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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一節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

前言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State Safety Program，以下簡稱SSP）為國家安全
管理的一套管理系統，也是民航主管機關監督航空服務提供者執行安全安管理系
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以下簡稱SMS）的橋樑與介面（如圖7-1）
。SSP
能否確實執行，必需與一國飛安系統規模大小與複雜程度相對等，同時也需要所
有航空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的協調配合，方得以達成計畫中的各項要
求。

圖7-1 SSP與SMS介面
2007年國際民航組織（ICAO）對第1、6、8、11、13、14等號附約進行修訂，
要求各會員國建置並實施SSP，期使民航主管機關的安全管理，由「法規」為基
礎的規範管理，逐漸轉向「績效」為基礎的監督管理。隨後世界各國民航主管機
關即對此展開密集的諮商、規劃與合作，ICAO亦主動提供完整的教育訓練與文
件，供會員國作為發展SSP的準據。
我國自民國60年退出聯合國後，因失去ICAO會員資格，故無法參與雙邊或
多邊合作計畫；然因民航事業國際分工與協調事項甚多，為使我國民航事業能永
續發展，國籍航空業者得以立足國際，民航局配合ICAO各項附約內容，進行法
規修正與政策推動多項工作，以符合該組織所制定之相關規範，並加以遵行。
99年底，交通部將推動「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列為民航局100年施政主
軸之一，依據ICAO規範編制完成「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
，對我國民航安全政
策與目標、風險管理、安全保證與安全提升等SSP工作要項，進行詳細說明與規
劃，並協請行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就第13號附約有關失事調查部分提供內容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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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後修訂。該案於報請交通部備查同意後，於100年11月16日由民航局正式函
頒，除做為我國實施SSP各項工作的準據外，並要求各類民航業者配合計畫內
容，結合所管安全管理系統，以提升我國飛航安全水準，與國際飛安管理作法接
軌。有關SSP計畫內容及先進國家作法，將於下面各節介紹。

第二節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內容

計畫主文以ICAO Doc9859（第二版 2009年）為藍本，其內容說明如下：
一、民用航空安全政策
說明民航局對於飛安監理之各項作為及承諾，以確保在民航局督導下的所有
飛航作業與活動，均能符合國內法規與國際標準，以達到可接受之安全水準。
二、第一章

概論

說明計畫包含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的要項，亦為國家整體航空安全管理計
畫之一部分。主要內容包括航空人員檢定（Annex1）
、航空器飛航作業（Annex6）
、
航空器適航（Annex8）、飛航服務規範（Annex11）、事故調查（Annex13）及民
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Annex14）等六大部分。期望透過計畫執行，建立航空
服務提供者實施安全管理系統的環境，並降低失事率並維持於全球失事率水準以
下。
三、第二章

航空安全政策與目標

本章主要在於說明航空安全法規架構（如圖7-2及圖7-3）與航空安全政策，
包含明確政策、程序、管理控制、文件以及正確的行動過程等，以確保國家航空
安全管理有效追蹤。對於SSP執行架構與責任應明確律定，並指派組織負責人，
明定各項航空安全責任與職責，以適時協調各單位業務之推動（如圖7-4）。
在飛航事故調查方面，應建立一獨立的失事及意外調查單位與程序，任何單
一失事與意外事件調查結果不應作為懲處的依據。此外，應允許服務提供者在適
當的國家授權及符合SMS情況下，可自行處理與解決對內的安全差異，並建立內
部的強制執行程序。
對於各項SSP相關文件與程序，應發展建立我國航空安全資料庫，以利資料
保存與參考，並視需要更新相關之文件、安全政策與目標、安全計畫規定、流程
與程序、各單位之權責，以及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之可接受安全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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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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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 民用航空法規架構（與SSP相關者）

飛航事故調查法

民用航空器事故調查

公務航空器事故調查

超輕型載具事故調查

圖7-3 飛航事故調查法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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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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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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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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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4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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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章

航空安全風險管理

本章闡述民航局對航空服務提供者（含航空站、航空公司、維修廠及航空產
品製造者）SMS之安全要求，協助航空服務提供者實施安全管理系統與定義作業
危害，允許單一的服務提供者，在各別SMS中訂定績效，同時要求各服務提供者
需定期審視，以確保符合要求。此外，民航局配合計畫之執行，成立安全保證小
組（Safety Assurance Team，簡稱SAT小組），透過SAT小組定期審視績效並檢討
各項規定及作業手冊等文件，以確保其持續性與適用性。
五、第四章

航空安全保證

民航局擬定國內各航空服務提供者之年度安全監督計畫，包括檢查、查核及
審視之機制，以確保安全風險管控措施已適當地整合於航空服務提供者之安全管
理系統中。另建置安全資料庫，對於各項飛安資料進行分析，以衡量各項安全績
效是否符合可接受安全水準，並對於評估之高風險或高關注部分優先執行檢查、
查核及審視。
六、第五章

