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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112 年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複訓暨證書展延簡章 

一、宗    旨：因應無動力飛行運動日漸蓬勃發展之需求，落實體育專業人員資格複訓制

度，推廣並提升民眾參與休閒運動品質，加強無動力飛行運動安全管理及

消費者權益維護。 

二、依    據：教育部「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辦法」第 11 條規定辦理。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承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 

五、協辦單位：待定 

六、複訓類別：指導員 

七、報名資格：持效期內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證書，且無「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

資格檢定辦法」第 7 條情形者。 

八、報名方式： 

（一）複訓研習採線上報名方式，以線上報名完成時間為準，逾期及現場報名均無法受理。 

（二）有意參加複訓者，請至『i 運動資訊平台』

（https://isports.sa.gov.tw/Apps/NPF/Index.aspx 無動力飛行運動線上報名系統填寫

報名表，並上傳以下證明文件正本檔案後，完成報名程序（需先註冊ｉ運動資訊

平台會員）： 

1. 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證書。 

2. 國民身分證或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 

九、112 年度複訓研習日程表：(報名人數上限為 30 人，額滿為止) 

日期 舉辦地點 報名截止日期 
112 年 3 月 17 日

至 3 月 20 日 
學科-屏東縣-智慧農業學校 
術科-屏東縣-賽嘉飛行場 

112 年 3 月 8 日 

十、複訓研習暨測驗方式： 

本複訓研習辦理共 4 天計 16 小時(第四天為術科預備日)，課程科目如下： 

1. 飛行安全與技術實務：飛行氣象（2 小時）、航空法規（2 小時）、讀圖判定（4
小時）、野外求生（2 小時）、載飛經驗分享（2 小時）、性別平等教育（2 小

時）、保險（1 小時） 

2. 術科測驗（1 小時）。  

 

https://isports.sa.gov.tw/Apps/NPF/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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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複訓之專業人員，務必準時出席課程，各項課程如遲到超過 15 分鐘者，該堂

課時數不予計入複訓時數。 

（二）複訓准考證：凡通過資格審查之參訓人員，可於講習前 7 天自行上網列印複訓准考

證。參訓人員若於複訓前 3 天尚未能於系統列印複訓准考證者，請即刻洽執行小組

協助列印事宜。 

（三）完成複訓：參與複訓人員除須全程參與上述複訓研習課程外，且須通過複訓測驗，

始完成複訓獲證書展延資格。複訓測驗須經三位考官判定是否合格，判定標準請參

見附件 3。 

（四）有關複訓及測驗方式，依最新無動力飛行運動資格檢定辦法規定辦理，課程內容請

參閱附件 1 及附件 2。 

十一、證書展延方式： 

（一）複訓時數及通過之名單，將於研習課程結束經體育署核備後，公告於『i 運動資訊

平台無動力飛行運動』網頁；如對複訓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公告日起七日內至系統

申請複查，逾期概不受理。 

（二）符合證書展延資格者，請依照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辦法第 11 條規定，

於證書效期屆滿一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於『i 運動資訊平台無動力飛行運動』

網頁上送出證書展延申請後，下載證書費用繳費單至超商繳費。 

（三）展延證書費為新臺幣二百元，補發/ 換發證書費為新臺幣五百元。若未能於系統列

印證書繳費單者，請即刻洽本單位，如逾期未洽詢致影響證書展延，自行負責。 

（四）提出證書展延申請後，請於一星期內繳費完成。 

（五）完成匯款繳納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 

（六）有關證書展延方式，依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辦法辦理。 

十二、其他注意事項： 

（一）報名參訓人員之資格證明如有造假不實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證書展延資格；已完

成證書展延者報請主管機關註銷其證書；如已繳納證書展延費，因故取消證書展延

資格者，恕不退還已繳交費用。相關證明文件經查不實，將報請主管機關依相關規

定處置。 

（二）倘有任何異動事項，均將於各梯次複訓開始前一星期在『i 運動資訊平台無動力飛

行運動』網頁公告。 

（三）複訓暨證書展延之責任保險及相關事項悉依教育部「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

檢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報名即視同願意遵照報名簡章規定，請詳加閱讀避免自身權益受損。 

