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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藉由科技的進步，人員訓練的加強及改善人為因素(human factors)已經大幅 

降低安全事件的發生。隨著航機的數量逐年成長，為維護航機飛航及地面維修的安

全，ICAO 從 2004 年 9 月開始推動和組織文化有密切關係的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安全管理系統(SMS)是由上往下(top - down)的方式來

管理風險，是一套以系統化的方法來管理安全的制度，其中包括必要的組織架構、職

責、政策和程序，內容包括安全政策與目標、安全風險管理、安全保證及安全提升等

四個組成成分。安全管理系統(SMS)是一套關係組織文化、人性、員工態度等的系統，

藉由蒐集稽核、調查及員工的安全報告等資料進行分析，進行改善措施避免再發生安

全事件，為一種預防(proactive)性措施。為了讓員工能主動提報安全事件以避免重

大意外事件的發生，建立一個公正(JUST)及安全的公司文化是運作安全管理系統(SMS)

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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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這幾年民航局在國內大力推動安全管理系統(SMS)，民航局在局方及公司也舉辦

多場的安全管理系統(SMS)說明會，所以到南加大上課前對安全管理系統(SMS)

的理論已有初步的了解。部門在推動維修安全管理也有近兩年的時間，發現員工

都不太願意主動提報安全事件，即使提報也都以飛機造成延誤的安全事件及廠商

提供的服務通報(Service Bulletin(SB))內和他航有關的安全事件為主，再提供

改善措施，這都是屬於事後改正措施(reactive action)，這和安全管理系統(SMS)

藉由蒐集稽核、調查及員工的安全報告等資料進行分析，進行改善措施避免再發

生，為一種預防性措施(proactive action)相去甚遠。所以參加此課程的目的在

了解安全管理系統(SMS)的理論及經由案例的探討學習如何將安全管理系統(SMS)

正確的運作在飛機維修的領域上，將事後改善措施(reactive action)轉變為預

防性改善措施(proa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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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受訓過程 

  2.1 上課課程及日期: Safety Management for Aviation Maintenance course  

session MAINT 15-1, 2014 年 8 月 11 日至 8月 15 日中午，為期 4天半。 

2.2 上課地點:USC/Aviation Safety program Viterbi School of Engineering  

City, National Bank Building at 6033 West Century Blvd., 9
th
 floor, Suite  

920, Los Angeles, CA90045 (近 LAX 機場) 

2.3 上課講師: Mr. Robert “Bob” Gould 和 Mr. Doug Stimpson 

 

 

2.4  課程內容: Safety Management for Aviation Maintenance course session 

8 月 11 日- Introduction to SMS, Basic SMS Concept, Corporate Culture.  

    (Robert Gould) 

      8 月 12 日– Risk Management Theory, Human Factor and SMS (HFACS) 

   (Robert Gould) 

8 月 13 日上午– QA vs. SMS, Error Management, Repair Station Safety  

                 (Robert Gould) 

      8 月 13 日下午- Practical Risk Management (Doug Stimpson) 

      8 月 14 日– Practical Risk Management (Doug Stimpson) 

Mr. Robert Gould 

曾任維修人員及飛行員，具有

3,500 飛行小時，目前是 NBAA

維修委員會成員，最近 6年從

事教授和航空安全有關的課

程。 

Mr. Doug Stimpson 

曾任航空事故調查及重建人

員，現為試飛 pilot 以及

A.I.R.公司航空事件調查主

管，同時擁有一家營運及維修

飛機和直升機的 FBO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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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5 日上午 - Case Study Review and Conclusion (Robert Gould) 

2.5 上課人員共 6人。 

Mr. Augusto J. De Santis 

Air Accident Investigator 

Argentine Air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oard (JIAAC) 

Av. Belgrano 13710 11
th
 Floor Buenos Aires, 1093 

TEL: +541143828890 

augustode@hotmail.com 

 

Mr. Corporal. Mike Gilley 

Flight Operations Watch Commander 

San Bemardino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 1776 Miro Way Rialto, CA 

92376 

TEL: (909) 356-3800 

mgilley@sbcsd.org 

 

Ms. Terry A. Lee 

NASA-Johnson Space Center 

2101 NASA Parkway,CC2 Houston, TX 77058 

TEL:(281) 244-9650 

Terry.a.lee@nasa.gov 

   

Dr. Damon John Lercel 

Program Director, Assistance Research Faculty 

Saint Louis University 

3450 Lindell Blvd. Saint Louis, MO 63103 

dlercel@slu.edu 

 

Mr. Ian A. MacNab 

Civil Aviation Safety Inspector 

Transport Canada 

#400-3600 Lysander Lane Richmond. BC V7B 1C3 CANADA 

TEL: (604) 666-3128 

Ian.macnab@tc.gc.ca 

 

葉清發 

長榮航空公司機務本部協理 

TEL: (03)351-9247        ching-faryeh@eva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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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受訓心得 

  3.1 為何要實施安全管理系統(SMS)? 