航空安全提升

安全提升主要在於將安全資訊透過對內/外訓練、溝通或傳遞，將訊息或具
體作法傳送到相關人員。國家需提供人員完整與專業的知識與技能，以及危害定
義與安全風險分析的相關知識，因此必需加強內部與外部溝通。
七、附件
附件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分別為可接受安全水準（An Acceptable Level of
Safety）
、實施計畫（Implementation Plan）以及安全風險分析流程（Safety Risk
Management Process），為SSP衡量是否達到績效與各執行項目具體作法的彙編。
計畫中配合我國飛安現況，將整體安全目標訂定為「依2001-2010年國籍航
空器15,000公斤以上渦輪噴射飛機十年移動平均失事率為0.55次/百萬飛時」，另
飛航標準、飛航服務與航站管理亦設定其對應之各別安全指標（Safe Index, SI），
包括：
「五年內(2015年)之十年移動平均失事率逐年降低2%至0.50次/百萬飛時」、
「航管制案件發生率1.50次/十萬管制架次以下」
、
「飛航管制因素導致誤失進場發
生率1.45次/萬管制架次以下」
、
「車輛或其他地面設備與航空器擦撞導致航空器失
事維持於1次/百萬起降架次」，以及「因地面作業不當或裝備失效，導致航空器
受損須停機檢修事件發生率2次/十萬起降架次以下」等5項。
為使民航局航空安全權責單位能依計畫執行，於附件中訂定安全管理實施計
畫，俾利相關單位依計畫細項確實執行。對於風險管理方面，亦提供安全風險分
析流程，並視風險危害嚴重項目進行改變管理（如圖7-5）
。目前民航局對於危害
識別及風險分析項目，主要以「查核／檢查報告」
、
「SAT提出之風險項目」
、
「安
全事項通報」
、
「ALoS及安全指標（SI）資料」以及「重大改變事項」5大項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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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未來將視需要增修識別項目。經風險分析及研判後之高度風險項目，則應提
報於SAT小組進行檢討並提出改善方案，以持續後續追蹤其缺失改善成效（如圖
7-6)）。

新作業、程序或系統

建立安全政策及目標

危險識別

回饋及

改變管理
（評估改變程度）

風險分析

修正

是

風險評估及容忍程度
不可忍受

是否為重大改變?
否

可忍受

降低風險影響程度及建
立風險圖像

接受風險

圖7-5 安全風險分析流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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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6 安全風險分析流程(二)
八、附錄
附錄包括兩部分，一為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英譯文；其次則為中英名詞對
照；主要目的在於加強國際化交流，並統一名詞用語，以作為爾後相關法規修訂
之準據。