（五）報名參訓人員請自理往返交通與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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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若遇颱風或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為考量參訓人員之安全，本單位將主動與參

訓人員聯繫，說明取消、延期或後續處理等相關事宜。 

（七）術科檢定地點及課程時間會依實際情況做調整。 

（八）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布之。 

（九）洽詢專線：(03)328-3201 轉 8518 簡鈺蓉小姐、林佳儀小姐或電郵至 jung@ntsu.edu.tw、
w9876544@nt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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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複訓課程表 

日期 
 

時間 

第一天 (星期五) 第二天 (星期六) 第三天(星期日) 
第四天 
(星期

一) 
課程/ 
活動

內容 
講師 

課程/ 
活動

內容 
講師 

課程/ 
活動

內容 
講師 

術科 
預備日 

8:00 – 8:20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8:20 – 8:30 開幕 
體育署/
主持人 

08:30 – 10:30 
航空

法規 
李翰洲 

讀圖判

定 
蔡繁燈 

術科

測驗 
(1 小

時) 

(考官) 

術科 
測驗 

(1 小時) 
10:30 – 10:40 休息一下 

10:40 – 12:40 
野外

求生 
劉崑耀 

讀圖判

定 
蔡繁燈 

12:40 –13:30 午餐/休息一下 

賦歸 

13:30 – 15:30 
載飛

經驗

分享 
蘇沛倫 

性別 
教育 

黃素英 

15:30 –15:40 休息一下 

15:40 – 17:40 
飛行 
氣象 

賴盈誌 
保險 
(1 小

時) 
待聘 

18: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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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無動力飛行專業人員複訓測驗項目及配分表 

測驗

類別 
測驗

項目 
測驗

時間 
測驗項目 備註 

指 
導 
員 

術科

測驗 
 

1. 飛行前對學員之簡介內容（15%） 
(1) 飛行場地說明 
(2) 飛行路線說明 
(3) 局部氣象說明 
(4) 飛行安全說明 
(5) 飛行技術說明 

A. 口令說明：走、跑或停 
B. 加速時之注意事項說明 
C. 起飛後坐入套帶之動作說明 
D. 雙手放置位置說明 
E. 降落前後的動作說明 

2. 輔助起飛前能力（20%） 
(1) 檢查學員及受載飛者的安全帽、扣環、套帶

扣  
(2) 檢查無線電通訊狀況  
(3) 檢查學員傘具、傘繩裝配、連接桿及副傘把

手 
(4) 指示學員起跑方向協助起飛 

3. 雙人載飛能力（25%） 
成功安全起飛及安全降落 (20 公尺直徑圓內

降落；至多兩次機會) 
4. 閱讀地圖、定位與通報(20%) 

(1) 電子地圖閱讀 
(2) 通報 

5. 場地管理說明 (依檢定場地之起飛場)(20%) 
(1) 提供氣象、風向及風速等相關資訊 
(2) 地面管制區淨空管制 
(3) 禁限航區及危險空域說明 

術科測試

之滿分為

100 分， 
80 分以上

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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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複訓飛行實務檢視表 

 

 112 年教育部體育署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複訓 

指導員飛行實務檢視表 

姓名  性別  
複訓

准考

證號 

 

檢視結果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原因 
 

說明：須經三位委員判定是否合格，請詳閱檢視要求內文。 
※ 有任何疑問請在「課程說明」時提出，檢視時除非有重大安全疑慮，否則發生一般錯誤，

委員不會給予任何提示，也不得向委員提出是否正確之詢問，也不得對其他人員進行指

導。 
※ 請自行攜帶所需裝備，並確認裝備之安全性。 

請逐項檢查，並詳細記載人員缺失，不合格要具體說明。 
不合格 
註記 

委員簽名 

A. 飛 行 前

對 學 員

之 簡 介

內容 

A1.飛行場地說明 
A2.飛行路線說明 
A3.局部氣象說明 
A4.飛行安全說明 
A5.口令說明 

A6.加速時之注意事項說明 
A7.起飛後坐入套帶之動作說明  
A8.雙手放置位置說明  
A9.降落前站直離開套帶之動作說明  
A10.著陸動作說明 

 
 

