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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劾 案 文 【 公 布 版 】 

壹、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任亦偉 空軍氣象聯隊第八基地天氣中心主任（108年11

月1日至109年2月29日），中校11級(相當於薦

任第8至9職等)；現任該中心編制內雇員。 

周士凱 空軍戰術管制聯隊戰術管制中心管制長（108年

9月16日起迄今），少校9級(相當於薦任第7職

等)。 

貳、案由：國防部參謀總長春節視導任務專機，於109年1月

2日7時54分松山起飛，計劃沿C10目視航線，經新

店、坪林至蘇澳中正港，惟被彈劾人任亦偉，明

知可見光雲圖受始曉日照不足影響，不足以讓飛

行員瞭解航線雲量及分布全貌，卻未供應東半部

迎風面有帶狀（濃密）低雲之真實色雲圖、近紅

外線雲圖（IR4，偵測低雲用）給飛行員參考，讓

飛行員瞭解東、西半部雲量、雲高完全不同，反

告知「迎風面有雲系，近山區會有雲系影響，但

不影響此次任務，可正常執行」，致專機駕駛捨沿

海C2而選C10山區航線，專機過坪林遭遇入雲情

況時，正駕駛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驚呼「雲長那

麼快」，以為仍可雲下目視飛行，而遲疑目視改儀

器決心之下達，不幸於可操控情況下撞山；被彈

劾人周士凱，負責專機追監事宜，卻未汲取107年

F-16撞五分山之教訓，查詢預定航線周遭之地

障，亦未將目視航線報告點座標輸入至指揮儀，

致無法察覺任務機偏離航線，違反標準作業程序

規定，均有嚴重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參、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國防部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春節視導專機，一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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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由空軍救護隊第三分隊長葉建儀中校、劉鎮富上

尉擔任正副駕駛，109年1月2日7時54分由松山機場起飛，

沿C10目視航線，經新店、坪林至蘇澳中正港，8時7分雷

達光點消失，C10目視航路及飛行軌跡重建，如圖1（第

13頁）。依黑盒子解讀結果、通聯錄音抄件、空軍109年

2月15日記者會簡報、空軍飛機一級事件45日階段調查報

告及期中調查報告，專機過坪林後，正、副駕駛交談有

「這邊回來搞不好不能走了，雲長那麼快」（0803：50.9）、

「幫忙確認前方障礙物」（0805：09.2）、「目前左邊在雲

中」（0805：11.9）及「建議教官再繼續爬升高度」（0806：

05），機工長亦曾2次協助檢查機外天氣，告知「右邊

CLEAR」（0805：16.1）及「右側目視地面，右邊CLEAR」

（0806：22.8），失事前飛行員向航管報備爬高至4,000

呎（0806：40.8），但於3,740呎時受上方雲層影響停止

爬升（0806：48，失事前12秒），空軍司令部109年2月15

日記者會簡報第61頁（與肇因有關之調查事實）不排除

因可部分目視右下側地面，後遂順山勢下降保持雲下目

視飛行而失事。最後1分鐘軌跡與地形套疊，如圖2（第

13頁）。 

被彈劾人任亦偉，109年1月2日7時10分許向飛行員

天氣講解，未依規定運用資料較即時之天氣室「氣象專

網」，反便宜行事於貴賓室以「軍網」講解，且未依規定

錄音，僅供應當日6時紅外線雲圖（IR1），告知航線上近

山區有雲，最低雲幕高
1
5,000呎，不影響任務執行，使飛

行員捨C2沿海航線，而選擇C10山區航線，卻未能讓其瞭

解東半部雲量、雲高與西半部完全不同，致飛行員對整

體雲量分布全貌缺乏瞭解，以為山區雖有雲，但不影響

任務執行，以致於進入山區時驚呼「雲長那麼快」，仍意

                   
1
 依飛航規則第2條定義，雲幕高：指低於二萬呎，涵蓋天空超過一半之最低雲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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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保持雲下目視飛行而撞山。被彈劾人周士凱，擔任C-