  藉由科技的進步，人員訓練的加強及改善人為因素(human factors)已經大幅降低      

  安全事件的發生，但根據飛航事故的調查結果(如圖一)，人為因素仍是造成安全 

  事件的主要原因，隨著飛機數量逐年增加，預期人為因素造成的安全事件也會逐 

  年增加。 

 

 

 

人為因素是正常人執行計畫性的工作時偏離所設定的標準而造成的安全事件，這是人

的本性使然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可以從改變系統面來有效改善人為因素以提升安全。

從過去改善科技到改善人為因素以提升安全，ICAO 從 2004 年 9 月起開始推動和組織

系統有密切關係的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來預防安全事件

的發生(如圖二)。 

 
在 ICAO 推動安全管理系統(SMS)以前，每個公司都有一個專門負責安全的部門，安全

部門的人員被訓練負責公司所有安全的事務，當有安全事件發生時就由這個安全部門

負責調查，提出改正措施。但安全部門的權責及專業有限，對各部門的業務未必了解，

(圖一)科技與人為

因素造成安全事件

的比重趨勢圖。 

(圖二) 改善科技、人

為因素及組織以提升

安全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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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能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所以未必能提出有效的改善方案。 

安全管理系統(SMS)是一套由上往下推動，將安全融入組織所有的營運活動 

(如圖三)，要求公司必須將安全整合到每一個營業的活動，意即公司每一個部門在運

作時必須把安全的因素考慮在內，例如營業人員都希望飛機能減少停機的時間，增加

飛航的時間以增加公司的營收，但飛機必須停機執行定期的維修檢查及處理在營運及

定期維修檢查中發現的的問題，所以營業人員在提出營運計畫時必須將飛機維修所需

的時間考慮在內。公司必須以賺錢為第一優先，但必須將營運的安全風險控管到可接

受的(acceptable)範圍，安全管理系統(SMS)要求公司必須在營利與安全之間取得平

衡。 

 

   (SMS 實行前的組織)          (SMS 實行後的組織) 

 

安全管理系統(SMS)是以系統化的方法來管理安全的制度，其中包括必要的組織架

構、職責、政策和程序，內容包括安全政策與目標(Policy)、安全風險管理(Safety 

Risk Management)、安全保證(Safety Assurance)及安全提升(Safety Promotion)

等四個組成成分，這四個組成成分的制定和執行都和組織的文化息息相關(如圖四)。 

 
 

3.2 公司文化的種類: 

公司文化可綜整為以下五種文化: 

(1) 病態的文化 (Pathological) 

(2) 被動的文化 (Reactive) 

(3) 官僚的文化 (Bureaucratic) 

(4) 主動的文化 (Proactive) 

(5) 有生產力的文化 (Generative) 

其中病態、官僚及有生產力的文化特質如表一所示。 

(圖四)安全管理系統(SMS)的

架構圖。 

(圖三) 安全管理系統

(SMS)將安全融入組

織所有的營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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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3.3 公正文化 

在今天，當安全事件發生時，許多公司都會追究責任，必須有人受到懲罰以對造成的

事件負責，以阻止員工再犯相同的過錯。這種做法會帶給員工不安的感覺，也不能阻

止事件再發生，員工也不願意主動提報這類安全事件的資訊給公司。 

一個公正的文化，是希望從安全的事件中學習避免再發生相同的事件，所以一個公正

的文化必須在學習(learning)和責任(accountability)之間取得平衡。在一個公正的

文化，會將員工疏忽的行為視為在組織、作業程序、技術、教育或政治上正常運作下

產生出來的行為。在相同的工作情境下，相同的安全事件有可能會發生在別的員工身

上，所以探討什麼(what)而不是誰(who)和這件安全事件有關，由誰(who)負責評估及

改變目前的作業，避免事件再發生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一般而言，第一線人員會接觸到大部分的安全問題，在一個公正的文化，公司會衡量

