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安全管理系統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介紹 
 

于守良 

飛航服務總臺 

 
摘要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以下簡稱氣象中心)隸屬民用航空局(以下簡

稱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以下簡稱總臺)之一級單位，維護飛航安全

為總臺第一要務，落實執行飛航服務「安全管理系統」，確保所有作

業均符合國家規範及國際民航標準，以達成最高安全績效水準為最終

目標。 

    氣象中心同時具有被監督與主動管理之角色，有關被監督之項目

計有接受民航局年度安全管理外部符合性查核及總臺內部符合性安

全查核，另配合總臺每季關鍵績效指標之管控、每季配合安全委員會

決議事項執行安全行動小組作業；另有關主動管理之項目計有針對所

屬預報臺及航空氣象臺項目進行品質管制審查及人員席位查核，並依

據總臺飛航服務安全管理系統手冊規定進行風險管理作業。 

    建置安全管理系統是為了持續提昇飛航安全，由被動轉化為積極

進取及可預測之安全管理模式。事故是發生在每個細節疏忽的交集，

藉著安全管理系統的積極作為，發展安全文化，使安全觀念融入飛航

服務日常作業，重視安全管理價值，任何業務及活動皆以安全為優

先。唯有持續安全管理系統之運作，深植安全文化，防患於未然，才

能減少事故的發生。     

  

一、 前言 

    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航空運輸的需求急速增長，如何保障

航空運輸安全、提昇安全水準之需求日益重要。總臺依據民航局 2011

年 11 月 10 日頒布之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2013 年公布之國際民

航公約第 19 號附約及國際民航組織(ICAO)第 9859 文件-安全管理手

冊(2010 年版及 2013 年版)訂定及修正手冊，以符合國際民航組織及

民航局對飛航服務安全管理系統之要求，落實飛航服務安全之管理。

飛航服務提供者之安全管理模式由以往之被動管理朝主動積極方向

發展，尋求整體安全管理系統之改善。 

    何謂安全？依 ICAO Doc 9859 定義，安全是「透過一連串危害識

別及風險管理的過程，降低或維持對個人或財產造成損害的可能性，



以達到可接受水準」。安全觀念演進上，傳統認為安全著重於結果，

不安全行為是人員作業問題，實施處罰文化，偏向事後調查，新的安

全觀念著重在為何(why)及如何(how)發生不安全行為，以組織系統性

的角度看待安全，偏向事前預防。何謂安全管理？因為無法做到零事

故及零風險，因此，安全管理應由識別危害、認識風險、分析風險，

進而管理風險，提升整體系統安全至可接受之安全風險。 

         

二、 飛航安全管理系統 

    何謂安全管理系統的定義－「安全管理系統」即為以安全為目標

之系統，整合各相關作業內容、作業方式、作業系統、作業程序及工

作信仰，使其得以監督及改善所有作業層面之安全，並達到所欲達成

安全水準之管理系統。安全管理系統的實作層面－需從科技、人為因

素、作業程序、文件、教育訓練、管理、資料蒐集分析、資訊傳遞、

安全評估、安全查核及安全文化著手，簡單說就是人、程序與科技三

部份達到交集之最大化，才使安全管理系統做到最好。 

    依據「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架構，民航局針對總臺實施飛航

服務安全管理查核任務，總臺亦配合制訂相關安全管理查核相關規

定。氣象中心隸屬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之一級單位，負責執行民

航局及總臺有關安全管理系統之相關規定，以三個位階來執行，第一

位階為接受民航局年度安全管理外部符合性查核，及每月關鍵績效指

標(KPI)監控；第二位階為配合總臺每季的安全績效指標管控及符合

性安全查核，及配合安全委員會決議事項執行安全行動小組作業；第

三位階為執行氣象中心每月安全績效指標管控，改變管理作業及所屬

預報臺及氣象臺負責資料品質管制審查及人員席位查核。確保氣象中

心所有作業均符合國家規範及國際民航標準，以達成最高安全績效水

準。 

圖一 氣象中心組織架構           圖二 安全管理系統查核三位階 



 

