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培訓機師考試教材 ASP 4.0

HASco 鴻祺航太有限公司

大學生提早自學一次準備好長榮華航培訓 3 階段考試

美國波音子公司 Jeppesen 授權台灣唯一經銷商
台北市民權東路 6 段 264 號 2 樓
捷運文湖線葫洲站步行 300 公尺
電話:02-2634-9343
手機:0921-426-008

傳真:02-2634-9342

hasco@hasco.com.tw

LINE ID: hc66 YouTube Facebook hasco.com.tw
學習飛行，可以是追求更好的職業，也可以是一生的樂趣 – 劉鴻祺

華航長榮復興培訓的3階段考試

基本報考資格: 大學畢業, 32歲以下

第一階段: 航空物理數學筆試

第二階段: 儀器測試

第三階段: 主管與英文面試

測驗學習飛機知識與

測驗操作飛行儀器

觀察評量飛行員特質與

學習飛行原理的能力

手-腳-眼-腦協調與反應能力

學習飛行的潛能

飛行能力是訓練出來的，沒有人是天生就適合。 可針對航空公司 3 階段測驗，訓練自己成為［適合］的人。

準備培訓考試與學習飛行的全套教材 ASP 4.0

適合程度：國中~大學不分科

1. 一本 [航空物理數學講義第5.7版]：飛行員應該要會的物理與數學，中英文說明與考題解答。
2. 一本 [飛行知識學科課本Jeppesen Private Pilot Textbook]：美國學飛行考照第一本必讀課本。
3. 一本 [飛行操控術科課本Jeppesen Maneuvers Manual]：美國FAA考照標準飛行操作手冊。
4. 一組 [初級飛行訓練模擬器飛行軟體] 選配北美機場或全球機場：自備電腦WinXP/7/8/10或Mac。
5. 一組 [初級飛行訓練模擬器飛行搖桿] 三軸飛行控制：自備電腦天天練習腦眼手協調動作。
6. 一架 [店長教學模型飛機]：幫助了解飛行物理觀念。 B-777、B-747、A-380，任選一架。
7. 店長LINE解答問題6個月。 店長指導模擬器安裝與基本操作。

選項

內 容

價格

A

培訓全套教材 4.0，北美機場飛行軟體XPlane10-WinXP/7/8/10

15,600元

B

培訓全套教材 4.0，全球機場飛行軟體XPlane10-WinXP/7/8/10與Mac雙用

17,600元

C

培訓全套教材 4.0，全球機場飛行軟體微軟FSX-WinXP/7/8/10

20,000元

D

店長上課航空物理數學課程12小時，AE101-A/B/C/D共四班次，模擬考試與講評

12,000元

訂購單：請傳至 LINE ID：hc66、或 0921-426-008、傳真 02-2634-9342、hasco@hasco.com.tw
收件者姓名：

地址：

使用者姓名：

電話：

圈選購買選項：A、B、C、D

總價：

電話：
學歷：( )國中 ( )高中 ( )大學
元

產品要( )立刻郵寄；( )上課時領取

送出訂購單後，請等收到[訂購確認回覆]通知，並檢查訂購內容、金額、郵寄地址等都正確後，再行付款。
匯款帳戶：合作金庫銀行 大湖分行 【銀行代號 006】 戶名：鴻祺航太有限公司

帳號：5115-717-303849

匯款通知：請於匯款後通知我們您付款帳號的末 3 碼, 以便迅速查帳出貨。台灣郵局掛號第 2~3 天可寄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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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第一階段測驗：航空物理數學筆試考前必讀，每一題都要會!
鴻祺航太講義 AE101 航空物理數學 5.7 版 Aviatio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航空物理數學 5.7
培訓機師考試準備、飛行維修學習能力測驗的中英文講義。 店長親自回答問題與教學！
劉鴻祺 編寫與繪圖