第一線人員當時的作業環境、經驗及所受的訓練來決定是否懲罰他們的疏忽所造成的

安全事件，但對重大的疏忽、故意犯錯或破壞的行為必須予以懲罰。一個不懲罰

(blame-free)的系統並不代表是一個不用負責(accountability-free)的系統，相反

的，不懲罰(blame-free)的系統是希望員工能承擔自己的責任把事情做好，對安全的

事件能主動提報並提出改善的建議。Mr. Sidney W.A. Dekker 提供以下步驟建立公

正文化: 

(1) 對安全事件的標準化及合法化 

a. 主管或員工不要將安全事件視為失敗或危機，而要將它視為一種免費的課程，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注意它，並集體從中學習。 

b. 不要在財務上或專業上懲罰員工，這些做法會使員工將安全事件視為羞辱，而

將它隱藏起來，不願意報告，對主管也失去信任。 

c. 避免高級主管對安全事件的指責，將它視為一項失敗或有員工必須對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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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事件過後，審核目前安全事件的通報流程，安全事件的管理系統是否有效？並

進行補強措施。讓高級主管以平常心看待安全事件，這樣可以讓組織變得更好。 

e. 建立員工安全部門，它不屬於第一線的組織，避免高級主管直接介入安全事件

的調查，將安全事件導向員工的表現或懲罰的方向處理。 

f. 在基層員工的教育訓練時就要建立公正文化，讓訓練的員工知道安全事件可做

為組織學習的教材，不要將安全事件視為可恥的事情，應將報告安全事件視為

對組織有幫助的資訊而主動提報安全事件。公司應以不懲罰員工的前提下，鼓

勵員工報告 ”Near Misses”(虛驚事件) (註一)，可以有效減少安全事件的

發生。 

(註一): Near Misses (虛驚事件)為員工因施工程序不清楚、違反程序或疏忽， 

             但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的安全事件，而由員工自行解決，因 

             怕公司懲罰，不願意提報出來的事件。 

g. 對安全事件，確認高級主管知道他們的權力和責任，清楚知道他們可以告訴誰

和不可以告訴誰，避免因害怕和擔心而將寶貴的安全事件的資訊隱藏起來。 

(2) 整合組織內各級主管在事件處理後對責任及懲處的決定，讓公司繼續維持道德    

心，達到學習最大化及加強公正文化的基礎。 

(3) 要保護公司安全事件的資料避免讓外部單位過度調查，但必須衡量這些不公開   

 的安全事件的資料對需要這些資料的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利益所造成負面的影響。 

(4) 整合政府權責單位及國內相關領域專家的意見，決定那些安全事件需要及值得   

 調查? 可以符合各方的利益。 

即使公司執行以上的步驟，Mr. Sidney W.A. Dekker 認為要建立公正文化不是一僦

可成，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畢竟大家對事情是否公正的看法並不會一致，對一些

人認為公正的事，其他合理的人也未必會認為公正。無論如何，公司內部要先產生誠

實、關心、公平及願意學習的工作環境，便會逐漸營造出公正的公司文化。 

 

3.4 中階主管在安全管理系統(SMS)的角色 

中階主管在執行安全管理系統(SMS)具有關鍵性的角色，通常推動安全管理系統(SMS)

失敗的原因中階主管要負很大的責任，主要的理由是中階主管缺乏自己在安全管理系

統(SMS)所應扮演角色的認知，以及認為安全問題是屬於安全部門的責任。公司的高

層主管以增加公司的利潤為主要目標，而基層人員會接觸到大部份的安全問題，中階

主管往往夾在營利與安全之間難以抉擇的窘境(如圖五)，但無論如何，中階主管有責

任將安全的問題往上傳達到高階主管，讓高階主管做出在營利與安全之間取得平衡的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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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主管在推動安全管理系統(SMS)，至少須負責下列三項工作: 

(1) 流程改變管理(change process management): 

   當設計一個新系統、改變現有的系統、設計一個新流程或改變現有的流程都是先 

   從一個部門做起，假如中階主管沒有清楚了解改變系統或流程潛在的危險因子對 

   安全影響，這個改變不能被執行。 

(2) 作業安全的審核(operation safety review): 

   作業安全的審核的目的在審核組織的作業環境及作業方法改變時有無潛在的危險 

   因子，當發現有危險因子時，中階主管必須進行此危險因子對組織安全的風險評 

   估，唯有經過這樣的審核，中階主管才會了解組織的作業環境及作業方法潛在的 

   風險並採取預防的措施。 

(3) 員工安全報告: 