三、 氣象中心的安全管理系統 

氣象中心的安全管理系統分下列 6大項說明： 

(一)、品質管制審查 

1.觀測資料品質管制審查請參考圖三說明： 

           圖三  觀測資料品質管制審查程序 

2.機場預報品質管制審查 

預報員於每日操作終端機場天氣預報考核系統，製作前日（即當日

日期－2）各機場 4 次 TAF 之預報檢驗表如圖四範例。 

圖四  機場預報檢驗表 



 機場預報品質管制審查請參考圖五說明： 

            圖五  機場預報品質管制審查程序 

(二)、席位查核：藉由值班人員席位查核了解氣象中心及所屬航空

氣象臺輪值人員值班工作情形和工作能力，作為席位輪值人員能力

和相關作業改進之參考，提升航空氣象服務品質。 

圖六  航空氣象席位查核報告表 

(三)、配合民航局、總臺、及氣象中心分析 KPI 數據，進行 KPI 年、

季及月指標管控。何謂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即關鍵

績效指標。 



1.目的：航空氣象服務透過量化方式，提供總臺、氣象中心及所屬氣

象臺了解各項航空氣象服務品質與效率情況，並配合總臺飛航服務

安全管理作業，以使作業單位提前察覺航空氣象作業安全問題，進

行作業改善。 

2.作法：航空氣象 KPI 項目包含「機場天氣預報準確率」、「機場天

氣測報發報準點率」及「機場天氣測報報文正確率」等三項，並分

別設立 KPI 目標值及警示值。說明如下： 

(1)機場天氣預報準確率：KPI 目標值係計算 TAF 報文中，預報準

確之天氣因子個數百分比，計算方式如下：KPI TAF = ( A / B ) 