430專機攔管長，負責追蹤監視，卻未汲取107年「0604」

（萬安演習）一級事件之教訓，任務前，未查詢航線周

圍之地障，甚至未將航點座標輸入至指揮儀，致任務中

無法察覺專機偏離航線，如圖10（第29頁），採取必要措

施，茲將被彈劾人各項違失事實與證據，詳述如下： 

一、專機任務，應全程保持目視飛行，不得進雲，空軍第

四聯隊108年標準作業程序7.3.2.3規定事項第9款明

確律定，且任務機副駕駛與戰管提示時亦明確表示如

天氣不好，改走C2沿海航線，顯見天氣是專機任務組

員選擇航線之首要考量，惟被彈劾人任亦偉，向飛行

員講解天氣，明知可見光雲圖受始曉日照不足影響，

無法讓飛行員瞭解山區航線雲層分布全貌，卻未運用

一目了然之近紅外線雲圖（IR4-偵測低雲用）或查閱

真實色雲圖，究明雲量分布，即告知航線上近山區有

雲，但實際上還不會影響這次任務執行，致專機駕駛

從C2、C10中選擇低雲密佈之C10山區航線，且因未能

預先瞭解C10沿途雲量分布全貌，而於過坪林後遭入

雲情況時，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驚呼「雲長那麼快」，

卻因資訊錯誤而誤以為仍可雲下目視安全飛行，遲延

其及時由目視改儀器飛航決心之下達，顯有嚴重違

失。 

(一)按氣象手冊（第三版）03063規定：「氣象官於完成

離（到）場證天氣簽署並由預報長副署後，應向申

請飛行計畫之機長或代理人，講解申請飛行計畫當

時及預報之天氣情況。講解內容應包含下列要項：

一、當前天氣型態及天氣狀況：……三、航路天氣

預報：沿途雲量及雲底、雲頂高度、天氣現象，與

飛行高度之能見度、風向風速、溫度、結冰高度及

可能遭遇之積冰、亂流、劇烈天氣現象。」；同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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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5簽證天氣講解注意事項亦規定：「一、……講

解時應全程錄音，錄音帶至少保存一週。」簽證天

氣講解，應向機長為之，並全程錄音。 

(二)專機任務，應全程保持目視飛行，不得進雲，空軍

第四聯隊標準作業程序明確律定。再者，依空軍戰

術管制中心錄音抄件，C-430副駕駛劉鎮富於1月2

日向戰管林富德上尉提示，略以：「我們等下預劃起

飛之後，然後就走C10到蘇澳，然後我們高度大概是

3千左右」（0642：59）、「如果C10天氣不好的話，就

走C2，就是往基隆那邊走，然後再沿三貂角」（0643：

10）等語，顯見天氣是決定任務組員選擇山區航線

（C10）或沿海航線（C2）之關鍵因素。惟被彈劾人

任亦偉，7時10分許向C-430正駕駛葉建儀講解天

氣，未依氣象手冊03065規定錄音，即向飛行員說明

航線近山區有雲，但亦表示實際上還不會影響到這

次任務，此有任亦偉109年1月10日訪談紀錄：「在衛

星雲圖我發現到就是說，確實在東半部地區有雲

系，所以那當下我就判斷說，這次東北季風減弱來

講的話，第一個就是說，呃…在本場天氣良好，第

二個就是說，雖然迎風面有雲系，就是中正港有雲

系，那另外就是說在近山區的話，因為我是看所謂

的這個航線上面因為在簽證上面有註明他是從松

山起飛之後走C10到C2，那這是所謂穿坪林這個部

分，那就是我判斷依據上述包括衛星雲圖呀回波圖

這些判斷就是說，雖然迎風面有雲系，近山區有雲，

但實際上還不會影響到這次任務執行，所以我當下

是判斷基本上專機任務應該是可以正常執行。」等

語可參。 

(三)C-430離（到）場證簽署，109年1月2日6時30分由飛

行官高鎮禹中尉將場證送至第八基地天氣中心天



5

 

氣室（下稱八天中），由氣象官粘惠嵐中尉依據氣象

網頁資料內容將所需之起飛機場、目的地以及航線

預報等天氣資料填寫後，經預報長張承葉審查後副

署，再由被彈劾人任亦偉赴貴賓室實施天氣講解及

提報。惟因講解地點為松指部「貴賓室」（1F），而

非規定之「天氣室」（2F），故僅能運用資料落後觀

測時間約50分鐘，每半小時更新1次之「軍網」講解

之，而非「氣象專網」（下稱專網）。任亦偉當日7時

10分許對飛行員天氣講解，明知東北季風減弱，迎

風面近山區有雲系及近山區有雲，有關衛星雲圖部

分，軍網06：00始曉可見光雲圖因日照不足，一片

黑（如圖3，第15頁），無法辨識雲之厚度，未列入

講解項目，雖可理解，然按空軍109年4月29日應詢

資料第31頁證稱：「僅憑可見光雲圖及紅外線雲圖，

飛行員確無法掌握全貌」等語，任務當天，僅提供

06：00紅外線雲圖（IR1）給飛行員參考，飛行員如

何能掌握全貌？任亦偉身為八天中主任，當知冬季

雲頂高度較夏季低
2
，尤其06：00紅外線雲圖清楚顯

示東半部有雲，與西半部完全不同，如圖4(第19頁)