   中階主管必須鼓勵第一線員工在不受懲處的前提下報告任何在工作上發現的危險 

   因子，這些報告將使員工直接參與安全管理系統(SMS)的運作，事先採取預防措 

   施，避免發生安全事件。 

除此之外，中階主管必須審核安全部門提供的稽核報告、事件調查報告、員工危險因

子報告、違反正常作業流程及改善建議等資料，向高階主管提出改善建議。 

 

3.5 安全風險管理 (Safety Risk Management) 

安全風險管理是安全管理系統(SMS)的基礎，是在辦識危險因子，評估風險，將風險

降低至可接受的程度。風險評估是分析危險因子造成安全事件的可能性(possibility)及

嚴重度(severity)。 

可能性(possibility)是某一個危險因子造成安全事件的機率。 

嚴重度(severity)是一個危險因子造成安全事件，這個事件造成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的

嚴重程度。每家航空公司都應該發展適合自己的風險評估方法，區分不同等級的風

險，明確規定不同等級的風險應由那個層級的主管核准，評估方法要簡單可行。表二

為某航空公司設計的風險評估矩陣表(Safety Risk Matrix)以人員傷亡、環境汙染、財產

損失及媒體報導對公司聲望的負面影響等因素評估嚴重度(severity)並將可能性

(possibility)予以量化，簡單可行可做為參考。 

(圖五)中階主管夾在營利 

與安全之間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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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 

 

3.6 安全管理系統(SMS)及品質管理系統(QMS)的異同 

安全管理系統(SMS)的安全保證所使用的稽核、調查等方法與品質管理系統(QMS)相

同，但安全管理系統(SMS)與品質管理系統(QMS)的異同點如下: 

(1) 品質管理系統(QMS)是以顧客滿意為目標，安全管理系統(SMS)是以安全為目標。 

(2) 品質管理系統(QMS)是民航主管機關核可的系統，對工作品質的標準規範得清清  

楚楚，並以稽核發現不符合事實要求改正，為一種被動(reactive)的方法。 

(3) 安全管理系統(SMS)是一套關係組織文化、人性、員工態度等的系統，藉由蒐集

稽核、調查及員工的安全報告等資料進行分析，進行改善措施避免再發生，為一

種預防(proactive)性措施。 

(4) 兩者都是屬於有計畫、管理、監控、記錄，公司所有部門及所有人員都參與的活 

動。公司需要安全管理系統(SMS)及品質管理系統(QMS)兩套系統並存。 

 

3.7 飛機維修安全風險較高的區域 

從上課及個人在飛機維修領域的工作經驗，個人認為以下是安全風險較高的區域: 

(1) 管理的改變 (management change): 

因管理的改變造成組織及作業程序的改變，在改變前必須仔細審查安全的責任、

作業程序及工作介面的改變，有無漏失? 在改變後必須不斷審視新的管理系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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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產生新的危險因子並及時改正，必須確認不會影響部門原有的安全表現

(safety performance)。 

(2) STC(supplemental type certificate)/DER(designated engineering   

 representative) 修理/PMA (part manufacturer approval) 零組件的使用: 

STC/DER 修理/PMA 零組件等皆非飛機、發動機及零組件製造廠商核可的修改，

修理及零組件，通常原製造廠商對被修改過的地方不再提供保固，還有 STC/DER 

修理/PMA 零組件的補充文件也不能融入原製造廠商的維修文件。相對原製造廠

商的修改，修理及零組件，STC/DER 修理/PMA 零組件的價格較便宜，時程也較

短，常為航空公司所選用，航空公司的工程師必須自行維護機隊因 STC/DER 修

理/PMA 零組件使用後的飛機型態控管，避免現場人員在維修時誤用施工程序或

零組件。 

(3) Ramp Operation (機坪作業) 

機坪作業包括飛機、車輛及作業人員在有限的空間、時間及各種天候下必須完成

飛行前的準備作業避免飛機延誤，因人員訓練不足及未遵守標準作業流程(SOP)

是造成安全事件最頻繁的區域之一，而飛機在機坪作業受損造成的修理費用往往

被包含在維修成本，不會引起高階主管的注意而忽略對機坪作業必須做改變以提

升安全。依據航空公司提報的數據，每年在機坪作業修理飛機損傷的直接成本及

飛機延誤、飛機不能營運等間接成本粗估約 50 億美金，平均每件機坪作業安全事

件的成本約 250,000 美金。利用 IATA(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的資料，全球每年約有 27,000 件機坪安全事件，約有 243,000 人受傷，平均每

