任何開啟的話筒所說的所有通話和所有調播到副駕駛員耳
機或揚聲器中的音頻信號；
*對於

IVA 型飛行數據記錄器，不帶星號(*)的參數是強制性參數，必須記錄。此外，如果直升機系統或飛

行機組使用這些參數的資料來源來操縱直升機，則帶星號(*)的參數必須記錄。

(c) 在另一飛行機組人員位置面對任何開啟的話筒所說的所有通話和所有調播到該機組人員
位置的耳機或揚聲器中的音頻信號；和
(d) 在駕駛艙內的所有通話。
(vii) 上述飛行數據記錄器和駕駛艙聲音記錄器：
(a) 應按澳門民用航空局要求確定位置和安裝；和
(b) 應牢固地與一台自動開啟的水下定位裝置相連接。
(viii) 2005 年 1 月 1 日後獲得單機適航證、使用資料鏈通信並要求載有駕駛艙聲音記錄器
（CVR）的所有直升機，必須在飛行記錄器上記錄該直升機接收和發出的所有資料鏈通
信。最短記錄時間必須和駕駛艙聲音記錄器的記錄時間相當，並與所記錄的駕駛艙話音相
關聯。
自 2007 年 1 月 1 日起，使用資料鏈通信並要求載有駕駛艙聲音記錄器的所有直升機，必
須在飛行記錄器上記錄該直升機接收和發出的所有資料鏈通信。最短記錄時間必須和駕駛
艙聲音記錄器的記錄時間相當，並與所記錄的駕駛艙話音相關聯。
(ix) 必須記錄足夠的資訊以解讀資料鏈通信電文的內容，並在實際可行時，必須記錄機組收到
或發出電文的時間。

註：資料鏈通信包括但不局限於契約式自動相關監視（ADS-C）、管制員——駕駛員資料鏈
通信（CPDLC）、資料鏈——飛行情報服務（D-FIS）及航空運行管制（AOC）電文。
(x)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停止及禁止使用下列航空器設備：
(a) 雕刻箔盒式飛行數據記錄器；
(b) 調頻（FM）的模擬式飛行數據記錄器；和
(c) 照相膠片式飛行數據記錄器。
(xi) 需要裝備飛行數據記錄器（FDR）和駕駛艙聲音記錄器（CVR）的、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
過 2,700 公斤的所有直升機，可以選擇裝備一台組合記錄器（FDR/CVR）
。
等級 BB
(i) 提供客艙內部照明的一套應急燈光系統，即使等級 G 第(ii)款指定的燈光系統故障，也能滿
足緊急撤離航空器的需要。
(ii) 提供航空器外部照明的一套應急燈光系統，以滿足緊急撤離航空器的需要。
等級 CC
(i) 每個飛行機組成員執行任務的座位上都配有一個快速佩戴式氧氣面罩，這種氧氣面罩可以按
要求及時供氧。
等級 DD
(i)

應急定位發射器（ELT）是可按指定頻率發送特殊信號的設備通稱，根據用途不同，可以
由撞擊自動啟動或者由人工啟動。應急定位發射器可有下列幾種：

(a) 固定式自動應急定位發射器（ELT(AF)）

永久固定在航空器上自動啟動的應急定位

發射器；
(b) 便攜式自動應急定位發射器（ELT(AP)）

緊固在航空器上，但易於從航空器上取下

的自動啟動的應急定位發射器；
(c)

脫離式自動應急定位發射器（ELT(AD)）

緊固在航空器上，通過撞擊，在某些情況

下也通過液壓傳感器自動脫離和啟動的應急定位發射器，也具備手工脫離功能；
(d) 救生應急定位發射器（ELT(S)）

可從航空器上取下、置於在緊急情況下便於隨時取

用、由遇險者手工啟動的應急定位發射器。
(ii)

所有安裝在或打算安裝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上頻率為 406 兆赫兹的應急定位發射器，必須
在民航局登記。

(iii)

1 級性能運行指具有以下性能的運行，即在臨界發動機失效的情況下，具有使直升機繼續
安全飛行到合適著陸區的性能，除非上述動力裝置失效情況發生在達到起飛決斷點
（TDP）之前或通過著陸決斷點（LDP）之後，在這兩種情況下，直升機必須能夠在中斷
起飛或著陸區內著陸。

(iv)

2 級性能運行指具有以下性能的運行，即在臨界發動機失效的情況下，具有使直升機繼續安
全飛行到合適著陸區的性能，除非上述動力裝置失效情況早在起飛階段或遲至著陸階段發
生，在這兩種情況下，可能有必要實施迫降。

(v)

3 級性能運行指具有以下性能的運行，即在飛行中任何時候發生動力裝置失效的情況下，都
有必要實施迫降。

從���航空運�運行的定翼飛機
(i)

除以下第(ii)點中所規定的情況外，批准載客 19 人以上的所有定翼飛機必須至少裝備一台
自動應急定位發射器或兩台任何類型的應急定位發射器。

(ii)

2008 年 7 月 1 日後首次頒發單機適航證、批准載客 19 人以上的所有定翼飛機必須至少裝
備兩台應急定位發射器，其中一台貿為自動的。

(iii)

除以下(iv)中所規定的情況外，批准載客 19 人或以下的所有定翼飛機必須至少裝備一台任
何類型的應急定位發射器。

(iv)

2008 年 7 月 1 日後首次頒發單機適航證、批准載客 19 人或以下的所有定翼飛機必須至少
裝備一台自動應急定位發射器。

(v)

為滿足上述(i)、(ii)、(iii)和(iv)的要求所攜帶的應急定位發射器，必須按照附件 10 第 III 卷
中的相應規定工作。

從�非��航空運�運行的定翼飛機
(i)

除以下(ii)中所規定的情況外，所有定翼飛機必須至少裝備一台任何類型的應急定位發射
器。

(ii)

2008 年 7 月 1 日後首次頒發單機適航證的所有定翼飛機必須至少裝備一台自動應急定位發

射器。
(iii)

為滿足上述(i)和(ii)的要求所攜帶的應急定位發射器，必須按照附件 10 第 III 卷中的相應規
定工作。

直升機
(i)

按 1 級和 2 級性能運行的所有直升機必須裝備至少一台自動應急定位發射器，以 1 級或 2
級性能運行在水面上空飛行以及離岸的距離超過相當於正常巡航速度 10 分鐘的距離時，
必須至少為一救生筏或救生衣裝備一台自動應急定位發射器和一台應急定位發射器。

(ii)

按 3 級性能運行的所有直升機必須裝備至少一台自動應急定位發射器，以 3 級性能在水面
上空飛行時超過自轉或安全迫降著陸距離在水面上空飛行時，必須至少為一救生筏或救生
衣裝備一台自動應急定位發射器和一台應急定位發射器。

(iii)

為滿足上述(i)和(ii)的要求所攜帶的應急定位發射器，必須按照附件 10 第 III 卷中的相應規
定工作。

�級 EE
(i) 從 2005 年 1 月 1 日起，在澳門登記的、最大審定起飛質量超過 27,000 公斤的定翼飛機經營
人，必須制定和保持飛行數據分析計劃並將其作為本附則第 26(7)分條要求的事故預防與飛
行安全大綱的一部分。
註：經營人可與另一方訂立合同，由另一方實施飛行數據分析計劃，而自己則保留維持此
種計劃的總體責任。
(ii) 在澳門登記的定翼飛機的經營人制定的飛行數據分析計劃必須是非懲罰性的，並包含保護
資料來源的妥當防護措施。

�級 FF
(i) 多用途應急醫療箱的物品
(a) 可將少量液體溢出物變成經消毒粒狀凝膠的乾粉
(b) 用於表面消理的殺菌消毒劑
(c) 皮膚擦巾
(d) 眼∕臉面罩（單獨或組合）
(e) 一次性手套
(f) 防護圍裙
(g) 大塊吸水毛巾
(h) 帶刮刀的拾物鏟
(i) 存放生物危害處理物的垃圾袋
(j) 說明書

�事����運��飛行的���
(ii) 根據要求必須載運客艙機組做為運行機組的一部分的飛機，應有一個多用途應急醫療箱
（經批准可載運 250 名以上乘客的飛機應有兩個），供客艙機組成員使用處理與懷疑由傳染
病引起的發病事件，或處理與身體液體接觸引起的發病；
(iii) 遇有公眾健康風險增加的情况，比如爆發具有大流行可能性的嚴重傳染疾病期間，應提供
更多個醫療箱。這種醫療箱可用來清理任何可能有傳染性質的體内物質，比如血、尿、嘔
吐物和排洩物，並對客艙機組在協助疑患傳染病的可能傳染病例時提供保護。
(iv) 多用途應急醫療箱應儘可能均勻地在客艙中安放。客艙機組應易於取用。

直升機
(v) 對於要求至少有一名客艙機組人員運行的直升機應該攜帶一個多用途應急醫療箱。這種醫
療箱可用來清理任何可能有傳染性質的體內物質，比如血、尿、嘔吐物和排洩物，並為協
助對懷疑是傳染疾病可能造成感染的客艙機組提供保護。

�則6

（第13條）

航空器機載無線電導航設備

1. 當在第2條航空器機載無線電導航設備表的第1欄內規定的情況下飛行時，每架航空器應裝有表
中所述的相應等級的設備：
(a) 假如航空器在所列幾種條件混合的情況下飛行時，所裝設備不必因此而疊加。
2. 航空器機載無線電導航設備表

航空器和飛行條件

所要求設備的等級
A

B

A

B

僅

僅

(i)

(iii)

A*

B*

僅

僅

(i)

(iii)

C

D

E

F

G

H

I

(1) 所有在澳門的航空器：
(a) 在管制空域內按儀錶飛
行規則（IFR）飛行時

E

G

E

G

(b) 在 目 視 氣 象 條 件
（VMC）下，按空中規
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
要求完全或部分遵守儀
錶 飛 行 規 則 （ IFR ）
(c) 當在有特殊規則的機場
空域內飛行，以與該機
場進行雙向無線電通信
時

A*
G

僅
(i)

(d) 當為用於本條的目的在
一個已知的機場進行進

F*

G

近著陸時

* 除非有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對某特定飛行另有批準，該航空器將遵守空中交通管制單位在此
特定情況下發出的任何指示。

航空器�飛行��

所����的��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G

A

B

C

E

G

A

B

G

A

B

G

H

I

(2) 在����的所有航空器：
(a) 按 儀 錶 飛 行 規 則
（IFR）進行商業航空運
輸飛行時：
(i) 在進行進近著陸時
(ii) 所有其他情況下
(b) 最大審定起飛全重超過
2,300 公斤，並按目視
飛行規則（VFR）進行
商業航空運輸的飛行
(c) 最大審定起飛全重低於
2,300公斤，按目視飛行
規則（VFR）進行商業
航空運輸的飛行時：
(i) 在僅靠目視地標無法
導航的航路上
(ii) 在 離 陸 地 滑 行 距 離
以外的水域上空

A

G

(d) 根據地區航行協議，在
最低導航性能規範
（MNPS）的規定空域

H

的飛行
(e) 根據地區航行協議，在
FL 290 以上實施 300 米
（1000 英尺）最小垂直

I

間隔標準（VSM）的規
定空域的飛行
* 除非有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對某特定飛行另有批準，該航空器將遵守空中交通管制單位在此
特定情況下發出的任何指示。

3. 等級
上述航空器機載無線電導航設備表所列無線電設備等級如下：
A級
無線電設備能夠：
(i) 在機場管制下進行雙向通信；
(ii) 在飛行中的任何時間，至少和一個航站以及有關當局規定的其他航站和頻率保持雙向通
信。
(iii) 按上述第(ii)款所要求的無線電通信設備必須能在121.5兆赫（MHz）航空應急頻率上進行通
信。
註 - ：如果上述規定的通信能力是在航路中正常的無線電傳播條件下確定的，則可視為已
達到A級的要求。
(iv) 設備的安裝必須確保通信所需的任何單個組件的失效不會導致其他通信所需組件失效。
B級
無線電設備能使航空器進行導航：
(i) 按照其運行飛行計劃飛行；
(ii) 按照規定的RNP類型飛行；以及
(iii) 按照空中交通服務的要求飛行，
經有關當局同意，可在目視飛行規則下通過目視參考地標來完成導航的飛行除外；
(iv) 航空器必須裝備有足夠的導航設備以保證在飛行的任何階段萬一導航設備的一個組件失效
時，其餘的設備仍能夠保證航空器按上述(i)、(ii)和(iii)款實施航行。
(v) 設備的安裝必須確保導航所需的任何單個組件失效不會導致其他導航所需的組件失效。
C級
無線電設備能夠從適當的航空無線電站獲得與預定飛行有關的氣象廣播。
D級
無線電設備能夠從地面一個或多個航空無線電站獲取信號，將航空器引導至可以進行目視著陸
的機場（或直升機場）。該設備必須能在每一擬按照儀錶氣象條件下著陸的機場（或直升機
場）和任何指定的備降機場（或直升機場）提供這種引導。
E級
無線電導航設備能夠連續顯示航空器與有關的航空無線電站之間的距離。

F級
無線電導航設備能夠使航空器借助儀錶著陸系統（ILS）完成進近著陸。
G級
這類無線電設備（氣壓高度式應答機）能夠按照標稱功能：
(i) 回答地面二次監視雷達的詢問；
(ii) 在機場或（或直升機場）按照相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可能向航空器發出的這類指示進行
設置；和
(iii) 氣壓高度式應答機的使用必須符合附件10第IV卷中相應條款的要求。
H級
無線電導航設備能夠：
(i) 持續向飛行機組提供沿航跡任一點上飛機保持或偏離所要求航跡的準確度的指示；和
(ii) 已經獲得民航局批准，可以實施有關最低導航性能規範（MNPS）的運行。
I級
無線電導航設備能夠：
(i) 向飛行機組指示所飛的高度層；
(a) 自動保持所選擇的飛行高度層；
(b) 與所選擇的飛行高度層發生偏離時，能夠向飛行機組發出警告，發出警告的門限值不得
超過±90米（300英尺）；和
(c) 自動報告氣壓高度；和
(ii) 已獲得民航局批准，可以在相關空域實施運行。

附則7

（第15條）

航空器、發動機和螺旋槳記錄本

1. 航空器記錄本
下列內容必須記入航空器記錄本：
(a) 製造人名稱、航空器型號、製造人編製的航空器序號及其製造日期；
(b) 航空器國籍和登記標誌；
(c) 航空器經營人的名稱和地址；
(d) 每次飛行的日期和持續時間，或者，如果在同一天飛行超過一次，則為當天的飛行架次和
總飛行時間；
(e) 對航空器或其設備所做的所有維修工作細節；
(f) 對航空器或本規章要求所攜帶的任何設備出現故障的細節，以及糾正這些故障的措施，包
括本規章第9(7)和(8)條要求在技術記錄本中應填寫的參考內容；
(g) 與航空器或上述任何設備有關的任何大修、修理、換件和改裝的細節：
但有關任何發動機或變距螺旋槳的分條(e)、(f)和(g)的內容不要求記入。
2. 發動���本
下列內容必須記入發動機記錄本：
(a) 製造人名稱、發動機型號、製造人編製的發動機序號及其製造日期；
(b) 該發動機安裝其上的每架航空器國籍和登記標誌；
(c) 每架此類航空器經營人的名稱和地址；
(d) 在飛行中每次使用發動機的日期和持續時間，或者，如果在一天內發動機使用超過一次，
則為當天使用發動機的次數和總使用時間；
(e) 對發動機所做的所有維修工作細節；
(f) 對發動機出現任何故障的細節，以及糾正這些故障的措施，包括本規章第9(7)和9(8)條要
求在技術記錄本中應填寫的參考內容；和
(g) 與發動機及其任何附件有關的所有大修、修理、換件和改裝的細節。

3. 變距螺旋槳㿬䣘本
下列內容必須記入變距螺旋槳記錄本：
(a) 製造人名稱、螺旋槳型號、製造人編製的螺旋槳序號及其製造日期；
(b) 螺旋槳安裝其上的每台發動機的型號和序號，以及每架航空器的國籍和登記標誌；
(c) 每架此類航空器經營人的名稱和地址；
(d) 在飛行中每次使用螺旋槳的日期和持續時間，或者，如果一天內使用螺旋槳超過一次，則
為當天使用螺旋槳的次數和總使用時間；
(e) 對螺旋槳所做的所有維修工作細節；
(f) 對螺旋槳出現任何故障的細節，以及糾正這些故障的措施，包括本規章第9(7)和9(8)條要
求在技術記錄本中應填寫的參考內容；
(g) 與螺旋槳有關的所有大修、修理、換件和改裝的細節。

附則 8
（第 20 條）

飛行機組成員的執照、等級和權利

1. 本附則根據民航局的規定，針對澳門航空器飛行機組相關執照的發出、認可、續期和使用，制
定了涉及各類要求、類別、等級和權利的相關規定。民航局可以為擔任或者擬擔任澳門航空器
飛行機組成員的任何人發出、認可或者續期執照，倘若他們就下列各類執照提出申請：
(a) 飛行學員執照（飛機或直升機）；
(b) 私用駕駛員執照（飛機）；
(c) 私用駕駛員執照（直升機）；
(d) 商用駕駛員執照（飛機）；
(e) 商用駕駛員執照（直升機）；
(f) 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飛機）；
(g) 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直升機）；
(h) 飛行領航員執照；
(i) 飛行機械員執照；或
(j) 飛行無線電通話員執照（通用或限制性的）。
2. (1) 在澳門申請發出或續期本附則第 1 條所述任何執照的人員必須在民航局的監督下按要求接受
各種檢查，證明其在年齡、知識、經驗、飛行訓練、技能、最終的健康狀況或任何其他個人
特徵均符合本附則提出的要求，條件是：
(a) 不能滿足本附則規定的一項或多項要求的申請人，不論是部分還是全部不滿足，均由民
航局決定是否可以視為符合條件並發出或續期第 1 條所列的任何執照；並且，根據此項
規定發出或續期的任何執照均可以附加民航局認為適合於相關特殊情況的條件和限制；
(b) 申請發出或續期本附則第 1 條所列任何執照的人員必須符合本規章附則 14 制定的必需的
體檢要求；
(c) 申請人必須符合民航局對語言能力的要求；
(d) 申請人必須受僱於經營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或為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提供服務的機構；
和
(e) 申請人不得患有可能嚴重影響其技術能力或者判斷力的任何障礙。

(2) 在澳門申請發出或續期本附則第 1 條所述任何執照的人員必須按要求接受民航局的面試，以
便根據本規章確定申請人是否勝任和適合持有相關執照。
3. (1) 在澳門發出或續期本附則第 1 條提及的任何執照必須按下列程序進行：
(a) 申請人必須按民航局規定的相關條款和程序向民航局遞交申請；
(b) 申請人必須按照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條款、標準和期限的要求接受體檢；
(c) 申請人必須按要求接受民航局認為必要的筆試或口試，包括檢查數量和類型，以便考查
申請人對其行使執照授予的權利所涉及的各科目知識。筆試或口試的程序如下：
(i) 按民航局規定的時間、地點、方法和方式進行；
(ii) 所有由民航局負責的考試都以英語進行。民航局可以決定是否考查申請人對中文的
理解和掌握情況；
(iii) 考試由民航局負責實施和監督。民航局可以決定是否授權給經認證的人員或機構行
使這些義務；
(iv) 各考試的結果分為合格和不合格，由民航局通知考生。如果考試的成績界於合格與
不合格的邊緣範圍，可以給予一次補考；和
(v) 如果考生某考試不合格，則會向該考生發出通知，告知其重獲此科目檢查資格前所
必需的時間間隔和補充訓練或實踐經驗。
(d) 申請人必須按要求接受民航局認為必要的實踐考試，包括考試的數量和類型，以便考查
申請人對其實際行使執照授予的權利所涉及的各科目的技能、知識、經驗和勝任能力。
實踐考試的程序按本條(c)項執行；和
(e) 申請人必須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
(2) 基於第(1)款的各項要求的考試結果和正確表現，如果民航局認為申請人滿足本附則規定的
發出各類執照的要求，則可以為各申請人發出、認可或續期執照。
4. 如果申請人持有其他國家發出的有效同類執照，民航局可以向該申請人發出本附則第 1 條所述
的任何執照或認可證明書，但是申請人必須：
(a) 向民航局證明其符合本附則規定的發出執照的要求，並且其執照的類別、最近實踐經驗
和初次發出執照遵守的條件均與本規章的要求一致；
(b) 如果需要，民航局可以決定在其監督下對申請人進行必要的考試，以便確定申請人是否
勝任並符合在澳門發出執照的要求；
(c) 提交證據證明申請人最近實踐經驗足以使之理解行使其執照授予的權利所必需的當地程
序和規範；
(d) 提交證據證明申請人受僱於或即將受僱於經營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或為在澳門登記的航
空器提供服務的機構；和
(e) 提交證據證明其出示的執照與國際民航組織認可的執照類型一致。

5. 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認可或續期的駕駛員執照的人員，為了以便計入飛行時間和提供符合
民航局要求的經驗，必須注意下列情況：
(a) 飛行學員或駕駛員執照持有人，應有權將其所有單飛、帶飛教學和擔任機長的飛行時間
全部計入初次發出駕駛員執照或發出較高級別駕駛員執照所必需的總飛行時間；
(b) 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當其在經認證可以由單個駕駛員操作但民航局要求配備副駕駛的航
空器駕駛席上擔任副駕駛員時，應有權將不超過 50%的副駕駛飛行時間計入發出較高級
別駕駛員執照所需要的總飛行時間內。如果航空器的裝備需要副駕駛操作並且該航空器
是按多機組成員制運行，則民航局可以准許將此項飛行時間全部計入總飛行時間內；
(c) 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當其在經認證需要副駕駛員操作的航空器上在座擔任副駕駛時，應
有權將此項飛行時間全部計入發出較高級別駕駛員執照所需要的總飛行時間內；和
(d) 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當其在監督下擔任機長時，應有權將此項飛行時間全部計入發出較
高級別駕駛員執照所需要的總飛行時間內。
6. 在澳門發出、認可或續期執照或等級時，可以在飛行模擬訓練裝置上完成演示技能所需的任何
動作，民航局要求為此目的使用飛行模擬訓練裝置時必須事先獲得民航局的核准。飛行模擬訓
練裝置的類型和技術規範必須與其任務相適應。
7. 民航局要求本附則第 1 條所列任何執照的持有人，在任何時候，當已知身體狀況下降可能令其
無法安全地行使其權利時，不得行使其執照及相關等級授予的權利。

A 部 –發出執照的要求
飛行學員執照
8.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飛行學員執照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包括年齡和體檢要
求：
(1) 年齡
申請人必須年滿 18 周歲。
(2) 體檢要求
飛行學員必須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所規定的適用於私用駕駛員執照的體檢標準，否則民航局
不得准許其飛行。

私用駕駛員執照 – 飛機
9.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飛機私用駕駛員執照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包括年齡、
知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必須年滿 18 周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演示與授予飛機私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識水平，至少包括下
列科目：

航空法
(a) 與飛機私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相關的規章條例；空中規則；高度表撥正程序；相應的空
中交通服務措施和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識
(b) 飛機動力裝置、系統和儀錶的工作原理及其功能；
(c) 飛機和動力裝置的使用限制；飛行手冊或其他相應文件中的有關操作資料；

飛行性能、計劃和裝載
(d) 裝載及質量分佈對飛行特性的影響；質量與平衡計算；
(e) 起飛、著陸和其他性能數據的使用與實際運用；
(f) 適合於按照目視飛行規則私人運行的飛行前準備和航路飛行計劃；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
劃的準備和申報；相應的空中交通服務程序；位置報告程序；高度表撥正程序；交通密
集區的運行；

人的行為能力
(g) 與飛機私用駕駛員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的原則；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因
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氣象學
(h) 初級航空氣象學的應用；氣象資料的使用及其獲取程序；測高法；危險氣象條件；

領航
(i) 空中領航和推測領航技術的實踐；航圖的使用；

操作程序
(j) 在運行效績方面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k) 高度表撥正程序；
(l) 航空文件，如《航行資料匯編》、
《航行通告》
、《航空代碼及縮略語》的使用；
(m) 適當的預防程序和應急程序，包括為避免危險天氣、尾流和其他操作危險所採取的行
動；

飛行原理

(n) 與飛機有關的飛行原理；

無線電通話
(o) 適用於目視飛行規則運行的通訊程序和用語；如遇通訊故障應採取的行動。
(3) 經驗
(a) 申請人必須在與申請級別等級相應的飛機上完成至少 40 小時作為駕駛員的飛行時間，
如果是在核准的訓練課程中完成，則不少於 35 小時。民航局必須決定申請人在飛行模
擬訓練裝置內作為駕駛員接受訓練的經歷是否可以接受作為 40 小時或（視情況）35
小時總飛行時間的一部分。如將此項經驗計入總飛行時間，必須限定最多為 5 小時；
(b) 如果申請人具有作為其他類別航空器駕駛員的飛行時間，民航局必須確定此項經驗是否
可以接受。如可接受，則(a)項規定中飛行時間的要求可以相應減少；
(c) 申請人必須在經授權的飛行教員監督下在飛機上完成至少 10 小時單飛時間，包括 5 小
時單獨轉場的飛行時間，其中至少有一次轉場飛行總距離不少於 270 公里（150 海
里），飛行過程中必須在兩個不同機場作全停著陸；

飛行訓練
(d) 申請人必須在飛機上接受經授權的飛行教員的帶飛訓練。教員必須保證申請人至少在下
列科目中具有私用駕駛員所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經驗：
(i) 飛行前操作，包括質量與平衡的確定、飛機檢查和勤務；
(ii) 機場和起落航線的運行，避免相撞的預防措施和程序；
(iii) 通過外部目視參考操縱飛機；
(iv) 用臨界小速度飛行，識別並從臨近失速和失速中改出；
(v) 用臨界大速度飛行，識別並從急盤旋下降中改出；
(vi) 正常和側風起飛和著陸；
(vii) 最大性能（短跑道和越障）起飛；短跑道著陸；
(viii) 僅參考儀錶的飛行，包括完成 180o 水平轉彎；
(ix) 使用目視參考、推測領航和有條件時使用無線電導航設備作轉場飛行；
(x) 應急操作，包括模擬飛機設備故障；
(xi) 按照空中交通服務程序飛往、飛離和飛越管制機場；
(xii) 通訊程序和用語；和
(xiii)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e) 如果夜間行使執照權利，申請人必須在飛機上接受過夜航帶飛訓練，包括夜間起飛、著
陸和領航。

註：(d)(viii)項規定的儀錶經驗和(e)項規定的夜航經驗並未授予飛機私用駕駛員執照持

有人按儀錶飛行規則駕駛飛機的權利。
(4) 技能
申請人必須演示作為飛機機長完成第(3)分條針對飛行訓練所規定的各種程序和動作的能
力，其勝任能力與授予飛機私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並且能夠：
(a) 在飛機限制範圍內駕駛飛機；
(b) 平穩而準確地完成所有動作；
(c) 運用良好的判斷力和飛行技術；
(d) 運用航空知識；
(e) 隨時保持對飛機的操縱，以確保圓滿地完成各項程序或動作；和
(f)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5) 體檢要求
民航局要求申請人必須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適用於發出或續期私用駕駛員執照的體檢
標準。

註：申請人必須滿足民航局針對申請儀錶等級而規定的適用的附加體檢要求。
私用駕駛員執照 – 直升機
10.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包括年
齡、知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必須年滿 18 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演示與授予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識水平，至少包括
下列科目：

航空法
(a) 與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相關的規章條例；空中規則；高度表撥正程序；相應的
空中交通服務措施和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識
(b) 直升機動力裝置、傳動裝置（傳動齒輪系）、系統和儀錶的工作原理及其功能；
(c) 直升機和動力裝置的使用限制；飛行手冊中的有關操作資料；

飛行性能、計劃和裝載
(d) 裝載及質量分佈對飛行特性的影響；質量與平衡計算；

(e) 起飛、著陸和其他性能資料的使用與實際運用；
(f) 適合於按照目視飛行規則私人運行的飛行前準備和航路飛行計劃；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
劃的準備和申報；相應的空中交通服務程序；位置報告程序；高度表撥正程序；交通密
集區的運行；

人的行為能力
(g) 與直升機私用駕駛員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的原則；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因素
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氣象學
(h) 初級航空氣象學的應用；氣象資料的使用及其獲取程序；測高法；危險氣象條件；

領航
(i) 空中領航和推測領航技術的實踐；航圖的使用；

操作程序
(j) 在運行效績方面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k) 高度表撥正程序；
(l) 航空文件，如《航行資料匯編》、
《航行通告》
、《航空代碼及縮略語》的使用；
(m) 適當的預防程序和應急程序，包括為避免危險天氣和尾流所採取的行動；帶油門的緩
慢垂直下降、地面共振、後行槳葉失速；動力側滾翻轉和危險操作；與目視氣象條件
飛行相關的安全程序；

飛行原理
(n) 與直升機有關的飛行原理；

無線電通話
(o) 適用於目視飛行規則運行的通訊程序和用語；如遇通訊故障應採取的行動。
(3) 經驗

(a) 申請人必須完成至少 40 小時作為直升機駕駛員的飛行時間，如果是在批准的訓練課程
中完成，則不少於 35 小時。民航局必須決定申請人在飛行模擬訓練裝置內作為駕駛員
接受訓練的經驗是否可以作為 40 小時或（視情況）35 小時總飛行時間的一部分。如將
此項經歷計入總飛行時間，必須限定最多為 5 小時；
(b) 如果申請人具有作為其他類別航空器駕駛員的飛行時間，民航局必須決定此項經驗是否
可以接受，如可接受，則(a)項規定中飛行時間的要求可以相應減少；
(c) 申請人必須在經授權的飛行教員監督下在直升機上完成至少 10 小時單飛時間，包括 5

小時單獨轉場的飛行時間，其中一次總距離不少於 180 公里（100 海里）的轉場飛行，
飛行過程中必須在兩個不同機場著陸；

飛行訓練
(d) 申請人必須在直升機上接受經授權的飛行教員不少於 20 小時的帶飛訓練。教員必須保
證申請人至少在下列科目中具有私用駕駛員所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經驗：
(i) 飛行前操作，包括質量與平衡的確定、直升機檢查和勤務；
(ii) 機場和起落航線的運行、避免相撞的預防措施和程序；
(iii) 通過外部目視參考操縱直升機；
(iv) 在渦環的初始階段改出；在發動機轉速正常範圍內從低旋翼轉速改出的技術；
(v) 地面機動和試車；懸停；正常、無風和傾斜地面的起飛和著陸；
(vi) 以最小的必需動力起飛和著陸；最大性能起飛和著陸技術；限制區域內的運行；
快停；
(vii) 使用目視參考、推測領航和有條件時使用無線電導航設備作轉場飛行，包括一次
至少 1 小時的飛行；
(viii) 應急操作，包括模擬的直升機設備故障；自轉進近；
(ix) 按照空中交通服務程序飛往、飛離和飛越管制機場；
(x) 通訊程序和用語；和
(xi)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e) 申請人必須接受經授權的飛行教員的儀錶飛行帶飛訓練。教員必須保證申請人具有僅靠
參照儀錶飛行的操作經驗，包括在裝有適當儀錶設備的直升機上完成 180o 水平轉彎；
和
(f) 如果夜間行使執照權利，申請人必須在直升機上接受過夜航帶飛訓練，包括夜間起飛、
著陸和領航。

註：(e)項規定的儀錶經驗和(f)項規定的夜航經驗並未授予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按
儀錶飛行規則駕駛直升機的權利。
(4) 技能
申請人必須演示作為直升機機長完成第(3)分條針對飛行訓練所規定的各種程序和動作的能
力，其勝任能力與授予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並且能夠：
(a) 在直升機限制範圍內駕駛直升機；
(b) 平穩而準確地完成所有動作；
(c) 運用良好的判斷力和飛行技術；
(d) 運用航空知識；
(e) 隨時保持對直升機的操縱，以確保圓滿地完成各項程序或動作；和
(f)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5) 體檢要求
民航局要求申請人必須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適用於發出或續期私用駕駛員執照的體檢
標準。

註：申請人必須滿足民航局針對申請儀錶等級而規定適用的附加體檢要求。
商用駕駛員執照 –飛機
11.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飛機商用駕駛員執照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包括年齡、
知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必須年滿 18 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演示與授予飛機商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識水平，至少包括下
列科目：