或圖5(第22頁），其中坪林附近更呈暗灰色，顯示該

區雲層較花蓮附近更低，況當時氣象官於離（到）

場證預報中正港07：50至09：20之天氣狀況為3,000

呎疏雲-裂雲030（圖12，第33~34頁），亦即3,000呎

可能有裂雲，卻不知利用手機查閱中央氣象局官網

「真實色雲圖」（圖6，第24~25頁，以及圖7，第25

頁），或運用八天中天氣室自行接收之近紅外線雲

圖IR4（偵測低雲用，圖8，第27頁），以確定航線上

低雲分布狀況。按當日07：00以後之真實色、06：

                   
2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109年4月6日簡報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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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以後之IR4雲圖，以及中央氣象局109年3月20日

證稱過坪林後航線附近以密雲為主（圖11，第32

頁），皆顯示過坪林後航線上有濃密低雲，與西半部

完全不同，被彈劾人任亦偉卻告知飛行員不影響此

次任務執行，致專機過坪林後，飛行員驚呼「雲長

那麼快」，因無法掌握全貌，意圖保持雲下目視飛

行，而造成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情次室助次洪鴻

鈞少將、政戰局副局長于親文少將……等8人殉職

及通次室次長曹進平中將、後次室黃佑民中將、防

資處處長劉孝堂少將等5人受傷，黑鷹直升機全毀。 

(四)析言之，被彈劾人任亦偉當日已預知航線近山區有

雲，07：10飛行員天氣講解時受始曉日照不足影響，

未能供應可見光雲圖，而僅提供06：00之紅外線雲

圖給飛行員參考，確實無法讓飛行員掌握全貌，在

此情況下，尤應窮盡一切手段，掌握航路上最差天

氣狀況，並依氣象手冊03053規定，實施主官天氣守

視。按當日07：00、07：10、07：20、07：30、07：

40真實色雲圖（圖6，第24頁及圖7，第25頁）、專網

07：10
3
、07：20

4
及07：30

5
可見光雲圖（圖3，第15~17

頁或圖9，第29~30頁），以及八天中自行接收之IR4

雲圖，始終顯示東半部有帶狀低雲（圖8，第27頁），

均可判知專機過坪林後將遭遇低雲密佈狀況，與專

機前半段航線（松山至坪林間）完全不同，亦與其

先前告訴飛行員不影響任務執行有別，惟任亦偉未

讓飛行員掌握全貌，亦未通知飛行員應處，顯有嚴

重違失。茲整理被彈劾人任亦偉主要違失及其違反

之規定，如表1（第35頁）。 

                   
3
 07：10可見光雲圖，自行接收，約07：35製圖完成，並供應至氣象專網。 

4
 07：20可見光雲圖，自行接收，約07：45製圖完成，並供應至氣象專網。 

5
 07：30可見光雲圖，自行接收，約07：55製圖完成，並供應至氣象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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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彈劾人攔管長周士凱，負責C-430專機追監事宜，惟

未能記取107年F-16機撞五分山之教訓，任務前仍未

查詢航線周圍地障，亦未將C10航線報告點座標輸入

至指揮儀，致任務中無法察覺專機航跡偏離進入高地

障山區，無法適時提醒高度，且未能適時告知飛行員

天氣狀況，協助飛行員掌握前方雲之分布全貌，以便

瞭解雲下目視安全飛行已有問題，顯有嚴重違失。 

(一)107年6月4日北部地區「萬安41號」演習，攔管人員

地障認知錯誤及戰航管協調問題，未按計畫及時同

意F-16機爬升請求，肇致該機撞五分山，並遭本院

彈劾之殷鑑不遠，為此，空軍戰管聯隊大幅修正作

業程序，除於「戰演訓任務檢查表」新增目視飛航、

儀器飛航之最低高度外，並增訂相關標準作業程

序，要求任務人員任務前「利用ICS內建之地形圖與

指揮儀內等高線，掌握目標區標高及周遭地障（保

持與障礙物絕對高度2,000呎以上之隔離）於提示

時提供飛行員參考，任務中，則「課目操作按計畫

之空域、航線等執行」、「追蹤監視任務機按計畫之

空域、航線等執行」。另安全提示」參之六：「對所

有管制之各型機應正確建立航跡，嚴密追蹤監視，

不得僅使用SIF或IFF實施管制任務，以確保空中安

全。」、「管制人員應有效運用天氣資料（濃密之雲

層）提供飛行人員參考」，亦有明文。 

(二)C-430戰管提示，依錄音抄件，專機任務組員副駕駛

劉鎮富上尉，於109年1月2日06：42，與戰管助管士

張珈豪中士提示，告知任務機組員含乘員計13員，

預劃起飛之後走C10至蘇澳，高度3,000呎左右，如

天氣不好的話，改走C2，就是往基隆港那邊走，然

後再沿三貂角。如果目視航路天氣都不好的話，才

會由FOLLOW（航管）那邊轉到戰管手上，請你們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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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帶，就是請你們幫我們沿海岸線大概3至5浬這樣