鴻祺航太有限公司負責人、美國堪薩斯大學航太工程碩士、美國航太學會資深會員

這本講義寫給： 準備報考華航長榮復興培訓自訓飛行員、飛機維修員、與國家航空考試.
非理工科大學生快速加強航空飛行相關的物理數學基本能力.
國中生或高中生預備選讀大學航空系、或立志將來報考飛行員或航空人員.
飛行員要會的物理數學並不難，不是要設計飛機，只要國中畢業就可以學會這本。 - 劉鴻祺

這本講義內容包含：
1. 航空公司培訓機師第一階段筆試物理數學的核心內容,與拿基本分數一定要會的測驗考題.
2. 40 個單元的飛行員與維修員應該都要會的常用航空基本物理數學知識、與航空中英文考題.
3. 含中英文物理定義說明、數學公式解釋、專有名詞中英文對照、常用單位、換算、與數值.
4. 含全部 122 個測驗題目的答案，以及含其中 20 個較難題目的詳解步驟.
5. 一般程度自修閱讀理解全部 40 單元課文內容與做完全部測驗題目大約需要 12 小時.

航空幾何學

航空靜力學

飛行運動學

1.算術英文、2.代數、3.幾何三角

6.力、7.力矩、8.重心、9.摩擦力

4.向量、5.心算與圖形記憶

10.壓力、11.浮力

14.線性運動、15.曲線運動

飛行動力學

5.7

力學能量

16.牛頓運動定律、17.線性動量

航空主題物理數學中英文講義

21.功、22.位能、23.動能

18.角動量、19.升力阻力、20.飛行

8 大主題、40 單元

24.彈性能、25.功率、26.力學能量

熱學能量

電學能量

大氣地科

27.溫度、28.熱量、29.熱交換

32.電壓電阻電流、33.電路

36.大氣密度壓力溫度、37.聲波

30.熔冰、31.熱能與力學能轉換

34.電功率、35.電-熱-力三方轉換

38.地磁、39.地球、40.氣象

12.時間距離速度高度、13.加速度

學習飛行, 可以是追求更好的職業, 也可以是培養一生的樂趣, 和我一起學鳥高飛吧!
YoYouTube：www.youtube.com/user/hascotw

- 劉鴻祺

Facebook：www.facebook.com/hasc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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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第二階段測驗：手眼動作飛航潛質，考前自我訓練手眼腦協調反應[標準飛行]動作!

JP1M 私人飛行員操控術科課本 Private Pilot Maneuvers Manual
美國 FAA 考照飛行操控標準動作步驟 1-2-3

課本售價 1500 元

o

美國波音飛機 Boeing 子公司 Jeppesen 出版，授權台灣唯一 Jeppesen 經銷商鴻祺航太進口

o

彩色圖解，精美印刷，共 30 章節包括：起飛前檢查、引擎啟動、起飛降落、各種標準操控與緊
急降落步驟、失速、夜間飛行等，100 多幅彩色照片與圖畫，解釋每一飛行操控的標準步驟 1-2-3，
與相關 FAA 考試標準，常犯的錯誤，以及問題與解答

o

私人飛行員執照(Private Pilot License, PPL)應考者應同時購買配套 JP1MT 私人飛行員 FAA 術科
飛行操作與口試題庫指南，了解 FAA 考核官問什麼問題、要求作什麼動作、正確操控及格標準

o

模擬飛行軟體使用者應參考此手冊的標準操控步驟，確實學習基本飛行操作的每一步驟

o

超輕飛行員應參考此手冊自習正確的 FAA 操控標準，提高飛行安全

第二階段儀器測驗教材：

私人飛行訓練模擬器套件
訓練-手-腳-眼-腦-協調動作、飛行操作潛能，學習正確飛行操作，自備筆電天天練習。
Jeppesen 飛行操控課本為美國 FAA 聯邦航空總署飛行員操控考試標準動作出處。
培訓飛行員第二階段儀器測驗考前同時學習基本飛行操控與訓練手腦眼動作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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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第三階段面試：主管英語面談，考前充實飛機知識，增強自信心必讀飛行員[聖經]!

