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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    年嘉大民航局年嘉大民航局年嘉大民航局年嘉大民航局無人機各無人機各無人機各無人機各等級術科訓練班等級術科訓練班等級術科訓練班等級術科訓練班簡章簡章簡章簡章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為使有志於從事無人機進行農藥代噴為使有志於從事無人機進行農藥代噴為使有志於從事無人機進行農藥代噴為使有志於從事無人機進行農藥代噴、、、、建築結構與工程探勘建築結構與工程探勘建築結構與工程探勘建築結構與工程探勘、、、、

電力工程與電纜電力工程與電纜電力工程與電纜電力工程與電纜、、、、集會空拍與攝影集會空拍與攝影集會空拍與攝影集會空拍與攝影、、、、漁釣漁釣漁釣漁釣、、、、森林保護森林保護森林保護森林保護、、、、河川維護河川維護河川維護河川維護、、、、消防消防消防消防、、、、

警政警政警政警政、、、、急難救助急難救助急難救助急難救助、、、、自然災害工安空拍與工程評估自然災害工安空拍與工程評估自然災害工安空拍與工程評估自然災害工安空拍與工程評估、、、、婚喪喜慶婚喪喜慶婚喪喜慶婚喪喜慶廟會廟會廟會廟會、、、、綠色綠色綠色綠色

能源能源能源能源、、、、個人旅遊個人旅遊個人旅遊個人旅遊、、、、、、、、等操控人員等操控人員等操控人員等操控人員，，，，取得民航局法規規定之各等級合格專取得民航局法規規定之各等級合格專取得民航局法規規定之各等級合格專取得民航局法規規定之各等級合格專

業操作證業操作證業操作證業操作證，，，，本校將依學員能力及需求本校將依學員能力及需求本校將依學員能力及需求本校將依學員能力及需求，，，，由淺入深由淺入深由淺入深由淺入深，，，，由小機型至大機型由小機型至大機型由小機型至大機型由小機型至大機型，，，，

循序漸進方式循序漸進方式循序漸進方式循序漸進方式，，，，且採實務飛行訓練且採實務飛行訓練且採實務飛行訓練且採實務飛行訓練，，，，促使從未操控過無人機學員在短暫促使從未操控過無人機學員在短暫促使從未操控過無人機學員在短暫促使從未操控過無人機學員在短暫

時間內取得所需各等級專業操作證照時間內取得所需各等級專業操作證照時間內取得所需各等級專業操作證照時間內取得所需各等級專業操作證照，，，，以利於學員應用無人機與相關以利於學員應用無人機與相關以利於學員應用無人機與相關以利於學員應用無人機與相關

產業作業之合法性及安全性產業作業之合法性及安全性產業作業之合法性及安全性產業作業之合法性及安全性，，，，提升工作效率與減少人力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與減少人力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與減少人力成本提升工作效率與減少人力成本，，，，開創現階開創現階開創現階開創現階

段新興的作業模式與多面向的職場段新興的作業模式與多面向的職場段新興的作業模式與多面向的職場段新興的作業模式與多面向的職場。。。。 

二、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智慧農業研究中心智慧農業研究中心智慧農業研究中心智慧農業研究中心、、、、自動化研究中自動化研究中自動化研究中自動化研究中心心心心 

三三三三、、、、遙控無人機遙控無人機遙控無人機遙控無人機逐級逐級逐級逐級報考流程報考流程報考流程報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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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各等級訓練課程各等級訓練課程各等級訓練課程各等級訓練課程及費用及費用及費用及費用::::    

########包課特別優惠包課特別優惠包課特別優惠包課特別優惠::::基本級基本級基本級基本級 IIII--------IaIaIaIa 高級高級高級高級--------IbIbIbIb 高級高級高級高級

--------    一次繳費一次繳費一次繳費一次繳費    35000350003500035000 元元元元。。。。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報名條件報名條件報名條件報名條件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1111    

基本級基本級基本級基本級    I (2kgI (2kgI (2kgI (2kg～～～～15kg15kg15kg15kg↓↓↓↓))))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姿態姿態姿態姿態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機型機型機型機型::::樂飛樂飛樂飛樂飛    T4T4T4T4----100 OR TAROT 100 OR TAROT 100 OR TAROT 100 OR TAROT 