帶。 

(三)被彈劾人周士凱，擔任C-430攔管長，按「空軍戰術

管制中心值勤作業程序」規定，「攔截管制官/士之

職掌：3.適時將天氣狀況告知飛行員。」查其署名

之 任 務 檢 查 表 記 載 「 最 低 高 度 ： 目 視 飛 航  

3M  ……」，所稱3M，依其109年4月29日詢問筆錄，

3M是3,000呎，飛行員提示飛航高度3,000所以寫

3M。並辯稱「飛行員提示時就說要走航管，天氣不

好交由戰管走儀器，所以我們沒有針對內陸查地

障。」，然被彈劾人周士凱負追蹤監視任務機按計畫

之空域、航線等執行之責，自應事先查詢航線周遭

之地障，應查而未查，顯已違反前揭標準作業程序

有關任務前應查詢地障之規定。再者，所屬攔管官

劉昱均於同筆錄亦承認：「沒有將航線輸入到指揮

儀」在卷可稽，所辯「因為在AIP裡面沒有座標點，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飛行員有座標點」云云，按空軍

救護隊提供本院目視走廊報告點座標表觀之，所辯

即非可採。當日被彈劾人周士凱及所屬攔管官，由

於未將C10報告點經緯度輸入至指揮儀，僅憑指揮

儀上航跡，自是無法察覺專機偏離（如圖10，第31

頁），此有空軍109年4月13日應詢資料：「當日追監

人員僅憑指揮儀上航跡，並未察覺航跡偏離。」可

稽。再者，被彈劾人周士凱未有效運用天氣資料（濃

密之雲層）提供飛行人員參考，助其掌握前方雲分

布全貌，瞭解雲下目視安全飛行已有問題，亦違反

安全提示之規定。茲整理被彈劾人周士凱主要違失

及其違反之規定，如表2（第36頁）。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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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同法第5條

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

惰，……」、同法第7條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

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 

二、被彈劾人任亦偉，身為八天中主任，負責向飛行員講

解天氣，必須瞭解飛行沿途及目的地當時天氣與預報

天氣，並主動協助飛行員評估其飛行計畫，惟明知當

日東北季風減弱，航線上近山區有雲，亦知可見光雲

圖受始曉日照不足影響，無法辨識雲厚度，詎未提供

真實色及近紅外線雲圖（IR4），僅提供06：00紅外線

雲圖給飛行員看，致飛行員無法掌握全貌，於專機過

坪林後入雲時，意圖維持雲下目視飛行而撞山，違反

氣象手冊03062、03063、03065等規定；被彈劾人周士

凱，負責C-430追監任務，任務前未查航線周遭地障，

亦未請飛行員提供C10目視走廊報告點，輸入至指揮

儀；任務中，未適時將天氣狀況告知飛行員，且未察

覺其偏離航線，違反標準作業程序有關地障查詢、追

蹤監視任務機按計畫航線執行及安全提示有關有效

運用天氣資料（濃密之雲層）提供飛行人員參考之規

定。 

綜上所述，被彈劾人任亦偉，向飛行員天氣講解不確

實，告知航線上近山區有雲，但不影響任務，又未讓飛行

員瞭解雲量多寡及分布全貌，使飛行員以為選擇C10是安全

的，致專機過坪林後遭遇入雲情況時，飛行員完全沒有心

理準備，驚呼「雲長那麼快」，誤以為仍可雲下目視飛行，

影響其目視改儀器決心之下達，而在可操控情況下撞山；

另被彈劾人周士凱，輕忽任務整備，任務前未查詢地障，

未將航線報告點輸入指揮儀，致任務中未察覺專機偏離航

線，未適時將天氣狀況告知飛行員，均已違反公務員服務

法第1條、第5條與第7條規定，並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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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監察法第6條

之規定提案彈劾，移請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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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C10目視航路及飛行軌跡重建 

 

圖2 最後1分鐘軌跡與地形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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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可見光雲圖 

來源：H-8 衛星/單一頻道（CH.03） 

意義：偵測各種不同性質表面反射太陽輻射的比率。 

研判： 

 反射率愈大的厚雲，顯示愈白。 

 愈白→愈厚（雲的厚度資訊） 

限制： 

 夜間無產品產出。 

 日出與日落辨識不易，可辨識時間長短不一（冬季：

約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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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供應 