   

B. 輔助起飛

能力 

B1.檢查學員的安全帽、扣環、套帶扣 
B2.檢查無線電通訊狀況 
B3.檢查學員傘具、傘繩裝配、連接桿及副傘把手 
B4.指示學員起跑方向協助起飛 

  

C. 雙人載飛

能力 
成功安全起飛及安全降落  
(20 公尺直徑圓內降落；至多兩次機會) 

  

D. 閱 讀 地

圖、定位

與通報 

D1.電子地圖閱讀 
D2.通報 

  

E. 場 地 管

理說明  

(依檢定場地之起飛場) 
E1.提供氣象、風向及風速等相關資訊 
E2.地面管制區淨空管制 
E3.禁限航區及危險空域說明 
E4.指揮起飛、降落及飛行間距，協助飛行員達成飛行安

全、加速及有序的飛行作業 
E5.開關窗時間控管 (包含氣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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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指導員閱讀地圖、定位與通報部份說明及範例 

說明一：依據 111 年「無動力飛行運動 (飛行傘指導員）專業人員複訓項目、方式及評分基

準」測驗項目之閱讀地圖、定位與通報，訂定其考試方式，測驗項目中涵蓋 5 項

內容，作為考官於測驗時之評分指標。 
說明二：112 年指導員術科測驗中的閱讀地圖、定位與通報項目其考試方式為「口述」，為

因應突發狀況，須確實通報所在位置，請指導員依現有工具，有效回報所在地點。 
說明三：考生於考試時須自備手機(需有地圖程式)或飛行電腦(需含電子地圖)，由考官隨機

下定位點，並請考生依照 5 項指標進行口述，分別為：「座標方位」、「海拔高度」、

「位置敘述」、「距離量測」以及「地貌描述」。 
說明四：承說明三，本說明依序敘述各項評分指標之評分基準： 

● 座標方位：考生須依據地圖上之緯度，找出定位點之方位判定。 
● 海拔高度：考生須依據地圖上之圖示，判讀所在定位點之海拔高度。 
● 位置敘述：考生須依據地圖，找出鄰近所在定位點附近之大目標或者靠最近之

路標敘述位置。 
● 距離量測：考生須依據地圖比例尺，判定所在定位點與起飛場/降落場之直線距

離。 
● 地貌描述：考生須依據地圖判定並敘述定位點位置之地貌狀況並查看有無道路

可到達、附近有無空曠處或有無樹林遮蔽、懸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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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座標方位：定位點所處位置 北緯 22 度 45 分 02 秒 東經 120 度 38 分 46 秒。 
 海拔高度：海拔高度為 360 公尺。 
 位置敘述：降落場於所在位置於之西北方，四周無明顯產業道路。 
 距離量測：依比例尺，定位點至起飛場場距離約為 300 公尺。  
 地貌描述：目前所在位置為山坡，附近樹林遮蔽無空曠處正前方的的產業道路兩者間落差約 3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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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指導員場地管理說明(依檢定場地之起飛場) 說明及範例 

說明一：依據 111 年「無動力飛行運動 (飛行傘指導員）專業人員複訓項目、方式及評分基

準」測驗項目之場地管理說明，訂定其考試方式，測驗項目中涵蓋 5 項內容，作

為考官於測驗時之評分指標。 
說明二：112 年指導員術科測驗中的場地管理說明，其考試方式為「口述」，為能夠於不同

飛行場地指導載飛員以及於其場地時能做出不同事項之隨機處理，請指導員依檢

定場地之起飛場，完成場地管理之相關項目。 
說明三：本說明依序敘述各項評分指標之評分基準： 

 提供氣象狀況、風向及風速等相關資訊。 
 地面與空中的淨空管制。 
 禁、限航區及危險空域說明。 
 管控起飛、降落及飛行間距，協助載飛員達成飛行安全、加速及有秩序的飛行