航空法
(a) 與飛機商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相關的規章條例；空中規則；相應的空中交通服務措施和
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識
(b) 飛機動力裝置、系統和儀錶的工作原理及其功能；
(c) 相關飛機和動力裝置的使用限制；飛行手冊或其他相應文件中的有關操作資料；
(d) 相應的飛機設備和系統的使用和可用性檢查；
(e) 適合於相關飛機機體、系統和動力裝置的維修程序；

飛行性能、計劃和裝載
(f) 裝載及質量分佈對飛機操縱、飛行特性和性能的影響；質量與平衡計算；
(g) 起飛、著陸和其他性能資料的使用與實際運用；
(h) 適合於按照目視飛行規則商用運行的飛行前準備和航路飛行計劃；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
劃的準備和申報；相應的空中交通服務程序；高度表撥正程序；

人的行為能力
(i) 與飛機商用駕駛員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的原則；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因素
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氣象學
(j) 航空氣象報告、圖表和預報的判讀與實際運用；飛行前和飛行中氣象資料的使用及其獲
取程序；測高法；

(k) 航空氣象學；有關地區影響航空的氣象要素的氣候學；氣壓系統的移動；鋒面結構以及
影響起飛、航路和著陸條件的重要天氣現象的起源與特徵；
(l) 積冰的原因、識別和影響；通過鋒面區的程序；繞過危險天氣；

領航
(m) 空中領航，包括航圖、儀錶和無線電導航設備的使用；對相關導航系統的原理和特性
的理解；機載設備的操作；

操作程序
(n) 在運行效績方面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o) 航空文件，如《航行資料匯編》、
《航行通告》
、《航空代碼及縮略語》的使用；
(p) 高度表撥正程序；
(q) 適當的預防程序和應急程序；
(r) 載運貨物時的操作程序；與載運危險品有關的潛在危險；
(s) 旅客安全簡介的要求和做法，包括上、下飛機應遵守的預防措施；

飛行原理
(t) 與飛機有關的飛行原理；

無線電通話
(u) 適用於目視飛行規則運行的通訊程序和用語；如遇通訊故障應採取的行動。
(3) 經驗
(a) 申請人必須完成至少 200 小時作為飛機駕駛員的飛行時間，如果是在經核准的訓練課程
中完成，則不少於 150 小時。民航局必須決定申請人在經核准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內
作為駕駛員接受訓練的經驗是否可以接受並作為 200 小時或（視情況）150 小時)總飛
行時間的一部分。如將此項經驗計入總飛行時間，必須限定最多為 10 小時。
(b) 申請人必須在飛機上完成至少：
(i) 100 小時作為機長的飛行時間，或在經核准的訓練課程中，70 小時作為機長的飛行時
間；
(ii) 20 小時作為機長的轉場飛行時間，其中一次總距離至少為 540 公里（300 海里）的
轉場飛行，飛行過程中必須在兩個不同機場全停著陸；
(iii) 10 小時儀錶教學時間，其中儀錶地面時間不得超過 5 小時；和
(iv) 如果夜間行使執照權利，5 小時作為機長的夜航時間，包括 5 次起飛和 5 次著陸。
(c) 如果申請人具有作為其他類別航空器駕駛員的飛行時間，民航局必須決定此項經驗是否
可以接受，如可接受，則(a)項規定中飛行時間的要求可以相應減少；

飛行訓練
(d) 申請人必須在飛機上接受經授權的飛行教員的帶飛訓練。教員必須保證申請人至少在下
列科目中具有商用駕駛員所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經驗：
(i) 飛行前操作，包括質量與平衡的確定、飛機檢查和勤務；
(ii) 機場和起落航線的運行、避免相撞的預防措施和程序；
(iii) 通過外部目視參考操縱飛機；
(iv) 用臨界小速度飛行；避免螺旋；識別並從臨近失速和失速中改出；
(v) 多發級別或型別等級的不對稱動力飛行；
(vi) 用臨界大速度飛行；識別並從急盤旋下降中改出；
(vii) 正常和側風起飛和著陸；
(viii) 最大性能（短跑道和越障）起飛；短跑道著陸；
(ix) 基本飛行機動和僅參照基本飛行儀錶從非正常姿態中改出；
(x) 使用目視參考、推測領航和無線電導航設備作轉場飛行；改航程序；
(xi) 不正常和應急程序及動作，包括模擬的飛機設備故障；
(xii) 按照空中交通服務程序飛往、飛離和飛越管制機場；
(xiii) 通訊程序和用語；和
(xiv)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e) 如果夜間行使執照權利，申請人必須在飛機上接受過夜航帶飛訓練，包括夜間起飛、著
陸和領航。

註：本分條(b)(iii)項和(d)(ix)項規定的儀錶經驗和(b)(iv)項和(e)項規定的夜航經歷並未授予
飛機商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按儀錶飛行規則駕駛飛機的權利。
(4) 技能
申請人必須演示作為飛機機長完成第(3)分條針對飛行訓練所規定的各種程序和動作的能
力，其勝任能力與授予飛機商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並且能夠：
(a) 在飛機限制範圍內駕駛飛機；
(b) 平穩而準確地完成所有動作；
(c) 運用良好的判斷力和飛行技術；
(d) 運用航空知識；
(e) 隨時保持對飛機的操縱，以確保圓滿地完成各項程序或動作；和
(f)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5) 體檢要求
民航局要求申請人必須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適用於發出或續期商用駕駛員執照的體檢
標準。

商用駕駛員執照 – 直升機
12.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直升機商用駕駛員執照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包括年
齡、知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必須年滿 18 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演示與授予直升機商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識水平，至少包括
下列科目：

航空法
(a) 與直升機商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相關的規章條例；空中規則；相應的空中交通服務措施
和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識
(b) 直升機動力裝置、傳動裝置（傳動齒輪系）、系統和儀錶的工作原理及其功能；
(c) 相關直升機和動力裝置的使用限制；飛行手冊或其他相應文件中的有關操作資料；
(d) 相應的直升機設備和系統的使用和可用性檢查；
(e) 適合於相關直升機機體、系統和動力裝置的維修程序以及傳動裝置（如適用）；

飛行性能、計劃和裝載
(f) 裝載及質量分佈對直升機操縱、飛行特性和性能的影響；質量與平衡計算；
(g) 起飛、著陸和其他性能資料的使用與實際運用；
(h) 適合於按照目視飛行規則商用運行的飛行前準備和航路飛行計劃；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
劃的準備和申報；相應的空中交通服務程序；高度表撥正程序；
(i) 外掛載荷對操縱的影響；

人的行為能力
(j) 與直升機商用駕駛員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的原則；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因素
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氣象學

(k) 航空氣象報告、圖表和預報的判讀與實際運用；飛行前和飛行中氣象資料的使用及其獲
取程序；測高法；
(l) 航空氣象學；有關地區影響航空的氣象要素的氣候學；氣壓系統的移動；鋒面結構以及
影響起飛、航路和著陸條件的重要天氣現象的起源與特徵；
(m) 積冰的原因、識別和影響；通過鋒面區的程序；繞過危險天氣；

領航
(n) 空中領航，包括航圖、儀錶和導航設備的使用；對相關導航系統的原理和特性的理解；
機載設備的操作；

操作程序
(o) 在運行效績方面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p) 航空文件，如《航行資料匯編》、
《航行通告》
、《航空代碼及縮略語》的使用；
(q) 高度表撥正程序；
(r) 適當的預防程序和應急程序；帶油門的緩慢垂直下降、地面共振、側滾翻轉和其他操作
危險；與目視氣象條件飛行相關的安全程序；
(s) 載運貨物（包括外掛載荷）時的操作程序；與載運危險品有關的潛在危險；
(t) 旅客安全簡介的要求和做法，包括上、下直升機應遵守的預防措施；

飛行原理
(u) 與直升機有關的飛行原理；

無線電通話
(v) 適用於目視飛行規則運行的通訊程序和用語；如遇通訊故障應採取的行動。
(3) 經驗
(a) 申請人必須完成至少 150 小時作為直升機駕駛員的飛行時間，如果是在經核准的訓練課
程中完成，則不少於 100 小時。民航局必須決定申請人在經核准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
內作為駕駛員接受訓練的經歷是否可以接受並作為 150 小時或（視情況）100 小時總飛
行時間的一部分。如將此項經驗計入總飛行時間，必須限定最多為 10 小時。
(b) 申請人必須在直升機上完成至少：
(i) 35 小時作為機長的飛行時間；
(ii) 10 小時作為機長的轉場飛行時間，包括一次在兩個不同地點著陸的轉場飛行；
(iii) 10 小時儀錶教學時間，其中儀錶地面時間不得超過 5 小時；和
(iv) 在夜間行使執照權利時，5 小時作為機長的夜航時間，包括 5 次起飛和 5 次著陸的
起落航線飛行。

(c) 如果申請人具有作為其他類別航空器駕駛員的飛行時間，民航局必須決定此項經驗是否
可以接受，如可接受，則(a)項規定中飛行時間的要求可以相應減少；

飛行訓練
(d) 申請人必須在直升機上接受經授權的飛行教員的帶飛訓練。教員必須保證申請人至少在
下列科目中具有商用駕駛員所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經驗：
(i) 飛行前操作，包括質量與平衡的確定、直升機檢查和勤務；
(ii) 機場和起落航線的運行、避免相撞的預防措施和程序；
(iii) 通過外部目視參考操縱直升機；
(iv) 在渦環的初始階段改出；在發動機轉速正常範圍內從低旋翼轉速改出的技術；
(v) 地面機動和試車；懸停；正常、無風和傾斜地面的起飛和著陸；大下滑角進近；
(vi) 以最小的必需動力起飛和著陸；最大性能起飛和著陸技術；限制區域內的運行；快
停；
(vii) 無地面效應的懸停；外掛載荷運行（如適用）；高空飛行；
(viii) 基本飛行動作和僅參照基本飛行儀錶從非正常姿態中改出；
(ix) 使用目視參考、推測領航和無線電導航設備作轉場飛行；改航程序；
(x) 非正常和應急程序，包括模擬的直升機設備故障、自轉進近和著陸；
(xi) 按照空中交通服務程序飛往、飛離和飛越管制機場；
(xii) 通訊程序和用語；和
(xiii)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為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e) 如果夜間行使執照權利，申請人必須在直升機上接受過夜航帶飛訓練，包括夜間起飛、
著陸和領航。
註：本分條(b)(iii)項和(d)(viii)項規定的儀錶經驗和(b)(iv)項和(e)項規定的夜航經驗並未授予
直升機商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按儀錶飛行規則駕駛直升機的權利。
(4) 技能
申請人必須演示作為直升機機長完成第(3)分條針對飛行訓練所規定的各種程序和動作的能
力，其勝任能力與授予直升機商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並且能夠：
(a) 在直升機限制範圍內駕駛直升機；
(b) 平穩而準確地完成所有動作；
(c) 運用良好的判斷力和飛行技術；
(d) 運用航空知識；
(e) 隨時保持對直升機的操縱，以確保圓滿地完成各項程序或動作；和

(f)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5) 體檢要求
民航局要求申請人必須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適用於發出或續期商用駕駛員執照的體檢
標準。

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 –飛機
13.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飛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包括年
齡、知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必須年滿 21 周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演示與授予飛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識水平，至少包
括下列科目：

航空法
(a) 與飛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相關的規章條例；空中規則；相應的空中交通服務措
施和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識
(b) 電氣、液壓、增壓和飛機其他系統的一般特性和限制；飛行操縱系統，包括自動駕駛儀
和增穩裝置；
(c)飛機動力裝置的工作原理、操作程序和使用限制；大氣條件對發動機性能的影響；飛行
手冊或其他相應文件中的有關操作資料；
(d)有關飛機的使用程序和限制；根據飛行手冊中的有關操作資料，大氣條件對飛機性能的
影響；
(e) 相應的飛機設備和系統的使用和可用性檢查；
(f) 飛行儀錶；羅盤、轉彎和增速誤差；陀螺儀錶，其使用限制和進動效應；各種飛行儀錶
和電子顯示裝置發生故障時採取的措施和程序；
(g) 適合於相關飛機機體、系統和動力裝置的維修程序；

飛行性能、計劃和裝載
(h) 裝載及質量分佈對飛機操縱、飛行特性和性能的影響；質量與平衡計算；
(i) 起飛、著陸和其他性能數據，包括巡航控制程序的使用與實際運用；
(j) 飛行前準備和航路飛行計劃；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的準備和申報；相應的空中交通服
務程序；高度表撥正程序；

人的行為能力
(k) 與飛機航線運輸駕駛員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的原則；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因素
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氣象學
(l) 航空氣象報告、圖表和預報的判讀與實際運用；代碼和簡字；飛行前和飛行中氣象資料
的使用及其獲取程序；測高法；
(m) 航空氣象學；有關地區影響航空的氣象要素的氣候學；氣壓系統的移動；鋒面結構以
及影響起飛、航路和著陸條件的重要天氣現象的起源與特徵；
(n)結冰的原因、識別和影響；穿過鋒面區域的程序；繞過危險天氣；
(o)高空氣象學的實踐，包括天氣報告、圖表和預報的判讀；急流；

領航
(p) 空中領航，包括航圖、無線電導航設備和區域導航系統的使用；遠程飛行的特殊導航要
求；
(q)飛機操縱和導航所必需的航空電子設備和儀錶的使用、限制及可用性；
(r) 離場、航路、進近和著陸各飛行階段所用導航系統的使用、精確度及可靠性；無線電導
航設備的識別；
(s) 自主式和參照外部基準的導航系統的原理和特性；機載設備的操作；

操作程序
(t) 在運行效績方面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u) 航空文件，如《航行資料匯編》、《航行通告》、《航空代碼和縮略語》以及離場、航路、
下降和進近的儀錶程序圖的判讀與使用；
(v) 預防程序和應急程序；與按照儀錶飛行規則飛行相關的安全程序；
(w) 載運貨物和危險品時的操作程序；
(x) 旅客安全簡介的要求和做法，包括上、下飛機應遵守的預防措施；

飛行原理
(y) 與飛機有關的飛行原理；亞音速空氣動力學；壓縮性效 應、動作性界限的限制、機翼
設計特性、增加升力和阻力的輔助裝置的作用；各種速度和不同飛行形態下升力、阻
力和推力的關係；

無線電通話
(z) 通訊程序和用語；如遇通訊故障應採取的行動。

除上述科目外，飛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申請人必須符合第 48 條中對儀錶等級的知識要
求。
(3) 經驗
(a) 申請人必須完成至少 1500 小時作為飛機駕駛員的飛行時間。民航局必須決定申請人在
經核准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內作為駕駛員接受訓練的經驗是否可以接受並作為 1500 小
時總飛行時間的一部分。如將此項經驗計入總飛行時間，必須限定最多為 100 小時，
其中在飛行程序訓練器或初級儀錶飛行訓練器上獲得的時間不得超過 25 小時。
(b) 申請人必須在飛機上完成至少：
(i) 500 小時在監督之下作為機長的飛行時間，或 250 小時作為機長的飛行時間，或至少
70 小時作為機長的飛行時間，其餘必需的附加飛行時間是在監督之下擔任機長，但
所使用的監視飛行方法必須得到民航局的認可；
(ii) 200 小時轉場飛行時間，其中至少 100 小時是作為機長或在監督下擔任機長，但所
使用的監視飛行方法必須得到民航局的認可；
(iii) 75 小時儀錶時間，其中儀錶地面時間不得超過 30 小時；和
(iv) 100 小時作為機長或副駕駛的夜航時間。
(c) 如果申請人具有作為其他類別航空器駕駛員的飛行時間，民航局必須決定此項經驗是否
可以接受，如可接受，則(a)款規定中飛行時間的要求可以相應減少；

飛行訓練
(d) 申請人必須已接受本附則第 11 條(3)款(d)項為發出飛機商用駕駛員執照規定的帶飛訓
練，及本附則第 48 條(2)款(c)項為發出飛機儀錶等級的帶飛訓練。
(4) 技能
(a) 申請人必須演示在飛機上與副駕駛共同按規定完成下列程序和動作的能力：
(i) 飛行前的程序，包括運行飛行計劃的準備和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的申報；
(ii) 所有飛行階段的正常飛行程序和動作；
(iii) 與動力裝置、系統、機體等設備故障有關的不正常和應急程序與動作；
(iv) 機組失能和機組協調程序，包括駕駛員任務的分配、機組配合及檢查單的使用；和
(v) 第 48 條(2)款(c)至(d)項所述的儀錶飛行程序和動作，包括模擬的發動機失效。
(b) 申請人必須演示完成(a)項所述程序和動作的能力，其勝任能力應與所頒發的飛機航線
運輸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並且能夠：
(i)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ii) 在各種情況下，在飛機限制範圍內平穩而準確地手動操縱飛機，以確保圓滿地完成
各項程序或動作；

(iii) 用與飛行階段相適應的自動化模式操作飛機，並且保持對工作中的自動化模式的意
識；
(iv) 在飛行的各個階段準確地完成正常、非正常和應急程序；
(v) 運用良好的判斷力和飛行技術，包括有條理的決策和對事態保持警覺；和
(vi) 與其他飛行機組成員進行有效的溝通，並且演示有能力切實履行機組失能和機組協
調程序，包括駕駛員任務的分配、機組配合、標準操作程序（SOP）的執行及檢查
單的使用。
(5) 體檢要求
民航局要求申請人必須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適用於發出或續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的
體檢標準。

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 – 直升機
14.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直升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包括
年齡、知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必須年滿 21 周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演示與授予直升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識水平，至少
包括下列科目：

航空法
(a) 與直升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相關的規章條例；空中規則；相應的空中交通服務
措施和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識
(b) 電氣、液壓、增壓和直升機其他系統的一般特性和限制；飛行操縱系統，包括自動駕駛
儀和增穩裝置；
(c) 直升機動力裝置的工作原理、操作程序和使用限制；傳動裝置（傳動齒輪系）；大氣條
件對發動機性能的影響；飛行手冊或其他相應文件中的相關操作資料；
(d)有關直升機的使用程序和限制；根據飛行手冊中的有關操作資料，大氣條件對直升機性
能的影響；
(e) 相應的直升機設備和系統的使用和可用性檢查；
(f) 飛行儀錶；羅盤、轉彎和增速誤差；陀螺儀錶，其使用限制和進動效應；各種飛行儀錶
和電子顯示裝置發生故障時採取的措施和程序；
(g) 適合於相關直升機機體、系統和動力裝置的維修程序；傳動裝置（傳動齒輪系）（如適
用）；

飛行性能、計劃和裝載
(h) 裝載及質量分佈（包括外掛載荷）對直升機操縱、飛行特性和性能的影響；質量與平衡
計算；
(i) 起飛、著陸和其他性能數據，包括巡航控制程序的使用與實際運用；
(j) 飛行前準備和航路飛行計劃；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的準備和申報；相應的空中交通服
務程序；高度表撥正程序；

人的行為能力
(k) 與直升機航線運輸駕駛員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的原則；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因素
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氣象學
(l) 航空氣象報告、圖表和預報的判讀與實際運用；代碼和簡字；飛行前和飛行中氣象資料
的使用及其獲取程序；測高法；
(m) 航空氣象學；有關地區影響航空的氣象要素的氣候學；氣壓系統的移動；鋒面結構以
及影響起飛、航路和著陸條件的重要天氣現象的起源與特徵；
(n) 結冰的原因、識別和影響；通過鋒區的程序；繞過危險天氣；

領航
(o) 空中領航，包括航圖、無線電導航設備和區域導航系統的使用；遠程飛行的特殊導航要
求；
(p) 直升機操縱和導航所必需的航空電子設備和儀錶的使用、限制及可用性；
(q) 導航系統的使用、精確度及可靠性；無線電導航設備的識別；
(r) 自主式和參照外部基準的導航系統的原理和特性；機載設備的操作；

操作程序
(s) 在運行效績方面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t) 航空文件，如《航行資料匯編》、
《航行通告》
、《航空代碼和縮略語》的判讀與使用；
(u) 預防和應急程序；
(v) 載運貨物（包括外掛載荷和危險品）時的操作程序；
(w) 旅客安全簡介的要求和做法，包括上、下直升機應遵守的預防措施；
(x) 帶油門的緩慢垂直下降；地面共振；後行槳葉失速；動力側滾翻轉和其他操作危險；與
目視氣象條件飛行相關的安全程序；

飛行原理

(y) 與直升機有關的飛行原理；

無線電通話
(z) 通訊程序和用語；如遇通訊故障應採取的行動。
除上述科目外，直升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申請人必須符合第 49 條中對儀錶等級的知識要
求。
(3) 經驗
(a) 申請人必須完成至少 1000 小時作為直升機駕駛員的飛行時間；
(b) 民航局必須決定申請人在經核准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內作為駕駛員接受訓練的經驗是否
可以接受並作為 1000 小時總飛行時間的一部分。如將此項經驗計入總飛行時間，必須
限定最多為 100 小時，其中在飛行程序訓練器或初級儀錶飛行訓練器上獲得的時間不
得超過 25 小時；
(c) 申請人必須在直升機上完成至少：
(i) 250 小時作為機長的飛行時間，或至少 70 小時作為機長的飛行時間，其餘必需的附
加飛行時間是在監督之下擔任機長，但所使用的監視飛行方法必須得到民航局的認
可；
(ii) 200 小時轉場飛行時間，其中至少 100 小時是作為機長或在監督下擔任機長，但所
使用的監視飛行方法必須得到民航局的認可；
(iii) 30 小時儀錶時間，其中儀錶地面時間不得超過 10 小時；和
(iv) 50 小時作為機長或副駕駛的夜航時間。
(d) 如果申請人具有作為其他類別航空器駕駛員的飛行時間，民航局必須決定此項經驗是否
可以接受，如可接受，則(a)項規定中飛行時間的要求可以相應減少；和

飛行訓練
(e) 申請人必須已接受第 12 條(3)款(d)項為發出直升機商用駕駛員執照的要求規定的飛行訓
練。

註：本分條(c)(iii)項規定的儀錶時間和(c)(iv)項規定的夜航時間並未授予直升機航線運輸駕
駛員執照持有人按儀錶飛行規則駕駛直升機的權利。
(4) 技能
(a) 申請人必須演示在直升機上與副駕駛共同按規定完成下列程序和動作的能力：
(i) 飛行前的程序，包括運行飛行計劃的準備和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的申報；
(ii) 所有飛行階段的正常飛行程序和動作；
(iii) 在設備（如動力裝置、系統和機體等）失效和工作不正常時的非正常程序和應急程
序；和
(iv) 機組失能和機組協同配合的程序，包括駕駛員任務的分配、機組配合和檢查單的使
用。

(b) 申請人必須演示完成(a)項所述程序和動作的能力，其勝任能力應與所頒發的直升機航
線運輸駕駛儀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並且能夠：
(i)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ii) 在各種情況下，在直升機限制範圍內平穩而準確地手動操縱直升機，以確保圓滿地
完成各項程序或動作；
(iii) 用與飛行階段相適應的自動化模式操作直升機，並且保持對工作中的自動化模式
的意識；
(iv) 在飛行的各個階段準確地完成正常、非正常和應急程序；
(v) 運用良好的判斷力和飛行技術，包括有條理的決策和對事態保持警覺；和
(vi) 與其他飛行機組成員進行有效的溝通，並且演示有能力切實履行機組失能和機組
協調程序，包括駕駛員任務的分配、機組配合、標準操作程序（SOP）的執行及
檢查單的使用。
(5) 體檢要求
民航局要求申請人必須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適用於發出或續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的
體檢標準。

飛行領航員執照
15.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飛行領航員執照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包括年齡、知
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必須年滿 21 周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演示與授予飛行領航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識水平，至少包括下列科
目：

航空法
(a) 與飛行領航員執照持有人相關的規章條例；相應的空中交通服務措施和程序；

飛行性能、計劃和裝載
(b) 裝載及質量分佈對航空器性能的影響；
(c) 起飛、著陸和其他性能數據，包括巡航控制程序的使用；
(d) 飛行前和航路運行飛行計劃的準備；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的申報；相應的空中交通服
務程序；高度表撥正程序；

人的行為能力

(e) 與飛行領航員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的原則；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因素
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氣象學
(f) 航空氣象報告、圖表和預報的判讀與實際運用；代碼和簡字；飛行前和飛行中氣象資料
的使用及其獲取程序；測高法；
(g) 航空氣象學；有關地區影響航空的氣象要素的氣候學；氣壓系統的移動；鋒面結構以及
影響起飛、航路和著陸條件的重要天氣現象的起源與特徵；

領航
(h) 推測領航、氣壓圖和天文領航程序；航圖、無線電導航設備和區域導航系統的使用；遠
端飛行的特殊導航要求；
(i) 航空器導航所必需的航空電子設備和儀錶的使用、限制及可用性；
(j) 離場、航路和進近各飛行階段所用導航系統的使用、精確度及可靠性；無線電導航設備
的識別；
(k) 自主式和參照外部基準的導航系統的原理、特性及使用；機載設備的操作；
(l) 天球包括天體運行以及為了觀測和修訂觀測數據而選擇和識別天體；六分儀的校準；導
航文件的填寫；
(m) 空中導航所用的定義、單位和公式；

操作程序
(n) 航空文件，如《航行資料匯編》、《航行通告》、《航空代碼和縮略語》以及離場、航路、
下降和進近的儀錶程序圖的判讀與使用；

飛行原理
(o) 飛行原理；和

無線電通話
(p) 通訊程序和用語。
(3) 經驗
(a) 申請人必須在轉場飛行的航空器上完成至少 200 小時民航局認可的擔任飛行領航員職責
的飛行時間，包括至少 30 小時夜航時間；
(b) 如果申請人具有作為駕駛員的飛行時間，民航局必須決定此項經驗是否可以接受，如可
接受，則(a)項規定中飛行時間的要求可以相應減少；
(c) 申請人必須提供證據證明其已經在下述情況下圓滿地確定出飛行中航空器的位置並用此
資訊為航空器領航：
(i) 夜間 – 天文觀測不少於 25 次；和
(ii) 晝間 – 結合使用自主式或參照外部基準的導航系統進行天文觀測不少於 25 次。

(4) 技能
申請人必須演示作為航空器飛行領航員的能力，其勝任能力與授予飛行領航員執照持有人
的權利相適應，並且能夠：
(a) 運用良好的判斷力和飛行技術；
(b) 運用航空知識；
(c) 作為機組整體的一部分履行所有職責；
(d) 與其他飛行機組成員進行有效的溝通；和
(e)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5) 體檢要求
民航局要求申請人必須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適用於發出或續期飛行領航員執照的體檢
標準。

飛行機械員執照
16.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飛行機械員執照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包括年齡、知
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必須年滿 21 周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演示與授予飛行機械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識水平，至少包括下列科
目：

航空法
(a) 與飛行機械員執照持有人相關的規章條例；與飛行機械員職責有關的民用航空器運行規
章條例；

航空器一般知識
(b) 動力裝置、燃氣渦輪和∕或活塞式發動機的基本原理；燃油、燃油系統（包括燃油控
制）的特性；潤滑劑和潤滑系統；加力燃燒室和噴射系統；發動機點火和起動系統的功
能和操作；
(c) 航空器動力裝置的工作原理、操作程序和使用限制；大氣條件對發動機性能的影響；
(d) 機體、飛行操縱系統、結構、機輪裝置、刹車和防滑裝置、腐蝕和疲勞壽命；結構損傷
和缺陷識別；
(e) 防冰和防雨系統；

(f) 增壓和空調系統、氧氣系統；
(g) 液壓和氣源系統；
(h) 基本電氣原理、電氣系統（交流和直流）、航空器佈線系統、搭接和遮蔽；
(i) 儀錶、羅盤、自動駕駛儀、無線電通訊設備、無線電和雷達導航設備、飛行管理系統、
顯示器和航空電子設備的工作原理；
(j) 相關航空器的限制；
(k) 防火、火警探測、火情控制和滅火系統；
(l)有關航空器設備和系統的使用和可用性檢查；

飛行性能、計劃和裝載
(m) 裝載及質量分佈對航空器操縱、飛行特性和性能的影響；質量與平衡計算；
(n) 性能數據，包括巡航控制程序的使用與實際運用；

人的行為能力
(o) 與飛行機械員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的原則；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因素
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操作程序
(p) 維修原理、適航性維修程序、故障報告、飛行前檢查、加油和使用外接電源的預防程
序；安裝的設備及客艙系統；
(q) 正常、非正常和應急程序；
(r) 載運貨物和危險品的操作程序；

飛行原理
(s) 空氣動力學的基本原理；和

無線電通話
(t) 通訊程序和用語。
(3) 申請人應演示與授予飛行機械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識水平，至少包括下列科目：
(a) 導航基本原則；自主式系統的原理和操作；和
(b) 氣象學的運行。
(4) 經驗
(a) 申請人必須在民航局為此目的認可的人員監督下，完成至少 100 小時履行飛行機械員職
責的飛行時間。民航局必須決定在經批准的飛行模擬機內擔任飛行機械員的經驗是否可
以接受計為 100 小時總飛行時間的一部分。如將此項經驗計入總飛行時間，必須限定最
多為 50 小時。
(b) 如果申請人具有作為駕駛員的飛行時間，民航局必須決定此項經驗是否可以接受，如可

接受，則(a)項規定中飛行時間的要求可以相應減少。
(c) 申請人必須在民航局為此目的認可的飛行機械員的監督下，至少在下列方面具有履行飛
行機械員職責的操作經驗：
(i) 正常程序
•

飛行前檢查；

•

加油程序、燃油管理；

•

維修文件的檢查；

•

所有飛行階段的正常駕駛艙程序；

•

機組失能時的機組協調及程序；和

•

故障報告。

(ii) 非正常和替補（備用）程序
•

航空器系統非正常工作的識別；和

•

非正常和替補（備用）程序的使用。

(iii) 應急程序
•

應急情況的識別；和

•

有關應急程序的使用。

(5) 技能
(a) 申請人必須演示作為航空器飛行機械員完成第(3)分條(c)項所規定的各項職責和程序的
能力，其勝能力度與授予飛行機械員執照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並且能夠：
(i) 在航空器的性能和限制範圍內使用航空器系統；
(ii) 運用良好的判斷力和飛行技術；
(iii) 運用航空知識；
(iv) 作為機組整體的一部分履行所有職責，以確保圓滿地完成任務；
(v) 與其他飛行機組成員進行有效的溝通；和
(vi)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有關材料見《人的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第 II 部分第 2 章。
(b) 使用飛行模擬訓練裝置在本分條規定的技能演示中完成任何程序，必須得到民航局核
准，以確保飛行模擬訓練裝置與此項任務相適應。
(6) 體檢要求
民航局要求申請人必須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適用於發出或續期飛行機械員執照的體檢
標準。

飛行無線電通話員執照（通用或限制性的）
17.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飛行無線電通話員執照（通用或限制性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
的要求，包括年齡、知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1) 年齡
申請人必須年滿 18 周歲。
(2) 知識
申請人必須滿足民航局對其知識的要求，包括：
(a) 航空無線電通話網路系統的基本結構；
(b) 高頻傳播的特性和頻率族的使用；
(c) 航空移動服務所使用的術語、程序辭彙和用語、拼寫字母表；
(d) 所使用的各種通訊代碼和縮略語；
(e) 與當地無線電通話網路區域有關的航空固定服務的組織，並重點關注航空器收發的資訊
的快速傳遞的需求；
(f) 國際民航組織無線電通話使用程序，包括在處理遇險、緊急和安全交通活動等特殊情況
中的實際運用；
(g) 涉及空地通訊的中文和英語語言綜合知識，能夠講這些語言，不帶口音或沒有嚴重影響
無線電通訊的障礙；和
(h) 對澳門空中交通服務的全面瞭解。
(3) 經驗
申請人必須：
(a) 在遞交申請之前 12 個月期間，已經圓滿完成經核准的訓練課程並且已經在一名合格的
航空電臺報務員或飛行無線電通話員指導下完成工作，見習期不少於兩個月；或
(b) 在遞交申請之前 12 個月期間，已經在一名合格的飛行無線電通話員指導下圓滿完成工
作，見習期不少於 6 個月。
(4) 技能
(a) 申請人必須在下列方面演示或已經演示了其勝任能力：
(i) 常用發射∕接收設備和控制元件，包括附屬設備、所用無線電定向儀的操作和使
用；
(ii) 對所使用的無線電設備的目視檢查和日常操作檢查，在檢查中及時發現故障，並能
夠排除那些不需要使用特殊工具或儀器的故障；
(iii) 電話資訊的傳遞，包括正確使用麥克風的技巧、發音和通話品質；和
(iv) 電話資訊的接收，必要時，能夠直接抄收無線電信號和資訊。
(b) 如果申請人申請附加無線電通話設備使用的權利，則申請人必須演示或者已經演示其勝

