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鋰電池搭機規定與注意事項 

LITHIUM BATTERY 

1. 電池不可拆卸時: 

(1) 須將電源開關緊密保護,避免因碰觸而致電源打開. 

(2) 電池穩固的綁附在輪椅上 

(3) 避免輪椅及電池與貨物,郵件,行李碰撞而損壞. 

(4) 以托運方式運送,須填寫 NOTOC. 

1. The battery cannot be removed: 

   (1) The battery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UN 38.3 Test to securely protect the 

power switch and avoid accidentally being turned on. 

   (2) Battery is securely attached to the wheelchair or mobility aid. 

   (3) The battery and wheelchair/mobility aid are protected from damage by the 

moving baggage, mail or cargo. 

   (4) Shipped as checked baggage. Must issue the NOTOC. 

 

2.電池可拆卸時: 

(1) 電池必須拆下及絕緣,以電池保護套裝好,由旅客以手提行李方式攜帶上機. 

(2) 輪椅可託運 

(3) 避免輪椅與貨物,郵件,行李碰撞而損壞. 

(4) 須填寫 NOTOC. 

(5) 電池不可大於 300W/H 

(6) 除可攜帶原先輪椅上的一個不大於 300W/H的鋰電池 或每個不大於 

160W/H的兩個鋰電池上機外,尚可攜帶一個不大於 300W/H的備用鋰電 

池,或每個不大於 160W/H的兩個備用鋰電池上機 

2. When the battery can be removed: 

   (1) The batteries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UN 38.3 Test and be removed, 

protected from short circuit with a battery container and be carried onboard as a hand 

carry baggage. 

   (2) The wheelchair/mobility aid can be shipped as checked baggage. 

   (3) The wheelchair/mobility aid is protected from damage by the moving baggage, 

mail or cargo. 

   (4) Must issue the NOTOC. 

   (5) The battery must not be over 300 W/H. 

   (6) Every passenger can bring one Lithium battery not over 300 W/H or two 

  batteries not over 160W/H each onboard to the cabin but also can bring one spare 

battery not over 300 W/H or two spare batteries not over 160 W/H each to the cabin 

as hand carry bag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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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偏好設定」>「身分」對話方塊輸入個人與組織資訊。]


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2

		已通過手動檢查: 0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1

		已通過: 29

		失敗: 0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已通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通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通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略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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