作業。 
 開關窗時間控管 (包含氣象變化)。 

 
範例： 
場地：賽嘉飛行場 

1. 今天的天氣 晴時多雲,起飛場目前西北風，風速每秒約 1~2 公尺，雲高 800 公尺，適

合飛行。 
2. 場地的雙人傘即將起飛，注意起傘區前方是否有飛行傘靠近，請接近起傘區的遊客

離開。 
3. 這裡無特別禁航的位置，但是背風區有下壓風，不能過去。 
4. 載飛員注意，離開山邊後協助乘客坐入套袋，飛行時不要與鄰近的傘靠的太近,以免

發生危險，現在面對風向，準備起飛，聽我口令，123 跑加速帶一點點剎車,起飛成

功。 
5. 目前風向有開始轉變 吹落山風(或者風速變強)，不適合繼續飛行，關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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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辦法 

 
法規名稱：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2 月 08 日 
法規類別：行政＞教育部＞體育目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無動力飛行運動：指人員操控下列飛行載具，利用風力支撐形成空氣動力，藉

以滑翔飛行之運動： 

（一）無動力飛行傘（以下簡稱飛行傘）。 

（二）滑翔翼。 

（三）其他非由機械動力推進之載具。 

二、訓練機構：指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定，從事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

（以下簡稱專業人員）訓練之機構。 

三、載飛：指人員操作飛行載具，搭載受載飛者進行無動力飛行運動之行為。 

第 3 條 專業人員之類別及執行業務之範圍如下： 

一、載飛員：按飛行載具種類，擔任載飛之專業人員。 

二、指導員：按飛行載具種類，擔任載飛教學訓練、飛行場域管制及前款工作之專

業人員。 

第 4 條 經訓練機構訓練合格者，始得申請專業人員資格檢定。 

第 5 條 申請載飛員檢定者，應按飛行載具種類，並具備下列資格： 

一、年滿十八歲；其未成年者，並徵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二、曾受訓練機構所辦載飛訓練合格，並取得訓練機構核發之訓練合格證明文件。 

三、自前款訓練結束之次日起一年內，載飛專業人員，且接受被載飛之專業人員指

導，次數達五十次以上，並檢附經專業人員及訓練機構認可之載飛紀錄。 

四、接受基本救命術、野外急救或其他經本部公告之相關訓練八小時以上，並取得

證明文件。 

第 6 條 申請指導員檢定者，應按飛行載具種類，並具備下列資格： 

一、取得載飛員證書四年以上，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三日修正施行前

已取得助理指導員證書，且其證書仍在有效期間。 

二、在指導員指導下，實際從事載飛教學訓練達一百小時以上（其屬指導同一學員

者，至多採計二十小時），並檢附經指導員及訓練機構認可之教學訓練紀錄。 

三、載飛次數達五十次以上，並檢附由飛行場域管理單位出具之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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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飛行場域管制時數達二百小時以上，並檢附經指導員認可之紀錄。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應於申請檢定前三年內完成。 

第一項第二款之載飛教學訓練時數，得包括訓練機構所辦載飛課程之教學訓練時

數，及前條第三款載飛員訓練結束之次日起一年內需完成五十次以上載飛之指導時

數。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三日修正施行後，依修正前規定取得助理指導員證

書者，仍得依原規定展延其證書之有效期間，並擔任指導員之助理教學工作，及飛

行場域管制工作。 

第 7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經判刑確定，不得擔任專業人員；已取得專業人員資格者，撤銷

之： 

一、犯刑法妨害風化罪章之罪。 

二、犯刑法殺人罪章之罪。 

三、犯刑法傷害罪章之罪。但不包括過失犯。 

四、犯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之遺棄罪。 

五、犯刑法妨害自由罪章之罪。 

六、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 

七、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八、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之不能安全駕駛之罪。 