(軍網，半點更新1次) 
中央氣象局後製 

空軍氣象中心製作 

(氣象專網) 

 
VIS 01/02 06：00 

 

 

 

- 

 

 
VIS 01/02 06：00 

尚未供應 

 
VIS 01/02 06：30 

 
VIS 01/02 06：30 

尚未供應 

 
VIS 01/02 06：40 

 
VIS 01/02 06：40 

尚未供應 

 
VIS 01/02 06：50 

 
VIS 01/02 06：50 

尚未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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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供應 

(軍網，半點更新1次) 
中央氣象局後製 

空軍氣象中心製作 

(氣象專網) 

 
VIS 01/02 07：00 

 
VIS 01/02 07：00 

尚未供應 

 
VIS 01/02 07：10 

 
VIS 01/02 07：10 

 
VIS 01/02 07：10 

(約07：35製圖完成) 

 
VIS 01/02 07：20 

 
VIS 01/02 07：20 

 
VIS 01/02 07：20 

 
VIS 01/02 07：30 

 
VIS 01/02 07：30 

 
VIS 01/02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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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供應 

(軍網，半點更新1次) 
中央氣象局後製 

空軍氣象中心製作 

(氣象專網) 

 
VIS 01/02 07：40  

VIS 01/02 07：40 

 
VIS 01/02 07：40 

 
VIS 01/02 07：50 

 
VIS 01/02 07：50 

 
VIS 01/02 07：50 

 
VIS 01/02 08：00 

 
VIS 01/02 08：00 

 
VIS 01/02 08：00 

 

 

略 

 

 

 
VIS 01/02 08：10  

VIS 01/02 08：10 

 
VIS 01/02 08：10 

圖3  可見光雲圖（雲愈厚，顯示愈白），被彈劾人任亦偉07：10許向飛

行員講解天氣，因軍網06：00時可見光雲圖辨識不易，故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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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紅外線雲圖 

來源：H-8 衛星/單一頻道（CH.13） 

意義：偵測雲頂表面的輻射溫度。 

研判： 

 偵測雲表面的溫度反推雲頂高度與表面分布特徵 

 雲愈冷，色調愈白，位置愈高。 

 愈白→愈冷（雲的高度資訊） 

限制： 

 僅能偵測雲頂表面。 

 隨季節變化，雲發展高度不同，冬季雲頂高度較低，

夏季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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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網(接收自中央氣象局) 專網(空軍自行接收) 

 
IR1 01/02 06：00 

(約06：50製圖完成，以此圖講解) 

雲愈冷，色調愈白，位置愈高 

 

 

 

本部分未請空軍提供 

 
IR1 01/02 06：10(無供應) 

 

 

 

本部分未請空軍提供 

 
IR1 01/02 06：20(無供應) 

 

 

 

本部分未請空軍提供 

 
IR1 01/02 06：30 

(約07：20製圖完成) 

 
IR1 01/02 06：30 

(約06：55製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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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網(接收自中央氣象局) 專網(空軍自行接收) 

 
IR1 01/02 06：40 

 
IR1 01/02 06：40 

 
IR1 01/02 06：50 

 
IR1 01/02 06：50 

 
IR1 01/02 07：00 

 
IR1 01/02 07：00 

 
IR1 01/02 07：10 

 
IR1 01/02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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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網(接收自中央氣象局) 專網(空軍自行接收) 

 
IR1 01/02 07：20 

 
IR1 01/02 07：20 

 
IR1 01/02 07：30 

 
IR1 01/02 07：30 

 
IR1 01/02 07：40 

 
IR1 01/02 07：40 

圖4 紅外線雲圖（雲愈冷，色調愈白，位置高度愈高；冬季雲頂高度

較低，夏季較高）；被彈劾人任亦偉07：10許向飛行員講解天氣，

係以軍網上06：00紅外線雲圖向其講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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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06：00紅外線雲圖，約06：50供應至軍網，被彈劾人任亦偉07：

10許以此圖向飛行員講解天氣（雲愈冷，色調愈白，位置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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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真實色雲圖 

 

來源：H-8 衛星/藍、綠、紅光頻道（CH.01、02、03） 

意義：利用影像疊加技術，合成為接近人眼所見之自然彩

色影像。 

研判：顯示地貌、水色與空污等環境特徵。 

限制： 

 同可見光影像。 

 夜間運用兩紅外線及紅外線輻射溫度相差值資料，疊

加於夜間可見光頻道底圖上，產出類自然彩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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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色 01/02 06：00 