6X(6X(6X(6X(軸距軸距軸距軸距:90:90:90:90----110cm) OR 110cm) OR 110cm) OR 110cm) OR 任務機任務機任務機任務機    

※1.原機原場考照。 

  2.訓練費用:15000 元。(具有具有具有具有 Ia2Ia2Ia2Ia2

等級者等級者等級者等級者 6000600060006000 元元元元) 

 

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    

#111 年 3/10-3/11 日(含每星期

六免費飛行練習及陪考) 

(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 3 月 7 日) 

########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嘉大無人機考照場。 

1.1.1.1.年滿年滿年滿年滿 18181818

歲之國民歲之國民歲之國民歲之國民。。。。  

2.2.2.2.具有民航具有民航具有民航具有民航

局專業操作局專業操作局專業操作局專業操作

證學科通過證學科通過證學科通過證學科通過

((((及格及格及格及格))))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10:10:10:10 人人人人----6666 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    

########已報已報已報已報 0000 人人人人    

########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    

2222    

高級高級高級高級    Ia Ia Ia Ia ----G1G1G1G1、、、、G2G2G2G2 及及及及 G3(2kgG3(2kgG3(2kgG3(2kg～～～～15kg15kg15kg15kg↓↓↓↓))))

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姿態模式姿態模式姿態模式姿態模式))))--------機型機型機型機型::::樂飛樂飛樂飛樂飛    T4T4T4T4----

100100100100L OR T4L OR T4L OR T4L OR T4----110L110L110L110L    

 

※1.原機原場考照。 

  2.訓練費用:9000 元。。。。((((G1G1G1G1、、、、G2G2G2G2、、、、

G3G3G3G3--------僅可選一種僅可選一種僅可選一種僅可選一種--------每增一種外加每增一種外加每增一種外加每增一種外加 3000300030003000

元元元元))))    

 

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    

1.1.1.1.基本級基本級基本級基本級    I I I I 

(2kg(2kg(2kg(2kg～～～～

15kg15kg15kg15kg↓)↓)↓)↓)合格合格合格合格

已取證已取證已取證已取證。。。。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10:10:10:10 人人人人----6666 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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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3/10-3/11 日(含每星期

六免費飛行練習及陪考) 

(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3 月 7 日) 

 

########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嘉大無人機考照場。  

########已報已報已報已報 0000 人人人人    

########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 

3333    

高級高級高級高級 1b1b1b1b----G2(15G2(15G2(15G2(15～～～～25kg25kg25kg25kg↓↓↓↓))))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GPS(GPS(GPS(GPS

模式或姿態模式模式或姿態模式模式或姿態模式模式或姿態模式)))) 

--機型機型機型機型:APD:APD:APD:APD----610X610X610X610X    

 

※1.原機原場考照。  

  2.訓練費用: GPS 模式:9000 元；姿

態模式:15000 元。 

 

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        

#111 年 3/10-3/11 日(含每星期

六免費飛行練習) 

(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3 月 7 日) 

 

########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嘉大無人機考照場。  

※※※※GPSGPSGPSGPS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具有可跳級

考的資格者

或要註記註記註記註記((((農農農農

用用用用))))者。 

  

※※※※姿態模式姿態模式姿態模式姿態模式:::: 

1.Ia(2kg～

15kg↓)等級

合格已取證

者。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10:10:10:10 人人人人----6666 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    

########已報已報已報已報 0000 人人人人    

########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 

4444    

高級高級高級高級 1b1b1b1b----G1G1G1G1、、、、G3(15G3(15G3(15G3(15～～～～25kg25kg25kg25kg↓↓↓↓))))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

((((姿態姿態姿態姿態))))--------機型機型機型機型:DJI:DJI:DJI:DJI----M600M600M600M600    

    

※1.原機原場考照。 

  2.訓練費用:12000 元。。。。((((G1G1G1G1、、、、G3G3G3G3--------

僅可選一種僅可選一種僅可選一種僅可選一種--------每增一種外加每增一種外加每增一種外加每增一種外加 3000300030003000 元元元元))))    

 

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    

#111 年 3/10-3/11 日(含每星期

六免費飛行練飛及陪考) 

(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3 月 7 日) 

  

####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嘉大無人機考照場。  

1.Ia(2kg～

15kg↓)等級

合格已取證

者。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10:10:10:10 人人人人----6666 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    