任能力，包括：
(i) 按組（字母、數位和標點符號）發送和收聽國際莫爾斯電碼，傳遞電碼的速度不低
於每分鐘 16 組，傳遞明語的速度不低於每分鐘 20 個詞。各電碼組平均 5 個字元，
每個數位或標點符號按 2 個字元計算，各明語詞平均 5 個字元。每次考試的時間不
得少於 5 分鐘；和
(ii) 常用航空電臺無線電報裝置操作控制元件的操作和調節。
(5) 體檢要求
民航局要求申請人必須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適用於發出或續期飛行無線電報務員執照
的體檢標準。

B 部 – 認可和續期執照�等級的要求
18. 由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飛行機組執照和等級應在其載明的期限內保持有效，但該期限不
得超過本規章附則 14 第 3 條規定的與常規體檢週期相應的時限。在期滿前，如果持照人希望
繼續行使其執照或等級的權利，則必須向民航局遞交續期執照或等級的申請。條件是申請人：
(a) 為了滿足本附則 B 部規定的關於近期經驗的最低要求，在前期已經行使過其執照或等
級所授予的權利；
(b) 沒有患有可能嚴重影響其技能或者判斷力的任何疾患，並且已經完全符合根據本規章附
則 14 制定的標準、要求和期限的體檢要求；和
(c) 年齡不超過 65 周歲的限制。
19. 在續期由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飛行機組執照和等級的過程中，申請人必須注意下列情
況：
(a) 申請人應注意，經已過期的執照續期時不能追溯，因此在介於到期日後至續期日期間行
使任何權利都是不合法的；
(b) 如果執照的失效時間未超出附則 14 第 3 條規定的限期，可以自申請續期執照之日起至
不超過該限期的期間續期執照，但必須支付整段時間的費用；
(c) 續期執照的申請至少應在執照到期日之前約一個月遞交到民航局；和
(d) 如果執照逾期超出附則 14 第 3 條規定的限期， 則持照人必須接受民航局認為必要的科
目和類型的考試並證明其勝任的能力符合要求，方可續期執照。考試科目的數量和類
型應視持照人的職業特點和執照逾期的時間而定。
20. 在澳門，發出、認可或續期飛行機組執照或等級後，民航局有權隨時註銷、撤銷或限制所發出
的執照或相關等級的權利，除非持照人能夠令人滿意地展現其具備持續勝任的能力並符合民航
局制定的近期經驗的要求，而且：
(a) 在民航局或者任何其他經授權的人員的監督下實施的熟練飛行檢查中，從事商業航空運
輸運行的飛行機組成員通過技能演示，圓滿地反映出其能夠持續勝任的能力；

(b) 保持勝任能力的記錄可以記錄在經營人的記錄中或飛行機組成員的個人飛行日誌或執照
中；和
(c) 飛行機組成員可以在民航局認為可行的範圍內，在經民航局核准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上
演示其持續勝任的能力。

續期私用駕駛員執照的要求 – 飛機和直升機
21. 持有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有效飛機或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的人員可以向民航局申請續期執
照，滿足下列要求者可予續期執照：
(a) 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所獲飛行經驗的憑據，該經驗應與保持其執照權利部分的資格相
關。對於這類執照的續期，近期經驗應在前 12 個月內至少有 6 小時的飛行時間和申請
日之前 90 天內至少有 3 次著陸；
(b) 如果申請人希望繼續行使其執照中有關本附則第 9 條(3)款(e)項或第 10 條(3)款(f)項（如
適用）所授予的夜航權利，則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經驗的憑據，表明該人員在提出申
請前 90 天內進行過 5 次夜間著陸全停。此項著陸次數可以計入(a)項要求的經驗中；
(c) 申請人必須向民航局提交符合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的體檢合格證。續期申
請人的執照取決於其是否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所述的體檢要求；
(d) 申請人必須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和
(e) 如 果 申 請 人 不 能 遵 守 本 條 款 的 要 求 ， 民 航 局 將 在 其 所 有 未 經 續 期 的 資 格 上 加 蓋
“CANCELLED＂（註銷）字樣的標記。
22. 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飛機或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的人員，其執照權利到期後，若
持照人希望申請續期執照，該申請人必須滿足下列要求：
(a) 持有依照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獲得有效的體檢合格證；
(b) 符合本附則第 21 條(a)項和同條(b)項（如適用）要求的近期經驗最低標準；
(c) 演示其還具備發出此類執照所需的航空知識。為了滿足此項要求，申請人必須向已授權
的飛行教員或經核准的飛行學校索取附有簽註的證明，表明申請人符合本附則第 9 條(4)
款或第 10 條(4)款（如適用）列出的要求，並已完成本附則第 21 條(a)項和同條(b)項
（如適用）要求的最低經驗；和
(d) 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

商用駕駛員執照 – 飛機和直升機
23. 持有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有效飛機或直升機商用駕駛員執照的人員可以向民航局申請續期執
照，滿足下列要求者可予續期執照：
(a) 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所獲飛行經驗的憑據，該經驗應與保持其執照權利部分的資格相
關。對於這類執照的續期，近期經驗應在前 6 個月內至少有 6 小時的飛行時間和申請
日之前 90 天內至少有 5 次著陸；

(b) 如果申請人希望繼續行使其執照中有關本附則第 11 條(3)款(e)項或第 12 條(3)款(e)項
（如適用）所授予的夜航權利，則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經驗的憑據，表明他∕她在提
出申請前 90 天內進行過 5 次夜間著陸全停。此項著陸次數可以計入(a)項要求的經驗
中；
(c) 申請人必須向民航局提交符合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的體檢合格證。續期申
請人的執照取決於其是否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所述的體檢要求；
(d) 申請人必須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和
(e) 如 果 申 請 人 不 能 遵 守 本 條 款 的 要 求 ， 民 航 局 將 在 其 所 有 未 經 續 期 的 資 格 上 加 蓋
“CANCELLED＂（註銷）字樣的標記。
24. 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飛機或直升機商用駕駛員執照的人員，其執照權利到期後，若
持照人希望申請續期執照，該申請人必須滿足下列要求：
(a) 持有依照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獲得有效的體檢合格證；
(b) 符合本附則第 23 條(a)項和同條(b)項（如適用）要求的近期經驗最低標準；
(c) 演示其還具備發出此類執照所需的航空知識。為了滿足此項要求，申請人必須向經授權
的飛行教員或經核准的飛行學校索取附有簽註的證明，表明申請人符合本附則第 11 條
(4)款或第 12 條(4)款（如適用）列出的要求，並已完成本附則第 23 條(a)項和同條(b)項
（如適用）要求的最低經驗；和
(d) 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

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 – 飛機和直升機
25. 持有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有效飛機或直升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的人員可以向民航局申請續期
執照，滿足下列要求者可予續期執照：
(a) 對於飛機執照，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所獲飛行經驗的憑據，該經驗應與保持其執照權利
部分的資格相關。對於這類執照的續期，近期經驗應在前 6 個月內至少有 12 小時的飛
行時間和申請日之前 90 天內至少有 6 小時的儀錶飛行時間；
(b) 對於直升機執照，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所獲飛行經驗的憑據，該經驗應與保持其執照權
利部分的資格相關。對於這類執照的續期，近期經驗應至少在前 6 個月內至少有 12 小
時的飛行時間和申請日之前 90 天內至少有 10 次著陸；
(c) 對於直升機執照，如果申請人希望繼續行使其執照中有關本附則第 14 條(3)款(c)項所授
予的夜航權利，則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經驗的憑據，表明他∕她在提出申請前 90 天內
進行過 5 次夜間著陸全停。此項著陸次數可以計入(b)項要求的經驗中；
(d) 申請人必須向民航局提交符合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的體檢合格證。續期申
請人的執照取決於其是否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所述的體檢要求；
(e) 申請人必須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和
(f) 如 果 申 請 人 不 能 遵 守 本 條 款 的 要 求 ， 民 航 局 將 在 其 所 有 未 經 續 期 的 資 格 上 加 蓋

“CANCELLED＂（註銷）字樣的標記。
26. 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飛機或直升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的人員，其執照權利到期
後，若持照人希望申請續期執照，該申請人必須滿足下列要求：
(a) 持有依照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獲得有效的體檢合格證；
(b) 符合本附則第 25 條(a)項或(b)項（視實際情況定）和同條(c)項（如適用）要求的近期經
驗最低標準；
(c) 演示其還具備發出此類執照所需航空知識。為了滿足此項要求，申請人必須向經授權的
飛行教員或經核准的飛行學校索取附有簽註的證明，表明申請人符合本附則第 13 條(4)
款或第 14 條(4)款列出的要求並已完成本附則第 25 條(a)項和同條(b)項（如適用）要求
的最低經驗；和
(d) 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

飛行領航員執照
27. 持有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有效飛行領航員執照的人員可以向民航局申請續期執照，滿足下列要
求者可予續期執照：
(a) 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所獲飛行經驗的憑據，該經驗應與保持其執照權利部分的資格相
關。對於這類執照的續期，近期經驗應包括在申請日之前 6 個月內至少有 6 小時行使
其執照權利的飛行時間；
(b) 申請人必須向民航局提交符合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的體檢合格證。續期申
請人的執照取決於其是否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所述的體檢要求；
(d) 申請人必須按本規章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和
(e) 如 果 申 請 人 不 能 遵 守 本 條 款 的 要 求 ， 民 航 局 將 在 其 所 有 未 經 續 期 的 資 格 上 加 蓋
“CANCELLED＂（註銷）字樣的標記。
28. 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飛行領航員執照的人員，其執照權利到期後，若持照人希望申
請續期執照，該申請人必須滿足下列要求：
(a) 持有依照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獲得有效的體檢合格證；
(b) 符合本附則第 27 條(a)項規定的近期經驗最低標準；
(c) 演示其還具備發出此類執照所需航空知識。為了滿足此項要求，申請人必須向經授權的
飛行教員或經核准的飛行學校索取附有簽註的證明，表明申請人符合本附則第 15 條(4)
款列出的要求，並已完成本附則第 27 條(a)項要求的最低經驗時間；和
(d) 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

飛行機械員執照
29. 持有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有效飛行機械員執照的人員可以向民航局申請續期執照，滿足下列要

求者可予續期執照：
(a) 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所獲飛行經驗的憑據，該經驗應與保持其執照權利部分的資格相
關。對於這類執照的續期，近期經驗應在申請日之前 6 個月內至少有 6 小時行使其執
照權利的飛行時間；
(b) 申請人必須向民航局提交符合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的體檢合格證。續期申
請人的執照取決於其是否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所述的體檢要求；
(c) 申請人必須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和
(d) 如 果 申 請 人 不 能 遵 守 本 條 款 的 要 求 ， 民 航 局 應 在 其 所 有 未 經 續 期 的 資 格 上 加 蓋
“CANCELLED＂（註銷）字樣的標記。
30. 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飛行機械員執照的人員，其執照權利到期後，若持照人希望申
請續期執照，該申請人必須滿足下列要求：
(a) 持有依照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獲得有效的體檢合格證；
(b) 符合本附則第 29 條(a)項規定的近期經驗最低標準；
(c) 演示其還具備發出此類執照所需航空知識。為了滿足此項要求，申請人必須向經授權的
飛行教員或經核准的飛行學校索取附有簽註的證明，表明申請人符合本附則第 16 條(4)
款列出的要求，並已完成本附則第 29 條(a)項要求的最低經驗；和
(d) 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

飛行無線電通話員
31. 持有澳門發出或認可的有效飛行無線電通話員執照的人員可以向民航局申請續期執照，滿足下
列要求者可予續期執照：
(a) 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所獲飛行經驗的憑據，該經驗應與保持其執照權利部分的資格相
關。對於這類執照的續期，近期經驗應包括行使執照權利至少 6 個月和在申請日之前最
近 12 個月內擔任飛行無線電通話員至少 70 小時；
(b) 申請人必須向民航局提交符合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的體檢合格證。續期申
請人的執照取決於其是否滿足本規章附則 14 所述的體檢要求；
(c) 申請人必須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和
(d) 如 果 申 請 人 不 能 遵 守 本 條 款 的 要 求 ， 民 航 局 將 在 其 所 有 未 經 續 期 的 資 格 上 加 蓋
“CANCELLED＂（註銷）字樣的標記。
32. 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飛行無線電通話員執照的人員，其執照權利到期後，若持照人
希望申請續期執照，該申請人必須滿足下列要求：
(a) 持有依照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獲得有效的體檢合格證；
(b) 符合本附則第 31 條(a)項規定的近期經驗最低標準；

(c) 表明其還具備發出此類執照所需航空知識。為了滿足此項要求，申請人必須向經授權的
飛行教員或經核准的飛行學校索取附有簽註的證明，表明申請人符合本附則第 17 條(4)
款列出的要求，並已完成本附則第 31 條(a)項要求的最低經驗；和
(d) 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

飛行教員等級 – 飛機和∕或直升機
33. 持有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有效飛機和∕或直升機飛行教員等級的人員可以向民航局申請續期等
級資格，滿足下列要求者可予續期等級資格：
(a) 申請人必須持有民航局根據本附則的規定發出或續期的有效駕駛員執照；
(b) 飛機和∕或直升機飛行教員等級的續期週期原則上最長為 24 個月；
(c) 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執教飛行訓練的歷驗的憑據，該經驗應與保持其執照權利部分、飛
機和∕或直升機飛行教員等級的資格相關。對於這類等級的續期，近期經驗應每隔 12
個月核實一次，其中應包括一次實踐考試或民航局認為確定飛行教員勝任能力所必需的
部分測驗。在下列條件下，民航局可以豁免申請人不參加實踐考試：
(i) 申請人的教學記錄表明其是一名勝任和稱職的飛行教員；或
(ii) 申請人具有作為公司飛行檢查員、首席飛行教員或參加任何其他涉及定期評估駕
駛員的活動的良好記錄，並已通過民航局為確定教員對現行駕駛員培訓及其標準的
知識水平認為必須進行的任何口試；或
(iii) 申請人在提出續期等級資格申請前 90 天內已經圓滿完成經核准的飛行教員複訓課
程，其中包括不少於 24 小時地面飛行教學。
(d) 申請人必須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和
(e) 如 果 申 請 人 不 能 遵 守 本 條 款 的 要 求 ， 民 航 局 將 在 其 所 有 未 經 續 期 的 資 格 上 加 蓋
“CANCELLED＂（註銷）字樣的標記。
34. 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飛機和∕或直升機飛行教員等級的人員，其執照權利到期後，
若持照人希望申請續期等級資格，該申請人必須滿足下列要求：
(a) 申請人必須持有民航局根據本附則的規定發出或續期的有效駕駛員執照；
(b) 持有依照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獲得有效的體檢合格證；
(c) 符合本附則第 33 條(c)項規定的近期經驗最低標準；
(d) 通過民航局認為必要的考核（包括數量和類型），以表明其具備發出此類執照等級必需
的航空知識、技能和能力；和
(e) 申請人必須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

儀錶等級 – 飛機和∕或直升機
35. 持有在澳門頒發或認可的有效飛機和∕或直升機儀錶等級的人員可以向民航局申請續期等級資

格，滿足下列要求者可予續期等級資格：
(a) 申請人必須持有民航局根據本附則的規定發出或續期的有效駕駛員執照；
(b) 飛機和∕或直升機儀錶等級的續期週期最長為 6 個月；
(c) 申請人必須出示近期所獲合適儀錶等級（飛機和∕或直升機）的資格保留的飛行經驗的
憑據，作為其執照權利部分、儀錶。對於這類等級的續期，近期經驗應每隔 6 個月核實
一次，包括申請日之前 90 天內至少有 6 小時的儀錶飛行時間，並順利通過一次儀錶飛
行檢查；
(d) 申請人必須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和
(e) 如 果 申 請 人 沒 有 遵 守 本 條 款 的 要 求 ， 民 航 局 將 在 其 所 有 未 經 續 期 的 資 格 上 加 蓋
“CANCELLED＂（註銷）字樣的標記。
36. 持有民航局在澳門頒發或認可的飛機和∕或直升機儀錶等級的人員，其執照權利到期後，若持
照人希望申請續期等級資格，該申請人必須滿足下列要求：
(a) 申請人必須持有民航局根據本附則的規定發出或續期的有效駕駛員執照；
(b) 持有依照本規章附則 14 規定的期限和條件獲得有效的體檢合格證；
(c) 符合本附則第 35 條(c)項規定的近期經驗最低標準；和
(d) 表明其還具備發出此類執照等級所需航空知識。為了滿足此項要求，申請人必須向經授
權的飛行教員或經核准的飛行學校索取附有簽註的證明，表明申請人符合本附則第 48
條(3)款或第 49 條(3)款列出的要求，並已完成本附則第 35 條(c)項要求的最低經驗；和
(e) 按本規章附則 12 的規定交付相關費用。

C 部 – 執照等級和類別
37. (1) 根據本附則和本部分的規定，在澳門發出的駕駛員執照（不包括飛行學員執照）可以附加下
列等級，並且，依照本規章規定和執照相關規定，執照各類附加等級及其含義分別如下：

航空器等級 – 執照應授予持照人擔任航空器等級所指定航空器型別的駕駛員的權利，可以
針對執照授予的不同權利指定不同型別的航空器。

儀錶等級（航空器） – 應授予持照人按照儀錶飛行規則在管制空域內擔任航空器駕駛員的
權利。
但是，授予持照人此項權利的前提是，其執照中有經民航局為此目的授權的人員簽註的合
格證明，表明持照人在前 6 個月中已通過儀錶飛行考試。

夜航等級（飛機私用駕駛員執照） – 應授予飛機私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夜間在載客的飛機
上擔任機長的權利。

夜航等級（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 – 應授予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夜間在載客的

直升機上擔任機長的權利。

飛行教員等級 – 應授予持照人在該等級所指定航空器型別的飛行中實施飛行教學的權利，
前提條件是：
在帶飛訓練開始和結束的機場，起飛和著陸期間必須有持簽註飛行教員等級駕駛員執照的
人員在現場監督，飛行訓練必須在這樣的條件下才能實施。

巡航��駕駛員等級 – 應授予持照人僅在巡航飛行階段擔任駕駛員的權利。
(2) 飛行機械員執照均可附加航空器等級。該執照應授予持照人僅擔任航空器等級所指定航空器
型別的飛行機械員的權利。
38. 除非持有民航局依據本附則的規定就下列任何類別發出、認可或續期的駕駛員執照，否則任何
人不得擔任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的機長或副駕駛：
(a) 飛機
(b) 直升機
前提是航空器類別必須包括在執照的標題中 ，或者在執照中簽註為類別等級。
39. 民航局在澳門發出、認可或續期的駕駛員執照持有人，如果想在執照中附加航空器類別，則必
須向民航局提出以下申請：
(a)為持照人發出為該航空器類別的附加駕駛員執照；或
(b) 依據民航局針對發出類別等級的條件，在原執照上簽註新的類別等級。
為此，申請人必須遵守民航局針對授予類別等級制定的相關規定，包括執照的規格以及對
與授予持照人相關權利相應的水平的要求。
40. 對於民航局在澳門發出、認可或續期的駕駛員執照，在發出或認可相應類別等級時，必須考慮
下列要求：
(a) 類別等級（如已制定）必須符合本附則第 38 條列出的航空器類別；
(b) 如果簽註類別等級本身已包括在該執照的標題中，則不得在執照上簽註；
(c) 在駕駛員執照中附加類別等級時必須明確與授予的類別等級相應的執照權利的水平；和
(d) 申請附加類別等級的駕駛員執照持有人，必須符合本附則針對申請類別等級規定的條
件。
41. 民航局針對持有其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駕駛員執照的飛行機組成員建立了適用於飛機和直升機
的下列級別等級：
(a) 單發動機，陸上；
(b) 單發動機，水上；

(c) 多發動機，陸上；或
(d) 多發動機，水上。
本條款不排除在此基本結構內建立其他級別等級。
42. 民航局必須建立包含於在澳門發出或認可的駕駛員執照的型別等級，包括針對：
(a) 審定為最小機組須至少有兩名駕駛員操縱的各型別航空器；
(b) 審定為單人駕駛的各型別直升機；和
(c) 民航局認為必要的任何型別航空器。
43. 民航局在澳門發出、認可或續期的駕駛員執照不准許該持照人擔任飛機或直升機的機長或副駕
駛，除非持照人已經得到下列授權：
(a) 本附則第 41 條規定的相應級別等級；
(b) 符合本附則第 42 條規定的型別等級；或
(c) 對於訓練、考核或指定特殊目的的非營利性、非載客飛行，民航局可以書面向持照人提
供特殊授權，以此代替按本規章發出的等級或型別等級。此項授權的有效性必須限制在
完成此特殊飛行所需的時間內。
(d) 如已發出的型別等級限制持照人的權利只能擔任副駕駛或限制其權利只能在飛行的巡航
階段擔任駕駛員，則此項限制必須在等級上進行簽註。
44. 在澳門申請執照中附加等級或型別等級的人員，必須向民航局演示其具備與執照中航空器等級
附加所申請的等級相適應的技能水平。民航局針對在澳門發出、認可或續期型別等級提出的條
件如下：
(1) 第 42 條(a)項要求的型別等級
(a) 申請人必須在合適的監督下獲得相關型別航空器和∕或飛行模擬機的經驗，包括：
(i) 所有飛行階段的正常飛行程序和動作；
(ii) 動力裝置、系統和機體等設備失效和故障情況下的非正常和應急程序和動作；
(iii) 相關儀錶程序，包括在正常、非正常和應急情況下（包括模擬發動機失效時）的儀
錶進近、中斷進近和著陸程序；
(iv) 機組失能和機組協同配合的程序，包括駕駛員任務的分配；和
(v) 機組配合和檢查單的使用。
(b) 申請人必須演示安全運行相應型號航空器所需的技能和知識，包括行使機長或副駕駛職
責相應的技能和知識；和
(c) 申請人必須演示其符合民航局對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相應知識水平的要求，提出的要求
的依據見本附則第 13 條(2)款或第 14 條(2)款（如適用）。
(2) 第 42 條(b)項和(c)項要求的型別等級

申請人必須演示安全運行相應型號航空器所需的技能和知識，包括與執照的要求和行使其
職能相關的技能和知識。
(3) 使用飛行模擬訓練裝置演示技能
發出執照或等級要求演示的任何動作可以在飛行模擬訓練裝置上完成，但必須得到民航局
的核准，以確保所使用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與其任務相適應。
45. 民航局在澳門發出、認可或續期的駕駛員執照不准許持照人在儀錶飛行規則（IFR）條件下擔
任航空器機長或副駕駛，除非該持照人已經獲得民航局的相關授權。相關授權應包括與航空器
類別相應的儀錶等級。對於飛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儀錶等級應作為在獲取該執照而要求的
組成部分，自動授予持照人。
46. 民航局在澳門發出、認可或續期的駕駛員執照不准許持照人實施發出相關執照所需的飛行教
學，包括飛機或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飛機或直升機商用駕駛員執照、或與飛機和直升機相
應的飛行教員等級，除非該持照人已經獲得民航局的相應授權。相應授權應包括：
(a) 持照人的執照中有飛行教員等級；或
(b) 民航局授權其擔任經核准的機構的代表實施飛行教學；或
(c) 民航局發出的特殊授權。

飛行教員等級 – 飛機和直升機
47.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飛機或直升機飛行教員等級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包括
知識、經驗和技能：
(1) 知識
申請人必須滿足與發出商用駕駛員執照相應並符合本附則第 11 條(2)款或第 12 條(2)款(如適
用)規定的知識要求。此外，申請人必須演示與授予飛行教員等級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
識水平，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面：
(a) 教學技巧；
(b) 對相關科目地面教學中學員表現的評定；
(c) 學習過程；
(d) 有效授課的要素；
(e) 學員評估和考核，訓練宗旨；
(f) 訓練大綱的研製；
(g) 授課計劃；
(h) 課堂教學技巧；
(i) 訓練設備的使用，包括合理使用飛行模擬訓練裝置；
(j) 分析和糾正學員的錯誤；

(k) 與飛行教員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的原則；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因素
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l) 在航空器上模擬系統失效和故障的危險。
(2) 經驗
(a) 申請人必須達到本附則第 11 條(3)款或第 12 條(3)款（如適用）為發出商用駕駛員執照
規定的經驗要求。

飛行訓練
(b) 申請人必須在民航局為此目的認可的飛行教員監督下：
(i) 曾接受飛行教學技巧的訓練，包括演示、學員實習、識別與糾正學員的常見錯誤；
和
(ii) 在預期提供飛行教學的飛行動作和程序中，曾實習教練技術。
(3) 技能
申請人必須在相關類別的航空器，即所申請行使飛行教員權利的航空器上演示實施飛行教
學的能力，包括飛行前、飛行後和地面教學等相關領域。

儀錶等級 –飛機
48.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駕駛員執照附加飛機儀錶等級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包
括知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1) 知識
申請人必須演示與授予飛機儀錶等級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識水平，至少包括下列科
目：

航空法
(a) 與儀錶飛行規則飛行相關的規則和規章；空中交通服務相關措施和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識
(b) 按照儀錶飛行規則在儀錶氣象條件下，飛機操縱和航行所必需的航空電子設備、電子裝
置和儀錶的使用、限制和可用性；自動駕駛儀的使用和限制；
(c) 羅盤、轉彎和增速誤差；陀螺儀錶，其使用限制和進動效應；各種飛行儀錶發生故障時
採取的措施和程序；

飛行性能和計劃
(d) 按照儀錶飛行規則飛行的飛行前準備和檢查；
(e) 運行飛行計劃；按照儀錶飛行規則的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的準備和申報；高度表撥正
程序；

人的行為能力
(f) 與飛機儀錶飛行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的原則；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因素
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氣象學
(g) 航空氣象的實際運用；報告、圖表和預報的判讀和使用；代碼和簡字；氣象資料的使用
及其獲取程序；測高法；
(h) 發動機和機體積冰的原因、識別和影響；穿過鋒面區域的程序；規避危險天氣；

領航
(i) 使用無線電導航設備的實用空中領航；
(j) 離場、航路、進近和著陸各飛行階段所用導航系統的使用、精度及可靠性；無線電導航
設備的識別；

操作程序
(k) 在運行效績方面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
(l) 航空文件，如《航行資料匯編》、《航行通告》、《航空代碼和縮略語》以及離場、航路、
下降和進近的儀錶程序圖的判讀與使用；
(m) 預防和應急程序；與儀錶飛行規則飛行有關的安全措施；超障準則；和

註：為駕駛員和飛行運行人員提供的關於飛行程序參數和運行程序的資料， 載於《空中航
行服務》（國際民航組織 Doc 8168 號文件），第 I 卷 ——《飛行程序》。某些國家採用的
程序可能與《空中航行服務》不同，而出於安全原因了解這些差異是很重要的。
無線電通話
(n) 適用於儀錶飛行規則條件下航空器運行的通訊程序和用語，如遇通訊故障應採取的行
動。
(2) 經驗
(a) 申請人必須持有飛機私用或商用駕駛員執照。
(b) 申請人必須完成至少：
(i) 50 小時在民航局認可的航空器類別上作為機長的轉場飛行時間，其中飛機上的時間
不得少於 10 小時；和
(ii) 40 小時在飛機或直升機上的儀錶時間，其中儀錶地面時間不得超過 20 小時，或
者，如果使用飛行模擬機，則儀錶地面時間不得超過 30 小時。地面時間必須在經授
權的地面教員監督下完成。

飛行訓練
(c) 申請人必須在飛機上接受經授權的飛行教員的帶飛儀錶飛行訓練，按照(b)(ii)項的要求
儀錶飛行時間不少於 10 小時。教員必須保證申請人至少在下列科目中具有儀錶等級持

有人所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經驗：
(i) 飛行前程序，包括在準備儀錶飛行規則飛行計劃時對飛行手冊或等效文件以及相關
空中交通服務文件的使用；
(ii) 飛行前檢查、檢查單的使用、滑行與飛行前檢查；
(iii) 在正常、非正常和應急情況下按儀錶飛行規則運行的程序和動作，至少包括下列各
項：
•

起飛時轉入儀錶飛行；

•

標準儀錶離場和進場；

•

航路儀錶飛行規則程序；

•

等待程序；

•

儀錶進近至規定的最低標準；

•

中斷進近程序；和

•

儀錶進近至著陸。

(d) 飛行中的動作和特殊飛行特性。
(e) 如果在多發飛機上行駛儀錶等級所授予的權利，申請人必須在相應的飛機上接受過經授
權的飛行教員的帶飛儀錶飛行訓練。教員必須保證申請人具有在單發失效或模擬失效
條件下僅參照儀錶駕駛飛機的操作經驗。
(3) 技能
(a) 申請人必須演示完成第(2)分條(c)項所規定的各種程序和動作的能力，其勝任能力與授
予飛機儀錶等級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並且能夠：
(i)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
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ii) 在飛機限制範圍內駕駛飛機；
(iii) 平穩而準確地完成所有動作；
(iv) 運用良好的判斷力和飛行技術；
(v) 運用航空知識；和
(vi) 隨時保持對飛機的操縱，以確保圓滿地完成各項程序或機動。
(b) 申請人必須演示在單發失效或模擬失效條件下僅參照儀錶駕駛多發飛機的能力，如果要
在此類飛機上行駛儀錶等級的權利。

註：注意本附則第 6 條關於使用飛行模擬訓練裝置演示技能的規定。
(4) 體檢要求
持有私用駕駛員執照的申請人必須按照附則 14 的規定達到一級體檢合格證的要求。

儀錶等級 – 直升機
49.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申請駕駛員執照附加直升機儀錶等級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各方面的要求，
包括知識、經驗、技能和體檢要求：
(1) 知識
申請人必須演示與授予直升機儀錶等級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的知識水平，至少包括下列科
目：

航空法
(a) 與儀錶飛行規則飛行相關的規則和規章；相關的空中交通服務措施和程序；

航空器一般知識
(b) 按照儀錶飛行規則在儀錶氣象條件下，直升機操縱和航行所必需的航空電子設備、電子
裝置和儀錶的使用、限制和可用性；自動駕駛儀的使用和限制；
(c) 羅盤、轉彎和增速誤差；陀螺儀錶，其使用限制和進動效應；各種飛行儀錶發生故障時
採取的措施和程序；

飛行性能和計劃
(d) 適合於按照儀錶飛行規則飛行的飛行前準備和檢查；
(e) 運行飛行計劃；按照儀錶飛行規則的空中交通服務飛行計劃的準備和申報；高度表撥正
程序；

人的行為能力
(f) 與直升機儀錶飛行有關的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的原則；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因素
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氣象學
(g) 航空氣象的實際運用；報告、圖表和預報的判讀與使用；代碼和簡字；氣象資料的使用
及其獲取程序；測高法；
(h) 發動機、機體和轉子積冰的原因、識別和影響；穿過鋒面區域的程序；繞過危險天氣；

領航
(i) 使用無線電導航設備的實用空中領航；
(j) 離場、航路、進近和著陸各飛行階段所用導航系統的使用、精度及可靠性；無線電導航
設備的識別；

操作程序
(k) 在運行效績方面運用威脅與差錯管理；
(l) 航空文件，如《航行資料匯編》、《航行通告》、《航空代碼和縮略語》以及離場、航路、

下降和進近的儀錶程序圖的判讀與使用；
(m) 預防和應急程序；與儀錶飛行規則飛行有關的安全措施；超障準則；和

註：為駕駛員和飛行運行人員提供的關於飛行程序參數和運行程序的資料， 載於《空中航
行服務》（國際民航組織 Doc 8168 號文件），第 I 卷 ——《飛行程序》。某些國家採用的
程序可能與《空中航行服務》不同，而出於安全原因了解這些差異是很重要的。
無線電通話
(n) 適用於儀錶飛行規則條件下航空器運行的通訊程序和用語，如遇通訊故障應採取的行
動。
(2) 經驗
(a) 申請人必須持有直升機私用、商用或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
(b) 申請人必須完成至少：
(i) 50 小時在民航局認可的航空器類別上作為機長的轉場飛行時間，其中直升機上的時
間不得少於 10 小時；和
(ii) 40 小時在直升機或飛機上的儀錶時間，其中儀錶地面時間不得超過 20 小時，或
者，如果使用飛行模擬機，則儀錶地面時間不得超過 30 小時。地面時間必須在經
授權的教員監督下完成。

飛行訓練
(c) 申請人必須在直升機上接受經授權的飛行教員的帶飛儀錶飛行訓練，按照(b)(ii)項的要
求儀錶飛行時間不少於 10 小時。教員必須保證申請人至少在下列科目中具有儀錶等級
持有人所需技能水平的操作經驗：
(i) 飛行前程序，包括在準備儀錶飛行規則飛行計劃時對飛行手冊或等效文件以及相關
空中交通服務文件的使用；
(ii) 飛行前檢查、檢查單的使用、滑行與飛行前檢查；
(iii) 在正常、非正常和應急情況下按儀錶飛行規則運行的程序和動作，至少包括下列
各項：
•

起飛時轉入儀錶飛行；

•

標準儀錶離場和進場；

•

航路儀錶飛行規則程序；

•

等待程序；

•

儀錶進近至規定的最低標準；

•

中斷進近程序；和

•

儀錶進近至著陸。

(d) 飛行中的動作和特殊飛行特性；和
(e) 如果在多發直升機上行使儀錶等級所賦予的權利，申請人必須在該類直升機上受過經授

權的飛行教員的儀錶飛行帶飛訓練。教員必須保證申請人具有在單發失效或模擬失效
下僅參照儀錶駕駛相應類別的航空器的操作經驗。
(3) 技能
(a) 申請人必須演示完成第(2)分條(c)項所規定的各種程序和動作的能力，其勝任能力與授
予直升機儀錶等級持有人的權利相適應，並且能夠：
(i) 識別和管理威脅與差錯；

註：有關設計人的行為能力包括威脅與差錯管理原則的訓練大綱的指導材料見《人的
因素訓練手冊》（國際民航組織 Doc 9683 號文件）。
(ii) 在直升機限制範圍內駕駛直升機；
(iii) 平穩而準確地完成所有機動；
(iv) 運用良好的判斷力和飛行技術；
(v) 運用航空知識；和
(vi) 隨時保持對直升機的操縱，以確保圓滿地完成各項程序或機動。
(b) 如果在多發直升機上行使儀錶等級所授予的權利，申請人必須演示在單發失效或模擬
失效時僅參照儀錶駕駛該類直升機的能力。

註：注意本附則第 6 條關於使用飛行模擬訓練裝置演示技能的規定。
(4) 體檢要求
持有私用駕駛員執照的申請人必須按照附則 14 的規定達到一級體檢合格證的要求。

巡航替班駕駛員等級
49A.