X 100 %A：預報準確之天氣因子個數，B：預報之天氣因子總數，

目標值為上半年 77％，下半年 83%，全年度 80%(ICAO 訂理想值

為 70%到 80%)；警示值上半年 79%，下半年 86%。 

(2)機場天氣測報發報準點率：KPI 目標值係計算準點發布之機場

例行天氣報告報文總數佔所有機場例行天氣報告報文總數之百

分比，計算方式如下： KPI OBST =（C / D）X 100 % ，C：準

點機場例行天氣報告報文總數，D：機場例行天氣報告報文總數，

機場天氣測報準點率目標值為 98%(100 年 4 月前目標值為

95%，103 年奉總臺指示調整為 98%)；警示值為 99%。 

(3)機場天氣測報報文正確率：KPI 目標值之計算，係使用統計表

中之機場天氣報告修正次數，求得正確發布的機場天氣報告次數

佔該機場天氣報告總數之比例。計算方式如下：KPI OBSC =［（A 

- B）／A］X 100 %，A：機場例行及特別天氣報告總報文數，B：

氣象修正報文總數，機場天氣測報報文正確率目標值為 98%；警

示值為 99%。 

3.追蹤管考：KPI 統計作業後，當結果低於目標值或警示值時，依下

列程序進行航空氣象作業改善： 

(1)中心督導席分析機場天氣預報準確率 KPI 未符合目標值之機場

當月是否有特殊之天氣，及特殊天氣發生時各預報員之準確率是

否有所差異。分析結果若無預報員個別準確率差異，則依該機場

歷年該月準確率平均值建立內部控管目標值。分析結果若有預報

員個別差異，則於預報技術研討會，請對特殊天氣準確率較高之

預報員進行預報作業分享，以期提升 KPI 值。配合每月預報技術

研討會，報告相關分析成果。請同仁留意相關預報成績，若長期

間無法達到警示值目標，全面檢視機場天氣預報作業。 

(2)航空氣象預報臺分析各機場天氣測報發報準點率及各機場天氣

測報報文正確率 KPI，確認是否符合目標值。未符合目標值之機

場氣象臺分析上一月是否有特殊天氣、發報設備故障、或存在觀

測員個人因素。分析結果若屬觀測員個人因素，則由氣象臺於該



觀測員作業時進行熟悉強化，並視需要進行席位查核，以提升其

作業能力。航空氣象預報臺通知未符合警示值目標值之機場航空

氣象臺留意相關作業情況，及早發現可能問題，並進行必要之改

善措施。 

4.2014 年機場天氣預報準確率、測報發報準點率及測報報文正確率

統計分析請參閱附件 1，由機場天氣預報準確率資料繪製下圖 KPI

逐月曲線，發現 2014 年比 2013 年機場天氣預報準確率提升，請參

考圖七。 

      圖七  機場天氣預報準確率 2013 及 2014 年比較曲線圖 

5.每月安全績效指標管控：每月 5 日將上月 3 個 KPI 數值依圖八流

程，將資料送本總臺飛航業務室及安全辦公室備查並上傳總臺內網

資料庫。 



圖八  安全績效指標管控流程圖 

(四)、安全查核： 

安全查核有配合民航局飛航服務安全管理外部符合性查核及配合總

臺內部符合性查核。 

1.目的：安全查核係透過檢視所提供之飛航服務是否符合國家規範

及國際民航標準、相關之安全管理規則及程序是否健全、職員之

專業資格是否達到標準及相關訓練是否完整等。 

2.作法：經檢證合格之安全查核人員，依安全查核手冊規定執行安

全查核之任務，查核頻率依作業單位風險等級。查核原則：依原

則客觀且公正，注重於事實而非意見，留意受核單位主管及人員

所關切事項，查核人員獨立自主檢查，針對系統而非個人，查核

預期個人以其專業能力能合理地完成之事項，於工作報告中呈現

所有已知事實資料，於工作報告中呈現所有已知事實資料；確認

受核單位是否符合安全查核項目要求。 

3.追蹤管考：發現受核單位作業及安全管理之缺失及影響飛航安全

之因素，指出作業優點，供其他單位參考，以提升整體飛航服務

系統效能及效率。依查核後列管項目之辦理情形按季提報總臺或

民航局，改善完成事項應檢具相關佐證資料送交總臺或民航局。 

4.2015 年 7 月 24 日查核小組對某航空氣象臺的查核記錄請參閱附

件 2。 

(五)、風險管理作業： 

1.目的：對於現有系統、設備、計畫、產品及服務的增加、減少及

改變，以及新設備或程序的導入，航空組織會經歷不斷的變化，

每當發生改變時，即可能不經意地將危害帶進日常作業中。所以

當任何安全管理系統間的介面發生改變必須進行改變管理作業。 

2.作法：改變管理之啟動時機：如修正程序及要點如汰換舊系統、

引進新系統、承包商服務改變，作業環境之變化，修正作業效率

指標或放寬目標值。圖九為作業流程： 

 
圖九  改變管理作業流程圖 



3.改變管理範例：松山航空氣象臺 2014 年搬遷暨測報工作轉移作

業改變評估請參閱附件 3，當改變管理評估結果達到重大或中等

結果將進行後續安全風險評估作業。 

4.安全風險評估：安全風險管理係為對於威脅組織之安全風險進行

評估，對於危害後果之安全風險均需進行評估經初步評估後如落

於可容忍區域(tolerable region)或不可容忍區域(intolerable 

region)時，需要提出降低危害後果之可能性與嚴重性之策略行

動，以達可接受之安全風險程度。安全風險評估矩陣，請參閱附

件 4。 

(六)、安全行動小組：為提升飛航安全水準及飛航服務之效率，成立

安全行動小組，配合總臺安全委員會及安全辦公室之運作，落實作業

單位之安全運作管理。 

圖十為作業流程： 

圖十  安全行動小組作業流程圖 

 

並每週一各氣象臺就網站安全會報專區所揭本週安全議題發表意見

並提報各臺安全議題，於當週彙整後，陳報主任是否列入改善事項並

提報安全辦公室，請參考圖十一。 

 

 



圖十一  安全行動小組於 WIKI 網站之安全會報專區 

 

四、 結論 

    建置安全管理系統是為了持續提昇飛航安全，由被動轉化為積極

進取及可預測之安全管理模式。事故是發生在每個細節疏忽的交集，

藉著安全管理系統的積極作為，發展安全文化，使安全觀念融入飛航

服務日常作業，重視安全管理價值，任何業務及活動皆以安全為優

先。唯有持續安全管理系統之運作，深植安全文化，防患於未然，才

能減少事故的發生。 

    查核只是手段，不是目的，畢竟，身為飛航服務人員的一份子，

維護飛安永遠是我們責無旁貸之職責。飛航安全是總臺核心價值，所

有員工均須負起各自責任，並竭力為提供安全而優質之飛航服務共同

努力。各管理階層對於達成總臺最高安全績效水準均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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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4 年機場天氣預報準確率、測報發報準點率及測報報文正

確率統計分析 

 

年 月 
機場天氣預報

準確率 

機場天氣測報

發報準點率 

機場天氣測報

報文正確率 

2014 1 90.46% 99.81% 99.64% 

2014 2 85.12% 99.65% 99.48% 

2014 3 85.29% 99.85% 99.14% 

2014 4 85.23% 99.84% 99.31% 

2014 5 80.46% 99.78% 98.38% 

2014 6 85.43% 99.77% 98.77% 

2014 7 89.43% 99.80% 98.86% 

2014 8 90.04% 99.65% 98.87% 

2014 9 89.77% 99.88% 99.10% 

2014 10 93.12% 99.78% 99.58% 

2014 11 90.61% 99.82% 99.34% 

2014 12 90.82% 99.90% 99.34% 

平均 87.98% 99.79% 99.15% 

 