犯前項第六款以外各款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於申請專業人員資格檢定前十二

年以內，未再受前項各款罪刑之宣告或執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經執行完畢或赦免。 

第 8 條 申請專業人員資格檢定，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部提出： 

一、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符合第五條或第六條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申請檢定前三個月內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第 9 條 前條申請，應依下列規定繳交費用： 

一、檢定費用： 

（一）載飛員：學科測驗，新臺幣一千元；術科測驗，三千元。 

（二）指導員：學科測驗，新臺幣一千元；術科測驗，五千元。 

二、證書費用：初發或展延者，每件新臺幣二百元；補發或換發者，每件五百元。 

辦理專業人員資格檢定應投保責任保險，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五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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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六千四百萬元。 

 第 10 條 申請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者，經審查合格，始得參加學科測驗；學科成績達八十分

以上者，始得參加術科測驗；術科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發給專業人員證書。 

前項學科、術科測驗之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由本部公告之。 

第一項術科成績未達八十分者，得申請自檢定日起保留合格之學科成績一年。 

第一項專業人員證書格式，規定如附件。 

第 11 條 專業人員證書有效期間為四年；經累計十六小時以上複訓合格，並於證書有效期間

內取得第十二條第二款參加十二小時安全講習活動證明者，於效期屆滿一個月前至

六個月內，得向本部申請展延證書效期，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前項複訓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由本部公告之。 

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害、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傳染病，

或其他重大變故時，本部得視情形展延專業人員證書之有效期間；其範圍、內容及

相關措施，由本部公告之。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二月八日修正施行前，持有效期間三年之專業人員證書

且未逾期者，其有效期間延長一年。 

第 12 條 專業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工作倫理規範： 

（一）依證書類別及飛行載具種類，於合法無動力飛行運動業所經營之飛行場

域執行業務。 

（二）依天候、風況及場地安全性，確認適飛性。 

（三）應檢查各項安全配備之完整性及確認載飛員及受載飛者之配備穿戴已完

備。 

（四）應於起飛前提醒載飛員及受載飛者空中可能遭遇之突發狀況及應變處

理。 

（五）應隨時觀察載飛員及受載飛者身心狀況及情緒反應，並作妥適處理。 

（六）保持安全飛行距離。 

（七）對受載飛者不得有性騷擾疑慮之行為。 

二、證書有效期間內，至少參加十二小時機關、訓練機構或其他經本部公告單位辦

理之專業人員業務相關安全講習活動。 

三、載飛員或受載飛者發生重傷、失蹤或死亡事故時，應立即為必要之處理，並於

事故發生後三小時內通報事故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13 條 專業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其資格： 

一、取得專業人員資格後，有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 

二、擔任專業人員，怠忽職守致載飛員或受載飛者失蹤或死亡。 

三、轉讓、出借或出租專業人員證書予他人使用。 



13 

 

四、違反前條規定，且情節重大。 

五、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狀況有傷害載飛員或受載飛者之虞，經本部邀請相關學

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認定不能執行職務業務。 

第 14 條 專業人員資格經撤銷或廢止者，本部應通知其限期繳回專業人員證書；屆期未繳回

者，註銷之。 

專業人員因前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經廢止資格者，自廢止之日起三年後，或因第

五款規定經廢止資格者，於原因消滅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資格之檢定。 

第 15 條 具備下列各款條件者，得申請認定為訓練機構： 

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政府機關（構）或行政法人。 

（二）依法立案或登記，並以從事無動力飛行運動為其業務之一之法人、團體

或機構。 

（三）開設無動力飛行正式課程，並實施飛行實務教學之專科以上學校。 

二、具有飛行場域之土地所有權或取得使用同意證明。 

三、聘有具指導員資格之師資。 

四、具備可供訓練之設施、設備。 

五、完備之訓練課程規劃。 

第 16 條 申請認定為訓練機構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資料及繳交新臺幣三千

元審查費，向本部提出申請： 

一、符合前條規定之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並應檢具章程；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機構或