(1) 民航局要求在澳門的申請人，如申請在駕駛員執照中附加巡航替班駕駛員等級，必須接
受綜合型號的訓練，包括在經民航局為此目的核准的飛行模擬機上的正常型號地面技術
訓練∕考核和飛行訓練∕考核。
(2) 持有巡航駕駛員等級的人員僅限於在 20,000 英尺以上運行。
(3) 巡航駕駛員等級僅適用於經核准的航空器型號。

D 部 – 執照和等級持有人的權利
飛行學員執照 – 飛機和直升機
50. 在符合本附則第 8 條規定的前提下，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的飛機或直升機飛行學員執照的人
員的權利應包括：
(a) 有權在飛行中擔任航空器機長以便獲得發出或續期駕駛員執照的資格；
(b) 執照的有效性僅限於澳門境內的飛行和執照載明的任何國家境內的飛行；

(c) 不得授權持照人擔任載有任何人員的航空器的機長；
(d) 執照的有效性僅限於有飛行教員帶飛的飛行，該教員必須持有依據本附則條款發出的有
效的駕駛員執照並且執照包含授權其在所飛型別航空器上教授飛行的飛行教員執照。
前提是：
(e) 除非在持有效執照並經授權的飛行教員監督下或經其授權的條件下，飛行學員不得單獨
飛行；和
(f) 除非經獲澳門特別行政區與任何有關締約國之間的特殊安排或總體安排，飛行學員不得
在執行國際飛行的航空器上單獨飛行。

私用駕駛員執照 – 飛機和直升機
51. 在符合本附則第 7、18、20、21 和 22 條的要求的前提下，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續期的飛
機或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的人員的權利應包括：
(a) 有權按照執照中航空器等級指定的任何型號擔任飛機或直升機的機長或副駕駛，航空器
飛行的目的是除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以外的任何目的，即不允許從事以取酬或營
利為目的的任何飛行；
(b) 除非執照中載明有效的夜航等級，或者除非執照中有效的儀錶等級表明其符合本附則第
48 條和∕或第 49 條（如適用）的要求，否則持照人不得被授予在夜間擔任機長的權
利；或
(c) 有權行使飛行無線電報務員限制性執照持有人的權利。

商用駕駛員執照 – 飛機和直升機
52. 在符合本附則第 7、18、20、23 和 24 條的要求的前提下，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續期的飛
機或直升機商用駕駛員執照的人員應享有以下權利：
(a) 行使飛機或直升機私用駕駛員執照的所有權利（如適用）
；
(b) 在從事商業航空運輸以外的運行的任何飛機或直升機上擔任機長（視其執照的適用情況
定）；
(c) 在經審定由單人駕駛的、從事商業航空運輸的任何飛機或直升機上擔任機長（視其執照
的適用情況定）；但是，對於從事商業航空運輸飛行的飛機，其最大起飛質量應不超過
5,700 公斤，執照中航空器等級一欄應指定相應的型號；和
前提是：
(i) 除非其執照中載明相應的儀錶等級，否則該人員不得駕駛執行定期航班任務的航空
器；
(ii) 除非其執照中載明相應的儀錶等級，否則該人員不得在夜間駕駛載運旅客的航空
器；和
(iii) 除非其執照中載明相應的儀錶等級，否則該人員不得駕駛最大起飛質量超過 2,300

公斤的任何航空器執行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的任何飛行，但起止地均在澳門且
距離澳門不超過 25 海里航程的飛行除外；
(d) 擔任要求配備副駕駛的飛機或直升機商業航空運輸的副駕駛（視適用情況定）。
53. 在夜間行使商用駕駛員執照的權利之前，民航局要求持照人在 90 天前必須作為機長已經達到
本附則第 11 條(3)款(b)(iv)項或第 12 條(3)款(b)(iv)項的適用要求以及本附則第 11 條(3)款(e)項或
第 12 條(3)款(e)項的適用要求。

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 – 飛機和直升機
54. 在符合本附則第 7、18、20、25 和 26 條的要求的前提下，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續期的飛
機或直升機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的人員應享有以下權利：
(a) 行使飛機或直升機私用和商用駕駛員執照持有人的所有權利（視執照的適用情況定），
並在持飛機執照時在參與商用飛行的航空器上行使儀錶等級的所有權利，但前提條件
是：
(b) 該人員不得在載客夜間飛行的航班上擔任機長，除非該人員持有民航局發出或續期的有
效儀錶等級資格；和
(c) 在要求配備兩名駕駛員的飛機或直升機上，按照與航空運輸中商业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
相應的航空器等級指定的型號，擔任機長和副駕駛（視執照的適用情況定）。

儀錶等級 – 飛機和∕或直升機
55. 在符合本附則第 7、18、20、35 和 36 條的要求的前提下，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續期的飛
機和∕或直升機儀錶等級的人員應有權按照儀錶飛行規則駕駛相應的航空器。在多發飛機上行
使其權利之前，持有該等級的人員必須符合本附則第 48 條(3)款(b)項的要求。
56. 在符合本附則第 48 條和第 49 條針對授予飛機和直升機兩種等級的要求的前提下，民航局可以
針對飛機和直升機發出一種儀錶等級以取代兩種不同的儀錶等級並在其中授予本附則第 55 條
所授予的權利。

飛行教員等級 – 飛機和∕或直升機
57. 在符合本附則第 7、18、20、33 和 34 條的要求的前提下，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續期的飛
機和∕或直升機飛行教員等級的人員應享有以下權利：
(a) 指導飛行學員單飛；和
(b) 為發出私用駕駛員執照、商用駕駛員執照、儀錶等級和飛行教員等級實施飛行教學，前
提條件是飛行教員必須：
(i) 至少持有與飛行教學相應的航空器類別的現行有效的執照和等級；
(ii) 持有作為實施飛行教學的航行器機長必需的現行有效的執照和等級；和

(iii) 執照中已載明飛行教員的授權。

飛行領航員執照
58. 在符合本附則第 7、18、20、27 和 28 條的要求的前提下，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續期的飛
行領航員執照的人員的權利是在澳門登記的任何航空器上擔任飛行領航員。

飛行機械員執照
59. 在符合本附則第 7、18、20、29 和 30 條的要求的前提下，持有民航局在澳門發出或續期的飛
行機械員執照的人員應享有在澳門登記的任何型號的航空器上擔任飛行機械員的權利，前提是
民航局依據本附則第 16 條(2)款和第 16 條(4)款的各項要求認為持照人在該型號航空器上所演示
的知識和技能水平能夠適應安全運行該型號航空器的要求。

飛行無線電通話員執照
60. 飛行無線電報務員執照持有人享有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上擔任無線電通話員的權利，前提是該
人員熟知涉及所用航空電臺設備類型和操作程序的所有相關的和現行的情報資料。在涉及無線
電通話知識和技能的實際運用時，民航局必須在執照上簽註使用無線電通話設備的資格。持有
附加此簽註的執照的人員可以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上通過機載航空電臺進行無線電通話和操作
航空無線電通話設備。

附則 9
（第 24 條）

��航空運� – 運行要求

A 部 – 運行手冊
編製
1. 運行手冊可以根據具體的運行方面分為幾部分發出，運行手冊應按下列結構編製：
(1) 總則；
(2) 航空器運行資料；
(3) 區域、航路和機場；和
(4) 培訓。
內容
2. 運行手冊必須至少包括下列內容：
(1) 總則
(a) 概述與實施飛行運行相關運行人員職責的指令；
(b)按規章要求對飛行和客艙乘務組成員的飛行與值勤時間限制和休息制度；
(c) 機載導航設備的清單。對於定翼飛機的運行，機載導航設備的清單必須包括涉及所需導
航性能空域運行的任何要求；
(d) 與運行相關的遠程導航程序、渦輪發動機定翼飛機延伸航程運行發動機故障程序和改航
機場的指定和使用；
(e) 需要保持無線電監聽的情況；
(f) 確定最低飛行高度的方法；
(g) 確定機場運行最低標準的方法；
(h) 機上有乘客時加油的安全防範措施；
(i) 地面服務安排和程序；
(j) 國際民航組織附件 12 中規定的機長觀測意外的程序；
(k) 各運行類型的飛行機組，包括指揮權順序的指定；

(l) 對所要裝載的燃油和滑油量計算的具體說明，並考慮到運行的各種情況，包括航路上失
去增壓和一台或多台動力裝置失效的可能性；
(m) 必須使用氧氣的情況以及根據規章確定的氧氣量；
(n) 重量與平衡控制的指令；
(o) 實施和控制地面除冰∕防冰作業的指令；
(p) 運行飛行計劃的規範；
(q) 飛行各階段的標準操作程序（SOP）
註：有關設計和使用標準操作程序的指導材料見 PANS-OPS（國際民航組織 Doc8168
號文件）第 III 部分第 5 篇。
(r) 正常檢查單及其使用時間的指令；
(s) 離場應急程序；
(t) 保持高度意識和使用自動或飛行機組高度呼叫的指令；
(u) 在儀錶氣象條件下使用自動駕駛儀和自動油門的指令；
(v) 空中交通管制許可的闡明和接受的指令，特別是在涉及越障情況時；
(w) 離場和進近簡令；
(x) 熟悉區域、航路和機場的程序；
(y) 穩定進近程序（不適用於直升機運行）；
(z) 貼近地面的高下降率限制（不適用於直升機運行）；
(aa) 開始或繼續儀錶進近所需的條件；
(bb) 實施精密和非精密儀錶進近程序的指令；
(cc) 在夜間與儀錶氣象條件儀錶接近和著陸運行中飛行機組職責劃分和管理機組工作量的
程序；
(dd) 避免受控制的飛行撞地的指令和訓練要求以及近地警告系統（GPWS）的使用政策)不
適用於直升機運行）；
(ee) 防撞政策、指令、程序和訓練要求及機載防撞系統（ACAS）的使用；

註： 機載防撞系統 運行程序載於《航行服務程序 – 航空器的運行》（國際民航組織
Doc 8168 號文件），第 I 卷第 VIII 部分第 3 篇，和《航行服務程序 – 空中交通管理》

（國際民航組織 Doc 4444 號文件），第 12 章和第 15 章。
(ff) 與民用航空器攔截有關的資料和指令，包括：
i) 國際民航組織附件 2 規定的被攔截航空器的機長採取的程序；和
ii) 國際民航組織附件 2 中包含的攔截和被攔截航空器所使用的目視信號。
(gg) 對擬在 15,000 米（49,000 英尺）以上運行的定翼飛機（不適用於直升機運行）：
i) 使駕駛員能確定在受到太陽宇宙線輻射時採取最佳行動路線的資料；和

ii) 決定下降時的程序，包括：
1) 向適當的空中交通服務（ATS）單位提出預先情況警告的必要性以及獲得臨時下
降許可的必要性；和
2) 不能建立與空中交通服務（ATS）單位之間的通信或通信被中斷時採取的措施；

註：有關所提供資料方面的指南載於國際民航組織通告 126《超音速航空器運
行的指導材料》。
(hh)意外預防與飛行安全程序，包括對安全政策和人員職責的說明；
(ii) 載運危險品的資料和指令，包括緊急情況下採取的措施；
註：制定處理航空器上危險品事故的政策和程序的指導材料載於《涉及危險品的航空
器事故應急反應指南》（國際民航組織 Doc 9481 號文件）。
(jj) 保安指令和指南；
(kk) 搜尋程序檢查單。

註：經營人必須保證機上帶有一份搜尋程序檢查單，以便在懷疑有破壞行為時根據檢
查單的搜尋程序尋找爆炸物。該檢查單必須包括在發現爆炸物或可疑物時所採取適當
行動步驟的指南以及有關定翼飛機上最低風險爆炸位置的資料。
(2) 航空器運行資料
(a) 合格審定限制和運行限制；
(b) 飛行機組使用的正常、非正常和應急程序，相關的檢查單和要求的航空器系統資料；

註：民航局普遍接受來自可靠來源的航空器清單，例如航空器製造商。
(c) 有關全發工作時爬升性能的操作指令和資料；
(d) 飛行前的飛行計劃數據和飛行過程中以不同推力∕功率和速度設定時的計劃；
(e) 運行的各種型號定翼飛機的側風和順風的最大分量以及考慮到陣風、低能見度、跑道道
面條件、機組經驗、自動駕駛儀的使用、非正常或緊急情況，或者任何其他相關的運行
因素而對這些數值的降低；
(f) 計算重量與平衡的指令和數據；
(g) 航空器裝載和固定裝載物的指令；
(h) 航空器系統、相關的控制及其使用的指令；
(i) 營運的航空器型別及批准的特定運行的最低設備清單和構型偏差清單，包括與在所需導
航性能空域中運行相關的任何要求；
(j) 應急與安全設備檢查單及其使用說明；
(k) 緊急撤離程序，包括特定類型的程序、機組協調、機組緊急崗位的指定以及為各機組成
員指定的應急職責；
(l) 客艙乘務組使用的正常、非正常和應急程序及其相關的檢查單和要求的航空器系統資
料，包括飛行機組和客艙機組之間必要協調程序的說明；

(m) 不同航路的救生和應急設備及起飛前核實其能正常運作的必要程序，包括確定所需的
氧氣量及可用數量的程序；
(n) 國際民航組織附件 12 中包含的供幸存者使用的地空目視信號代碼。
(3) 航路和機場
(a) 航路指南，以確保每次飛行的飛行機組擁有與通信設施、助航設備、機場、運行所適用
的儀錶進近、儀錶進場和儀錶離場有關的資料，以及經營人認為正確實施飛行運行所需
的其他資料；
(b) 所飛各航路的最低飛行高度；
(c) 可能用作計劃著陸機場或備降機場的各機場的機場運行最低標準；
(d) 進近或機場設施性能降低時機場運行最低標準的提高；
(e) 遵守規定所要求的全部飛行剖面的必要資料，包括但不僅限於確定：
(i) 乾、濕和污染條件下對起飛跑道長度的要求，包括系統失效影響起飛的距離；
(ii) 起飛爬升限制；
(iii) 航路中的爬升限制；
(iv) 進近爬升限制和著陸爬升限制；
(v) 乾、濕和污染條件下對著陸跑道長度的要求，包括系統失效影響著陸的距離；和
(vi) 補充資料，例如輪胎速度限制。
(4) 培訓
(a) 飛行機組訓練大綱和要求的詳細內容；
(b) 規章要求的客艙乘務組職責訓練大綱的詳細內容；
(c) 飛行運行員∕飛行簽派員按飛行監察方法受僱時其訓練大綱的詳細內容。

B 部 – 機組訓練和考核

［第 26 條 (2)款］

1. 從事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的飛行的航空器機組成員，根據本規章第 26 條(2)款對其訓練、經
驗、實踐和定期考核有以下要求：
(1) 機組
機組的各個成員必須：
(a) 已經在相關期限內接受過經營人或其代表對他∕她於航空器在飛行中要求攜帶的應急
救生設備的使用知識考核，包括對缺氧的影響以及增壓航空器失壓後所產生的生理現

象的知識；
(b) 已經在相關期限內在經營人或其任命的人員或機構監督下為在緊急或需要緊急撤離的情
況下對必須履行的職責進行實踐，實踐可以在飛行所用型號的航空器或經民航局為此核
准的設備並由其核准的人員控制下進行。完成這些職責的年度訓練必須載於經營人的訓
練大綱，並且必須包括對要求航空器攜帶的所有應急和救生設備的使用指令和航空器緊
急撤離的演練；
(c) 已經接受過第 41 條所述危險品運輸的訓練；
(d) 已經接受過各類型緊急或非正常情況或程序的機組協調訓練，包括涉及人的行為能力的
知識和技能的訓練，保證所有機組成員知道其承擔的職責和這些職責與其他機組成員職
責的關係；和
(e) 上述訓練大綱必須得到民航局的確定建立在複訓的基礎上，並且必須包括考試以確定能
力。
(2) 駕駛員
(a) 飛行機組中所包括的每個由經營人計劃派往要求按照儀錶飛行規則的環境下作為駕駛
員參加飛行的駕駛員，必須在相關期限內已經接受過經營人或其代表的考核：
(i) 已經在飛行所使用型號的航空器上，在執行正常機動和程序的飛行中，演示其履行
職責的駕駛技術、才能和能力，包括航空器上所提供的儀錶和設備的使用；和
(ii) 已經在飛行所使用型號的航空器上，在執行應急機動和程序的飛行中，演示其在儀
錶飛行條件下履行職責的駕駛技術、才能和能力，包括航空器上所提供的儀錶和設
備的使用。
(b) 駕駛員執行正常機動和程序的能力必須在飛行中的航空器進行考核。本分條要求的其他
考核可以在飛行中的航空器或在經民航局為此核准的人員監督下利用核准的飛行模擬訓
練裝置進行。
(c) 當第(2)分條(a)(ii)項指定的考核是在飛行中的航空器進行時，該考核可以在實際的儀錶
飛行條件下或在經核准的模擬儀錶飛行條件下進行。
(d) 飛行機組中所包括的每個駕駛員，其執照中沒有包含儀錶等級，或儘管其執照中包含儀
錶等級，而經營人沒有計劃將其派往要求按照儀錶飛行規則的環境下參加飛行，該駕駛
員必須在相關期限內在飛行所使用型號的航空器飛行中接受經營人或其代表的考核：
(i) 已經在執行正常機動和程序時演示其擔任航空器駕駛員的駕駛技術、才能和能力；
和
(ii) 已經在執行應急機動和程序時演示其擔任航空器駕駛員的駕駛技術、才能和能力。
(e) 飛行機組中所包括的每個在起飛或著陸期間坐在飛行控制席上的駕駛員必須在相關期限
內：
(i) 已經對計劃著陸的機場（或直升機場）和任何備降機場（或直升機場）所使用類型
的儀錶進近著陸系統接受過熟練程度考核，該考核可以在儀錶飛行條件下的飛行
中、或在經核准的模擬儀錶飛行條件下、或在經民航局為此核准的人員監督下利用

核准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上進行；和
(ii) 在前 90 天之內，當坐在飛行所使用型號航空器的飛行控制席時已完成不少於三次
起飛和三次著陸。
(f) 擔任巡航替班駕駛員的每個駕駛員必須在前 90 天之內：
(i) 作為機長、副駕駛或巡航替班駕駛員操作過相同型號的定翼飛機；或
(ii) 在相同型號的定翼飛機或在為此目的核准的飛行模擬訓練裝置上進行過包括對巡航
飛行的正常、非正常和應急程序的飛行技術複訓，並且執行過進近和著陸程序，進
近和著陸程序可以按不擔任操縱職責的方式進行。
(3) 飛行機械員
飛行機組中所包括的每個飛行機械員必須在相關期限內已經接受過經營人或其代表的考
核，考核可以在飛行中或在經民航局為此核准的人員的監督下利用地面設備進行，以檢查
其在飛行所使用類型的航空器上履行飛行機械員職責的能力，包括其在履行職責的過程中
執行應急程序的能力。
(4) 飛行領航員和飛行無線電報務員
按本規章第 18 條(4)和(6)款相應要求在飛行機組中包括的每個飛行領航員和飛行無線電報
務員，必須在相關期限內已經接受過經營人或其代表的考核，以檢查其在飛行中可能遇到
的有關情況時履行職責的能力：
(a) 對於飛行領航員，使用航空器在飛行中為領航目的所使用型號的設備；和
(b) 對於飛行無線電報務員，使用飛行中安裝於航空器所使用型號的無線電設備，包括考核
其執行應急程序的能力。
(5) 航空器機長
(a) 被指派在飛行中擔任航空器機長的駕駛員，必須演示出經營人對其具有對所飛航路，起
飛和著陸機場（或直升機場），以及任何備降機場（或備降直升機場）感到滿意的足夠
知識，特別是地形，季節性氣象條件，氣象通信和空中交通設施，服務和程序，搜尋和
救援程序，以及與航路相關的導航設施的知識；
(b)在確定駕駛員對第(5)分條(a)項所列各方面的知識是否足夠使其在飛行中勝任航空器機長
的職責時，經營人必須連同下列各方面的情況考慮駕駛員的飛行經驗：
(i) 預定飛行機組其他成員的經驗；
(ii) 地形和障礙物對起飛和計劃著陸的機場（或直升機場）和備降機場（或備降直升機
場）的離場和進近程序的影響；
(iii) 儀錶進近程序和下降助航設備與駕駛員所熟悉的程序和設備相似的程度；
(iv) 飛行中可能使被用的跑道尺寸與飛行所使用型號航空器的性能限制的關係；
(v) 飛行經過區域的氣象預報的可靠性和出現複雜氣象情況的可能性；
(vi) 關於計劃著陸的機場（或直升機場）和任何備降機場（或備降直升機場）提供的資
料是否足夠；

(vii) 空中交通管制程序的特點和駕駛員對這些程序的熟悉程度；
(viii) 地形對航路條件的影響和航路上的導航設備和空對地通信設施可以獲得協助的範
圍；
(ix) 利用地面指導和訓練設施能夠使駕駛員對機場（或直升機場）的特殊程序和航路的
各種特點變得熟悉的程度；和
(x) 適用於人口稠密地區和交通密集地區上空的飛行航徑的程序、障礙物、建築群、物
理佈局、燈光、進近助航設備以及進場、離場、等待和儀錶進近程序和適用的運行
最低標準。
(6) 機長必須在一名取得相應機場（或直升機場）飛行資格的駕駛員作為飛行機組成員或駕駛艙
觀察員的陪同下，在航路上每個著陸機場（或直升機場）已進行一次實際的進近，除非：
(a) 不是在複雜地形上空向機場（或直升機場）進近，並且使用的儀錶進近程序和助航設備
與駕駛員熟悉的程序和設備相似，同時在正常運行的最低標準上增加了經民航局核准的
裕度，或有理由確信可以在目視氣象條件下進行進近和著陸；或
(b) 在晝間，可以在目視氣象條件下從起始進近高度下降；或
(c) 經營人通過適當的圖示方法使機長獲得在相關機場（或直升機場）著陸的資格；或
(d) 相關機場（或直升機場）位於機長目前有資格著陸的機場（或直升機場）附近。
(7) 出於本條的目的：

儀錶飛行條件 指駕駛員不能利用目視參照航空器外部的物體進行飛行的天氣條件；
Ⳍ䮰期限 指緊接在開始飛行前的期間的一個週期：
(a)對於第(2)分條(e)(ii)項是 90 天；
(b)對於第(2)分條(a)(ii)項、第(2)分條(d)(ii)項、第(2)分條(e)(i)項和第(3)分條是 6 個月；
(c)對於第(1)分條、第(2)分條(a)(i)項、第(4)分條和第(5)分條(a)項是 13 個月；
條件是：
(i) 適用第(2)分條(a)(ii)項或第(2)分條(d)(ii)項或第(2)分條(e)(i)項的任何航空器駕駛員和
適用第(3)分條的任何航空器飛行機械員，如果在飛行前的 13 個月期間按規定在兩個
時間獲得履行其職責的資格，而該兩個時間的相隔不少於 4 個月，則對於飛行而言
應被視為在相關期限內符合相關規定的要求；
(ii) 被指派在飛行中擔任機長的駕駛員，如果在開始這項飛行的 13 個月前他已經取得此
項資格可以在相同航線上的相同地點之間進行飛行，並在這項飛行之前的 13 個月期
間，他已經在該航路的上述地點之間作為航空器駕駛員進行飛行，在此情況下，應
該視為在相關期限內符合第(5)分條(a)項規定的要求。
2.

(1) 本規章第 26 條(2)款要求經營人保持的記錄必須是準確和最新的，記錄可以在任何時間顯示
有關各個人員在此日期前 2 年期間作為經營人經營的任何商用航空運輸航空器的機組成員
的情況：

(a) 本附則要求此人在上述期限內參加的各次考核的日期和詳細情況，包括考核者的姓名和
資格；
(b) 此人最近一次履行在第 1 條(1)(b)項所述職責的日期；
(c) 經營人根據各次考核和實踐得出的關於此人履行其職責的能力的結論；
(d) 經營人在上述期限內根據第 1 條(5)(a)項所作任何決定的日期和詳細情況，包括做出該
決定所依證據的詳細情況。
(2) 經營人無論何時在任何授權的人員要求時，必須向其出示第(1)分條提及的所有記錄以供檢
查，並且向其提供他可能要求的與任何此類記錄相關的所有資料，和出示供其檢查的所有
記錄本、證明書、文書以及為了確定這些記錄是否完整或核實其內容是否準確而可能要求
查看的其他文件。
(3) 當按規定保持上述記錄的人員要求時，經營人應向此人或其後有可能僱用此人的任何商用航
空運輸航空器的經營人提供符合本附則要求的任何任職資格的詳細情況。

C 部 – 訓練手冊

（第 25 條）

1. 本規章第 25 條(2)款提及的訓練手冊應該包含本規章第 26 條(2)款要求的與訓練、經驗、實踐考
核和定期考核相關的下列資料和指令：
(a) 本規章第 26 條(2)款要求的和本附則 B 部指定的訓練、實踐考核和定期考核實施的方式；
(b) (i) 經營人任命對其訓練、實踐考核和定期考核提供指導或監督的人員的最低資格和經驗的
要求；和
(ii) 被任命的人員提供指導或監督的訓練、實踐考核和定期考核的類型；和
(iii) 被任命的人員提供指導或監督的訓練、實踐考核和定期考核的相關航空器的型號；
(c) 參加訓練、實踐考核和定期考核的各機組成員必須具備的最低資格和經驗；
(d) 訓練、實踐考核和定期考核的大綱及其記錄表樣本；
(e) 在航空器飛行中模擬儀錶飛行條件和發動機失效的方式；
(f) 在商用航空運輸飛行過程中允許進行訓練和考試的範圍；和
(g) 在訓練和考核中經民航局為此目的核准的設備的使用。

D 部 – 機�（或��機�）運行最低�準

［第 28 條 (3)款和第 29 條 (5)、(6)款］

1.供在澳門登記的商用航空運輸航空器起飛、進近至著陸和著陸的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
準。
(1) 在本條中：

進近至著陸 指航空器下降到低於 1,000 英尺而高於相應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
的決斷高度∕決斷高準備著陸的那個階段的飛行。

核�的，與運行手冊相關，指民航局要求的任何增加或修訂在納入手冊後得到了民航局的
接受。

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 指機場（或直升機場）的使用限制，適用於：
(a) 起飛，用跑道視程和∕或能見度以及必要時的雲的條件表示；
(b) 精密進近著陸和著陸運行，用與運行類型相應的能見度和∕或跑道視程以及決斷高度
∕相對高度表示；和
(c) 使用垂直引導的進近著陸和著陸運行，用能見度和∕或跑道視程以及決斷高度∕相對
高度表示；和
(d) 非精密進近著陸和著陸運行，用能見度和∕或跑道視程、最低下降高度∕相對高度以
及必要時的雲的條件表示。

雲�高 與機場（或直升機場）有關，指從機場（或直升機場）標高至機場（或直升機場）
上空可見到的足以遮蓋天空一半以上的任何雲體底部的垂直距離。

決斷高度（DA）或決斷高（DH） 指精密進近中的一個特定高度或高，在該高度上，如繼
續進近所需的目視參考尚未建立則必須開始複飛。

註 1-決斷高度（DA）以平均海平面為基準，決斷高（DH）以跑道入口標高為基準。
註 2-所需的目視參考是指為了使駕駛員能夠判斷航空器相對於所需飛行航徑的位置及位置
變化率，應能夠看見（並保持一段足夠的時間）的目視助航設施或進近區的一部分。在帶
決斷高的 III 類運行中，所需的目視參考是指特定程序和運行所規定的目視參考。
註 3- 在同時使用決斷高度和決斷高時，為方便起見，可寫成“決斷高度 ∕ 高＂，縮寫為
“DA∕H＂。
儀錶進近和著陸運行 指使用儀錶進近程序實施的儀錶進近和著陸運行，其分類如下：
非精密進近和著陸運行。不使用電子式下滑引導的儀錶進近和著陸。

精密進近和著陸運行。使用精密方位和下滑引導的儀錶進近和著陸，最低標準按運行類
型確定。
精密進近和著陸運行的類型：
I 類（CAT I）運行。決斷高不低於 60 米（200 英尺）並且能見度不低於 800 米或跑道
視程不低於 550m 的精密儀錶進近和著陸。
II 類（CAT II）運行。決斷高低於 60 米（200 英尺）但不低於 30 米（100 英尺）並且
跑道視程不低於 350m 的精密儀錶進近和著陸。
IIIA 類（CAT IIIA）運行。在下列情況下的精密儀錶進近和著陸：
(a) 決斷高低於 30 米（100 英尺）或無決斷高；和
(b) 跑道視程不低於 200 米。
IIIB 類（CAT IIIB）運行。在下列情況下的精密儀錶進近和著陸：
(a) 決斷高低於 15 米（50 英尺）或無決斷高；和
(b) 跑道視程低於 200 米但不低於 50 米。
IIIC 類（CAT IIIC）運行。無決斷高和跑道視程限制的精密儀錶進近和著陸。

註：當決斷高（DH）和跑道視程（RVR）屬於不同運行類型時，儀錶進近和著陸運行
應按照最嚴格類型的要求實施（如：決斷高在 IIIA 類的範圍內而跑道視程在 IIIB 類的
範圍內，則應屬於 IIIB 類運行；或決斷高在 II 類範圍內而跑道視程在 I 類範圍內，則
應屬於 II 類運行）。
最低下降高度（MDA）或最低下降高（MDH） 指非精密進近或盤旋進近中一個特定的高
度或高，如沒有取得所需的目視參考則不得下降至該高度∕高之下。

註 1-最低下降高度（MDA）以平均海平面為基準。最低下降高（MDH）以機場標高為基
準，或者如果跑道入口標高低於機場標高 2 米（ 7 英尺）以上時，以跑道入口標高為基
準。盤旋進近中的最低下降高以機場標高為基準。
註 2-所需的目視參考是指為了使駕駛員能夠判斷航空器相對於所飛航徑的位置及位置變化
率，應能夠看見（並保持一段足夠的時間） 的目視輔助設施或進近區的一部分。在盤旋進
近中，所需的目視參考是指跑道周圍環境。
註 3- 在同時使用最低下降高度和最低下降高時，為方便起見，可寫成“最低下降高度 ∕
高＂，縮寫為“MDA/H＂。
跑道視程（RVR） 指航空器駕駛員在跑道中心線上能夠看到跑道表面標誌或跑道邊線燈光
或中線燈光時的距離。