JP1 私人飛行員學科課本 Private Pilot Textbook
學飛行要看那一本書? 就是這本!

售價 3800 元

從準備培訓、筆試、面試、航空公司錄取、地面訓練、FAA 考試，到成為副機師、正機師、教官，都要一看再看

o

美國波音飛機 Boeing 子公司 Jeppesen 出版，授權台灣唯一 Jeppesen 經銷商鴻祺航太進口

o

初學飛行準備美國 FAA 私人飛行員執照考試(Private Pilot License, PPL)的第一本必讀課本

o

有 FAA 考試重點提要！FAA 私人飛行員執照 PPL 學科筆試考題與民航局檢定筆試內容出處

o

彩色圖解，精美印刷，約 700 頁，含飛行員生涯發展機會、飛行原理、飛機系統、飛行操控、航
管、通訊、氣候、性能、導航、飛行計畫、航空生理等章節

o

國內外許多航空公司採用本書為新進飛行員培訓訓練的第一本課本

o

數家國內飛行訓練機構補習班均向鴻祺航太採購本書做為培訓與自訓課程課本

o

許多長榮華航復興培訓飛行學員考前與考後自行購買本書研讀，加強實力，應付晉級考試

o

許多要自訓到美國學開飛機的個人購買本書出國前預習，加強飛行與航空英文，提早取的執照

o

擔心看不懂？可以打電話問店長(LINE ID: hc66)，或參加店長一對一配合飛行模擬機詳細講解
未來飛行員請愛惜眼睛，少看電子書、多看印刷紙本
培訓飛行員 3 階段考試全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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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co 鴻祺航太有限公司

鴻祺航太店長介紹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 6 段 264 號 2 樓
捷運: 文湖線葫洲站步行 300 公尺
電話: 02-2634-9343

傳真: 02-2634-9342

行動: 0921-426-008

店長 LINE ID: hc66

hasco@hasco.com.tw

www.hasco.com.tw
YouTube: hascotw

現任

鴻祺航太有限公司 負責人兼總經理, 1999 年起至今
Owner and General Manager, Hungchi Aerospace Service Company

美國航太學會 資深會員, 2007 年起至今
Senior Member,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IAA)

學歷

最高學歷：美國堪薩斯大學 航太工程碩士, 1992
Master of Science, Aerospa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Kansas, USA
碩士論文：Development of Trim States and Linear Models From Nonlinear Simulations
指導教授：Dr. David R. Downing (Chairman)、Dr. Jan Roskam、Dr. C. Edward Lan (藍川滔教授)

國立台北工專五年制 機械工程科畢業, 1986
專長

飛行、航海、飛行動力學、飛行模擬機、飛機設計、飛行導航、飛航黑盒子 4D 解讀、航海導航
-AIS-雷達、太空衛星模擬、國防兵推模擬-雷達-彈道飛彈
經歷

台北工專 航空社社長
預官 36 期陸軍野戰砲兵 金門砲兵指揮部獅山連觀測官、金門砲兵指揮部面前山營情報官
美國堪薩斯大學飛行研究實驗室 研究助理 (NASA-Dryden 戰機操縱靈敏度 Agility 研究計畫)
復興航空公司航務處 助理工程師 (飛機性能分析)
工業技術研究院航太中心 副工程師 (小飛機市場分析)
美商台灣艾默生電氣里奇公司 台灣經理 (Country Manager)
飛行與民航經驗

Cessna-152 飛機 單飛 1 小時, 總飛行 17 小時 (美國堪薩斯州 Lawrence 市立機場)
復興航空公司 ATR72/42 飛機駕駛艙 Observer Seat 觀察飛行 30 小時 (航路省油計畫研究)
民航局 民航驗證法規與程序訓練合格
航海經驗

基隆港務局 動力小船駕駛執照合格
美國帆船航海協會 基本重型帆船課程訓練合格 (ASA Basic Keelboat Sailing)
航空座右銘：If you don’t know,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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