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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摘

要 

組員資源管理 (CRM)發展至今已到第六代威脅與疏失管理

(TEM)，航空公司在訓練與執行上也成效顯著，本報告針對 TEM

有詳細敘述，並介紹相關的決策制定方式、文化特色行為與非

技術性技能，最後對於 CRM 的整合、訓練計畫與執行工具，提

供可行的模式。CRM 不只是口號，也不是少數教官的努力即可

達成，可以藉由定期的複訓與查核，將正確與安全的觀念，融

入每個組員的思維，並落實在工作上，讓組員之間能運用良好

的溝通技巧，彼此互相幫忙，對於工作環境中的各類威脅能有

所警覺，減少人為因素所造成的疏失或錯誤，才是組員資源管

理的目的，並達成飛航安全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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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目的 

   組員資源管理(Crew Resource Management)於 1981 年由心理學家

Helmreich 所提出，執行至今已將近快 40 年，中間也發展了許多相關的課

題，如人為因素(Human factor)、威脅與疏失管理(Threat and Error 

Management)、團隊資源管理(Team Resource Management)…等，組員是公

司最重要的資產，要培訓出一位合格且能獨當一面的組員，實屬不易且花

費許多時間與金錢成本，而組員在上線後，如何讓組員們運用良好的溝通

技巧，並充分發揮團隊合作精神，以獲得飛航安全與有效率的目標，便是

組員資源管理最終的目的。 

   組員的管理與訓練，是飛航安全裡重要的一環，因為航空事故中，人為

因素總是佔了最大的比例，我們無法期望組員不會犯錯，但可將降低事故

的 KPI 值當作目標，運用好的領導模式，良性的溝通，定期的複訓，讓組

員們不斷提升自我的能力，營造和諧的團隊氣氛，如此必能降低飛航事件

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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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行程及課程表 

 

一、 行程 

 
 

 

 

 

 

 

 

 

 

二、 課程表 

 

107 年 8 月 28 日 由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公司班機前往新加坡

樟宜機場 

107 年 8 月 29 日 

~  8 月 31 日 

參加 IATA 團隊資源管理課程 

107 年 9 月 1 日 由新加坡樟宜機場搭乘中華航空公司班機返回臺灣高雄

小港國際機場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8月 29日 

 CRM background 

 Threat and Error Management(TEM) 

 E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Culturally specific behaviors 

8月 30日 

 Integrated CRM 

 CRM training program 

 CRM implementation tools 

8月 31日 

 Non Technical Skills(NTS) 

 CRM implementation plan  

 Course review and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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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授課講師簡介 

   ALEX DE SILVA 

  ALEX 致力於航空界已 40 多年，擁有非常專業與豐富的航空知識，之前

為飛行員，曾飛過 DC3、DC6、DC8、B707、B727、B737、B747 等機型，

也是資深的飛行指導教官，於 2009 年退休，最後職位是新加坡航空安全保

全與環境部門的副總經理。 

  1997-1999 年擔任 IATA 的安全委員會主席，2007-2009 年擔任 IATA 營

運安全審計委員會主席，目前為 IATA 與新加坡民航學院的客座講師，也

曾被邀請至長榮航空擔任客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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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課程內容 

一、 組員資源管理背景 (CRM background) 

  組員資源管理的起因，源自於 1977 年著名的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空難

(Tenerife Disaster)，荷蘭航空 4805 班機與泛美航空 1736，兩架波音 747 在

西班牙海外屬地加那利群島的洛司羅迪歐機場跑道上高速相撞，導致 583

人死亡。因為不少的航空意外是由人為錯誤所造成，美國航空太空總署

（NASA）因此進行一項關於飛行組員行為科學的研究，在 1979 年於舊金

山召開關於組員資源管理研究的工作坊，並委託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的心理學教授 Helmreich 設計組員資源管理（CRM）訓練課程，該訓練課

程隨後被美國聯合航空應用於飛行組員的訓練，結果成效卓著，不僅提昇

了飛行組員的工作品質，亦有效的降低了飛安事故的發生比例。 

  組員資源管理簡單來說就是利用所有可用的資源，包括硬體、軟體及人

員等，以獲得安全而有效的操作、避免壓力、減少錯誤並增進效率。第一

代 CRM 被定義為 Cockpit Resource Management，受訓對象為航空器的駕駛

員，根據傳統管理觀念所發展出之理論，以心理學的方式為根基，著重在

個人管理技巧與人際關係的訓練，並期望正駕駛能接收並採納來自副駕駛

的提醒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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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發展為第二代 CRM，著重在環境警覺(Situational awareness)與壓力管

理(Stress management)上；1993 年發展為第三代 CRM，FAA 將 Cockpit 改為

Crew，重點放在評量人為因素，並將資源管理對象擴展到後艙空服員、維修人

員、飛航管制員…等；1994 年發展為第四代 CRM，將 CRM 整合至模擬機的技

術訓練上，並再次強化人為因素的觀念；1996 年發展為第五代 CRM，重點在

如何管理人為疏失，並接受人是有極限且無法避免犯錯的事實；1999 年發展為

第六代 CRM，持續降低人為因素造成的錯誤，並導入威脅與疏失管理(TEM)的

觀念。 

 

