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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民用航空服務的發展，民用航空已經在全球經濟鏈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

每天有大量的旅客及貨物在全球的各大機場流動，而自美國911事件後，機場安檢已成為

最被關注的環節，如何迅速、準確有效的檢查藏匿於貨櫃、隨身行李和旅客身體上的危

險品，是機場安全部門的重要課題。本文以邏輯性的敘述，介紹用於民用機場旅客手提

行李及人身安檢設備的功能與分類，及說明最新機場安檢流程與設備的趨勢，以為機場

旅客安全管制規劃設計之參考。

321

壹、前言

安檢設備一般設置於機場、港口、車站或

司法機構的出入口(境)前，目的在於檢查進出旅

客或人員是否攜帶危險(禁)品或爆裂物，以防止

爆炸、槍擊、行兇及攜帶違禁品出入境等情事

之發生。

由於近年恐怖份子攻擊事件屢屢發生，為

因應防止類似事件(尤其是爆炸)於機場或飛機上

發生，各先進國家、團體、安檢設備供應商，

也紛紛制定更嚴謹的機場安全檢查機制及發展

更先進、精密、快速的安檢設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辦理桃園國際機

場第三航廈新建工程的設計工作，其中旅客手

提行李及旅客人身安全檢查為設計的一環，本

文擬藉與安檢設備供應商接觸之了解及機場的

規劃需求，介紹機場旅客手提行李及旅客人身

安全檢查先進安檢設備的功能與分類、安檢流

程、配置的設計考量，以饗讀者及為設計作業

之參考。

貳、安檢設備功能與分類

一、危險物品

機場設置安檢設備的主要目的，在於防止

旅客攜帶危險物品入、出境，依據我國民航局

「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危險物品計分為

九大類，詳細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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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類：爆炸物品。

(二) 第二類：氣體。

(三) 第三類：易燃液體。

(四)  第四類：易燃固體、自燃物質、遇水

釋放易燃氣體之物質。

(五) 第五類：氧化物、有機過氧化物。

(六) 第六類：毒性物質、傳染性物質。

(七) 第七類：放射性物質。

(八) 第八類：腐蝕性物質。

(九) 第九類：其他危險物品。

上述九大類危險物品中，禁止旅客手提行

李及人身攜帶的危險物品則如下：

二、安檢設備的分類

安檢設備依被檢查物的體積、用途、安檢

標準，可做如下分類，詳述如下：

(一) 依被檢查物體積和應用領域分類

 安檢設備可概分為大、中、小型設備，

大型安檢設備主要用於貨物檢查，如貨櫃

等；中型設備用於旅客行李和人身的檢查，

小型設備則為可移動和攜帶的掌上型設備。

(二) 依設備用途分類

 主要包括安全檢查、防爆處置、防恐

等三類，其中安全檢查設備包括安檢機、

安檢門(通過式金屬探測門)、手持式金屬探

測儀、液體檢查儀、爆炸物探測器等，防

爆處置設備包括防爆罐、防爆毯、機械手

臂、爆炸物現場勘查設備、危險物品儲物

罐等，防恐設備包括可攜式頻率干擾儀、

毒氣探測儀等。

(三) 依安全檢查標準分類

 民用航空服務對於安全檢查設備已

訂有一套分類標準，依照歐洲民航會議

(European Civil Aviation Conference,ECAC)

的規定，手提行李爆裂物安檢設備標準

分為4級(Explosive Detection System Cabin 

Baggage Standsrd C, EDS CB C)，分別為：

1.  安全標準1(EDS CB C1)：行李進入安檢

設備前，液體、手提電腦、大型電子器

具須自手提行李中取出，此類設備目前

廣泛用於國際及國內各機場。

2.  安全標準2(EDS CB C2)：行李進入安檢

酒類 噴霧型乳液 尖銳類物品

  

鐵器類物品 棍棒類物品 刀、剪類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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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查結果應力求準確，減少失誤發生