 
真實色 01/02 06：10 

 
真實色 01/02 06：20 

 
真實色 01/02 06：30 

 
真實色 01/02 06：40 

 
真實色 01/02 06：50 

 
真實色 01/02 07：00 

 
真實色 01/02 07：10 

 
真實色 01/02 07：20 

 
真實色 01/02 07：30 

 
真實色 01/02 07：40 

 
真實色 01/02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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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色 01/02 08：00 

 
真實色 01/02 08：10 

 
真實色 01/02 08：20 

圖6  真實色雲圖，中央氣象局官網自106年12月11日起供應，惟空軍109

年4月1日始函請該局提供，同年月13日供應氣象專網及官網。 

 

 

圖7 中央氣象局真實色衛星雲圖(06：00、06：30、07：00、07：30、08：

00、08：30、09：00，每半點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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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近紅外線雲圖（IR4） 

 

來源：H-8 衛星/單一頻道（CH.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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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4 01/02 06：00 

 
IR4 01/02 06：10 

 
IR4 01/02 06：20 

 
IR4 01/02 06：30 

 
IR4 01/02 06：40 

 
IR4 01/02 06：50 

 
IR4 01/02 07：00 

 
IR4 01/02 07：10 

 
IR4 01/02 07：20 

 
IR4 01/02 07：30 

 
IR4 01/02 07：40 

 
IR4 01/02 07：50 

圖8 近紅外線雲圖，空軍第八天氣中心可自行接收，中央氣象局亦供

應給空軍氣象中心，惟該中心109年4月13日始供應氣象專網、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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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光雲圖 

時間 

軍網 

（接收中央氣象局

雲圖） 

氣象專網 

（自行接收雲圖） 

氣象專網 

（接收中央氣象局

雲圖） 

0600時 

 
約0650時製圖完成 

 

 
約0630時製圖完成 

0610時 

 
無供應 

 

 
無供應 

0620時 

 
無供應 

 

 
無供應 

0630時 

 
約0720時製圖完成 

 

 
約0700時製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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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0時 

 
無供應 

 

 
無供應 

0650時 

 
無供應 

 

 
無供應 

0700時 

 
約0750時製圖完成 

 

 
約0730時製圖完成 

0710時 

 
無供應 

 
約0735時製圖完成 

 
無供應 

0720時 

 
無供應 

 
約0745時製圖完成 

 
無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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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時 

 
約0820時製圖完成 

 
約0755時製圖完成 

 
約0800時製圖完成 

0740時 

 
無供應 

 
約0805時製圖完成 

 
無供應 

0750時 

 
無供應 

 
約0815時製圖完成 

 
無供應 

0800時 

 
約0850時製圖完成 

 
約0825時製圖完成 

 
約0830時製圖完成 

圖9 空軍供應至軍網、專網之可見光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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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航路與軌跡套疊圖（空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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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中央氣象局109年3月20日證稱過坪林後航線附近以密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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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離到場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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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被彈劾人任亦偉主要違失及其違反之規定 

主要違失 1. 天氣講解，未依規定錄音，且未於天

氣室實施。 

2. 未掌握C10航線雲層分布，告知飛行

員航線近山區有雲，不影響任務執

行。 

3. 明知可見光雲圖受日照不足影響，卻

未運用一目了然之IR4及真實色雲

圖，讓飛行員掌握全貌。 

4. 未將守視結果，通知飛行員應處。 

5. 致專機駕駛未能預先瞭解C10沿途雲

量分布全貌，而於過坪林後遭入雲情

況時，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驚呼「雲

長那麼快」，卻因資訊錯誤而誤以為

仍可雲下目視安全飛行，遲延其即時

由目視改儀器飛航決心之下達。 

違反之規定 1. 飛行員天氣講解，未於「天氣室」實

施，未錄音，違反氣象手冊03062、

03065規定。 

2. 未供應一目了然之近紅外線雲圖給

飛行員參考、未查閱真實色雲圖，致

未能掌握天氣，違反氣象手冊03065

「應適切運用各項圖表資料」之規

定。 

3. 未掌握航路沿途雲量，告知C10山區

航線近山區有雲，但不影響任務執

行，致飛行員未能掌握全貌，過坪林

後驚呼雲長那麼快，以為仍可雲下目

視飛行，實際卻於3000呎入雲，3629

呎撞山，違反氣象手冊03062「必須瞭

解沿途及目的當時及預報天氣，並主

動協助飛行員評估其飛行計畫」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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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4. 未掌握守視結果，通知飛行員應處，

違反氣象手冊03053主官天氣守視之

規定。 

5. 執行職務，不切實，違反公務員服務

法第7條「執行職務，應力求確實」之

規定。 

 