########已報已報已報已報 0000 人人人人    

########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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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基本級基本級基本級基本級    ⅡⅡⅡⅡ    ((((25252525kgkgkgkg～～～～151515150000kgkgkgkg↓↓↓↓))))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

((((GGGGPSPSPSPS 或或或或姿態模式姿態模式姿態模式姿態模式))))--------機型機型機型機型::::DJIDJIDJIDJI    TTTT16161616    

※1.原機原場考照。 

  2.訓練費用:GPSGPSGPSGPS----11112222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姿態姿態姿態姿態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18181818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    

#111 年?-?日(含每星期六免費飛

行練習及陪考) 

(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 ?月?日) 

########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嘉大無人機考照場。  

1.基本級Ⅰ-

GPS 通過。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10:10:10:10 人人人人----6666 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    

########已報已報已報已報 0000 人人人人    

########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 

6666    

高級高級高級高級ⅡⅡⅡⅡCCCC----G1G1G1G1、、、、GGGG2222((((25252525～～～～111155550000kgkgkgkg↓↓↓↓))))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訓練班

((((姿態姿態姿態姿態))))--------機型機型機型機型:DJI:DJI:DJI:DJI----TTTT11116666    

    

※1.原機原場考照。 

  2.訓練費用:25000 元。。。。((((G1G1G1G1、、、、GGGG2222--------

僅可選一種僅可選一種僅可選一種僅可選一種--------每增一種外加每增一種外加每增一種外加每增一種外加 5555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第一梯次::::    

#111 年?-?日(含每星期六免費飛

行練飛及陪考) 

(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月?日) 

####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訓練地點::::嘉大無人機考照場。  

1.基本級Ⅱ-

GPS 合格。 

2.具有Ⅰb-

G1、G2(GPS

或姿態)、G3

已取證者。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4444 人人人人----2222 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人開課))))    

########已報已報已報已報 0000 人人人人    

########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後續飛行練習及考證照 

7777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歡迎機關歡迎機關歡迎機關歡迎機關、、、、法人集體專案包班法人集體專案包班法人集體專案包班法人集體專案包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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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開課日期與報名開課日期與報名開課日期與報名開課日期與報名::::    

   1.開課日期:將依前一梯次取證狀況而定，隨時開新班。(請注意網頁資訊請注意網頁資訊請注意網頁資訊請注意網頁資訊)。 

   2. 報 名 : 請 至 嘉 義 大 學 理 工 學 院 自 動 化 研 究 中 心 網 頁 : 

https://www.ncyu.edu.tw/cerst/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64795 最

底下之附件檔案處下載--學員個人基本資料表學員個人基本資料表學員個人基本資料表學員個人基本資料表————填寫後 EEEE----mailmailmailmail 至至至至：：：：

ncyudrone@gmail.com ncyudrone@gmail.com ncyudrone@gmail.com ncyudrone@gmail.com ，，，，    TEL: TEL: TEL: TEL: 0900900900906929532692953269295326929532，，，，賴柏儒賴柏儒賴柏儒賴柏儒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並告知欲報等級~~~~~~~~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即可即可即可即可。。。。    

            3333....已報名學員受訓期間為已報名學員受訓期間為已報名學員受訓期間為已報名學員受訓期間為 6666 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必須取證必須取證必須取證必須取證，，，，否則否則否則否則將失去訓練資格將失去訓練資格將失去訓練資格將失去訓練資格。。。。    

六六六六、、、、嘉義大學民航局無人機術科考場嘉義大學民航局無人機術科考場嘉義大學民航局無人機術科考場嘉義大學民航局無人機術科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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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嘉大無人機術科考場地點及地圖嘉大無人機術科考場地點及地圖嘉大無人機術科考場地點及地圖嘉大無人機術科考場地點及地圖::::    

            在嘉義市輔仁中學旁或美的汽車駕訓班旁在嘉義市輔仁中學旁或美的汽車駕訓班旁在嘉義市輔仁中學旁或美的汽車駕訓班旁在嘉義市輔仁中學旁或美的汽車駕訓班旁，，，，以及嘉義市軍輝橋下以及嘉義市軍輝橋下以及嘉義市軍輝橋下以及嘉義市軍輝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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