規定的，與航空器有關，指根據與該航空器有關的運行手冊指定的或確定的。
能見度 指用距離作為單位表示的一種能力，指能夠在晝間看見並能辨別無照明的顯著物體
和在夜間看見並能辨別有照明的顯著物體；對於在澳門的機場（或直升機場）
，如有由機場
（或直升機場）負責人或其代表告知航空器機長作為能見度的距離必須被看作當時的能見
度。
(2) 根據本規章第 24 條(2)款和本附則 A 部第 1 條(9)款，適用於本附則的每架航空器的經營人
必須制定並在運行手冊中列出與航空器特點相應的、適用於擬進行起飛或著陸的每個機場
（或直升機場）和每個備降機場（或備降直升機場）的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
準：
條件是：
(a) 對於僅供非定期航班或其中任何航段飛行所使用的機場（或直升機場），可供航空器機
長計算出適當的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的數據和指令必須充分包括在運行手
冊中；和
(b) 對於無法向飛行中的航空器機長傳遞氣象觀察資訊的機場（或直升機場），為安全運行
而向駕駛員提供有關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的通用指令必須充分包括在核准
的運行手冊中。
(3) 對於任何機場（或直升機場），制定的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不得低於民航局對
該機場（或直升機場）公佈的標準，除非民航局另有書面許可。
(4) 在澳門登記的航空器經營人為本部分的目的制定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時必須考
慮下列因素：
(a) 航空器的型號、性能和操作特性；
(b) 飛行機組的組成、能力和經驗；
(c) 定翼飛機可能選用的跑道的尺寸和特性或直升機使用的起降距離；
(d) 可用目視和非目視地面設備的適用性和性能；
(e) 在進近著陸和複飛過程中用於導航和∕或控制飛機航徑的機載設備；
(f) 進近和複飛區域的障礙物和用於儀錶進近程序的超障高度∕超障高；
(g) 用於確定和報告氣象條件的方法；
(h) 出航爬升區域的障礙物和所需的超障裕度；
(i) 除非跑道視程資料被提供，否則不得准許 II 類和 III 類儀錶進近和著陸運行。對於儀錶
進近和著陸運行，除非跑道視程資料被提供，否則不得准許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

低標準低於 800 米能見度；和
(j) 為保證執行精密進近的航空器能夠以一定的安全裕度以著陸形態和姿態飛越跑道入口而
設計的操作程序。

(5) 根據本規章第 28 條(3)款和第 29 條(5)(6)款，航空器不得在下列情況下開始飛行：
(a) 起飛機場（或直升機場）的雲幕高或跑道視程或能見度（如適當）低於規定的各起飛最
低標準；或
(b) 根據航空器機長可獲得的資料，可能無法在不違背本部分第(7)分條下在預計到達的時
間，和按合理預計該空器將抵達的任何時間，在計劃的目的地機場（或直升機場）和
任何備降機場（或備降直升機場）開始或繼續進近至著陸。
(6) 根據本規章第 28 條(3)款和第 29 條(5)(6)款，航空器不得：
(a) 精密進近在外指點標定位點以外或非精密進近距機場低於 300 米（1000 英尺）以下開
始或繼續儀錶進近，除非報告的能見度或控制的跑道視程高於規定的最低標準；或
(b) 當精密進近過外指點以後或非精密進近下降到距機場（或直升機場）高度低於 300 米
（1000 英尺）時，若報告的能見度或控制跑道視程低於規定的最低標準，進近可以繼
續到 DA/H（決斷高度∕決斷高）或 MDA/H（最低決斷高度∕決斷高） 。在任何情況
下，航空器不得違反規定在機場（或直升機場）運行最低標準限制點以外繼續進近著
陸。
(7) 機場（或直升機場）所在國或地區必須公佈並提供一個或多個按照儀錶進近和著陸運行分類
而設計的儀錶進近程序，以服務於用於儀錶飛行運行的每條儀錶跑道或機場（或直升機
場）。所有在澳門登記並按照儀錶飛行規則（IFR）運行的航空器都必須遵守機場（或直升
機場）所在國或地區核准的儀錶飛行程序。
(8) 經營人為在澳門登記的任何型號航空器所制定的減噪程序應適用於經營人使用的所有機場
（或直升機場）。

�：定翼飛機減噪運行程序應遵守《空中導航服務程序- 航空器運行》（國際民航組織 Doc
8168 號文件）
，第 I 卷第 5 部分的條款。

E 部 – 燃油政策��

［第 26 條 (11)款］

燃油政策 － ��航空運�（定翼飛機）
1. 經營人應以下列計劃標準為公司燃油政策的基礎，包括所載燃油量的計算：
(1) 燃油量：
(a) 滑行油量不得少於起飛前預計使用的油量。應考慮起飛機場當地條件和輔助動力裝置的
（APU）油耗。
(b) 航段油量應包括：
(i) 起飛和從機場標高爬升到起始巡航高度層∕巡航高度的油量，應考慮預計使用的離

場路線；
(ii) 從爬升頂點至下降頂點的油量，包括任何階梯爬升∕下降；
(iii) 從下降頂點至進近起始點的油量，應考慮預計使用的進場程序；和
(iv) 在目的地機場進近和著陸的油量。
(c) 應急油量應高於下述(i)或(ii)項：
(i) 下列其一：
(A) 計劃航段油量的 5%或，在飛行中再次計劃的情況下，此次飛行剩餘航段油量的
5%；或
(B) 不少於計劃航段油量的 3%或，在飛行中再計劃的情況下，如果有航路備降機場
可用，此次飛行剩餘航段油量的 3%。航路備降機場的位置應在以飛行計劃總距
離的 20%為半徑的圓周內，其圓心位置應在計劃航線上面，該位置到目的地的
距離等於飛行計劃總距離的 25%，或等於飛行計劃總距離的 20%加 50 海里的兩
者中較大值；或
(C) 基於計劃航段油耗得出的足夠飛行 20 分鐘的油量，前提是經營人已經建立對各
定翼飛機的油耗監控程式，並採用通過該程式得到的有效數據進行油量計算；
或
(D) 油量不少於標準大氣條件下在目的地機場上空 1,500 英尺（450 米）以等待速度
飛行 15 分鐘所需的油量，前提是經營人已經建立一套獲得民航局核准的對各航
線∕定翼飛機組合的燃油監控程式，並採用這些為統計分析的數據計算該航線
∕定翼飛機組合的應急油量；或
(ii) 標準大氣條件下在目的地機場上空 1,500 英尺（450 米）以等待速度飛行 5 分鐘的
油量。
(d) 飛往備降機場的油量應足夠：
(i) 在目的地機場從最低下降高度∕決斷高（MDA/DH）爬升至複飛高度的一次複飛，
應考慮整個複飛程序；
(ii) 從複飛高度至巡航高度層∕巡航高度的爬升；
(iii) 從爬升頂點至下降頂點的巡航；
(iv) 從下降頂點至進近起始點的下降，應考慮預計使用的進場程序；和
(v) 在目的地備降機場執行一次進近和著陸。
(vi) 如果要求有兩個目的地備降機場，則備份油量應足夠飛到要求較高備份油量的那個
備降機場。
(e) 最後儲備油量應足夠：
(i) 活塞發動機式定翼飛機飛行 45 分鐘；或
(ii) 渦輪動力裝置式飛機：在標準大氣條件下在機場標高上 1,500 英尺（450 米）以等
待速度飛行 30 分鐘，計算是基於到達備降機場或在不需要備降機場時到達目的地

機場的預計質量。
(f) 最小附加油量應允許：
(i) 在儀錶飛行規則條件下飛行且沒有目的地備降機場時，在標準大氣條件下在機場標
高上 1,500 英尺（450 米）等待 15 分鐘；和
(ii) 在可能一台動力裝置故障或增壓失效後，假設此故障發生在航路上最關鍵的點上，
定翼飛機能夠：
(A) 按須下降並飛往合適的機場；和
(B) 標準大氣條件下在機場標高上 1,500 英尺（450 米）等待 15 分鐘；並且
(C) 執行一次進近和著陸，但只有在依據上述第 1 條(1)款(b)項至第 1 條(1)款(e)項計
算出的最小油量不足以應付這樣的事件時才需要附加油量。
(g) 額外油量，應由機長決定。
(2) 決斷點程序。如果經營人的燃油政策包括由航路決斷點至目的地機場用油的計劃，則油量應
取下列第 1 條(2)款(a)項或第 1 條(2)款(b)項中的較大值：
(a) 下述油量之和：
(i) 滑行油量；
(ii) 由決斷點至目的地機場的航段油量；
(iii) 應急油量不少於從決斷點至目的地機場預計油耗的 5%；
(iv) 飛往備降機場的油量，如果需要一個目的地備降機場；
(v) 最後儲備油量；
(vi) 附加油量；和
(vii)機長要求的額外油量；或
(b) 下述油量之和：
(i) 滑行油量；
(ii) 從起飛機場由決斷點至一個合適航路備降機場的預計油耗；
(iii) 應急油量不少於從起飛機場至該航路備降機場預計油耗的 3%；
(iv) 最後儲備油量；
(v) 附加油量；和
(vi) 機長要求的額外油量。
(3) 偏僻機場程序。如果經營人的燃油政策包括對於沒有目的地備降機場的偏僻機場用油的計
劃，則離場時的油量應該包括：
(a) 滑行油量；
(b) 航段油量；

(c) 根據上述第 1 條(1)款(c)項計算的應急油量；
(d) 如需要，附加油量不得少於：
(i) 活塞發動機式定翼飛機飛行 45 分鐘的油量加上計劃在巡航高度層所用時間 15%的油
量，或兩小時，兩者中的較小值；或
(ii) 渦輪發動機式定翼飛機：到達目的地機場上空後以正常巡航油耗飛行兩小時的油
量，包括最後儲備油量；和
(e) 由機長要求的額外油量。
(4) 預定點程序。如果經營人的燃油政策包括至目的地備降機場用油的計劃，目的地機場與目的
地備降機場之間的距離使得飛行航路只能由預定點到其中一個機場，則油量應取下列第 1 條
(4)款(a)項或第 1 條(4)款(b)項中的較大值：
(a) 下述油量之和：
(i) 滑行油量；
(ii) 從起飛機場由預定點至目的地機場的航段油量；
(iii) 根據上述第 1 條(1)款(c)項計算的應急油量；
(iv) 如需要，附加油量不得少於：
(A) 活塞發動機式定翼飛機飛行 45 分鐘的油量加上計劃在巡航高度層所用時間的
15%的油量，或兩小時的者中較小值；或
(B) 渦輪發動機式定翼飛機：到達目的地機場上空後以正常巡航油耗飛行兩小時的
油量，包括最後儲備油量；和
(v)機長要求的額外油量；或
(b) 下述油量之和：
(i) 滑行油量；
(ii) 從起飛機場由預定點至備降機場的航段油量；
(iii) 根據上述第 1 條(1)款(c)項計算的應急油量；
(iv) 如需要，附加油量不得少於：
(A) 活塞發動機式定翼飛機飛行 45 分鐘的油量；或
(B) 渦輪發動機式定翼飛機在標準條件下以等待速度在機場標高上 1,500 英尺（450
米）飛行 30 分鐘的油量；包括最後儲備油量；和
(v) 機長要求的額外油量。
燃油政策 – ��航空��（��機）
2. 經營人應以下列計劃標準為公司燃油政策的基礎，包括所載燃油量的計算：
(1) 燃油量：

(a) 滑行油量不得少於起飛前預計使用的油量，應考慮起飛機場當地條件和輔助動力裝置的
（APU）油耗。
(b) 航段油量應包括：
(i) 起飛和從直升機場標高爬升到起始巡航高度層∕巡航高度的油量，應考慮預計使用
的離場路線；
(ii) 從爬升頂點至下降頂點的油量，包括任何階梯爬升∕下降；
(iii) 從下降頂點至進近起始點的油量，應考慮預計使用的進場程序；和
(iv) 在目的地直升機場進近程序和著陸的油量。
(c) 應急油量應包括：
(i) 對於儀錶飛行規則飛行或惡劣環境中的目視飛行規則飛行，計劃航段油量的 10%；
或
(ii) 對於非惡劣環境中的目視飛行規則飛行，計劃航段油量的 5%；
(d) 飛往備降機場的油量應足夠：
(i) 在目的地機場從最低下降高度∕決斷高爬升至複飛高度的一次複飛，應考慮整個複
飛程序；
(ii) 從複飛高度至巡航高度層∕巡航高度的爬升；
(iii) 從爬升頂點至下降頂點的巡航；
(iv) 從下降頂點至進近起始點的下降，應考慮預計使用的進場程序；和
(v) 在目的地備降直升機場執行一次進近和著陸。
(e) 最後儲備油量應足夠：
(i) 對於晝間靠目視地標導航的目視飛行規則飛行，以最大航程速度飛行 20 分鐘的油
量；或
(ii) 對於儀錶飛行規則飛行，或對於靠參考目視地標以外的方式導航的目視飛行規則飛
行，或夜間飛行，在標準條件下在目的地直升機場上空 1,500 英尺（450 米）以等待
速度飛行 30 分鐘的油量，計算是基於到達備降機場或目的地機場在不要求備降機場
上空時的預計質量。
(f) 由機長決定的額外油量。
(2) 偏僻的直升機場儀錶飛行規則程序。如果經營人的燃油政策包括飛往偏僻的直升機場的計
劃，無論是儀錶飛行規則飛行還是靠參考目視地標以外的方式導航的目視飛行規則飛行，
在沒有目的地備降機場的情況下，離場時的油量應包括：
(a) 滑行油量；
(b) 航段油量；
(c) 根據上述第 2 條(1)款(c)項計算的應急油量；
(d) 以等待速度飛行兩小時包括最後儲備油量的附加油量；和

(e) 機長要求的額外油量。

F 部 – 最低設備清單
［第 14 條(2)款(b)項和第 30 條(b)款(i)(ii)項］

1. 出於本部分的目的：

最低主設備清單（MMEL） 指由負責型號設計的機構編製並經設計國核准，為某一特定航空器
型號建立的設備清單，這些設備中的一項或幾項在不能使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開始飛行。最低
主設備清單可與特定的運行條件、限制或程序相關聯。

最低設備清單（MEL） 指由經營人為某型號航空器編製的、在特定條件下允許某些設備不工作
時實施運行的清單。該清單符合為該型航空器建立的最低主設備清單的要求，或更為嚴格。
2. 在澳門登記的商業航空運輸航空器經營人必須按照本規章第 14 條(2)款(b)項和第 30 條(b)款(i)(ii)
項的要求把 民航局 核 准的最低設備清單 （MEL）包括在運行手冊中，以便機長能夠在任何儀
錶、設備或系統失效時決定是否可以從任何中停站開始飛行或繼續飛行。對於不是在澳門登記
的航空器，民航局必須確保最低設備清單不影響航空器對遵守其登記國或地區所適用的適航要
求。經營人在制定民航局核准的最低設備清單時必須考慮下列各個方面：
(1) 如果民航局對航空器審定的要求不允許有所偏離，那麼除非所有系統與設備都正常工作，否
則航空器就不能運行。雖然經驗證明當剩下的系統和設備能保持繼續安全運行，在短期內
某些系統或設備失去運作能力是可以接受的。
(2) 民航局應通過最低設備清單的核准來指示那些系統和設備項目可以在某種飛行條件不工作，
以表明除那些指定的系統和設備外，不能在系統和設備不工作時實施飛行。
(3) 經 民 航 局 核 准 的 以 負 責 型 號 設 計 的 機 構 和 設 計 國 為 該 航 空 器 制 定 的 最 低 主 設 備 清 單
（MMEL）為基礎制定的最低設備清單對每架航空器都是必需的。
(4) 民航局應要求經營人準備一份最低設備清單，目的是允許航空器在帶有某些不工作的系統或
設備而可接受的安全水平得到維持的情況下繼續運行。
(5)最低設備清單並非要讓航空器帶有不工作的系統或設備無限期地運行。最低設備清單的基本
目的是允許帶有不工作的系統或設備的航空器能夠在可控制的、合理的維修與零部件更換
計劃框架內安全運行。
(6) 經營人應保證，沒有飛行可以在帶有多個不工作的最低設備清單項目而沒有確定不工作的系
統或部件之間的影響將不會導致不可接受的安全水準下降和∕或過分增加飛行機組的工作
負荷情況下開始飛行。
(7) 在確定可以維持可接受的安全水平時，還必須考慮在帶有不工作的系統或設備繼續的運行中
將會出現額外的故障問題。最低設備清單不得偏離飛行器飛行手冊限制部分，應急程序或
民航局或登記地不在澳門的航空器所在國或地區的其他適航要求，除非適當的適航當局或

飛行器飛行手冊另有規定。
(8) 飛行中被接受為不工作的系統或設備應適當標明，並把這些項目全部記錄在航空器技術日誌
中，以將不工作的系統或設備告知飛行機組和維修人員。
(9) 對於將被接受為不工作的特定系統或設備項目，可能有需要建立一套維修程序，以便在飛行

前使斷開或隔離該系統或設備，同樣地可能有需要為飛行機組準備一套相應的操作程序。
(10) 機長按照最低設備清單接受一架航空器帶有缺陷運行的責任明確說明在本規章第 30 條(b)
款中。

附則10

（第56和58條）

1. 登記��澳門的航空器的機載��

機載��
1. 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的飛行
2. 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的國際空中航行的飛行
3. 以航空作業為目的的飛行
4. 以航空作業為目的的國際空中航行的飛行
5. 除以商業航空運輸或航空作業為目的以外的國際空
中航行的飛行
6. 根據本規章第14條(1)或(2)款（如適用）向經營人
發出的授權條款實施飛行的飛行

����
A，B，C，D，E，F，H和J
A，B，C，D，E，F，G，H，I，
J， L ，M 和 N
A，B，C，D，E，F 和 J
A，B，C，D，E，F，G，H，I，
J，M 和 N
A，B，C，G，H，I， J，M 和 N
K

2.出於本附則的目的：

��A 指澳門主管當局為航空器機載無線電臺發出的有效執照。
��B 指本規章第6條(1)款要求的航空器有效適航證。
��C 指本規章第19條(1)款要求的航空器飛行機組成員的執照。
��D 指本規章第27條要求的與飛行相關的裝載艙單副本。
��E 指本規章第9條(2)款要求的航空器有效維修檢查證明書的副本和∕或本規章第
10(1)分條要求的維修放行證明書。

��F 指本規章第9條(7)款提及的技術日誌。
��G 指本規章第4條(9)款要求的航空器有效登記證明書。

��H 指本規章第24條(2)款(a)項要求機上配備的運行手冊（如適用）或者航空器飛行手
冊（如果本規章不要求機上配備運行手冊）。
�� I 指被攔截的航空器的機長必須遵從的被告知的程序和供攔截∕被攔截航空器使用
的被告知的目視信號的副本。

��J 指本規章第VI部分規定的噪聲證明書。
��K 指根據第14條(1)款發出相關航空器的許可（如適用），或根據本規章第14條(2)款
和第30條(b)款(i)項發出相關航空器的經民航局核准的最低設備清單（如適用）。

��L 指經認證的空運經營人證明書及其運行規範的副本。
��M 指附有乘客姓名以及其出發的地方和目的地的列表，如該航空器運送乘客。
��N 指貨物的詳細申報清單，如該航空器運送貨物。
註：國�空�航行 指飛越澳門以外的任何國家或地區的領空的任何飛行。

附則 11
（第 62 條）

空中規則和空中交通管制規則

第 I �� – 名詞��
1. 本規則中下列名詞的含義如下，除非文中另有要求：

機場管制服務 指為機場交通提供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務；
機場管制�� 指為機場交通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務而設立的單位；
機場交通 指在機場機動區內的一切交通和在機場附近所有航空器的飛行；
機場��� 指機場指定的地理位置；
空中交通 指一切航空器在飛行中或在機場機動區內的運行；
空中交通管制放行許可 指核准航空器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單位規定的條件進行活動的許可；
空中交通管制服務 指為下列目的提供的服務：
(a) 防止相撞：
1) 航空器之間；和
2) 在機動區內的航空器和障礙物之間；和
(b) 加速和維持空中交通有秩序的流動；

��服務 指向有關組織通知需要搜尋和救援航空器和根據需要協助該組織而提供的服務；
防撞燈 指一種可以向全方位發光的紅色或白色閃光燈，可以使遠方航空器飛行員更容易看到該
航空器；

停機� 指陸地機場上供航空器上下旅客、裝卸郵件或貨物、加油、停放或維修之用的一個劃定
區域；

廣播式自動���視（ADS-�）指航空器、機場車輛和其他物體通過數據鏈以廣播模式根據情
況自動發出和∕或接收諸如識別、位置和其他數據的一種方法；
��式自動���視（ADS-C）指通過數據鏈在地面系統和航空器之間交換 ADS-C 協議條款的
一種方法，規定在何種條件下開始 ADS-C 報告及報告中包括何種數據；

雲�高 指 6,000 米（20,000 英尺）以下，遮蓋天空一半以上的最低雲層的雲底離地面或水面的
高度；

管制機場 指對機場交通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務的機場；
�航高度層 指飛行中大部分時間所保持的高度層；
�行飛行計劃 指由於隨後的放行許可而形成的飛行計劃，包括即便產生的任何更改在內；
預�進近時間 指進場航空器在延遲之後，空中交通管制單位預計其為完成進近著陸飛離等待定
位點的時間；

飛行能見度 指飛行中航空器駕駛艙前方的能見度；
地面能見度 指由授權觀察員或自動化系統報告的機場能見度；
高 指自某一特定基準面量至一個平面、一個點或視作一個點的物體的垂直距離；
IFR 飛行 指按照儀錶飛行規則進行的飛行；

著陸區 指供航空器著陸或起飛的活動區部分；
機動區 指機場上供航空器起飛、著陸和滑行的部分，但不包括停機坪；
活動區 指機場上供航空器起飛、著陸和滑行的部分，包括機動區和停機坪；
禁區 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陸地或領海上空禁止航空器飛行的一個劃定範圍的空域；
報告點 指航空器作位置報告可以依據的規定地理位置；
限制區 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陸地領域或領海上空規定範圍內，航空器飛行受到某些規定條件限
制的空域；

�� 指陸地機場上供航空器著陸和起飛而劃定的一塊長方形場地；

VFR 飛行 指按照目視飛行規則進行的飛行；

能見度 指為航空目的，能見度是指下述距離中較大的距離：
(a) 位於貼近地面處、體積適當的暗色物體在光亮背景下觀察時可以被看見並能辨別的最大
距離；
(b) 在無照明的背景下燈光在 1000 個堪德拉光強幅度內可以被看見並能辨別的最大距離。

第 II 部� – �則
適用於航空器的規則
2. 下列規則中就其適用於航空器的規則而言，按照第 30 條規定，將適用於：
(a) 所有在澳門的航空器；和
(b) 所有澳門的航空器，無論其在何處。

�用信號和標誌
3. (1) 一個信號標誌在下列規則中有規定的含義或者按照下列規則要求將用於特定情況或目的，則
不得用作其他含義或用途。
(2) 航空器上、機場上或航空器起降的任何場地上的個人，不得使用可能與下列規則規定的信號
混淆的任何信號，並且，除合法的管理機構外，不得使用其知道或者有適當理由應該知道用
於武裝部隊航空器的任何信號。

��危險情況
4. 航空器機長如在飛行期間遭遇危險情況，必須隨即或者儘快以最便捷的方式將可提供的資訊傳
遞給相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內容應包括可能影響其他航空器安全的相關危險情況的細節。

低空飛行
5. (1) 按照第(2)和第(3)條的規定：
(a) 除直升機之外，航空器不得以低於下述規定高度飛越城市、集鎮或居住區等人口稠密地
區上空：
(i) 航空器飛行高度當一動力裝置故障的情況下能夠避開上述地區，並且不會對地面人
員或財產造成危害而降落；或
(ii) 在航空器半徑 2,000 英尺以內距最高固定物體以上 1,500 英尺的高度，取其中較高
值；

(b) 直升機不得在低於當一動力裝置故障的情況下，不會對地面人員或財產造成危害的高度
飛行；
(c) 除經民航局書面同意並按照其指定的任何條件，直升機在飛行中不得：
(i) 飛越城市、集鎮或居民區等人口稠密地區時，在直升機半徑 2,000 英尺以內距最高固
定物體小於 1,500 英尺的高度；或
(ii) 飛越本分條指定的任何地區，並低於能夠使其飛越障礙的飛行高度。
(d) 航空器在飛行中不得：
(i) 飛越或者以小於 3,000 英尺的間隔飛過任何露天公眾集會（參加這種有組織的集會的
人數超過 1,000 人），經民航局書面核准並按其規定的條件同時徵得活動主辦方書面
同意的情況除外；或
(ii) 低於當一台動力裝置故障的情況下，能夠飛離公眾集會區的高度：
但是，如果某人因違反本分條的規定而被指控觸犯了本規章，有利的答辯是證明航空器
飛越或者以小於 3,000 英尺的間隔飛過公眾集會區是在合理的高度並且這樣做的理由並
非因為此次公眾集會或者因集會有關事件的原因；
(e) 航空器在飛行中不得以近於 500 英尺的距離接近任何人、船舶、車輛或建築物；
(2) (a) 第(1)分條(d)和(e)項不適用於警察所使用的航空器。
(b) 就航空器飛越或者以小於 3,000 英尺的間隔飛過公眾集會的飛行而言，如果集會的目的
是見證一活動完全是或者主要是航空器比賽、競技賽或飛行展示活動，航空器是在參加
這樣的比賽、競技賽或飛行展示或者參與由活動主辦方安排或經其書面同意的飛行，同
時這些比賽、競技賽、飛行展示或飛行已經得到民航局的核准，在這種情況下，第(1)分
條(d)款和(e)項不適用。
(c) 第(1)分條(e)項不適用於：
(i) 按照正常航空活動慣例著陸或起飛的任何航空器；和
(ii) 進行山地滑翔的滑翔機。
(d) 第(1)分條(a)(ii)項和第(1)分條(c)(i)項的選項不適用於進行下述飛行的航空器：
(i) 按本規則指定的航路；或
(ii) 按第 23 條規則定義且符合相關空中交通管制單位針對此規則發佈的指令要求的特
殊目視飛行規則飛行。
(3) 不得以本規則條款為由禁止任何航空器：
(a) 起飛、著陸或練習進近著陸；或
(b) 按照正常航空活動慣例，在澳門的政府所有或持許可證的機場或在任何締約國的任何機
場，參與以檢查導航設備或程序為目的的飛行；或
(c) 以為了拯救生命所必需的方式進行的飛行：
但是，在進行上述進近著陸練習時，此類練習應限制在航空器通常按正常航空活動慣例

在相關機場起降所使用的空域內。
(4) 本規則條款均不適用於任何繫留氣球或風箏。

巡航高度層
5A. 一次飛行或部分飛行應飛的巡航高度層必須以下列方式表示：
(1) 在最低可用飛行高度層或以上的飛行，或在過渡高度之上（如適用）的飛行，用飛行高度
層；
(2) 在最低可用飛行高度層以下的飛行，或在過渡高度或以下（如適用）的飛行，用高度。

模擬儀錶飛行
6. 航空器不得在模擬儀錶飛行條件下飛行，除非：
(a) 航空器裝有功能齊備的雙套操縱裝置；
(b) 一名隨機駕駛員（本規則中稱為安全駕駛員）坐在航空器第二操縱座位上，為操縱航空
器的駕駛員提供必要的幫助；和
(c) 如果安全駕駛員對航空器前方或兩側的視野不足，則必須有第三名成員，即經民航局核
准一名觀察員，坐在航空器的座位上，以彌補安全駕駛員視野的不足，並且從該位置能
夠方便地與安全駕駛員進行聯繫。
本規則中“模擬儀錶飛行＂一詞是指一種飛行，飛行中使用了機械或光學設備以減小視野或航
空器駕駛艙能見度的範圍。

練習儀錶進近��
7. 在澳門境內，目視氣象條件下飛行的航空器不得執行儀錶進近練習，除非：
(a) 相關空中交通管制單位事先已經獲通知此次飛行是儀錶進近練習；和
(b) 如果飛行不是在模擬儀錶飛行條件下進行，隨機有一名經民航局核准的觀察員，他在航
空器上的位置能夠保證其有充足的視野而且他能夠很方便地與操縱航空器的駕駛員聯
繫。

第 III 部分 – 航空器須顯示的燈光和其他��
�則
8. (1) 在本部分中，航空器所顯示燈光的水平面是指航空器在平飛狀態時通過該光源水平面的那一
平面。
(2) 如果因航空器的物理結構而有必要裝一個以上的燈具以顯示本部分規則所要求的燈光，則必

須按要求裝上這些燈具，並且在安裝時，如果可行，儘量做到在航空器外部任何一點所看
到的燈具不超過一個。
(3) 如果下述規則要求某個燈以水平面上特定角度顯示，則發出這種燈光的燈具必須按相應規定
裝設，應保證在水平面上下方各 90°角度範圍內從任何垂直面特定角度內任何一點看到此
燈，但如果可行，無論在水平面或垂直面上均不要超出規定角度的範圍。
(4) 如果下述規則要求某個燈全方位顯示，則發出這種燈光的燈具必須按相應規定裝設，並且如
果可行，應保證從經過其光源的水平面及其任何垂直面的任何一點能夠看到此燈。

航空器燈光的顯示
9. (1)

(a) 在夜間，航空器必須顯示下述規則要求在相應情況下所需的燈光，但不得顯示可能遮擋
或者削弱視線甚至引起誤解的任何其他燈光。
(b) 在晝間，裝有防撞燈的航空器必須在飛行中顯示此燈光。

(2) 澳門機場的飛行器必須：
(a) 在夜間，顯示飛行時必需顯示的燈光或者下列規則中第 11 條(2)款(a)和(c)項所規定的燈
光，除非該航空器停在機坪上或者停在機場供航空器維護使用的區域；
(b) 在晝間或夜間停在機坪上且發動機運轉時，顯示紅色防撞燈（如安裝）。
(3) 儘管有本規則的規定，航空器機長仍可以關閉航空器的閃光燈或者減弱其亮度，如果這些燈
光能夠或者可能：
(a) 嚴重干擾飛行機組任何成員行使其職責；或者
(b) 使外部觀察人員處於過量的眩光中。

航行燈��
10. 在澳門，在下述規則要求飛行中必須顯示的任何燈光失效的情況下，如果此燈光無法立即修復
或者更換，則航空器機長必須在其認為可以保證安全前提下儘快讓航空器著陸，除非空中交通
管制單位的核准其繼續飛行。

飛行器
11. (1) 飛行器在夜間飛行時須顯示下列燈光：
(a) 對於在澳門登記獲准最大總重量超過 5,700 公斤的飛行器，必須顯示第 2 分條(b)項指定
的燈光系統；
(b) 對於在澳門登記獲准最大總重量等於或小於 5,700 公斤的飛行器，必須顯示下列任意一
組燈光系統：
(i) 第(2)分條(a)項指定的一組；
(ii) 第(2)分條(b)項指定的一組；或

(iii) 第(2)分條(d)項指定的一組，但不包括第(2)分條(d)(ii)項指定的；和
(c) 對於任何其他飛行器，必須顯示第(2)分條指定的一組燈光系統。
(2) 第(1)分條提到的燈光系統如下：
(a) (i) 一綠燈，其光強不低於 5 堪德拉，位於右側，覆蓋角為水平面上從正前方起 110°角
的範圍；
(ii) 一紅燈，其光強不低於 5 堪德拉，位於左側，覆蓋角為水平面上從正前方起 110°角
的範圍；和
(iii) 一白光，其光強不低於 3 堪德拉，位於後方，覆蓋角為水平面上從正後方起兩側各
70°角的範圍，所有燈都是恒亮的；
(b) (i) 第(a)項指定的各種燈；和
(ii) 防撞燈；
(c) 第(a)項指定的各種燈，但全是一起閃爍的閃光燈；和
(d) 第(a)項指定的各種燈，但全是閃光燈，由下列一種或兩種燈一起交替閃爍：
(i) 一白色閃光燈，光強不低於 20 堪德拉，全方位照射；
(ii) 一紅色閃光燈，光強不低於 20 堪德拉，覆蓋角為水平面上從正後方起兩側各 70°角
的範圍。
(3) 如果第(2)分條(a)項指定的紅燈或綠燈裝在距離翼尖兩米以上的位置，儘管有第 9 條(1)款的
規則，仍可以在翼尖上裝一個燈指示其位置，以相同角度發射相同顏色的恒亮的燈光。