表2 被彈劾人周士凱主要違失及其違反之規定 

主要違失 1. 任務前未查詢航線周遭之地障。 

2. 任務前未將C-430航線輸入至指揮

儀，致任務中無法察覺專機偏離航線

進入高地障。 

3. 未能適時告知飛行員天氣狀況，協助

飛行員掌握前方雲層分布全貌，以便

瞭解雲下目視安全飛行已有問題。 

違反之規定 1. 未查詢地障，違反標準作業程序有關

任務前應查詢地障之規定。 

2. 未將航線輸入至指揮儀，致未能察覺

專機偏離航線，違反標準作業程序有

關追蹤監視任務機按計畫航線執行

之規定。 

3. 未有效運用天氣資料（濃密之雲層）

提供飛行人員參考，違反安全提示參

之六之規定。。 

4. 執行職務，不切實，違反公務員服務

法第7條「執行職務，應力求確實」之

規定。 

 

 


	壹、 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貳、 案由：國防部參謀總長春節視導任務專機，於109年1月2日7時54分松山起飛，計劃沿C10目視航線，經新店、坪林至蘇澳中正港，惟被彈劾人任亦偉，明知可見光雲圖受始曉日照不足影響，不足以讓飛行員瞭解航線雲量及分布全貌，卻未供應東半部迎風面有帶狀（濃密）低雲之真實色雲圖、近紅外線雲圖（IR4，偵測低雲用）給飛行員參考，讓飛行員瞭解東、西半部雲量、雲高完全不同，反告知「迎風面有雲系，近山區會有雲系影響，但不影響此次任務，可正常執行」，致專機駕駛捨沿海C2而選C10山區航線，專機過坪林遭遇入雲情況時，...
	參、 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一、 專機任務，應全程保持目視飛行，不得進雲，空軍第四聯隊108年標準作業程序7.3.2.3規定事項第9款明確律定，且任務機副駕駛與戰管提示時亦明確表示如天氣不好，改走C2沿海航線，顯見天氣是專機任務組員選擇航線之首要考量，惟被彈劾人任亦偉，向飛行員講解天氣，明知可見光雲圖受始曉日照不足影響，無法讓飛行員瞭解山區航線雲層分布全貌，卻未運用一目了然之近紅外線雲圖（IR4-偵測低雲用）或查閱真實色雲圖，究明雲量分布，即告知航線上近山區有雲，但實際上還不會影響這次任務執行，致專機駕駛從C2、C10中選擇...
	(一) 按氣象手冊（第三版）03063規定：「氣象官於完成離（到）場證天氣簽署並由預報長副署後，應向申請飛行計畫之機長或代理人，講解申請飛行計畫當時及預報之天氣情況。講解內容應包含下列要項：一、當前天氣型態及天氣狀況：……三、航路天氣預報：沿途雲量及雲底、雲頂高度、天氣現象，與飛行高度之能見度、風向風速、溫度、結冰高度及可能遭遇之積冰、亂流、劇烈天氣現象。」；同手冊03065簽證天氣講解注意事項亦規定：「一、……講解時應全程錄音，錄音帶至少保存一週。」簽證天氣講解，應向機長為之，並全程錄音。
	(二) 專機任務，應全程保持目視飛行，不得進雲，空軍第四聯隊標準作業程序明確律定。再者，依空軍戰術管制中心錄音抄件，C-430副駕駛劉鎮富於1月2日向戰管林富德上尉提示，略以：「我們等下預劃起飛之後，然後就走C10到蘇澳，然後我們高度大概是3千左右」（0642：59）、「如果C10天氣不好的話，就走C2，就是往基隆那邊走，然後再沿三貂角」（0643：10）等語，顯見天氣是決定任務組員選擇山區航線（C10）或沿海航線（C2）之關鍵因素。惟被彈劾人任亦偉，7時10分許向C-430正駕駛葉建儀講解天氣，...
	(三) C-430離（到）場證簽署，109年1月2日6時30分由飛行官高鎮禹中尉將場證送至第八基地天氣中心天氣室（下稱八天中），由氣象官粘惠嵐中尉依據氣象網頁資料內容將所需之起飛機場、目的地以及航線預報等天氣資料填寫後，經預報長張承葉審查後副署，再由被彈劾人任亦偉赴貴賓室實施天氣講解及提報。惟因講解地點為松指部「貴賓室」（1F），而非規定之「天氣室」（2F），故僅能運用資料落後觀測時間約50分鐘，每半小時更新1次之「軍網」講解之，而非「氣象專網」（下稱專網）。任亦偉當日7時10分許對飛行員天氣講解...
	(四) 析言之，被彈劾人任亦偉當日已預知航線近山區有雲，07：10飛行員天氣講解時受始曉日照不足影響，未能供應可見光雲圖，而僅提供06：00之紅外線雲圖給飛行員參考，確實無法讓飛行員掌握全貌，在此情況下，尤應窮盡一切手段，掌握航路上最差天氣狀況，並依氣象手冊03053規定，實施主官天氣守視。按當日07：00、07：10、07：20、07：30、07：40真實色雲圖（圖6，第24頁及圖7，第25頁）、專網07：10 、07：20 及07：30 可見光雲圖（圖3，第15~17頁或圖9，第29~30頁）...