第三節 各國安全目標與可接受安全水準
SSP 有兩項主要概念，一為國家高等級安全目標，此部分規範於 SSP 架構的
第一項組成-國家安全政策與目標中；另一項則為 ALoS，ALoS 由多項安全績效
指標與安全績效目標所組成，本節針對各先進國家安全目標與 ALoS 進行說明
（DEGAS Advise 2009-059）。
一、英國
英國民航局安全目標係根據法人組織計畫（Corporate Plan,CCP, 2009）
，其目
標為「與航空企業合作，發展英國成為世界級航空環境；與歐洲航空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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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以下簡稱 EASA）成為夥伴，持續改善英國
的飛航安全」
。英國於 2009 年修訂版 CAP 784 中，訂定多項策略性目標，包括：
規範與 EASA 成為夥伴關係，同意監督屬於英國飛航相關業者與組織、持續運
用與發展風險基本研究，確保英國飛航符合歐州與英國法規及要求。如有需要，
英國民航局將採取必要行動以維持英國空域的高安全標準及安全不受妥協。此
外，需同時支援航空基礎建設，使各項設備受到良好維護，並協助定義潛在風險，
同時採取適當降低風險的行動措施。在風險分析上，英國民航局將繪製出全球與
英國資料，定義可供英國運用的飛安風險趨勢，優先採用這些安全資訊並致力於
最有效的安全議題。對於安全改善的結果主動擷錄於安全計畫，以作為監督的進
度和效率的手段。
英國在訂定主要安全目標時，以確保定期航線失事率不隨預估空中交通量增
加而提升為原則，有關英國的 ALoS 指標計有：
1.英國註冊且具營運證明之最大起飛重量 5,700 公斤以上載客用固定翼航空
器失事率。
2.英國註冊且具營運證明之最大起飛重量 5,700 公斤以上載貨用固定翼航空
器失事率。
3.英國註冊且具營運證明之最大起飛重量 5,700 公斤以下公共運輸固定翼航
空器失事率。
4.英國註冊且具營運證明之最大起飛重量 3,175 公斤以上公共運輸直昇機失
事率。
5.英國 5,700 以下普通航空業失事率。
6.英國註冊且具營運證明之最大起飛重量 5,700 公斤以上意外事故率。
7.於英國空域中固定翼公共運輸航空器最大起飛重量 5,700 公斤以上失事
率。
二、美國
美國將相關航空安全、飛航能量等議題訂於 FAA 飛航計畫中（FAA Flight
Plan 2009-2013 中），並於每年於當年度檔案（Portfolio, 2009）中進行該年度目
標評估，其目標明白強調要減少商用航空器及普通航空業失事率、降低跑道入侵
風險、確保商用空域擴展之安全、強化 FAA 航管系統安全以及執行 FAA 安全管
理系統。此外，美國對於各項飛安績效目標，包括：
1.至 2025 年降低二分之一每 1 億登機旅客失事率。
2.超過十年區間（2009-2018），每 10 萬飛時失事率應降低 10%。
3.至 2010 年降低 Category A 與 B（重大意外事件）跑道入侵率低於 0.45/每
百萬架次，維持與改善持續至 201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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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 2008 年為基準，至 2013 年減少所有跑道入侵率 10%。
5.至 2012 年限制 Category A 與 B（重大意外事件）飛行錯誤率不得超過 1.95/
每百萬次飛行，並持續維持至 2013 年。
為配合各項績效目標的執行，以瞭解是否達成各目標效益，美國亦訂定年度
目標，2009 年年度目標為：
1.商用航空器失事率不得超過 8.4 次/每 1 億登機旅客數。
2.限制普通航空業失事率不得超過 1.1 次/每 10 萬飛時。
3.限制 Category A 與 B（重大意外事件）跑道入侵率不得高於 0.472/每百萬
架次。
4.以 2008 年之 1,009 件跑道入侵事件為基準，降低 1%所有跑道入侵事件率。
5.限制 Category A 與 B（重大意外事件）飛行錯誤率不得超過 1.95/每百萬次
飛行。
三、澳洲
澳洲民航安全局（Civil Aviation Safety Authority，以下簡稱 CASA）制定主
要四項飛安目標，分別為達成飛安效能、強化飛安效率、改善航空企業與股東關
係以及加強職責說明。為達成飛安效能，特別對於業者加入、證照管理與強制執
行項目進行嚴格管制；同時與業者共同合作發展並執行明確的安全標準及法規，
鼓勵大型航空業者航對於飛安責任的接受度，以強化飛安。此外，澳洲也在飛安
系統中建立具有有效意義的飛安相關趨勢與風險因子分析，以發掘潛在飛安問
題；並改善跑道、航站與其他設施安全以確保國際飛航安全。對於空域管制上，
要求業管部門在管理與法規體制上，應視現況提出必要之改善措施。
CASA 在安全目標的設定包括：
1.降低航空業失事次數趨勢。
2.降低航空業意外件數趨勢。
3.降低不可控撞地飛行失事件數趨勢。
4.降低超過三年跑道入侵件數趨勢。
四、法國
法國在其國家策略計畫 2009 年版 SAP 中，草擬多項安全目標，以降低飛安
風險，諸如各種飛航服務須完全且有效的執行安全管理系統、訂定組織與具效率
的國家安全計畫、運用多項系統整合運用，以限制飛航風險發生的可能。此外，
在監督或規範航空業者時，應建置有效的優先安全衡量項目，同時改善專業技術
與訓練以防止人為因素發生，對於違反例行性法規與程序瞭解其差異原因，以協
助並改善歐洲航空安全。對於法國所訂的目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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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減少不穩定降落及任何原因所導致此類重大意外事故之發生次數。
2.降低跑道入侵及任何原因所導致此類重大意外事故之發生次數。
3.減低因航空器載重錯誤與輸入飛安管理系統資料錯誤所造成的風險。
4.協助組員於不良天候情況發生的決策訂定。
5.減少防冰/除冰風險。
6.減少航空站作業風險。

第四節

結論

為配合SSP計畫之實施，提升飛安監理之查核專業，民航局所屬航空安全檢
查員、飛航服務查核員與機場檢查員均已完成相關教育訓練，以輔導航空公司落
實執行安全管理系統各項作為並與SSP計畫有效結合。未來檢查人員亦將依據
SSP計畫內容，對業者在政策、標準、程序、作法等方面進行輔導與協助，以達
成SSP所設定之各項安全目標，維持可接受之安全水準。
目前，我國民航雖已具備了SSP計畫中的大部分內容，但對ICAO差異分析
表（gap analysis）中所揭示的「尚未具備」或「需要完善」的項目，仍需制定詳
細的工作計畫或展開專案研究，以逐步充實我國SSP內容，提高監理水準，實現
ICAO所揭櫫的安全管理「規範化」與「系統化」的理想。
飛航安全是一項極為重要的課題，由於參與飛航業務組織與體系龐大且複
雜，包括政府部門、航空公司、飛航組員、地勤業者、航管單位、維修廠/所及
飛機製造廠等，各單位間運作環環相扣，只要其中一螺絲鬆動，則直接或間接影
響飛航運作及飛航安全。因此，要如何建立飛安風險評估機制和落實SMS措施，
也是民航主管單位與各航空服務提供者亟待加強與努力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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