的機率，以節省人力與時間。

(四)  排隊等待區、安檢區(包括置放、取回

行李所需空間)、護照查驗區之空間

應充足，且注意旅客檢查動線之順暢

如：規劃彈性便捷的排隊動線，設置

旅客排隊等待的監視系統、提供旅客

資訊(標示應注意事項或前進方向等)。

(五)  必要時，設置隨身衣物穿戴區(桌椅

等)，便利旅客收拾整理，以避免發生

瓶頸點。

(六)  檢查方法與過程，應顧及旅客隱私，

避免造成旅客的困擾與不便。

(七)  安檢設備與安檢區室內空間的搭配，可

考量整體建築美感，給予旅客溫馨親

切的感受，去除以往冰冷嚴肅的印象。

二、安檢設備之發展趨勢

基於前述的需求及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

安檢設備朝智慧與人性化的方向創新研發，改進

旅客檢查措施和掃描設備，如多功能、非接觸、

高靈敏度、自動化、遠距離監控等功能，以減

少旅客開啟行李與摘除衣物飾品，以及特別檢

查等作業，提高旅客的檢查效率與檢查速率。

三、手提行李安檢流程與設備

手提行李安檢流程與設備，可分為傳統型

及先進智慧型，其檢查流程與設備說明如下：

(一) 傳統型手提行李安檢流程與配置

 傳統型手提行李安檢流程與配置，如

圖1，此類型設備配置較簡單、佔地面積較

設備前，液體須自手提行李中取出，手

提電腦與大型電子器具可置於手提行李

中，目前已使用於國際先進機場及美國

部份機場。

3.  安全標準3(EDS CB C3)：行李進入安檢

設備前，液體、手提電腦、大型電子器

具皆無須自手提行李中取出，此類標準

之設備目前尚在試用階段。

4.  安全標準4(EDS CB C4)：與安全標準3類

似，但具有較佳的準確率。

參、安全檢查流程與配置

機場旅客在證照查驗通關前，須完成手提

行李與旅客人身安全檢查，其安全管制檢查之

配置設計，說明如下：

一、安檢設備配置設計原則

安全檢查設備之配置設計，應能滿足下列

功能，包括：

(一)  安檢設備的配置數量，應滿足旅客流

量、營運目標、服務水準。

(二)  檢查功能應儘量完整，可偵測各種不

同的危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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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行李及隨身物品，檢查速率較低、在尖

峰時間需開啟較多的安全檢查線，安檢人

力需求相對較高。

(二) 先進智慧型手提行李安檢流程與配置

 先進智慧型手提行李安檢流程與配

置，如圖2，其安檢流程、設備特性如表

2，此類型設備配置較複雜、所需配置面積

較大，因為同時間可允許多位旅客置放手

提行李(含隨身物品)、合格與不合格行李分

流設計，手提行李檢查速率較傳統型高，

2D圖像

圖1 傳統型手提行李安檢流程與配置

2D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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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手提行李安檢設備的特性比較，彙整如

表1。

在尖峰時間需開啟的安全檢查線較少，且

旅客取走行李後的空托盤可自動回收，安

檢人力需求相對較低。

(三)  傳統與先進智慧型手提行李安檢設備

比較

3D圖像與2D圖像

圖2 先進智慧型手提行李安檢流程與配置

3D圖像與2D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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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傳統與先進智慧型手提行李安檢設備比較

傳統型手提行李安檢設備 先進智慧型手提行李安檢設備

1.  採用C1或C2等級之X光掃描機，雖可透視行李的內

容物，產生2D圖像，尚無法自動偵測確認，而必須

倚賴安檢人員的判讀。

2.  需將單獨檢查的物品如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電

子設備先行取出。

3.  取出/重新放回須單獨檢查之物品重複檢查將會間接

影響正常行李的安檢作業。

1.  採用CT掃描機。

2.  利用3D斷層掃描技術，繪製出特定掃描物的細節圖

譜，產生3D與2D圖像，可顯示爆裂物及位置，並可

調整檢視角度，能夠提升檢出率，降低誤報率，並

可自動示警。

3.  無需取出電子設備單獨檢查。

4.  盛放行李的安檢托盤可自動返回安檢區起點，以供

後續旅客使用，安檢人員無需來回走動，將托盤送

回起點。

5.  行李安檢影像可後傳至遠端安檢室，安檢人員可在

安靜的環境中，集中注意力進行正確判讀，以提高

處理效率。

圖3 傳統型旅客人身安檢流程及配置

圖4 先進人性化旅客人身安檢流程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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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客人身安檢流程與設備

除了手提行李安全檢查流程與設備的改善

與技術提升外，旅客人身安檢流程與設備也發

展得更人性、更友善。

(一) 圖3傳統型旅客人身安檢流程與配置

(二)  圖4先進人性化旅客人身安檢流程與 

配置

(三)  傳統與先進人性化手提行李安檢設備

比較

 傳統型手提行李安檢設備與先進人性

化手提行李安檢設備的特性比較，彙整如

表2。

肆、結語

旅客手提行李及人身安全檢查除注重功

能，使用先進安檢設備外，新近之國際機場如

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

國際機場，也著重於安檢區域的整體設計，目

的除滿足安檢功能外，也希望提供旅客舒適、

人性化的安檢空間，讓旅客在無壓力情況下完

成安全檢查，未來的桃園國際場第三航廈旅客

安全檢查管制，將朝此方向設計，以提高機場

整體服務水準。

表2 傳統與先進人性化旅客人身安檢流程與設備比較

傳統型旅客人身安檢設備 先進人性化旅客人身安檢設備

1.  金屬安檢門僅能偵測金屬品，無法偵測非金屬物

品。

2.  金屬安檢門雖能偵測金屬品，惟無法判斷金屬物件

的形式與位置。

3.  旅客重複通過安檢門或脫鞋檢查，增加安檢時間，

形成後續旅客的等待。

4.  直接觸摸的檢查方式，易造成旅客與安檢人員的困

擾。

5.  對於有安裝類似人工關節的旅客，容易發生誤報，

造成旅客的不便。

1.  身體掃描機利用低階能量X光之成像技術，對乘客

進行掃描，穿透旅客身上的衣服，可發現其身體表

面是否藏有爆裂物等危險品。

2.  可偵測可疑物件的型式，並標示位置，有利安檢人

員複查。

3. 可以檢查非金屬的危險品。

4. 旅客檢查時，不必脫除外套。

5.  檢查時間只需數秒鐘，提升檢查作業能量。

6. 檢查人員可以減少或避免接觸旅客身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