	二、 被彈劾人攔管長周士凱，負責C-430專機追監事宜，惟未能記取107年F-16機撞五分山之教訓，任務前仍未查詢航線周圍地障，亦未將C10航線報告點座標輸入至指揮儀，致任務中無法察覺專機航跡偏離進入高地障山區，無法適時提醒高度，且未能適時告知飛行員天氣狀況，協助飛行員掌握前方雲之分布全貌，以便瞭解雲下目視安全飛行已有問題，顯有嚴重違失。
	(一) 107年6月4日北部地區「萬安41號」演習，攔管人員地障認知錯誤及戰航管協調問題，未按計畫及時同意F-16機爬升請求，肇致該機撞五分山，並遭本院彈劾之殷鑑不遠，為此，空軍戰管聯隊大幅修正作業程序，除於「戰演訓任務檢查表」新增目視飛航、儀器飛航之最低高度外，並增訂相關標準作業程序，要求任務人員任務前「利用ICS內建之地形圖與指揮儀內等高線，掌握目標區標高及周遭地障（保持與障礙物絕對高度2,000呎以上之隔離）於提示時提供飛行員參考，任務中，則「課目操作按計畫之空域、航線等執行」、「追蹤監視任...
	(二) C-430戰管提示，依錄音抄件，專機任務組員副駕駛劉鎮富上尉，於109年1月2日06：42，與戰管助管士張珈豪中士提示，告知任務機組員含乘員計13員，預劃起飛之後走C10至蘇澳，高度3,000呎左右，如天氣不好的話，改走C2，就是往基隆港那邊走，然後再沿三貂角。如果目視航路天氣都不好的話，才會由FOLLOW（航管）那邊轉到戰管手上，請你們幫我帶，就是請你們幫我們沿海岸線大概3至5浬這樣帶。
	(三) 被彈劾人周士凱，擔任C-430攔管長，按「空軍戰術管制中心值勤作業程序」規定，「攔截管制官/士之職掌：3.適時將天氣狀況告知飛行員。」查其署名之任務檢查表記載「最低高度：目視飛航  3M  ……」，所稱3M，依其109年4月29日詢問筆錄，3M是3,000呎，飛行員提示飛航高度3,000所以寫3M。並辯稱「飛行員提示時就說要走航管，天氣不好交由戰管走儀器，所以我們沒有針對內陸查地障。」，然被彈劾人周士凱負追蹤監視任務機按計畫之空域、航線等執行之責，自應事先查詢航線周遭之地障，應查而未查，顯...


	肆、 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 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同法第5條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同法第7條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
	二、 被彈劾人任亦偉，身為八天中主任，負責向飛行員講解天氣，必須瞭解飛行沿途及目的地當時天氣與預報天氣，並主動協助飛行員評估其飛行計畫，惟明知當日東北季風減弱，航線上近山區有雲，亦知可見光雲圖受始曉日照不足影響，無法辨識雲厚度，詎未提供真實色及近紅外線雲圖（IR4），僅提供06：00紅外線雲圖給飛行員看，致飛行員無法掌握全貌，於專機過坪林後入雲時，意圖維持雲下目視飛行而撞山，違反氣象手冊03062、03063、03065等規定；被彈劾人周士凱，負責C-430追監任務，任務前未查航線周遭地障，亦未請...
	綜上所述，被彈劾人任亦偉，向飛行員天氣講解不確實，告知航線上近山區有雲，但不影響任務，又未讓飛行員瞭解雲量多寡及分布全貌，使飛行員以為選擇C10是安全的，致專機過坪林後遭遇入雲情況時，飛行員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驚呼「雲長那麼快」，誤以為仍可雲下目視飛行，影響其目視改儀器決心之下達，而在可操控情況下撞山；另被彈劾人周士凱，輕忽任務整備，任務前未查詢地障，未將航線報告點輸入指揮儀，致任務中未察覺專機偏離航線，未適時將天氣狀況告知飛行員，均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5條與第7條規定，並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