第 IV �分 – 一�飛行規則
天氣報告和預報
16. (1) 航空器機長在航空器即將飛行之前必須查看飛行計劃航路上當時的有效天氣報告和預報，通
過他可以獲得的這些報告和預報可以確定其飛行的任何航段上儀錶氣象條件是否或者是否
可能佔主導。
(2) 無法通過無線電與目的地機場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通信的航空器，如果航空器機長所能得到
的資訊表明航空器到達某個管制地帶的機場時地面能見度將低於 8 公里或者雲幕高小於
1,500 英尺，則不得開始前往這機場的飛行，除非航空器機長已經取得該機場空中交通管制
單位核准其進入機場交通管制地帶的許可。

��空中相撞的規則
總則
17. (1) (a) 即使飛行是在有空中交通管制放行許可的條件下進行，航空器機長仍然有責任採取一切

可能的措施保證其航空器不與其他航空器相撞。
(b) 駕駛航空器不得過於靠近其他航空器而導致相撞危險。
(c) 除按照與參與飛行的機長先安排和按照民航局規定的條件在管制空域內編隊飛行之外，
航空器不得編隊飛行。這些條件必須包括下列：
(i) 在導航和位置報告方面，編隊飛行作為單機對待；
(ii) 飛行領隊和飛行中的其他航空器機長必須對飛行中航空器的間隔負責，當航空器在
編隊以及在加入和脫離編隊時實施機動以期獲得各自間隔時，必須包括過渡時間；
和
(iii) 每一航空器與飛行領隊所保持的橫向和縱向距離不得超過 1 公里（0.5 海里）
，垂直
距離不得超過 30 米（100 英尺）。
(d) 航空器根據本規則為其他航空器讓出航路時，必須避免從對方下方超越或從其前方切
過，除非它能保持足夠間隔並顧及到航空器尾流的影響。
(e) 按照本規則享有優先權的航空器必須保持其航道和速度。
(f) 在本規則中，滑翔機和牽引滑翔機的飛行器必須作為單機看待，視其由牽引飛行器的機
長指揮。

交叉相遇
(2) (a) 按照第(3)和(4)分條的要求，航空器在空中避讓其他交叉相遇航空器的規定如下：
(i) 飛行器必須避讓飛艇、滑翔機和氣球；
(ii) 飛艇必須避讓滑翔機和氣球；和
(iii) 滑翔機必須避讓氣球。
(b) 按照(a)項，兩架航空器在空中幾乎同一高度上相遇時，從本機右側方看到對方航空器
者必須避讓：
但機械驅動的航空器必須避讓牽引其他航空器或物體的航空器。

對頭相遇
(3) 兩架航空器在空中對頭相遇或幾乎迎面接近而有相撞危險時，必須各自向右改變航向。

超越
(4) 從一架航空器的後方，在與該航空器對稱面小於 70°夾角的航線上向其接近者為超越航空
器，即超越航空器此時所在位置，倘在夜間它不能看見另一航空器的左翼或右翼航行燈。
被超越的航空器享有航行優先權，而超越航空器不論是在爬升、下降或平飛必須向右改變
航向給對方讓出航路。此後二者相對位置的改變並不解除超越航空器的責任，直至完全飛
越對方並有足夠間隔時為止。

著陸
(5) 著陸中位於最後進近階段的航空器較飛行或地面或水面上的其他飛機享有航行優先權。

兩架或多架航空器著陸
(6) 當兩架或多架定翼飛機或滑翔機為著陸而飛近任何地點時，高度較低的航空器享有航行優先
權，但不得從另一正處於著陸最後進近階段航空器的前方切入或超越該航空器：
但是：
(a) 當空中交通管制單位已經與任何航空器協調好著陸優先順序時，航空器必須按照給定的
順序進近著陸；並且
(b) 當一架航空器的機長得知另一架航空器正在緊急著陸時，他必須避讓該航空器，而且在
夜間，即使他可能已經收到著陸許可，在未得到進一步許可繼續著陸之前不得嘗試著
陸。

特技機動
18. 航空器不得在下列區域進行任何特技機動活動：
(a) 在任何城市、集鎮或居民區等人口稠密地區上空；或
(b) 管制空域範圍內，但相關經空中交通管制單位同意的情況除外。

��交通規則
19. 航空器在澳門境內在能見地面的條件下沿道路、鐵路、運河、海岸線或任何其他地標線飛行時
必須使這些地標線保持在航空器左側。

��開始飛行和進�
20. (1) 在本規則指定為不便進行搜尋和救援工作的區域上空開始商業航空運輸飛行之前，航空器機
長必須向相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提交或者敦促提交一份開始飛行通知，並在通知中載明
規定的具體細節。
(2) 在第(1)分條指定的區域上空開始非商業航空運輸飛行之前，航空器機長可以向相關的空中
交通管制單位提交或者敦促提交一份開始飛行通知，並在通知中載明規定的具體細節。
(3) 按照第(1)或(2)分條規定提交開飛通知後，能夠通過無線電與相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或航
空無線電臺通信的航空器機長必須同時遵守第 28 條規則並視此次飛行如同儀錶飛行規則飛
行。
(4) 按照第(3)分條規定的要求進行飛行的航空器機長，如果發現有必要偏離開飛通知中指定的
任何特定航路，必須通過無線電向相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或航空無線電臺報告偏離的情
況。
(5) 已經根據第(1)或(2)分條規定提交開飛通知或根據第 27 條(1)款規定提交飛行計劃的航空器機
長，必須採取一切合理的措施按規定的程序保證在著陸後通知相關空中交通管制單位航空
器到達的情況。

(6) 如果航空器機長必須滿足第(5)分條規定的要求，或者他已經敦促向空中交通管制單位或者
機場其他管理機構通報航空器預計到達某個機場，則他必須保證儘快將任何變更，包括預
計目的地的變更或預計到達時間延誤 30 分鐘或以上的任何情況，通知第(5)分條中指定須告
知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或者該機場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或其他管理機構。
(7) 本規則無任一規定可以解除航空器機長履行第 35 條(3)款規定所賦予的責任。

在指定空域內飛行
21. 對於本規則指定的管制空域內的目視氣象條件飛行，航空器機長必須遵守第 27、28 和 29 條規
定並視這樣的飛行如同儀錶飛行規則飛行：
但航空器機長不得選擇按 27 條(3)款的目視飛行規則的情況繼續飛行。
目視飛行規則或 儀錶飛行規則的選擇
22. 按照第 21 條規定，航空器飛行必須始終遵守目視飛行規則（VFR）或儀錶飛行規則（IFR）：
但在澳門境內，夜間飛行的航空器必須遵守儀錶飛行規則，或者，在管制地帶必須遵守儀錶飛
行規則或第 23 條(b)款的條件。

第 V �分 – 目視飛行規則
23. 目視飛行規則如下：
(a) 擬按目視飛行規則運行的航空器必須保持至少 8 公里的飛行能見度並且在下述區域內保
持離雲的水平距離至少 1.5 公里和垂直距離至少 1,000 英尺：
(i) 管制空域內；和
(ii) 管制空域外高於 3,000 英尺。
(b) 以 140kt 及其以下速度飛行的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外在 3,000 英尺及其以下高度、飛行
能見度至少 1.5 公里的條件下，可以按目視飛行規則運行。以 140kt 以上速度飛行的航
空器，在飛行能見度至少 5 公里的條件下，可以按目視飛行規則運行。在這兩種情況
下，航空器必須在雲外保持目視地面或水面。
(c) 直升機可以在飛行能見度低於 1.5 公里的條件下飛行，如果其機動飛行的速度能夠保證
其充分觀察其他交通活動或任何障礙並及時避免相撞。

第 VI �分 – 儀錶飛行規則
24. 儀錶飛行規則如下：
(a) 管制空域以外—對於管制空域外的飛行，適用第 25 條和第 26 條規則；和
(b) 管制空域以內—對於管制空域內的飛行，適用第 25、27、28 和 29 條規則。

最�高度
25. 在不影響第 5 條規則的前提下，為了滿足儀錶飛行規則的要求，航空器必須在距離其半徑 5 海
里範圍內的最高障礙物至少 1,000 英尺以上的高度飛行，除非主管當局另有授權或者除非起飛
或著陸必需這樣做。

象限表規則
26. 為了滿足儀錶飛行規則的要求，在管制空域以外某個指定高度或者其以上高度平飛時，航空器
飛行高度層必須符合本規則附表中相應的磁航跡要求。高度層的測量採用按指定方式設置的高
度表來完成，或者，在澳門以外的某個地區上空飛行時，按主管當局針對航空器所飛區域公佈
的其他方法進行。
表 I – 在 29,000 英尺以下的高度層飛行

磁航跡

�航高度層

90°以下

奇數千英尺

90°至小於 180°之間

奇數千英尺+ 500ft

180°至小於 270°之間

偶數千英尺

270°至小於 360°之間

偶數千英尺+ 500ft

�：象限表規則僅適用於 FL 250 以下的高度層，高於此高度層採用半圓表飛行規則。
表 II
在管制空域內所有高度層和管制空域外高於 FL 250 以上，適用下列半圓表規則：
磁航跡

飛行

000°-179° IFR

VFR 飛行

飛行

180°-359° IFR

VFR 飛行

高度層

飛行高度�英尺�

高度�英尺�

高度層

飛行高度�英尺�

高度�英尺�

10

1,000

--

20

2,000

--

30

3,000

3,500

40

4,000

4,500

50

5,000

5,500

60

6,000

6,500

70

7,000

7,500

80

8,000

8,500

90

9,000

9,500

100

10,000

10,500

110

11,000

11,500

120

12,000

12,500

130

13,000

13,500

140

14,000

14,500

150

15,000

15,500

160

16,000

16,500

170

17,000

17,500

180

18,000

18,500

190

19,000

19,500

200

20,000

20,500

210

21,000

21,500

220

22,000

22,500

230

23,000

23,500

240

24,000

24,500

250

25,000

25,500

260

26,000

26,500

270

27,000

27,500

280

28,000

28,500

290

29,000

30,000

310

31,000

32,000

330

33,000

34,000

350

35,000

36,000

370

37,000

38,000

390

39,000

40,000

410

41,000

42,000

430

43,000

44,000

450

45,000

46,000

470

47,000

48,000

490

49,000

50,000

510

51,000

52,000

等等

等等

等等

等等

等等

等等

飛行計劃和空中交通管制放行許可
27. (1) 按照儀錶飛行規則，在航空器從任何管制空域的某一點起飛或者進入任何管制空域之前，航
空器機長必須使飛行計劃傳遞到相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並取得基於此飛行計劃的空中交
通管制放行許可。
(2) 飛行計劃必須包含預計飛行的具體細節，有助於空中交通管制單位針對計劃的飛行發佈空中
交通管制放行許可或協助進行搜尋與救援。
(3) 航空器機長必須遵守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發出的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許可，包括按其下達的任何
補充指令改變飛行後的管制放行許可，並且必須遵守目的地機場已公佈的相關等待程序和
儀錶進近程序，除非：
(a) 他能夠在管制空域內始終保持在不間斷的目視氣象條件下飛行；和
(b) 他已經將按照目視飛行規則繼續飛行的意圖通報相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並且已經請求
該管制單位取消原先的飛行計劃：
但是，如果在緊急情況下有必要立即偏離空中交通管制放行許可，航空器機長必須將偏離
情況儘快通知相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
(4) 在管制空域內開始飛行後，一旦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內著陸或者離開管制空域，航空器機長必
須通知相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除非航空器機長已經向該管制單位請求取消其飛行計
劃。
(5) 除第(6)分條和第(8)分條規定之外，航空器必須遵守為受管制飛行提交的現行飛行計劃或現
行飛行計劃中的適用部分。但已提出更改並已獲得有關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放行許可，或
在出現緊急情況下航空器需要立即採取行動時，在執行緊急權限後只要情況允許，必須將
已採取的行動儘快通知有關空中交通服務單位，並說明是根據緊急許可權採取這種行動。
(a) 除經有關空中交通服務當局核准，或按有關空中交通管制單位指示之外，受管制的飛行
必須儘可能：
(i) 在劃定的空中交通服務航路上，沿該航路確定的中心線飛行；或
(ii) 在任何其他航路上，沿確定該航路的導航設施和∕或點之間的連線飛行。

(b) 按照第(5)分條(a)項的前題要求，航空器在沿以甚高頻無線電全向信標台為基準劃定的
空中交通服務航路航段上飛行時，必須在轉換點（如已建立），或運行可行時儘可能靠
近轉換點，把主要導航從航空器後方導航設施轉到航空器前方的導航設施。
(c) 偏離第(5)分條(a)項的要求時，必須通知有關的空中交通服務單位。
(6) 無意的更改。受管制的飛行無意識偏離其現行飛行計劃時，必須採取下列行動：
(a) 偏離航跡：航空器偏離航跡時，必須立即採取行動調整航空器航向使其儘快回到航跡
上；
(b) 真空速的變化：在位置報告點之間的巡航高度層上，如果平均真空速與飛行計劃的真空
速發生或預計發生正負 5%的變化時，必須通知有關空中交通服務單位；
(c) 預計時間的改變：如到達下一適用報告點、飛行情報區邊界或目的地機場的預計時間
（以先到達者為準），與向空中交通服務單位通知的時間或按有關空中交通服務當局規
定或根據地區航行協議規定的其他時間相差超過 3 分鐘，必須將修改的預計時間儘快
通知有關的空中交通服務單位。
(i) 此外，在有自動相關監視（ADS）協定的情況下，當變化超出自動相關監視事件合
同規定的閾限值時，必須通過資料鏈自動通知空中交通服務單位。
(7) 有意的更改。申請更改飛行計劃時必須包括下列資料：
(a) 更改巡航高度層：航空器識別標誌；申請的新巡航高度層和在該高度層的巡航速度；經
修改的到達下一飛行情報區邊界的預計時間（如適用）。
(b) 更改航路：
(i) 目的地不變：航空器識別標誌；飛行規則；對新飛行航路的說明，包括從申請改變
航路的位置開始的飛行計劃數據；修改的預計時間；以及任何其他有關資料。
(ii) 目的地改變：航空器識別標誌；飛行規則；對到達更改的目的地機場更改的飛行航
路的說明，包括從請求更改航路的位置開始的飛行計劃數據；修改的預計時間；備
降機場；以及任何其他有關資料。
(8) 天氣變壞低於目視氣象條件。按照現行飛行計劃顯然不能在目視氣象條件下飛行時，受管制
的按照目視飛行規則飛行的航空器必須：
(a) 申請修改放行許可，使航空器能繼續在目視氣象條件下飛往目的地或備降機場，或者離
開需要空中交通管制放行許可的空域；或
(b) 如不能按照(a)項取得放行許可，繼續在目視氣象條件下飛行並將為離開有關空域或在
最近的合適機場著陸所採取的行動通知有關空中交通管制單位；或
(c) 如在管制地帶內飛行，申請核准按照特殊目視飛行規則飛行；或
(d) 申請按照儀錶飛行規則飛行的放行許可。

位置報告
28. 遵照儀錶飛行規則，飛入或者計劃進入管制空域進行儀錶飛行規則飛行的航空器機長，必須向
相關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報告航空器到達指定的報告點、或者在已被告知須作報告的時間間

隔、又或者空中交通管制單位指示的報告點時的時間、位置和高度。
29. 遵照儀錶飛行規則，在管制空域內飛行並且不能夠與有關空中交通管制單位建立和保持雙向通
信的航空器機長必須：
(a) 繼續飛往目的地，如果可行，應僅在不低於第 23 條(b)項規定的條件下飛行；
(b) 如果他已經收到並確認空中交通管制放行許可可以繼續飛往目的地或進入所在的管制空
域，同時有充分的航行保障支持其遵守這一許可：
(i) 繼續按照現行飛行計劃飛到目的地機場的等待點，保持最後確認的巡航高度層，即
許可中指定該航段應保持的高度層，此後則保持飛行計劃中載明的巡航高度層；
(ii) 儘量在最後確認的預計到達時間前後飛到等待點上空；
(iii) 在最後確認的預計進近時間，或者，如果沒有確認過預計進近時間，則在最後確認
的預計到達時間，開始從等待點下降；
(iv) 在應該開始下降的時間之後 30 分鐘以內著陸；或
(c) 如果他不能遵守(a)項或(b)項的規定，則應離開或者避免進入管制空域，並選擇：
(i) 飛向能夠繼續保持目視氣象條件的區域並在那裏的機場著陸；或
(ii) 選擇合適的區域穿雲下降並在那裏的機場著陸。

第 VII 部分 – 機場交通規則
機場交通規則的適用�
30. 對於本部分規則中表述為適用於飛行器的規則，其他所有相關的航空器在實際可行的範圍應該
遵守。

目視信號
31. 在機場交通地帶的定翼飛機機長，必須觀察機場的或者機場負責人授權發出的目視信號，並遵
守由這些信號發出的任何指示：
但是，如果航空器機長認為這樣做不利於安全，則不得強求其服從第 44 條規則指定的信號。

機場機動區和其他區域的進出與活動
32. (1) 未經相關機場負責人許可，任何人或車輛不得進入機場內供航空器使用並由機場負責人控制
的任何區域，但符合已發出許可的條件的情況除外。
(2) 未經相關空中交通管制單位許可，車輛不得在設有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機場機動區活動，但
符合已發出許可的條件的情況除外。
(3) 按本規則發出的許可可以是整體地針對個人或車輛，也可以是針對任何特殊人員或車輛，或

者是針對任何類別的人員或車輛。

地面行駛優先權
33. (1) 本規則適用於：
(a) 飛行器；和
(b) 車輛
在供航空器使用並由機場負責人控制的陸地機場的任何區域內。
(2) 不管有没有空中交通管制放行的許可，航空器機長都有責任採取一切措施確保其航空器不與
任何其他航空器或車輛相撞。
(3) (a) 飛行器和車輛必須避讓正在起飛或著陸的航空器。
(b) 車輛和不在起飛或著陸的飛行器必須避讓牽引航空器的車輛。
(c) 不在牽引航空器的車輛必須避讓航空器。
(4) 根據第(3)分條和第 35 條(3)款(b)項規定，當兩飛行器有相撞的危險時：
(a) 當兩機對頭相遇或者幾乎迎面接近時，各機必須向自己右側改變航道；
(b) 當兩飛行器的航道交叉相會時，從自己右側看到對方者必須避讓，並且必須避免從另一
飛行器前方穿過，除非通過時有充足的間隔；和
(c) 被超越的飛行器享有航行優先權，超越的飛機應該通過向左改變航道與另一飛機保持充
足的間隔，直至完全超越另一飛機，無論兩機的相對位置如何變化。
(5) 根據第(3)分條(b)項規定，車輛必須：
(a) 超越另一車輛時，使另一車輛在超越車輛的左側；和
(b) 保持靠左行駛錯過對頭接近或者幾乎接近的另一車輛。

空投牽引繩�物品
34. 航空器不得從空中投放牽引繩、旗幟或類似物品，除非是在機場，而且是：
(a) 按照機場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安排，或者，如果沒有此類單位，則按照機場負責人的安
排；或
(b) 在按第 41 條(7)款規定標明的區域內，並且投放牽引繩、旗幟或類似物品必須是在航空
器順著適合著陸的方向飛行時進行。

沒有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機場
35. (1) 航空器不得在機長已經知道或者有適當理由應該知道沒有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機場交通地帶
內飛行，但目的在於起飛、著陸或者觀察著陸信號區的信號的情況除外。航空器在此地帶
內進行旨在觀察信號的飛行時，必須保持在雲外且高於機場場面至少 500 英尺。

(2) 在此地帶飛行或在此類機場活動的航空器機長必須：
(a) 遵守其他航空器已建立的起落航線順序，或者避開起落航線所在空域；
(b) 所有轉彎都按左轉彎執行，除非地面信號另有指示；和
(c) 按照地面信號指示的方向起飛和著陸，或者，如果沒有顯示此類信號，則逆風起降，除
非另有合理的航空業界實踐的要求。
(3)

(a) 飛行器或滑翔機只能在跑道上沒有其他航空器時才能在此類機場的跑道上著陸。
(b) 如果起飛和著陸不受跑道限制：
(i) 著陸中的飛行器或滑翔機必須保持間隔從本機左側方避開任何航空器，包括已經著
陸、正在著陸或即將起飛的航空器；如果該飛行器或滑翔機必須轉彎，在航空器機
長確信這樣做不會影響其他交通活動之後，該飛行器或滑翔機必須向左轉；和
(ii) 即將起飛的飛行器必須以合適的位置和機動方式從本機左側方避開任何航空器，包
括已經起飛和即將起飛的航空器。

(4) 飛行器著陸後必須儘快離開所使用的著陸區域。

設有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機場
36. (1) 除非徵得相關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許可，航空器機長不得在已知或有適當理由應該知道的設
有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機場交通地帶內飛行，但目的在於起飛、著陸或觀察著陸信號區的
信號的情況除外。
(2) 在設有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機場交通地帶飛行或在此類機場機動區活動的航空器機長必須：
(a) 督促不間斷地收聽該機場空中交通管制通信指定相應的無線電頻率，或者，如果這樣做
不可行，則應督促隨時觀察通過目視方式發出的類似指令；
(b) 徵得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同意方可滑行、起飛或著陸；和
(c) 遵守第 35 條第(2)、(3)和(4)款的規定，視該機場為沒有空中交通管制單位，除非徵得機
場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同意或者已經得到該管制單位同意這樣做的指令。
(3) 在遵守第 20 條和第 27 條規定的同時，對於設有空中交通管制單位的澳門機場，航空器機長
必須在其完成飛行之後或者在其即將開始飛行之前確保到達或開飛的資訊及時傳遞到相關
的空中交通管制單位。

特定機場的特殊規則
37. 民航局可以針對指定機場附近航空器的運行制定特殊規則。這些特殊規則應作為本部分其他規
則的補充，除非另有明確說明。

第 VIII 部分 – 機場信號和��

��和��信號
��
38. (1) 在使用或顯示本部分中規定的任何信號或標誌時，如果是在澳門，這些信號或標誌的含義必
須是本部分給定的，無論其使用者是在航空器內、其使用或顯示的場地是在機場或者在航
空器用來起降的任何其他場地。
(2) 本部分中規定的所有尺寸的容差為±10%。

信號區的信號
39. (1) 下列條款規定的任何信號應放置在信號區內，信號區必須是從各個方向都可以看到的正方
形，其邊界是 30 厘米寬的白條，方框內側邊長 12 米。
(2) 一個白色 T 字著陸標誌（如圖所示），表示定翼飛機和滑翔機起飛或著陸必須沿平行於 T 字
豎柄並朝著橫臂的方向進行，除非相關空中交通管制單位另有許可。

圖1
(3) 一個直徑 60 厘米的圓形置於 T 字標誌橫臂上正對 T 字標誌豎柄的位置（如圖所示），表示
著陸和起飛方向不必一致。

“T”的尺寸
與圖 1 中相同

圖2
(4) 一個平放的白色啞鈴形標誌（如圖所示），表示航空器只許在跑道及滑行道上起飛、著陸和
滑行。

圖3
(5) 一個白色啞鈴形標誌（如第(4)分條所述），但是兩頭圓形部分各有一條與鈴柄垂直的黑條
（如圖所示），表示航空器只許在跑道上起飛和著陸，但其他操作則不限定在跑道或滑行道
上進行。

圖4
(6) 一個塗有紅色和黃色條紋的箭頭（如圖所示），箭柄寬不少於 1 米，沿信號區整個或總長度
不小於 11 米的相鄰兩條邊放置並且指向順時針方向，表示當前使用右盤旋航線。

紅色
黃色

圖5
(7) 一塊邊長 3 米的紅色正方形板，上有一條至少 50 厘米寬的黃色對角線（如圖所示），表示機
動區情況不佳，駕駛員著陸時必須特別小心。

紅色

紅色

圖6
(8) 一塊邊長 3 米的紅色正方形板，上有兩條至少 50 厘米寬的黃色對角線（如圖所示），表示機
場不安全，不宜航空器活動，並且禁止在該機場著陸。

紅色��，�色條��

圖7

(9) 一個白色字母 H（如圖所示），表示直升機只能在第 41 條(5)款規則指定的區域內起飛和著
陸。

圖8
(10) 第(4)和(5)分條指定的啞鈴形標誌上的紅色字母 L 表示准許輕型航空器在跑道或者在第 41
條(6)款規則指定的標誌指示的區域起飛和著陸。

紅色

圖9
(11) 白色雙十字（如圖所示），表示滑翔機正在飛行。

圖 10

��的跑道和滑行道標誌

40. (1) 兩個或多個白色十字（如圖所示），顯示在跑道或滑行道上，組成十字的兩臂與跑道中線呈
45°夾角，十字標誌相間不超過 300 米，表示其標示的跑道或滑行道部分不宜航空器活動。

圖 11
(2) 一條不連續的白線和一條連續的線（如圖所示），表示一等待位置，沒有空中交通管制單位
的許可，航空器或車輛的任何部位均不得超越此線進入跑道。

滑行道

跑道

跑道中�線

圖 12
(3) 多個橙色和白色標誌(如圖所示)，相間不超過 15 米，表示鋪築的跑道、滑行道或機坪部分
的邊界，相關區域不宜航空器活動。

橙色

白色

圖 13

���的機動區標誌
41. (1) 帶有橙色和白色條紋的標誌，條紋寬度相等並且不少於 50 厘米，兩端為橙色（如圖所示），
該標誌與面積不小於 60 平方厘米、同樣呈橙色和白色條紋三角形的信號旗交替放置，表示
不宜航空器活動的區域的邊界並以一個或多個白色十字標誌（見第 40 條 (1)款規定）指示
上述區域。任何兩個連續的橙色和白色旗子的距離不得超過 90 米。

圖 14
(2) 多個帶條紋的標誌（見第(1)分條的規定），其相距不超過 45 米，表示一個機場的邊界。
(3) 多個帶橙色和白色豎條的標誌放置於固定物體上，豎條寬度相等且不少於 50 厘米，兩端的

豎條為橙色（如圖所示），間距不超過 45 米，表示一個機場的邊界。各個標誌的圖案必須
從機場內外都能看到，標誌應附著在距離固定物體頂部不超過 15 厘米的位置。

橙色

白色

橙色

圖 15
(4) 多塊白色平坦的長方形標誌長 3 米寬 1 米，相間不超過 90 米，與未鋪築的跑道或停止道
（視情況而定）道面齊平，表示未鋪築的跑道或停止道的邊界。
(5) 一個白色字母 H（如圖所示），表示僅供直升機起飛和著陸使用的區域。

圖 16
(6) 一個白色字母 L（如圖所示），表示僅供輕型航空器起飛和著陸使用的機動區域。

圖 17

(7) 一個黃色十字由長 6 米寬 1 米的兩臂直角交叉而成，表示航空器拖掛的牽引繩和類似物體只
能投放在放置十字標誌的區域。
(8) 一個白色雙十字（如圖所示），表示僅供滑翔機起飛和降落使用的區域。

圖 18
(9) 一個白色著陸 T 字標誌（見第 30 條(2)款規定），平放在跑道左側（從著陸方向看）
，表示使
用的跑道，而在沒有跑道的機場則表示起飛和著陸的方向。

從�面可看�的信號
42. (1) 掛在杆上的一個直徑 60 厘米的黑色球體，表示起飛和著陸的方向不一定相同。
(2) 一面格子旗或板，長 1.2 米寬 90 厘米，上有 12 個相同大小的正方形，橫排 4 個豎排 3 個，
紅黃色相間，表示機場機動區的活動採用第 43 條規則中所列的燈光和信號彈信號控制。
(3) 兩個直徑 60 厘米的紅色球體垂直排列，相間 60 厘米，將其懸掛在杆上表示滑翔機正在機場
飛行。
(4) 兩位數一組的黑色阿拉伯數字和平行跑道上所用的字母或字母組合 L（左）、LC（左中）、C
（中）、RC（右中）和 R（右）置於黃色背景上，表示起飛方向或使用跑道。
(5) 黃色背景上的黑色字母 C（如圖所示），表示一個位置，在此位置駕駛員可以向空中交通管
制單位或機場負責人報告。

圖 19

(6) 一面飄揚在旗杆上面積不小於 60 平方厘米的長方形綠色旗表示當前使用右盤旋航線。

機場����使用的燈光和信號彈信號
43. (1) 表 A 第一欄所述的各信號，從機場發至航空器或者車輛，或從航空器發出，其各自的含義
列在表中信號描述對應的第二、三和四欄。
(2) 航空器的回答
(a) 飛行中：
(i) 晝間：搖擺航空器的機翼；
(ii) 夜間：閃爍航空器的著陸燈兩次；或者如未安裝著陸燈，開關航行燈兩次。
(b) 在地面：
(i) 晝間：擺動副翼或方向舵；
(ii) 夜間：閃爍航空器的著陸燈兩次；或者如未安裝著陸燈，開關航行燈兩次。
表A

從機場

光�和信號彈的��
和�色
(a) 連續的紅光

發至空中的航空器

發至機場的航空器或車

從空中的航空器發至
機場

輛

避讓其他航空器並繼續 停住

----

盤旋
(b) 紅 色 信 號 彈 或 紅 不要著陸；
色照明彈
(c) 紅色閃光

----

等待許可
不要著陸；

需要立即援助

離開著陸區

----

機場不可用於著陸
(d) 綠色閃光

返回機場；

發至航空器：你可以在

等待進近和著陸許可

機動區和停機坪活動
---發至車輛：你可以在機
動區活動

(e) 連續的綠光

你可以著陸

你可以起飛（不適用於

----

車輛）
(f) 連續的綠光或綠色

夜間：我可以著陸

閃光，或綠色信號
彈

嗎？
----

----

晝間：我可以以不同
於著陸“T＂字標誌
的方向著陸嗎？

(g) 白色閃光

接收到連續的綠光後在 返回到機場起點
本機場著陸，然後在接

我必須立即著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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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إൄೖ۰
ࠟᜩࡉਐཀཧݙ٤ۼၲΔፖߪ᧯ࠟೡ ګٺ90°Δኬኬཀ೯ਐཀ
ཧΔᜰ۟ᙰຝՂֱΔऴࠩਐཀཧઌյٌՐΖ

6. b) ጹ৺ೖ۰
৺ຒۼၲࠟᜩࡉਐཀཧΔᜰ۟ᙰຝՂֱΔٌՐཀ೯ਐཀཧΖ

7. a) ش㧣߫
ԫ֫ࣉದฃ࣍ॊΔ്֫ၲΖᒔঅፖଆ۩ᖲิԳؾ٠൷ᤛΔ
ྥ৵༽ஜΖࠩگڇଆ۩ᖲิԳٻՂದՕࣀਐ।قᒔᎁհ
ছΔլ೯Ζ
7. b) ᠾ㧣߫
ԫ֫ࣉದฃ࣍ॊΔ֫༽ஜΖᒔঅፖଆ۩ᖲิԳؾ٠൷ᤛΔ
ྥ৵്֫ၲΖࠩگڇଆ۩ᖲิԳٻՂದՕࣀਐ।قᒔᎁհ
ছΔլ೯Ζ

8. a) ࣋ᔚᖒ
ࠟᜩࡉਐཀཧݙ٤נۼΔᜰ۟ᙰຝՂֱΔٻփ“ឨ”೯ਐཀཧΔ
ऴ۟ࠟཧઌᅸΖᒔঅࠩگଆ۩ᖲิԳऱᒔᎁΖ

8. b) ࠷ᔚᖒ
ࠟᜩࡉਐཀཧݙ٤נۼΔᜰ۟ᙰຝՂֱΔٻ؆“ឨ”೯ਐཀཧΖ
آᆖଆ۩ᖲิԳޅΔլ࠷נᔚᖒΖ

9. ࿇೯ᖲದ೯
׳ᜩᜰ۟ፖᙰຝᏘؓΔਐཀཧڞཛՂΔ֫شᜩቤഎΔٵழؐᜩ
ᜰ۟ᙰຝՂֱΔਐٻၲ߫ऱ࿇೯ᖲΖ

10. ࿇೯ᖲᣂ߫
נۼԫᜩΔਐཀཧᆜ࣍ߪ᧯ছֱΔፖॊᏘؓΔല֫ࡉਐཀཧฝ
۟ؐॊՂֱΔאᖩࢮ೯܂ຏመຝছֱലਐཀཧฝ۟׳ॊՂ
ֱΖ

11. ྇ຒ
ᠨᜩۼၲΔٻՀ“᎘ࣁ”Δൕᆨຝٻᓃ።ֱٻՂՀឭ೯ਐཀཧΖ

12. ྇ॾ܅ᇆࢬਐԫᢰऱԫ)ࠟࢨ(࿇೯ᖲऱ᠏ຒ
ࠟᜩٻՀΔ֫֨چٻΔྥ৵ՂՀཀ೯֫ؐࢨ֫׳Δཀ೯֫׳।
ؐقᢰ࿇೯ᖲ྇ຒΔཀ೯ؐ֫।׳قᢰ࿇೯ᖲ྇ຒΖ

13. ٻ৵ଙಯ
ࠟᜩ࣋᧯ߪڇছֱΔፖᆨᏘؓΔ֫ᜩཛছᔚੌዞ೯Ζೖַଙ
ಯΔࠌ ش6 a)ࢨ 6 b)ऱॾᇆΖ

14. a) ৵ଙಯழ᠏ᦛ(ᖲ)׳ٻݠ
ؐᜩٻՀਐΔ׳ᜩՂᜰመᙰຝΔྥ৵࣋Հ۟ছ૿ֽᄷۯᆜΔ׳
ᜩૹᓤሎ೯Ζ

14. b) ৵ଙಯழ᠏ᦛ(ᖲ)ؐٻݠ
׳ᜩٻՀਐΔؐᜩՂᜰመᙰຝΔྥ৵࣋Հ۟ছ૿ֽᄷۯᆜΔؐ
ᜩૹᓤሎ೯Ζ

15. ्ࡳ/ԫ֊༉ፃ
׳ᜩᜰ۟ፖᙰຝᏘؓΔਐཀཧڞཛՂΔࢨՕࣀਐۼऴΔؐᜩ࣋
᧯ڇೡᓃຝΖ
ုΚᇠॾᇆՈݾ܂ش/অ塄ຏॾॾᇆΖ
*

16. ᣬೖ
ࠟᜩࡉਐཀཧࠟٻᢰ ܧ90°ߡݙ٤ۼऴΖ

*

17. ٻՂሎ೯
ࠟᜩࡉਐཀཧࠟٻᢰ ܧ90°ߡݙ٤ۼऴΔ֫֨ٻՂΔ֫ٻՂ
ཀ೯Ζཀ೯ຒ৫।قՂ֒ऱݶኬΖ

*

18. ٻՀሎ೯
ࠟᜩࡉਐཀཧࠟٻᢰ ܧ90°ߡݙ٤ۼऴΔ֫֨ٻՀΔ֫ٻՀ
ཀ೯Ζཀ೯ຒ৫।قՀ૾ऱݶኬΖ

*

19 a) ֽؓؐٻሎ೯(ൕᕏᕍߡ৫)
ԫᜩֽᄷۼऴΔፖߪ᧯׳ೡ ܧ90°ߡΔԫᜩཛٵԫֱࠐٻ
ڃឭ೯Ζ

*

19 b) ֽؓ׳ٻሎ೯(ൕᕏᕍߡ৫)
ԫᜩֽᄷۼऴΔፖߪ᧯ؐೡ ܧ90°ߡΔԫᜩཛٵԫֱࠐٻ
ڃឭ೯Ζ

*

20. ထຬ
ࠟᜩ᧯ߪڇছֱٌՐΔਐཀཧཛՀΖ

21.