 

 

 

 

 

 

 

 

 



附件 2：2015 年 7 月 24 日查核小組對 OO 航空氣象臺的查核記錄報告 

 

前言 

查核分類 

 單位查核 

 功能性查核 

 書面查核 

查核範圍 

飛航服務安全管理

訓練 

緊急應變計畫 

航空氣象觀測業務

背景說明 

此次查核係本總臺實施「飛航服務安全管理計畫」以

來，第 2 次對桃園航空氣象臺實施查核。本次查核將

以『不干擾』之原則觀察貴臺日常作業，目的在於檢

視貴單位提供之飛航管制服務是否依據相關法規作

業，俾能協助貴單位持續進步。 

   本次查核另將檢視「風險管理(含改變管理)」、「訓

練」等相關文件，以及了解「緊急應變處理」之運作

情形。 

查核發現 

(1)作業優

點 
 

G1. 

席位旁放置業務手冊之簡易作業手冊(包含平常及緊

急應變作業流程)，簡化同仁查閱動作，縮短應變時

間。 

G2. 
經查，氣象臺之訓練紀錄以個別同仁分別建檔相當完

整，該臺並定時更新訓練紀錄。 

(2)不符合

項目 
 

N1. 無 

(3)建議事

項 
 

R1 

依據本總臺氣象單位與航電單位裝備維修作業規

定，氣象裝備故障時應填寫問題報告單，惟單位通知

航電單位後，係依據裝備故障影響時間長短才填寫問

題報告單，作業與規定有部分不合之處。 

經查，部分已結案問題報告單，督導或班務負責人並

未簽名。 

另，依據本總臺文件管理程序，內部單位間之協議文

件名稱應為“工作規定＂而非“作業規定＂。 

建議： 

檢視規定內容，如需修訂，請修訂之；如無需要，則



請依照規定作業。 

請單位補足簽名並於爾後於裝備維修完畢後確認及

簽名。 

另請修改文件名稱為工作規定。 

R2 

單位於裝備換裝時，與氣象中心及航電單位有討論改

變之風險及控管方式，然未留存任何改變管理相關資

料。 

建議：各類安全活動之資料應予保留。 

R3 

單位業務手冊中對於臺長之職責有相關訓練執行或

擬訂的工作，然業務手冊中並無訓練相關工作或流程

之條文。 

建議：將現有執行訓練相關工作納入業務手冊，以為

訓練工作之依循。 

R4 

經查歷年單位技令整理成三個檔案夾，按照時間先後

置入，無法確認其技令有效性，今年少數技令簽名不

完整。 

建議：加強文件管理，失效技令或修入業務手冊部分

移出技令檔案夾，建議製作傳閱紀錄單附於該技令，

傳閱後簽名於紀錄單，俾以確認技令確實傳閱。 

單位回應 回應內容 完成期限 

R1 

a、遵照辦理，本臺後續將確依「本總臺

氣象單位與航電單位裝備維修作業規

定」，於氣象裝備或系統設施故障時，先

以電話通知航電單位，並填寫問題報告單

送航電單位處理。 

b、遵照辦理，並已在問題報告單上補足

簽名 

c、遵照辦理，將於下次與航電單位重新

制定文件時修改文件名稱為工作規定 

a. 

104.8.31 

b. 

104.7.31 

c. 

104.12.31

R2 

目前氣象臺進行裝備換裝，係由氣象中心

辦理改變管理風險評估，相關文件亦皆保

存於氣象中心，本臺業協請氣象中心將相

關文件影送氣象臺備查。 

104.8.31 

R3 

目前各航空氣象臺之訓練係由氣象中心

依據民航人員訓練所訂頒之「航空氣象訓

練手冊」，及氣象中心之「航空氣象訓練

工作指導書」(如附件)辦理，氣象臺僅執

104.12.31



行人員派訓工作。至業務手冊內提及「訓

練擬訂」臺長職責，將於後續修訂業務手

冊時一併修正。 

R4 

遵照辦理，業將失效技令或修入業務手冊

之技令移出技令檔案夾，並已製作傳閱紀

錄單附於該技令。 

104.8.31 

補充說明 

上次查核應改善事項皆已確認改善完成。 

作業觀察：時間：24 日 1330~1430L，主要觀察席位是否依據相關

規定作業，當時天氣為目視天氣，使用跑道為 23L。觀察期間作業

正常。 

辦公室訪談： 

O 臺長深具安全概念，對於不正常/安全事件能主動積極通報。 

每週參加安行動小組會議，並提供相關資料或提案予氣象中心。 

 