學校者，應檢具無動力飛行運動課程大綱。 

三、飛行場域設計圖說。 

四、專業人員分級訓練及認證制度。 

五、飛行紀錄簿範本。 

六、其他經本部指定應檢具之文件、資料。 

第 17 條 前條申請經本部審查通過，並簽訂約定事項者，由本部發給訓練機構證書。 

前項訓練機構證書有效期間為四年。期間屆滿有展延之必要者，應於屆滿一個月前

至六個月內之期間申請展延，並繳交審查費新臺幣二千元；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必要時得縮短之。 

第 18 條 訓練機構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對報名者之健康及飛行活動經驗予以瞭解、篩選，並要求其提供報名前三個月

內體格檢查證明。 

二、與報名者訂定訓練契約；報名者未成年者，並應徵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三、指派指導員於起飛場或降落場指導及協助。 



14 

 

四、訂定緊急救護應變計畫。 

五、訂定收退費基準及服務規定，並據以執行。 

六、投保責任保險。 

七、其他經本部規定之事項。 

前項第六款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五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六千四百萬元。 

第 19 條 本部得至訓練機構查核其業務，並得要求提供相關文件、資料；訓練機構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查核結果，發現訓練機構有違反本辦法或航空、要塞堡壘、消費者保護及其他

相關法規之規定者，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本部得命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命

其停止訓練。 

第 20 條 訓練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廢止其認定；並自廢止之日起四年內，不受理

其申請認定： 

一、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拒絕提供相關文件、資料。 

二、違反前條第二項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或命其停止訓練而未

停止。 

三、違反前條第二項所定其他法規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罰，且情節重大。 

第 21 條 本部得將本辦法所定專業人員資格檢定及複訓工作，委由受認可之訓練機構（以下

簡稱受認可機構）辦理。 

申請前項認可者，應填具申請書，檢具訓練機構證書及實施計畫，並繳交審查費新

臺幣四千元後，向本部申請。 

前項實施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檢定與複訓實施章則及程序。 

二、工作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表。 

三、場地設施、設備及器材。 

四、推廣無動力飛行運動業務實績。 

五、其他經本部公告應載明之事項。 

第 22 條 前條第二項申請，經審查合格，並經本部核定簽訂約定事項者，發給認可證書。 

前項認可證書有效期間為四年；期間屆滿有展延之必要者，應於屆滿一個月前至六

個月內申請展延，並繳交審查費新臺幣三千元；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必要時得縮

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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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得至受認可機構查核其業務，並得要求提供相關文件、資料；該機構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第 23 條 受認可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除廢止其認可外，

並自廢止之日起四年內，停止受理該機構申請認可： 

一、違反本辦法或航空、要塞堡壘、消費者保護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二、違反本部與受認可機構之約定事項，且情節重大。 

三、未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投保，或超收費用。 

四、未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所定實施計畫執行。 

五、違反前條第三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提供相關文件、資料。 

第 24 條 本部為審查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之

申請、第二十條及前條之廢止，得組成審議小組；小組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

集人，均由本部就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機關代表聘（派）兼之。 

前項審議小組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 25 條 持有逾期之專業人員證書或證明，且完成基本救命術、野外急救或其他經本部公告

之相關訓練八小時以上者，得依該專業人員證書或證明之類別，取代第五條第二款

訓練合格證明文件或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證書，申請檢定合格，取得專業人員證

書。 

前項專業人員證明，指專業人員證書遺失後，由本部補發或受認可機構補發之證明

文件。 

第一項逾期之專業人員證書或證明，其類別為助理指導員者，僅得依第一項規定，

取得類別為載飛員之專業人員證書。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載飛員檢定者，應檢附申請檢定前一年內，載飛專業人員，且接

受被載飛之專業人員指導，次數達五十次以上，並檢附經專業人員及訓練機構認可

之載飛紀錄，取代第五條第三款之載飛紀錄。 

第 26 條 本辦法所定本部應辦理之事項，得委任教育部體育署為之。 

第 2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