ৱۯᆜ/ৱࡎ
ࠟᜩࡉਐཀཧࠟٻೡ ܧ45°ߡٻՀۼऴΖঅຍԫৎႨΔऴ
़ࠩᕴ࣋۩܂Հԫଡᖲ೯Ζ

22.

़ᕴ࣋۩
ᜰದࡉ֫׳/ࢨਐཀཧΔ۩ᑑᄷᄃ៖Δല़ᕴ࣋۩Ζፖଆ۩
ᖲิԳঅؾ٠൷ᤛΔऴ़ࠩᕴၲࡨᄶ۩Ζ

23.

ᓮ֎ᤛᖙ᜕ᕴ(ݾ/অ塄ຏॾॾᇆ)
ۼ֫׳ऴᜰመᙰຝΔ֫༽ஜࢨֽᄷֱ༽ٻ۰ਐཀཧΔؐᜩ࣋
᧯ڇೡᓃຝΖ

24.

൷ຏ૿چሽᄭ(ݾ/অ塄ຏॾॾᇆ)
ᠨᜩݙ٤ۼၲΔᜰ۟ᙰຝՂֱΔֽؐ֫ᄷ്ၲΔ֫׳ਐڞฝ
ࠀٻᅸ്ࠩؐ֫ၲऱ֫֨(“ګT”)ݮڗΖ࡙ၴΔشאױ࿇٠ਐ
ཀཧڇᙰຝՂֱ“ګݮT”ݮڗΖ

25.

ឰၲሽᄭ(ݾ/অ塄ຏॾॾᇆ)
ᠨᜩݙ٤ۼၲΔᜰ۟ᙰຝՂֱΔ֫׳ਐڞᅸ്ؐ֫ၲऱ֫֨
(“ګT”)ݮڗΔྥ৵Δല֫׳ፖؐ֫։ၲΖآᆖଆ۩ᖲิԳ
ޅΔլឰၲሽᄭΖ࡙ၴΔشאױ࿇٠ਐཀཧڇᙰຝՂֱ
“ګݮT”ݮڗΖ

26.

ݾ(ࡳܡ/অ塄ຏॾॾᇆ)
׳ᜩۼऴΔፖॊຝ ګ90°ߡΔਐཀཧਐ૿چٻΔࢨृٻՀۼ
נՕࣀਐΔؐ֫࣋᧯ڇೡᓃຝΖ

27.

ຏመփᇩߓอ৬مຏॾᜤ(ݾ/অ塄ຏॾॾᇆ)
ࠟᜩۼၲΔፖߪ᧯ ګٺ90°ߡΔشᠨ֫ண۰ࠟۘΖ

28.

ၲ/ᣂ๋ඪ(ݾ/অ塄ຏॾॾᇆ)
׳ᜩᆜ࣍᧯ೡΔؐᜩᜰ۟ᙰຝՂֱΔ ګ45°ߡΔ׳ᜩؐٻॊ
Ղֱࠐڃឭ೯Ζ
ုΚຍԫॾᇆࠎছຝڶփᆜ๋ڤඪऱ़ᕴࠌشΖ

ုΚڶਣᇆΰ*αऱॾᇆΔࠎᣬೖऴ֒ᖲࠌشΖ

ਐཀॾᇆΰ़ᕴᕏᕍ࿇ॾᇆα
45. ़ᕴᕏᕍॾ૿چٻᇆ࿇נऱٺጟॾᇆऱܶᆠڕՀΚ

ॾᇆܶᆠ

ॾᇆ༴૪

ش㧣߫Ζ

ᜰದ֫ᜩΔ֫ਐ૿ڇছֽؓۼऴΔྥ৵༽༳Ζ

ᠾ㧣߫Ζ

ᜰᜩΔ֫༽ஜ࣋૿ڇছΔྥ৵ۼၲ֫ਐΖ

࣋ᔚᖒΖ

ࠟᜩנۼΔ֫֨ٻ؆Δٻփฝ೯ᠨ֫૿ڇছٌՐΖ

࠷ᔚᖒΖ

ࠟ֫૿ڇছٌՐΔ֫֨ٻ؆Δٻ؆ฝ೯ᠨᜩΖ

ᄷໂၲ߫Ζ

נۼԫೋ֫Δאᔞᅝ֫ਐᑇؾ।قร༓࿇೯ᖲၲ߫Ζ

ݾбঅ塄ຏॾॾᇆ
45A. ኙ࣍ݾбঅ塄ຏॾॾᇆΔڶᅝᇩଃຏॾլشױழΔթႊࠌ֫شႨॾᇆΖኙ࣍ݾбঅ塄
ຏॾॾᇆΔॾᇆؘႊᒔঅࠩگଆ۩ᖲิګऱᒔᎁΖ

ᑑᄷऱጹ৺֫Ⴈॾᇆ
45B. ़ᕴඑག֗ࠃٙਐཀб़ᕴඑག֗ࠃਚፖࠃנ़ᕴᕏᕍᘍࡉбࢨড়
ᘍᖲิհၴጹ৺ຏॾࢬᏁ່܅ޣऱ֫ႨॾᇆࡳڕՀΖ़ᕴඑག֗ऱጹ৺֫Ⴈॾᇆ
ᚨൕ़ᕴؐছֱٻᕏᕍᘍᖲิ࿇נΖ
(1) ৬ᤜᠦ - ़ᕴඑག֗ࠃਚਐཀᖕኙ؆૿ݮႨऱܒឰ৬ᤜᠦΖ

ᜩൕߪ᧯נۼΔঅֽؓΔ֫ՂᜰፖณؓΖ
ߡ৫ٿٻཀᜩؚ֫ႨΖլཀ೯ऱᜩ၀२ߪ
᧯Ζ
࡙ၴ - ࠌشਐཀཧΔ೯܂ઌٵΖ

(2) ৬ᤜೖַ - ৬ᤜೖַڇإၞ۩ऱᠦΖೖ़ַᕴฝ೯ࢨڇإၞ۩ऱࠡה೯Ζ

ᜩՂᜰᙰছΔٌ֫ՐΖ

࡙ၴ - ࠌشਐཀཧΔ೯܂ઌٵΖ

(3) ጹ৺ൣउࠩ൳ࠫ - ؆૿ٲڶᙠणउࢨϘྤٲᙠϙΖ

ࠟᜩٻ؆ཛՀۼၲ ܧ45 ৫ߡΖࠟᜩٵழٻ
փឭ೯۟ᆨᎾΔٌ֫Րٿ٦ٻ؆ۼၲ۟ၲ
ࡨۯᆜΰཧဪܒऱϘڜ٤ϙॾᇆαΖ
࡙ၴ - ࠌشਐཀཧΔ೯܂ઌٵΖ

(4) ־ൣ

֫׳ൕॊຝٻᓃຝ܂Ϙዻݮϙཀ
೯Δٵழؐ֫ਐٻထ־հΖ
࡙ၴ - ࠌشਐཀཧΔ೯܂ઌٵΖ

ሖᙠΕጹ৺ࡉڜ٤ॾᇆ
46. (1) אՀॾᇆլᓵิࢨٽᗑᔞشΔਢਐ࠹ࠩᣤૹࡉጹ૰ٲᙠऱౡΔᏁܛمགܗΚ
(a) ྤشᒵሽࢨٚ۶ࠡה࿇ॾנᇆऱֱऄ࿇ڶܶנϘSOSϙิڗऱॾᇆΰᐰዿཎሽᒘ
… — — — …αΙ
(b) ᇩଃشϘMAYDAYϙऱྤᒵሽᇩሖᙠॾᇆΙ
(c) شᑇᖕᢸ࿇נ।ሒϘMAYDAYϙܶᆠऱሖᙠሽ֮Ι
(d) દ٠ऱ־ᒢࢨॾᇆᐘΔڻޢԫឍΔၴሶৰΙ
(e) દ٠ऱ૾ᆵໆᅃࣔᐘΖ
(2) אՀॾᇆլᓵิࢨٽᗑࠌشΔਢਐ़ᕴუຏवሖࠩܺᣄۖ૰૾Δ܀լᏁܛمགܗΚ
(a) ֘༚ೂᡩထຬᗉΙࢨ
(b) ֘༚ೂᡩ۩ᗉΔڤֱࠡ܀ᚨؚٵၲ۩ᗉࢬڶܑΖ
(3) אՀॾᇆլᓵิࢨٽᗑࠌشΔਢਐ़ᕴ࿇נԫٝᄕጹ૰ऱሽΔ،௫֗ํऒΕ़
ᕴࢨٌࠡהຏՠࠠऱڜ٤ࢨृᖲՂ֗ࢬࠩऱԳऱڜ٤Κ

(a) 用無線電報或任何其他發出信號的方法發出含有“XXX＂字組的信號；
(b) 話音用“PAN, PAN＂的無線電話遇險信號；
(c) 用數據鏈發送表達“PAN, PAN＂一詞含義的緊急電文。

向�行�的航空器發出的��信號
47. 在澳門，以下信號的含義如下：
不論晝間或夜間，在地面按每 10 秒鐘的間隔連續發射信號彈，每顆信號彈在爆炸時所發出的
紅光、綠光或星光向未經核准的航空器表示你正在或行將進入限制區、禁區或危險區，航空器
須採取必要的改正行動。

附則12

（第80條）

��

本附則的內容刊登於獨立的法令中。

附則13

（第 83條）

罰則
根據經第10/2008號行政法規修改的第10/2004號行政法規中第20條第1分條(2)款的規定，如果任何
個人違反該規章的任何條款或據此制定的任何規章，一經定罪將被科處罰款不少於$1,000.00〈澳門
幣壹千元〉和不超過$100,000.00〈澳門幣壹佰萬元〉。此外，根據第20條第1分條(2)款的規定，如
果航空執照持有人違反該規章的任何條款或據此制定的任何規章，其執照將被中止或註銷。就上述
考慮，如果任何個人違反澳門航空規章的任何條款，有關科處適用罰款額的決定應作以下考慮：
1. 任何個人，如果違反本規章任何條款或據此制定的任何規章，但不含本附則第2或3條提及的條
款，將被科處罰款不超過$50,000.00〈澳門幣伍萬元〉；如果再次或繼續觸犯同類違法行為，將
被科處罰款不超過$100,000.00〈澳門幣拾萬元〉。
2. 任何個人，如果違反本條款列出的本規章任何條款，將被科處罰款不超過$100,000.00〈澳門幣
拾萬元〉；如果再次或繼續觸犯同類違法行為，將被科處罰款不超過$200,000.00〈澳門幣貳拾萬
元〉。
條款

��

第3條

�經�����行的航空�

第5條

���行的航空����或��不��

第10條(5)款

���修�行���

第15條

����本的��

第16條(3)款

������的��

第24條

�行����

第27條(5)款

������

第35條［除第(2)款外］ 航空�����執照和�航空�����用的��
第50條

航空�����

第52條(3)款

經�人���行���行����的�任

第58條

��的��

第71條

��的�用 - ���航空�

3. 任何個人，如果違反本條款列出的本規章任何條款，將被科處罰款不超過$500,000.00〈澳門幣

伍拾萬元〉；如果再次或繼續觸犯同類違法行為，將被科處罰款不超過$1,000,000.00〈澳門幣壹
佰萬元〉。
第6條

��航��行

第9條(1)款

������������

第10條［除第(5)款外］ ��������������
第12條

航空���

第13條

航空������

第16條［除第(3)款外］ 航空�����
第18條

航空���的��

第26條

��航空�� – ���的�任

第27條［除第(5)款外］

航空���的��

第28條

��航空�� – �行條�

第29條

���行����

第37條

���能�航��

第38條

�行����的���其��的��

第39條

�航空�上空��������

第40條

��或��的��

第41條

���的��

第42條

�航空�����的��中���

第43條

����������的��

第52條(1)款

������行���行��的�任

第52條(2)款

����止�����的������行的�任

第68條

�持有�����可�的������

第69條(3)款

違反�����可�的條�

第78條

���據澳門�航規章行���

第79條

違反�航�的��

4. 除上述罰則外，任何航空執照持有者，如果違反本規章任何條款或據此制定的任何規章，則可
能另處以中止或撤銷其執照的處罰。

附則 14
［第 20 條、第 62 條 (7)和(8)款］

對發出和續期澳門飛行機組成員和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的體檢要求

1. 以下是民航局規定的體檢要求，在澳門發出或續期飛行機組成員和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必須符
合這些要求。在澳門申請發出或續期航空器飛行機組成員或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的人員，必須
按要求接受體檢，以便確定其健康狀況是否符合體檢標準，包括與本附則第 10 條指定的適用情
況相應的幾個方面，即身體和精神、視力、色覺和聽力。本附則和其他由民航局發出的規章所
制定的標準本身並不足以涵蓋所有可能的各種情況。必要時，涉及體檢評估的許多結論必須由
各體檢醫師根據情況進行判斷，但評估必須基於按醫學界最高標準進行的全面體檢，體檢應按
民航局規定的要求進行，但是：
(1) 對於不滿足相關體檢要求的申請人，民航局可以視體檢要求涉及的情況決定是否可以發出或
續期執照；民航局可以根據特定情況，對按此條款發出或續期的執照加註相關條件和限制；
(2) 如持照人在遠離指定體檢設施的地區工作，民航局可以根據情況決定推遲規定的體檢復查，
但此種推遲只能作為一種例外情況，並且推遲時間不得超過下述期限：
(a) 從事非商業運行的航空器飛行機組成員，一次不得超過 6 個月；或
(b) 從事商業運行的航空器飛行機組成員，連續兩次每次不得超過 3 個月，並且每次推遲，
必須由相關地區指定的體檢醫師檢查後，或者如沒有這種指定的體檢醫師，則經當地具
有合法行醫資格的醫生檢查後，取得體檢合格的報告，體檢報告必須送交予發出該執照
的民航局；或
(c) 對於私人駕駛員，一次推遲不得超過 24 個月，在此期間由申請人臨時所在地按本附則第
4 條(1)款(a)項要求指定的體檢醫師進行體檢，體檢報告必須送交民航局。
2. 續期體檢合格證的醫療健康水平必須與首次體檢合格證的水平相同，另有特別說明情況除外。
在本附則中，將使用以下定義：
當局認可的體檢結論 指由民航局認可的一位或幾位體檢專家按需要與飛行運行或其他專家商酌
後，對有關病例得出的結論。
可能 指體檢評估人認為不可接受的發生概率。
體檢合格證 指民航局就執照持有人符合體檢合格特定要求所發出的證明。
體檢鑒定人 指由民航局任命的在航空醫學實踐方面具備資格且富有經驗，並能夠對飛行安全重
要性的健康狀況進行評估和鑒定的醫師。
註 1：體檢鑒定人對體檢醫師遞交給民航局的體檢報告進行評估。
註 2：體檢鑒定人應使其專業知識保持常新。

體檢醫師 指受過航空醫學培訓、且有航空環境的實踐知識和經驗，由民航局指定為規定有體檢
要求的執照或等級的申請人進行健康體檢的醫師。
�� 指可能會危及飛行安全的程度或性質。
3. (1) 體檢必須應與執照持有人續期體檢合格證相適應的期間定期進行。體檢合格證的有效期必須
自體檢之日開始生效。體檢合格證的有效期在民航局的決定下可以延長最多 45 天。除本條
第(2)、(3)和(4)分條的情況外，按第 4 條發出的體檢合格證必須自體檢之日開始生效，不得
超過下述期限：
y

私人駕駛員執照（定翼飛機和直升機）.................................................. 60 個月

y

商用駕駛員執照（定翼飛機和直升機）.................................................. 12 個月

y

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定翼飛機和直升機）.......................................... 12 個月

y

飛行領航員執照 ......................................................................................... 12 個月

y

飛行機械員執照 ......................................................................................... 12 個月

y

飛行無線電報務員執照 ............................................................................. 12 個月

y

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 ................................................................................. 48 個月

y

空中交通管制學員執照 ............................................................................. 48 個月

如有臨床證明，體檢合格證的有效期可被縮短。

註：為使體檢合格證失效的日曆每年均保持在同一日期，可以將現有體檢合格證的失效日作
為新的有效期的開始日，條件是在現有體檢合格證的有效期內但距失效日期不超過 45 天內
進行體檢。
(2) 對於從事單機組商業航空旅客運輸的駕駛員，如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定翼飛機或直升機）
或商用駕駛員執照（定翼飛機或直升機）持有人已年滿 40 周歲，第(1)分條規定的最長 12
個月的期限必須減為 6 個月。
(3) 對於從事商業航空運輸的駕駛員，如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定翼飛機或直升機）或商用駕駛
員執照（定翼飛機、直升機）持有人已年滿 60 周歲，第(1)分條規定的有效期必須減為 6 個
月。
(4) 如私人駕駛員執照（定翼飛機、直升機）或者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持有人已年滿 40 周歲，
第(1)分條規定的最長期限必須減為 24 個月。如這類執照持有人已年滿 50 周歲，有效期必
須再減為 12 個月。
4. (1) 除本附則第 1 條(1)款涉及的檢查外，體檢必須按下述要求進行：
(a) 體檢必須由一位或幾位經核准的體檢醫師實施，體檢醫師必須具備行醫資格並持有行醫
執照，必須接受過航空醫學訓練並且必須定期接受進修培訓。在接受民航局任命或授權
行使職責之前，體檢醫師必須表現出良好的航空醫學水平；
(b) 民航局指定的體檢醫師在按本附則和其他由民航局發出的規章所規定的標準和期限完成
各種體檢鑒定後，必須整理體檢結論並分別簽發保密性的體檢報告或等效材料，內容包

括與體檢要求相關的各種檢查結果和對檢查結論的鑒定。這些報告必須送交民航局。如
果體檢報告是電子版形式，必須對醫師身份建立適當的識別；
(c) 如果根據體檢醫師判斷，申請人在某些指標，無論是數據上或其他方面不符合某項體檢
要求，但在行使所申請或所持有的執照的權利時不至於危及飛行安全，體檢醫師則必須
將任何此類個別情況報告民航局。在此類情況下，申請人的相關能力、技能和經驗以及
運行條件已作適當考慮，並且執照上將簽註任何特殊的限制，持照人安全履行其職責必
須遵守這些限制；
(d) 如果由兩名或多名體檢醫師進行體檢，民航局必須任命其中一人負責協調檢查結果、評
估有關體檢合格情況並在報告上簽字。民航局必須通過體檢評估人對體檢醫師呈送民航
局的報告進行評估，體檢醫師必須按要求向民航局遞交充分的體檢資料，使局方能夠對
體檢合格證進行評審。此類評審的目的旨在確保體檢醫師符合適用的良好體檢做法及航
空醫學風險評估的標準；
(e) 由民航局任命或授權的體檢醫師必須具備與執照或等級持有人履行其職責的條件相關的
實踐知識和經驗。體檢鑒定人應定期評估體檢醫師的能力；和
(f) 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守體檢資料的保密性規定。所有體檢報告和記錄必須妥善保管，只限
於被批准的人員接觸。當出於運行方面的考慮時，體檢評估人必須確定將何種範圍的體
檢資料遞交民航局有關官員。
(2) 民航局根據體檢醫師的報告確定申請人符合本附則規定的條件後方可向各申請人發出體檢合
格證。
5. 為了在澳門發出或續期飛行機組或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每個申請人參加體檢時必須按要求向
體檢醫師提供一份由自己證明的有關本人、家庭和遺傳病史的健康情況陳述，申請人必須清楚
自己有必要盡其所知提供一份完整和準確的陳述，任何虛假陳述材料可能導致依據體檢結論發
出或續期的任何執照被註銷。
6. 為了在澳門發出或續期飛行機組或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每個申請人參加體檢時必須按要求向
體檢醫師提供一份由自己簽名的聲明，說明以前是否參加過類似體檢，如果參加過體檢，則說
明最後一次體檢的日期、地點和結論。申請人必須告訴體檢醫師其體檢合格證以前是否被拒
絕、撤銷或中止，如果是，說明被拒絕、撤銷或中止的原因，任何虛假陳述材料可能導致依據
體檢結論發出或續期的任何執照被註銷。
7. 如果持照人知道或者有理由懷疑其身體、聽力或視力狀況有所下降，即使僅僅是因一般性輕微
病痛造成的暫時現象，使其低於發出相關執照體檢要求的標準，在持照人滿意其健康狀況恢復
到規定標準之前，他∕她不得行使其執照賦予的職能。
8. (1) 如果持照人：
(a) 因行使執照賦予的任何職能的過程中發生的意外，經受過任何身體損傷；或
(b) 因行使執照賦予的任何職能期間以外發生的意外，經受過任何身體損傷而不能工作；或
(c) 因患有任何疾病，不能工作的時間達 20 天或以上，

他∕她必須在意外發生後儘快向民航局作出書面通報，如屬疾病或需要住院治療的情況，
他∕她也必須在 20 天的期限過去後立即向民航局作出書面通報。
(2) 持照人在經歷過任何類似的身體損傷或疾病之後必須按要求接受全面或局部的健康檢查。持
照人在恢復行使執照賦予的任何職責前必須向民航局提交一份體檢報告，詳細說明受傷或疾
病的性質、接受的治療、治療的進展以及目前的狀況，根據該報告說明持照人已經過檢查並
確定體檢符合要求或者民航局已通知不需要進行體檢。
(3) 懷孕期必須視為持照人不能行使飛行職責，一旦確診，持照人必須停止飛行，直到合適的時
候，經檢查合格後方可恢復飛行，但是：
(a) 在特殊情況下，本分條的要求可在民航局的決定下得以放寬。
9. 本附則第 8 條所要求的體檢必須符合發出或續期執照的同等條件和標準，但本附則第 1 條(2)款
的情況除外。
10. 申請人為取得按本附則規定的條款所發出的體檢合格證必須接受包括下列方面要求的體檢：
(a) 身體和精神；
(b) 視力；
(c) 色覺；和
(d) 聽力。
11. 與各種執照等級相應的體檢標準分為：
(a) 一級 適用於下列執照申請人和持有人：
y

商用駕駛員執照（定翼飛機和直升機）

y

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定翼飛機和直升機）

y

飛行領航員執照

y

飛行機械員執照

(b) �級 適用於下列執照申請人和持有人：
y

私人駕駛員執照（定翼飛機和直升機）

y

飛行無線電報務員執照

(c) �級 適用於下列執照申請人和持有人：
y

空中交通管制員執照

y

空中交通管制學員執照

12. 持有私人駕駛員執照（定翼飛機、直升機和自轉旋翼機）並已取得或已申請儀錶等級的人員必
須按要求符合聽力一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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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4)款］

指定區域

1. 關於在公共運輸航空器上隨機配備飛行領航員作為飛行機組成員或配備經核准的導航設備的所
指定區域。
下列所指定的區域是出於本規章第18條(4)款的目的：
A區 – 北�區
北緯67°以北全部區域，但不包括其中位於挪威300海里範圍內的任何部分地區。
B區 – 南�區
南緯55°以南全部區域。
C區 – �����
用恆向線連續地連接下列各點所圍住的全部區域：
北緯32°西經03°
北緯24°西經14°
北緯14°西經14°
北緯18°東經28°
北緯24°東經28°
北緯28°東經23°
北緯32°西經03°
D區 – �����
用恆向線連續地連接下列各點所圍住的全部區域：
北緯22°東經42°
北緯16°東經46°
北緯20°東經55°

北緯24°東經48°
北緯22°東經42°
E區 – 南����部�
用恆向線連續地連接下列各點所圍住的全部區域：
北緯04°西經72°
北緯04°西經60°
南緯08°西經42°
南緯18°西經54°
南緯18°西經60°
南緯14°西經72°
南緯05°西經76°
北緯04°西經72°
F區 – ���
用恆向線連續地連接下列各點所圍住的全部區域：
南緯55°西經75°
南緯20°西經73°
南緯05°西經85°
北緯05°西經80°
北緯15°西經105°
北緯30°西經125°
北緯55°西經140°
北緯67°西經180°
北緯60°西經180°
北緯20°東經128°
北緯04°東經128°
北緯00°西經165°
南緯55°西經180°
南緯55°西經75°

G區 – ����
用恆向線連續地連接下列各點所圍住的全部區域：
南緯18°東經123°
南緯30°東經118°
南緯30°東經135°
南緯18°東經123°
H區 – ���
用恆向線連續地連接下列各點所圍住的全部區域：
南緯35°東經110°
南緯20°東經110°
南緯13°東經120°
南緯10°東經100°
北緯13°東經91°
北緯13°東經86°
北緯00°東經80°
北緯20°東經67°
北緯20°東經62°
南緯05°東經43°
南緯20°東經60°
南緯25°東經60°
南緯40°東經10°
南緯55°東經10°
南緯55°東經180°
南緯35°東經110°
I區 – 北�西�
用恆向線連續地連接下列各點所圍住的全部區域：
北緯55°西經15°

北緯67°西經40°
北緯67°西經60°
北緯45°西經45°
北緯40°西經63°
北緯40°西經19°
北緯55°西經15°
J – 南�西�
用恆向線連續地連接下列各點所圍住的全部區域：
北緯40°西經63°
北緯19°西經63°
南緯05°西經30°
南緯55°西經55°
南緯55°東經10°
南緯05°東經10°
北緯02°東經05°
北緯02°西經10°
北緯15°西經25°
北緯40°西經19°
北緯40°西經63°
K區 – ���北部
用恆向線連續地連接下列各點所圍住的全部區域：
北緯67°西經130°
北緯55°西經115°
北緯55°西經70°
北緯67°西經60°
北緯67°西經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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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條）

最低導航性能指標 – 指定空域和導航性能能力

1. 出於本規章第37條的目的，下列所指定的導航性能能力即代表有能力確保：
(a) 在航空器的航跡中側向誤差的偏航標準不超過6.3海里；
(b) 在航空器的實際航跡偏離空中交通管制許可所給予的飛行航跡是30海里或更多的飛行時間
與航空器飛行時間的比率為低於5.3 x 10-4；和
(c) 在航空器的實際航跡偏離空中交通管制許可所給予的飛行航跡是50海里與70海里之間的飛
行時間與航空器飛行時間的比率為低於13 x 10-5。
2. 出於本規章第37條的目的，在此將下列空域定為北大西洋最低導航性能規範空域，即用恆向線
連續地連接下列各點所圍住的區域內從飛行高度層（FL）285至飛行高度層（FL）420的空域：
N3410.00 W01748.00

N8200.00 E03000.00

N4500.00 W05300.00

N3630.00 W01500.00

北極

N4336.00 W06000.00

N4200.00 W01500.00

N8200.00 W06000.00

N4152.00 W06700.00

N4300.00 W01300.00

N7800.00 W07500.00

N3900.00 W06700.00

N4500.00 W01300.00

N7600.00 W07600.00

N3835.00 W06853.00

N4500.00 W00800.00

N6500.00 W05745.00

N3830.00 W06915.00

N5100.00 W00800.00

N6500.00 W06000.00

N3830.00 W06000.00

N5100.00 W01500.00

N6400.00 W06300.00

N2700.00 W06000.00

N5400.00 W01500.00

N6100.00 W06300.00

N2700.00 W02500.00

N5434.00 W01000.00

N5700.00 W05900.00

N3000.00 W02500.00

N6100.00 W01000.00

N5300.00 W05400.00

N3000.00 W02000.00

N6100.00 00000.00

N4900.00 W05100.00

N3139.00 W01725.00

N8200.00 00000.00

N4500.00 W05100.00

即由以 N3304.00W01621.00 至 N3410.00 W01748.00 為中心圓弧半徑為 100 海里劃定的
部分。

附則17

［第26(1)(g)條]］

定翼飛機性能使用限制

1. 在澳門登記的定翼飛機經營人，如果沒有經民航局批准、且符合本附則適用條款規定、詳盡列
明在 航空器飛行手冊的 飛行器性能數據，不得允許定翼飛機從事以商業航空運輸為目的的運
行。
2. 單發定翼飛機只能在萬一發動機失效時，允許在安全迫降的天氣和光照條件下以及符合此條件
的航路及改航航路上運行。單發渦輪發動機驅動的定翼飛機不得在夜間和∕或在按照儀錶氣象
條件（IMC）時運行。
3. 本條款適用於持有符合本規章第7條的、在澳門登記擁有適航證的定翼飛機。航空器飛行手冊
中相關部分所確定的性能水準，至少必須基本等同於本附則最低規範所體現的總體水準。這些
最低規範擬達到的總體安全水準必須在所有預期的運行條件（包括本附則各條款未涵蓋的條
件）下得以保持。
4. 定翼飛機的運行必須符合適航證中的條件，並且不得超出其航空器飛行手冊所包含的、經批准
的使用限制。除非航空器飛行手冊提供的性能資料表明將要進行的飛行符合本條第5至第10條
的各項規定，否則不得開始飛行。
5. 在應用本附則各項規定時，必須考慮嚴重影響定翼飛機性能的所有因素（如：質量、操作程
序、與機場標高相應的氣壓高度、氣溫、風、跑道坡度和跑道狀況，即：對陸上定翼飛機是否
存在雪漿、水和∕或冰以及對水上定翼飛機為水面狀況）。這些因素必須直接作為運行參數加
以考慮，或用餘量或裕度的方法間接地加以考慮，這些餘量或裕度可以用航空器飛行手冊中的
性能資料表給出，或者在定翼飛機據以運行的全面而詳盡的性能規範中給出。
6. 質量限制
(1) 定翼飛機開始起飛時的質量不得超過第7條要求的質量，也不得超過下述第7條要求的質
量，同時應考慮飛行進程中預期質量的減少、發生第8、9和10條的情況時面臨的燃油排
放，以及符合下述第6(3)和10條關於備降機場的規定。
(2) 在任何情況下，定翼飛機開始起飛時的質量不得超過航空器飛行手冊中為與機場標高相應
的氣壓高度以及任何其他當地的氣象條件（如果這些條件用作確定最大審定起飛質量的參
數）規定的最大審定起飛質量。
(3) 在任何情況下，定翼飛機在預計著陸時刻（在預定著陸機場和任何目的地備降機場著陸）