 

 

 

 

 



附件 3：松山航空氣象臺搬遷暨測報工作轉移作業改變評估 

 

(A)安全衝擊程度大小 
1 2 3 4 5 6 7 

□ ■ □ □ □ □ □ 

評估說明： 

松山航空氣象臺負責松山機場天氣測報及警報業務，與航機起降之安

全有密切關係，本項作業係配合本總臺新辦公大樓辦公廳舍規劃進行

作業，作業範圍包含行政文件、測報作業系統、氣象儀器裝備及行政

作業裝備等項目之搬遷，作業期間可能對飛航安全產生的衝擊如下：

考量本搬遷作業業已規劃平行作業期間，使觀測人員熟習作業環境，

並可依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氣象電報代發報工作指導書由其他航空氣

象臺代發氣象報文，評估對飛航安全影響不大，爰評估對安全衝擊程

度大小為 2 分。 

 

(B)改變程度大小 1 2 3 4 5 6 7 

改變之重要性 □ □ □ □ ■ □ □ 

影響既有功能層面 □ ■ □ □ □ □ □ 

影響多少系統 □ □ □ ■ □ □ □ 

影響多少使用者 □ □ ■ □ □ □ □ 

過渡期間複雜度 □ □ ■ □ □ □ □ 

涉及訓練需求 ■ □ □ □ □ □ □ 

小計 18 

評估說明： 

改變之重要性： 

本搬遷作業主要係配合本總臺新辦公大樓整體規劃，且使目前松山航

空氣象臺之作業地點更為符合「松山機場禁限建及障礙物管理作業程

序」，爰評估改變之重要性分數為 5分。 

影響既有功能層面： 

松山航空氣象臺透過相關氣象系統裝備提供機場測報及警報發布工

作，搬遷期間需要進行相關系統訊號連接，並視需要進行微調，對既

有功能層面幾乎沒有改變，爰評估影響既有功能層面分數為 2分。 

影響多少系統： 

影響系統雖然不少，但因都僅為設備搬遷，並透過網路和專線傳送資

料，不涉及系統本身軟體。爰評估影響多少系統為 4分。 

影響多少使用者：影響人員為數不少，爰評估影響多少使用者分數為

改變評估項目 松山航空氣象臺搬遷暨測報工作轉移作業 



3。 

過渡期間複雜度： 

松山航空氣象臺搬遷期間，需各相關單位之密切配合，爰評估過渡期

間複雜度分數為 3分。 

涉及訓練需求： 

本搬遷作業主要係指作業環境之搬遷，並未改變航空氣象測報及警報

作業，但觀測位置改變將影響觀測人員之能見度觀測作業，故需進行

能見度目標物之判讀訓練，訓練難度不高，爰評估涉及訓練需求分數

為 1。 

   

(C)整體改變 

   程度大小 

(A)安全衝擊程度大小(2 分) 

實質相當的

(6-7 分) 

中等程度的 

(3-5 分) 

最小限度的 

(1-2 分) 

(B) 

改變 

程度 

大小 

(18分) 

重大 

(31-42 分) 

重大 

□ 

重大 

□ 

中等 

□ 

中等 

(19-30 分) 

重大 

 □  

中等 

□ 

微小 

□ 

微小 

(6-18 分) 

中等 

□ 

微小 

□ 

微小 

■ 

 

整體改變程度  □重大  □中等  ■微小 

評估結果 
□將進行後續安全風險評估作業 

■可接受該項改變 

評估小組簽名： 

評估日期：2014 年 9 月 30 日 

安全主管/單位主管簽名： 

 

 



附件 4：風險評估作業矩陣 

 

 

風險機率 

風險嚴重性 

災難性的

（A） 

有危險的

（B） 

重 大 的

（C） 

輕 微 的

（D） 
可忽略的（E） 

頻繁（5） 5A 5B 5C 5D 5E 

偶爾（4） 4A 4B 4C 4D 4E 

有可能（3） 3A 3B 3C 3D 3E 

不可能（2） 2A 2B 2C 2D 2E 

非 常 不 可

能（1） 
1A 1B 1C 1D 1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