1000 次起降就有一件機坪作業安全事件，約有 9個人受傷。(圖六)顯示在機坪作

業機體受損傷的位置順序，前 3名依序為後艙門，前機身，安裝在機翼下的發動

機。 

 

   人為疏忽(Human Factors)是機坪安全事件的主要原因，其中又以作業人員未遵守 

(圖六)機坪作業機體 

受損的位置順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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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作業流程(SOP)為主要因素，其他因素如機具故障，機具設計不良，天候因素 

   及溝通不良等。因此，公司也要將機坪作業納入安全管理系統(SMS)，明確訂定機    

   坪作業管理者，第一線管理人員，作業人員等人員的責任及加強作業人員的訓練， 

   要求作業人員嚴守機坪作業的工作紀律以避免人員傷亡或損傷飛機及機具等安全 

   的事件發生。 

(4) 委外維修(outsourcing)的工作: 

因限於經濟規模及無法取得維修專業技術，航空公司必須將發動機、起落架、輔

助動力系統(APU)及相關零組件等外包給專業維修廠維修，如何監控維修廠的施工

品質? 除品質管理系統(QMS)要求的定期稽核外，必須要求維修廠實行安全管理系

統(SMS)或要求維修廠接受公司安全管理系統(SMS)的訓練以確保維修的品質。 

 

3.8 案例探討: 

4 天半的課程中有 2天以安全管理系統(SMS)探討過去發生的飛安案例，由學員來辨

識危險因子，其中以 1979 年 5 月 25 日，America Airlines (AAL)一架 DC-10 在芝加

哥起飛時，因 1號發動機脫離機翼，液壓油流失，左邊的前緣襟翼自動收回，飛機失

控墜毀在跑道上造成機組員及旅客共 271 人死亡的不幸事件提供完整的事件說明及

影片。很明顯，事件的肇因是 AAL 維修人員未依據麥道公司提供 Service Bulletin 

54-48 和 54-49 的施工程序，不過在前幾次施工時已有員工反映施工過程中飛機產生

很大的震動和噪音，但不為施工單位注意，而 Continental Airlines 也用和 AAL 相

同的施工方法執行 Service Bulletin 54-48 和 54-49，因發現 Wing 和 Pylon 搭接的

結構受損，認定為維修疏失而停止使用，但 Continental Airlines 未通報麥道公司

及 FAA。每位學員對此事件的危險因子的辨識多不相同，這也說明一件安全事件可能

是由多個危險因子串連起來所產生，如果其中一個危險因子及時被通報，及時採取改

正措施就可阻止事件的發生。因此，對安全事件必須探討所有的危險因子，對所有危

險因子都要進行改善措施，以阻斷事故鏈(the chain of events)(如圖七)。 

 

 

肆、建議事項: 

華航 8月 28 日在桃園機場諾富特飯店邀請民航局及國內航空界人員召開「SMS 公正

文化研討會」，會中請兩位國外專家 Mr. Sidney Dekker 和 Mr. Shawn Pruchnicki

做公正文化專題報告，民航局標準組林俊良組長也做「公正文化推動」的專題報告，

在報告中表明局方勢必推廣安全管理系統(SMS)的決心，在完成安全管理系統(SMS)

(圖七)事故鏈(the 

chain of events) 

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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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期後，民航局將對安全管理系統(SMS)推動不力的公司訂定罰則。在會中李萬里

副局長也說明唯有公司的最高主管才能改變一個公司的文化。因為安全管理系統(SMS)

的推動和公司的文化息息相關，這也說明在實行安全管理系統(SMS)必須獲得公司最

高主管的全力參與及支持才容易成功。在一個以懲罰員工過失的公司絕不可能從安全

事件中學習到改變思維、政策及流程以避免再發生相同的安全事件，也無法取得員工

的信任，員工也不願意主動提供工作上有關安全的訊息給公司，所以在這種懲罰員工

疏失的公司文化是不容易推動安全管理系統(SMS)的。在一個公正文化公司，當員工

犯錯時，必須做事件調查，了解員工犯錯時的情境，員工所受的訓練及經驗，其他員

工在相同的情況下是否會犯相同的錯誤等因素再決定是否懲罰該員工，所以公正及安

全文化是推動安全管理系統(SMS)的必要條件，而唯有獲得公司最高主管的參與及支

持才有可能建立公正及安全的公司文化。因此，建議民航局及飛安基金會協助國內航

空產業持續推動「公正及安全的公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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