的預計質量，不得超過航空器飛行手冊中為與這些機場標高相應的氣壓高度以及任何其他
當地的氣象條件（如果這些條件用作確定最大審定著陸質量的參數）規定的最大審定著陸
質量。
(4) 任何情況下，定翼飛機在開始起飛或預計著陸時刻（在預定著陸機場和任何目的地備降機
場著陸）的質量，不得超過符合國際民航組織附件16 – 環境保護，第I卷 – 航空器噪聲中
相應的噪聲審定標準的最大質量，但經機場所在國家或地區主管當局批准，認為不存在噪
聲干擾問題的機場或跑道除外。
7. 起飛。在起飛階段任何一點發生臨界發動機失效時，定翼飛機必須能夠中止起飛並在可用加速
停止距離內停住，或者能夠繼續起飛並以足夠的裕度飛越沿航徑的所有障礙物，直至定翼飛機
處於符合第8條的位置。
8. 航路上 — 一台發動機失效。在航路或計劃改航航路上任何一點發生臨界發動機失效時，定翼
飛機必須能夠繼續飛到符合第10條的機場，而不致在任何一點低於相應的最低飛行海拔高度。
9. 航路上 — 兩台發動機失效。對於有三台或三台以上發動機的定翼飛機，為了保持本附則各項
規定所體現的總體安全水準，在航路的任何航段，因適當的航路備降機場位置和總飛行時間而
必須考慮第二台臨界發動機失效的可能性，定翼飛機必須能夠在兩台臨界發動機失效時，繼續
飛到一個航路備降機場著陸。
10. 著陸。定翼飛機必須能夠以安全的裕度度飛越進近航徑上的所有障礙物，然後在計劃著陸的機
場和任何備降機場著陸，並保證能在可用著陸距離內停住，或者對於水上定翼飛機，應能在此
距離內減速至合適的速度。如果在制定性能資料表時，沒有考慮可能存在的進近和著陸技術的
差異，則必須針對這類變化而增加相應的餘量。
11. 障礙物數據
(1) 必須提供障礙物資料，使經營人能夠制定符合第7條的程序。
(2) 經營人在評估是否符合上述第 7 條時，必須考慮航圖的精度。

附則18

［第26(1)(g)條］

直升機性能使用限制

1. 下列定義適用於本附則：
1級性能直升機 一種直升機，具備這樣的性能：在臨界發動機失效時，根據失效發生的時間，
能在中斷起飛區著陸或繼續安全飛行至一個適宜著陸的區域。
2級性能直升機 一種直升機，具備這樣的性能：在臨界發動機失效時，能繼續安全飛行，但是
當失效發生在起飛之後的一個規定點之前或著陸之前的一個規定點之後，則可能需要迫降。
3級性能直升機 一種直升機，具備這樣的性能：如果動力裝置在飛行剖面任一點失效，則必須
迫降。
2. 在澳門登記的直升機經營人，如果沒有經民航局批准的符合本附則適用條款規定的航空器飛行

手冊內詳盡列明的飛行器性能數據，不得允許直升機運行。
(1) 3級性能直升機 只能在天氣和光照條件允許發動機失效時安全迫降以及符合此條件的航路及
改航航路上運行。本條款的條件也適用於2級性能直升機在起飛之後的一個規定點之前和著
陸之前的一個規定點之後的飛行階段。
(2) 只允許1級性能直升機在人口稠密區從高架直升機場起降。
(3) 不應允許3級性能直升機從高架直升機場或直升機起降平臺起降。
3. 本條款適用於符合本規章第7條、在澳門登記和持有適航證的直升機。
(1) 上述第2條提到的航空器飛行手冊中相關部分所確定的性能水準，至少必須基本等同於本附
則最低規範所體現的總體水準。
(2) 直升機的運行必須符合適航證中的條件並且不得超出其航空器飛行手冊所包含的經批准的
使用限制。
(3) 這些最低規範擬達到的總體安全水準必須在所有預期的運行條件，（包括本附則各條款未涵
蓋的條件）下得以保持。
(4) 除非航空器飛行手冊提供的性能資料表明將要進行的飛行，符合下述第(5)和4.(1)、(2)、(3)
和(4)條的最低規範，否則不得開始飛行。
(5) 在應用本附則各項最低規範時，必須考慮嚴重影響直升機性能的所有因素（如：質量、操

作程序、與運行所在地標高相應的氣壓高度、氣溫、風和地面條件）。這些因素必須直接
作為運行參數加以考慮，或用餘量或裕度的方法間接地加以考慮，這些餘量或裕度可以用
性能資料表給出，或在直升機據以運行的全面而詳盡的性能規範中給出。
4. 質量限制質
(1) 直升機開始起飛時的質量不得超過下述第(5)條要求的質量，也不得超過下述第(6)和(7)條要
求的質量，同時應考慮飛行進程中預期質量的減少、發生下述第(6)條的情況時出現的燃油
排放，以符合及下述第4.(3)和(7)條關於備降機場的規定。
(2) 在任何情況下，直升機開始起飛時的質量不得超過航空器飛行手冊中與起降地標高相應的
氣壓高度和溫度以及任何其他當地的氣象條件（如果這些條件用作確定最大起飛質量的參
數）規定的最大起飛質量。
(3) 在任何情況下，直升機在預計著陸時刻（在目的地和任何備降機場著陸)的預計質量，不得
超過航空器飛行手冊中為與起降地標高相應的氣壓高度和溫度以及任何其他當地的氣象條
件（如果這些條件用作確定最大著陸質量的參數）規定的最大著陸質量。
(4) 任何情況下，直升機在開始起飛或預計著陸時刻（在目的地和任何備降機場著陸）的質
量，不得超過符合國際民航組織附件16 – 環境保護，第I卷 – 航空器噪聲中相應的噪聲審
定標準的最大質量，但經民航局批准認為不存在噪聲干擾問題的起降地除外。
(5) 起飛和初始爬升階段
(a) 1級性能直升機。如在起飛決斷點或在此點之前發生臨界發動機失效，直升機必須能夠
中止起飛並在可用中斷起飛區內停住；或者如在起飛決斷點或在該點之後發生動力裝置
失效，則直升機必須能夠繼續起飛，然後爬升，並以足夠的裕度飛越沿航徑的所有障礙
物，直到直升機處於符合下述第(6)(a)條的位置。
(b) 2級性能直升機。在所有發動機都工作的情況下，直升機必須能夠以足夠的裕度飛越沿
航徑的所有障礙物，直至處於符合下述第(6)(a)條的位置。如臨界發動機在到達起飛後
的限定點之後的任何時間失效，直升機必須能夠繼續起飛和初始爬升，並以足夠的裕度
飛越沿航徑的所有障礙物，直到直升機處於符合下述第(6)(a)條的位置。在該限定點之
前臨界發動機失效可能致使直升機迫降，因而本附則第2(1)條所述情況必須適用於該限
定點之前。
(c) 3級性能直升機。在所有發動機都工作的情況下，直升機必須能夠以足夠的裕度飛越沿
航徑的所有障礙物，直至處於符合下述第(6)(b)條的位置。在航徑的任一點上，一台動
力裝置失效將致使直升機迫降，因而本附則第2(1)條所述的情況必須適用。
(6) 航路階段
(a) 1級和2級性能直升機。在航路階段的任一點上臨界發動機失效時，直升機必須能夠繼續
飛行到一個對1級直升機符合第(7)(a)條的最低規範或對2級直升機符合第(7)(b)條最低規
範的起降場地，而不致在任何一點低於相應的最低飛行海拔高度。對於有三台或三台以
上動力裝置的直升機，為了保持本附則最低規範所體現的總體安全水準，在航路的任何
航段，因適當的中途起降場地位置和總飛行時間而必須考慮第二台動力裝置失效的可能
性，直升機必須能夠在兩台動力裝置失效時，繼續飛到一個適當的起降場地著陸。

(b) 3級性能直升機。在所有動力裝置都工作的情況下，直升機必須能夠繼續沿預定航路或
計劃改航航路飛行，而不致在任何一點低於相應的最低飛行海拔高度。在航徑的任一點
上，一台動力裝置失效將致使直升機迫降，因而本附則第2(1)條所述的情況必須適用。
(7) 進近和著陸階段
(a) 1級性能直升機。在進近和著陸階段的著陸決斷點之前任一點，若臨界發動機失效，直
升機必須能夠在目的地機場和任何備降機場、以安全的裕度飛越進近航徑上的所有障礙
物，然後著陸並在可用著陸距離內停住，或中止著陸並以符合上述第(5)(a)條的足夠裕
度飛越航徑上所有障礙物。若失效發生在著陸決斷點之後，直升機必須能夠著陸並在可
用著陸距離內停住。
(b) 2級性能直升機。在所有發動機都工作的情況下，在目的地和任何備降機場，直升機必
須能夠以安全的裕度飛越進近航徑上的所有障礙物，然後著陸並在可用著陸距離內停
住，或中止著陸並以符合第(5)(b)條的足夠裕度飛越航徑上的所有障礙物。在著陸前的
限定點之前，如臨界發動機失效時，適用同樣的規範。在限定點之後，一台動力裝置失
效可能致使直升機迫降，因而本附則第2(1)條所述的情況必須適用。
(c) 3級性能直升機。在所有發動機都工作的情況下，在目的地和任何備降機場，直升機必
須能夠以安全的裕度飛越進近航徑上的所有障礙物，然後著陸並在可用著陸距離內停
住，或中止著陸並以符合第(5)(c)條的足夠裕度飛越航徑上的所有障礙物。在航徑的任
何一點，一台動力裝置失效將致使直升機迫降，因而本附則第2(1)條所述的情況必須適
用。
5. 障礙物數據
(1) 必須提供障礙物資料，使經營人能夠制定符合上述第(5)和(7)條的程序。
(2) 經營人在評估是否符合上述第(5)和(7)條時，必須考慮航圖的精度。

附則 19
經營人的維修�任

OPSM.875 �則
(a) 除航前檢查不需要由 MAR-145 機構進行外，除非航空器是由按照 MAR-145 取得相關批准∕接
受的機構的維修和放行，經營人不應操縱航空器。
(b) 本附則規定航空器的維修要求須附合經營人的審定要求。
OPSM.880 術�
下列定義適用於本附則：

航前檢查 – 指飛行前為確保航空器是適合作進行預定飛行而所進行的檢查。不包括糾正缺陷。
批准的標準 – 指已經被民航局批准的製造∕設計∕維修∕質量標準。
經民航局批准的 – 指民航局直接批准的，或根據被民航局批准的程序而批准的。
OPSM.885 經營人維修系統的申請與批准
(a) 僅就經營人維修系統而言，在空運經營人證明書的首次申請、及（如適用）變更或續期 時，針
對每種將運行的航空器型號，必須包括以下資料：
(1) 經營人維修管理手冊；
(2) 經營人航空器維修大綱；
(3) 航空器技術履歷本；
(4) 在適當時，經營人與任何獲 MAR-145 批准的維修機構之間的維修合約內的技術規範；
(5) 航空器的數量。
(b) 符合本附則中要求的空運經營人證明書首次申請、更改及續期的申請人，連同有關的獲 MAR145 批准∕接受的維修機構的維修機構手冊，享有民航局對維修系統的批准。
OPSM.890 維修�任
(a) 經營人須確保航空器適航及飛行和緊急設備的可用性：
(1) 完成航前檢查；
(2)糾正任何影響安全運行的缺陷和損傷至已批准的標準，同時對各航空器型號的最低設備清單

（MEL）和構型偏離清單（CDL）（如可用）加以考慮；
(3) 按照 OPSM.910 規定內的已批准的經營人航空器維修大綱完成所有維修工作；
(4) 已批准的經營人航空器維修大綱的有效性分析；
(5) 完成任何民航局強制的運行指令、適航指令和其他持續適航要求；以及
(6) 依照已批准的標準完成改裝，以及對非強制性的改裝制定進行政策。
(b) 經營人必須確保在役航空器單機適航證的持續有效，包括幾方面：
(1) 上述(a)款的要求；
(2) 證明書中註明任何的失效日期；以及
(3) 證明書中註明任何的其他維修條件。
(c) 上述(a)款註明的要求必須依照民航局接受的程序進行。
OPSM.895 維修管理
(a) 除非當民航局滿意將維修外判與 有關獲 MAR-145 批准∕接受的維修機構，經營人必須按照
MAR-145 取得相關的批准來執行 OPSM.890(a)(2)、(3)、(5)和(6)款中註明的要求合約。
(b) 經營人必須僱用一民航局接受的人員或班組，以確保所有維修及時開展，以達到已批准的標
準，從而滿足 OPSM.890 規定的維修責任要求。經營人必須任命一民航局接受的人員或資深人
員，負責管理和監控維修系統。這名被任命的維修人員亦負責對從 OPSM.900(a)中的質量監控
中發現的任何問題採取糾正動作。
(c) 除非得民航局的特定同意，該被任命的維修人員不得受僱於與經營人簽訂合約的獲 MAR-145
批准∕接受的機構。
(d) 當經營人未按照 MAR-145 取得相關的批 准，則必須 作出安排經 獲批准的維 修機構 執行
OPSM.890(a)(2)、(3)、(5)和(6)款註明的要求，除非屬於下述(e)、(f)和(g)款所述其他情況，安排
必須是以經營人與獲 MAR-145 批准／接受的維修機構須簽訂維修合約的方式作出，其中須詳
細列出 OPSM.890(a)(2)、(3)、(5)和(6)款指明的職責，以及明確劃分 OPSM.900 規定的質量職
責。航空器基地和定期航線維修與發動機維修合約及其所有修改必須經民航局接受，但民航局
不要求提供維修合約內的商業要素。
(e) 儘管有上述(d)款的規定，經營人仍可以與非獲 MAR-145 批准∕接受的維修機構簽署一份合
約，前題是：
(1) 就航空器或發動機維修合約而言，簽約機構是同一航空型號的經營人，
(2) 所有維修工作最終由獲 MAR-145 批准∕接受的維修機構進行，
(3) 該合約詳細列出 OPSM.890(a)(2)、(3)、(5)和(6)款規定的職能，並且明確 OPSM.900 中的對
質量職能的支持，
(4) 合約及其所有修訂必須獲民航局接受，但民航局不要求提供維修合約內的商業要素。
(f) 儘管有上述(d)款的規定，如果航空器需要偶爾的航線維修，合約可以採用向維修機構提交單項

工作單的形式。
(g) 儘管有上述(d)款的規定，如果需要進行航空器部件維修，包括發動機維修，合約可以採用向維
修機構提交單項工作單的形式。
(h) 經營人必須在合適地點為上述(b)款所列人員提供合適的辦公場所。
OPSM.900 質量系統
(a) 經營人必須針對維修建立一套獲民航局接受的質量系統，進行至少以下職能：
(1) 監控 OPSM.890 中的活動是否按照獲接受的程序進行；
(2) 監控所有外判的維修按合約進行；和
(3) 監控持續依從本附則的要求。
(b) 如經營人是按照 MAR-145 獲批准，其質量系統可以與 MAR-145 所要求的合併。
OPSM.905 經營人維修管理手冊
(a) 經營人必須提供經營人維修管理手冊，內須包括組織機構的細節，內容包括：
(1) 被任命的負責維修系統的職位持有人和 OPSM.895(b)中提及的個人或班組；
(2) 為滿足 OPSM.890 所述維修責任和 OPSM.900 所述的質量職能，而必須執行的程序。除非經
營人已經按照相關的 MAR-145 被批准為維修機構，此類細節可以併入 MAR-145 要求的手
冊。
(b) 經營人的維修管理手冊及任何之後的修訂必須經民航局批准。
OPSM.910 經營人航空器維修大綱
(a) 經營人必須確保航空器是按照經營人航空器維修大綱進行維修。該大綱必須包含需要進行的所
有維修的細節，包括維修的頻次。當民航局認為需要一份可靠性方案，則該大綱應按要求包含
可靠性方案。
(b) 經營人航空器維修大綱及其任何之後的修訂必須經民航局批准。
OPSM.915 經營人航空器技術��
(a) 經營人必須採用一套航空器技術記錄系統，記錄每架航空器的以下資料：
(1) 為確保持續飛行安全所需的每次飛行資料；
(2) 現行有效的航空器放行證明書；
(3)現行維修聲明書，除非民航局同意另行存放維修聲明書，須說明航空器的維修狀態，包括將
要到期的定期維修工作以及非定期維修工作；
(4) 所有影響航空器運行可延緩待修的故障；和

(5) 任何必要的維修支援安排的指導說明。
(b) 航空器技術記錄系統及其任何之後的修訂必須經民航局批准。
OPSM.920 維修記錄
(a) 經營人必須確保保存航空器技術日誌 24 個月（自最後一次填寫記錄的日期起）。
(b) 經營人必須確保以民航局接受的形式建立一套系統並按規定期限保持以下記錄：
(1) 所有關於航空器及任何安裝於航空器上的部件的詳細維修記錄－保存至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
放行後 24 個月；
(2) 航空器和所有有時限壽命的航空器部件的總計時間和飛行循環次數（如適用）－保存至航空
器永久性退役後 12 個月；
(3) 航空器或具大修期限的航空器部件的自上次大修以來的時間和飛行循環次數（如適用）－保
存至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大修被同等範圍和細節的大修工作所取代；
(4) 符合已批准的經營人航空器維修大綱要求的航空器檢查現狀－保存至航空器或航空器部件檢
查被同等範圍和細節的檢查工作所取代；
(5) 適用於航空器和航空器部件的適航指令的目前狀態－保存至航空器永久性退役後 12 個月；
以及；
(6) 對航空器、發動機、螺旋槳和對飛行安全至關重要的任何其他航空器部件目前改裝和維修的
詳細情況－保存至航空器永久性退役後 12 個月。
(c) 經營人必須確保當航空器永久性從某經營人轉移至另一經營人時，(a)和(b)款規定的記錄也應進
行移交，其規定的期限應仍然適用於新的經營人。
OPSM.930 空運經營人證明書維修系統持續有效性
經營人必須遵照本附則確保空運經營人證明書在維修系統方面的持續有效性。
OPSM.935 等效安全情況
除非確有必要並且等效安全情況事先獲得民航局的批准，經營人不得採用替代性程序取代本附則規
定的程序。

附則 20
［第 41 條］

危險品航空運輸

��
1. (1) 未經民航局書面許可，危險品不得被載運或已加載到往返於澳門或途經澳門的航空器上。
(2) 經營人應該注意，由民航局作出的空運危險品許可並非構成向澳門進口貨物的許可。
定義
2.本附則使用的術語含義如下：
接收檢查�� 指用於協助檢查危險品包裝外觀及符合所有適用規定的相關憑證的一份文件；
貨機 指除客機以外載運物品或物資的任何航空器；
托運物 指經營人一次從一個地址、一個托運人處接收的，作為一批中的一件或多件的危險品包裝
件，運往一個目的地的地址交付給一個收貨人；
危險品意外 指與危險品航空運輸有關聯、造成致命或嚴重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的事故；
危險品事故不同於危險品意外，但與危險品航空運輸有關聯，不一定發生在航空器上，但造成人員
受傷、財產損失、起火、破損、溢出、液體或放射性滲漏或包裝未能保持完整的其他情況。任何與
危險品運輸有關並嚴重危及航空器或機上人員的任何事件也被視為危險品事故；
危險品運輸憑證 指技術指南規定的一份文件。由將危險品提交航空運輸的人員完成，其中包含危
險品相關資料。憑證中應有簽字聲明，完整準確地列明承運的危險品貨物的運輸專門名稱和聯合國
編號（如已指定），表明危險品已正確地進行分類、包裝、加標誌和貼標籤並符合航空運輸條件；
執行代理人 指代表經營人執行其部分或全部職能的代理人，其職能包括對旅客或貨物的接收、收
到、裝卸、轉運或其他方式的處置工作；
附件 18 指最新有效版本的國際民航組織國際民用航空公約附件 18；

合成包裝件 為便於作業和裝載，一託運人將一個或多個包裝件放入一個封閉物之中組成一個作業
單元；
註：此定義不包括集裝器
包裝件 指包裝作業的完整產品，包括包裝和準備運輸的內裝物；
包裝 指一個或一個以上容器和發揮容器盛裝作用及其他安全功能所需的任何其他部件或材料；
�機 指除機組成員外，運載任何人員、具有官方身份的經營人的僱員、有關當局授權的代表或貨
運物或其他貨物的押運人的航空器；
運輸專用名稱 指所有運輸文件和通知以及包裝（如適用）上用以描述特定物品或物質的名稱；
重傷 指某人在意外中所受如下程度的傷害：
(a) 自受傷之日起 7 天內須住院治療 48 小時以上；或
(b) 出現任何骨折（手指、腳趾或鼻部的單純性骨折除外）；或
(c) 由於撕裂、劃破導致嚴重出血，神經、肌肉或肌腱損傷；或
(d) 涉及內臟器官損傷；或
(e) 二度或三度燒傷，或影響全身面積 5%以上的燒傷；或
(f) 證實已經接觸感染性物質或受到輻射傷害；
�發國 指貨物首先在該國領土或區域內裝上航空器的國家或地區；
經營人國家 指經營人在該國或地區主要的業務場所或，如無此業務場所，永久性住所地的國家或
地區；
聯合國編� 指聯合國危險品運輸專家委員會用於識別一種物質或一組特定的物質所指定的四位數
字編碼；
集裝器 指任何類型的貨物集裝箱、航空器集裝箱、帶網的航空器集裝板或帶網和棚的航空器集裝
板。
註 1：此定義不包括合成包裝件；
註 2：此定義不包括用於盛裝放射性物質的專用貨箱。
載運危險品的許可
3. (1) 准予空運危險品的任何許可必須明確指出，所載運的危險品必須符合國際民航組織技術指南
和國際民航組織附件 18 的相關規定。

(2) 准予空運危險品進、出或途經澳門區域的任何許可並不意指允許載運軍火。
範圍
4. (1) 經營人在載運危險品的各種情況下均必須遵守技術指南中的規定，無論飛行是否完全或部分
位置澳門區域以內或者是否完全位置澳門區域以外。
(2) 已分類為危險品，但按照有關適航要求和操作規定，或因技術指南列明的其他特殊原因而要
求裝載於航空器內的物品或物質，應作為本附則規定的例外。
(3) 運輸擬替換上述第 4 條(2)款中所述的述物品和物質，或因被替換下來的 4 條(2)款所述的物
品和物質到航空器時，必須遵守技術指南規定。
(4) 旅客或機組成員攜帶的特定物品和物質在技術指南規定的範圍內不受本附則規定的限制。
(5) 必須按本條定立有關規定，以便在起飛和著陸中以及機長認為必要的其他任何時間，對所有
上述設備進行妥善放置和固定；
(6) 在航空器上使用危險品期間，危險品必須處於受過訓練的人員的控制下使用。
載運危險品的限制
5. (1) 除非民航局和有關國家或地區給予豁免，或技術指南的規定指明經始發國批准允許運輸，下
列危險品必須禁止裝載到航空器上：
(a) 技術指南中列明禁止在正常情況下運輸的物品和物質；
(b) 有傳染病的活動物。
(2) 經營人必須採取一切合理措施保證任何航空器均不載運技術指南中以其名稱或類屬名稱表示
為禁止在任何情況下通過航空運輸的物品和物質。
分類
6. 經營人必須採取一切合理措施保證被分類為危險品類別的物品和物質符合技術指南的規定。
包裝
7. 經營人必須採取一切合理措施保證危險品按照技術指南和附件 18 的規定進行包裝。
標籤�標誌
8. (1) 經營人必須採取一切合理措施保證包裝件、合成包裝件和集裝器上按照技術指南的規定加上
標籤和標誌。
(2) 除符合其他語言要求外，必須加用英文的標籤和標誌。

危險品運輸憑證
9. (1)除非技術指南另有規定外，經營人必須保證危險品附帶有填制齊備的危險品運輸憑證和技術指
南規定的其他附加文件。
(2) 危險品運輸憑證必須有危險品託運人的簽字聲明，完整準確地列明承運的危險品貨物的運輸
專用名稱，並表明危險品已按照技術指南的規定進行分類、包裝、加標誌和貼標籤並符合航
空運輸的條件。
(3) 危險品運輸憑證除符合任何其他語言的要求外還必須加用英文。
(4) 經營人必須保證將至少一份危險品貨物航空運輸相關文件保存至危險品運輸後最少 6 個月。
最低限度必須保存的文件包括危險品運輸憑證、接收檢查清單和向機長提供的書面信息。
危險品的接收
10. (1) 經營人不得接收危險品進行航空運輸，除非其已按照技術指南的接收程序對包裝件、合成包
裝件或含有危險品的貨物集裝箱進行過檢查。
(2) 經營人或其執行代理人必須使用接收檢查清單。接收檢查清單應包含擬接受檢查的所有相關
細節，其格式應方便記錄採用人工、機械或電腦方式進行接收檢查的結果。
(3) 當經營人接受裝有日用消費品、乾冰或磁性材料的集裝器或其他類型的貨物托盤時，經營人
必須在該集裝器上隨附一個識別標籤。
檢查破損、滲漏或污染
11. 經營人必須保證：
(1) 在含有危險品的包裝件、合成包裝件和貨物集裝箱在裝載到航空器或集裝器前，必須按照技
術指南的規定檢查是否有滲漏或破損的跡象；
(2) 集裝器在未按技術指南的規定經檢查並經證實其內裝危險品無滲漏或破損跡象之前不得裝載
到航空器上；
(3) 滲漏或破損的包裝件、合成包裝件或貨物集裝箱不得裝載到航空器上；
(4) 裝載到航空器的危險品的任何包裝件如出現破損或滲漏必須被卸下或安排由主管當局或機構
卸下。在此情況下，必須對該託運物的其餘部分進行檢查，保證其狀況良好並符合運輸要
求，同時保證航空器及其裝載物未受到損害或污染；
(5) 含有危險品的包裝件、合成包裝件和貨物集裝箱在卸下航空器或集裝器時，必須檢查是否有
破損或滲漏的跡象。如發現破損或滲漏的跡象，則必須對裝載危險品的部位進行污染或破
損的檢查。
清除污染

12. 經營人必須保證：
(1) 當在航空器上發現由於危險品滲漏或破損造成任何有害污染時，必須立即進行清除；
(2) 受到放射性材料污染的航空器必須立即停止使用，在任何可接觸表面上的輻射程度和非固定
污染未符合技術指南規定的數值之前不得重新使用。
裝載�制
13. (1) 經營人必須保證含有危險品的包裝件和合成包裝件以及盛裝含有放射性物質的貨物集裝箱按
照技術指南的規定裝載和存放到航空器上。
(2)經營人必須保證附有“Cargo Aircraft Only＂標籤的危險品包裝件或合成包裝件必須由貨機載
運，並以技術指南的規定裝載。
(3) 對於飛機運行：
(a) 客艙和駕駛艙：經營人必須保證危險品不得裝載到有旅客乘坐的飛機客艙或在駕駛艙
內，除非技術指南另有規定。
(b) 貨艙：經營人必須保證按照技術指南的規定在飛機上裝載、分隔、存放和固定危險品。
(4) 對於直升機運行：
客艙、駕駛艙和貨艙：經營人必須保證按照技術指南的規定在直升機上裝載、分隔、存
放、固定和載運危險品。
分�與隔�
14. (1) 裝有危險品的包裝件如有互相反應的危險，則不得在航空器上作相鄰放置或裝載到在發生滲
漏時可引致互相反應的位置上。
(2) 有毒物質和傳染性物質的包裝件必須按技術指南的規定存放到航空器上。
(3) 裝有放射性物質的包裝件在存放到航空器上時，必須按照技術指南的規定將其與人員、活動
物和未沖洗的膠捲分隔開。
危險品貨物裝載的固定
15. 當危險品裝載到航空器時，經營人必須保護危險品不受損壞，並且必須將這些物品在航空器上
加以固定，以免在飛行中出現任何移動而改變包裝件的方向。對裝有放射性物質的包裝件，必
須固定妥當，以保證在任何時候都符合第 14 條(3)款規定的間隔要求。
訓練大綱
16. (1) 持有運載危險品許可或選擇不從事危險品運輸的經營人均必須按照技術指南對地面人員和飛
行機組成員制訂和更新危險品訓練大綱，該大綱必須經民航局檢閱及核准。
(2) 培訓結束後必須對其理解程度進行考核，以確認完滿通過考核的要求。

(3) 經營人必須保證所有需要進行危險品培訓的人員在前一次的培訓後的 24 個月內接受複訓。
但如果複訓是在前一次培訓的最後三個月有效期內完成，其有效期則自複訓完成日起開始
延長，直到前一次培訓失效日起二十四個月為止。
(4) 經營人必須保證按照細則的規定保存所有參訓人員的危險品培訓記錄。
(5) 經營人必須保證其執行代理人按上述適用規定接受培訓。
(6) 提供危險品培訓計劃的初訓和複訓的教員必須具備適當的授課技能，並且在教授此類危險
品培訓課程前已完滿完成按照技術指南規定的危險品課程。
(7) 提供危險品培訓計劃的初訓和複訓的教員必須至少每隔 24 個月教授這些課程， 或如在未能
履行此項規定的情況下參加複訓。
資料的提供
17. (1) 向地面人員提供資料。經營人必須保證：
(a) 向地面人員提供資料，使其能夠履行其對危險品運輸的職責，同時必須提供在出現涉及
危險品的事故和意外時應採取的行動的指示；和
(b) 如適當可行，還應將上述第 17 條(1)款(a)項提及的資料提供給相關的執行代理人。
(2) 向旅客和其他人員提供資料。
(a) 經營人必須保證在旅客機票上印制說明或採取其他方式，使旅客在辦理乘機手續之前得
到哪些類型的危險品是禁止其空運的危險品資料；和
(b) 經營人或其服務代理人以及機場經營人必須保證在機場每一售票處、辦理旅客乘機手續
處、登機處以及旅客辦理乘機手續的任何其他地方顯眼地張貼數量充足的報告，告誡旅
客有哪些類型的危險身物品是禁止其空運的。這些報告必須包括禁止在航空器運輸的危
險品示例資料。
(c) 與危險品航空運輸有關的經營人、托運人或其他機構必須向其人員提供使其能履行與危
險品運輸有關職責的資料，並提供在出現涉及危險品的緊急情況時所應採取的行動的指
示。
(3) 向機組成員提供的資料。經營人必須保證在運行手冊中提供資料，使機組成員能夠履行其對
危險品運輸的職責，同時必須提供在出現涉及危險品的緊急情況時應採取的處置措施。
(4) 向機長提供的資料。經營人必須保證向機長提供技術指南中規定的書面資料。
(5) 向機場當局提供的資料。經營人必須保證如果在飛行中發生緊急情況，如情況許可，機長必
須按照技術指南的規定儘快將機上載有危險品的資料通報有關空中交通單位，以便通知機
場當局。
(6) 航空器發生事故或意外的資料
(a) 如出現下列情形：
(i) 航空器發生意外；或
(ii) 發生作為貨物運輸危險品可能涉及的嚴重事故，作為貨物運輸危險品的航空器經營

人必須儘快地將機上危險品的資料，即向機長提供的書面資料所示一樣，提供給處
理意外或嚴重事故的應急服務機構。經營人也必須儘快將此資料提供給經營人所在
國和意外發生所在國的有關當局。
(b) 如航空器發生事故，作為貨物運輸危險品的航空器經營人，如果有要求，必須儘快地將
機上危險品的資料，即向機長提供的書面資料所示一樣，提供給處理事故的應急服務機
構和事故發生所在國的有關當局。
危險品事故和意外的報告
18. (1) 危險品事故和意外。經營人必須將發生在澳門或澳門以外涉及來自或發往其他國家或地區的
危險品事故和意外的情況，根據技術指南的具體規定對這些意外和事故進行報告。
(2) 未申報或錯誤申報的危險品。經營人必須將發生在澳門或澳門以外涉及來自或發往其他國家
或地區的貨物當發現未被申報或被錯誤申報的危險品情况，根據技術指南的具體規定對這
些當發現貨物未被申報或被錯誤申報的危險品情况進行報告。
(3) 在事件發生後的 72 小時內，必須將初始報告遞交民航局，除非因特殊情況而不能這樣做。
文件和��的製作
19. 航空器經營人必須按照民航局的要求，在合適時間內製作並向門民航局提交所要求的下列文
件：
(1) 危險品航空運輸的書面許可；
(2) 針對任何危險品的危險品運輸憑證或其他文件；
(3) 按規定格式完成的涉及任何危險品的接收檢查清單；
(4) 向航空器機長提供的書面資料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