 

  在人為因素方面，ALEX 提到了 C-SHELL 模式，由大家所知道的

SHELL 模式再加入 Culture 文化因素，之後的章節會有較詳細的描述，在

加入文化因素後，模式也更為完整。 

  要成功地執行 CRM，除了中高管理階層的支持，CRM 的教官們也必須

在言語和行為上作為好榜樣，而基層的組員們也能致力於執行；如果拒絕

改變或害怕失敗，只想待在舒適圈裡面，整個團隊就不會成長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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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威脅與疏失管理 (Threat and Error Management) 

  第六代 CRM 即為威脅與疏失管理，由 1999 年發展至今也已快 20 年，而 

最核心的觀念一直是：溝通、團隊合作、正確決策的下達以及好的領導統御方

式，長久以來 CRM 一直是避免人為錯誤的利器，航空公司教導組員們如何正

確的執行 CRM，並認為照章執行就可以避免錯誤，然而發生錯誤是人類行為中

不可避免的一種常態，只要飛行員在天上飛，管制員在地面管，機務人員在機

棚檢查維修，犯錯總是在所難免。所以 CRM 應被視為：對飛安發生威脅的第

一時間，第一線人員可以了解狀況並進行管理，使它不會繼續演變成疏失；第

二條防線則是使用必要手段終止威脅，並認知哪些潛在的威脅會變成疏失，如

此才能真正的確保飛航安全。 

  依照 ICAO Doc.9683 對於「威脅」與「疏失」的定義： 

  威脅：是指組員每天所會遇到的各式各樣外在狀況，這些狀況增加作業的複

雜性，並在某種程度上為飛安帶來危險，有些可以預劃並加以化解，有些則是

不能預期的潛在威脅，因此須加以管理，使得航空器運作能夠維持在安全裕度

內。當威脅未被查覺、管理或處置不當，則會導致疏失，甚至會進入非預期航

空器狀態。 

比如： 

無線電通訊不良 

機場場面狀況不良 

助導航設施不良 

飛機系統不正常 

不正常操作  

惡劣天氣 

時間壓力 

地表障礙 

組員疲勞或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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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失：是指飛航組員應做而未做，或做了不適當的行為或不遵守 SOP，導致其

結果偏離組織或飛航組員的意圖或期望 。當疏失未被查覺、管理或處置不當，

則會進入非預期航空器狀態，造成飛安事件或失事的可能性增加。因此能夠明

辨各種威脅，避免疏失及管理疏失是很重要的。 

方法有： 

良好溝通 

保持警覺 

避免分心 

提早預劃 

遵守 SOP 

保持身體與精神狀況良好 

適時運用檢查表 

 

  了解疏失的來源是預防失誤的一個重要方法，一段航程從滑行、起飛、爬

升、平飛、下降進場、落地，每個階段都有可能遭遇威脅，而根據統計資料，

進場與落地階段發生事故的比例最大，因為此時飛行員的工作量最繁重，精神

與體力也已經消耗不少，或者有準點或怕延遲的壓力…等，所以在進場落地階

段，飛行組員更應保持警覺，遵守 SOP，面對威脅能適當處置，以避免造成疏

失或錯誤，甚而導致事故發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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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效決策制定 (E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本課程介紹三種決策模式，分述如下： 

(一) 傳統決策制定模式(Traditional decision making model)： 

  由 FAA 所提出的 DECIDE 模式： 

D  Detect：偵測改變發生的事實 

E  Estimate： 衡量對於改變作出回應的需求 

C  Choose：選擇一個想要成功飛行的結果 

I   Identify：識別可以成功控制改變的行為 

D  Do：做出必要的行為以適應改變 

E  Evaluate：衡量行為的結果 

 

 

(二) 自然決策制定模式(Naturalistic decision making model)： 

  依據直覺、過去的經驗與分析過程，來作為決策判斷的依據，特別是不

穩定的情況、模糊的目標、高風險事物、困難情況下的棘手決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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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識別啟動決策制定模式(Recognition-primed decision making model)： 

  人們利用既有的經驗來避免分析策略上的某些限制，利用情境評估來產

生合理的行動項目(course of action)，利用腦力的模擬來評估行動項目，通

常比分析性的決策制定模式更常使用，而有經驗的人可以更快的作出決

定，且不會受到時間壓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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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特色的行為 (Culturally specific behaviors) 

不同文化對於組員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對於文化有所了

解： 

(一) 有許多航空事故，是受到組員間內部關係的影響。 

(二) 事故報告並沒法明確的驗證，潛在的文化因素對於組員的決策與行動會有

所影響。 

(三) 對於飛行安全所需要的溝通與團隊合作，會被文化差異所約束。 

(四) 沒有被管理的文化，會造成問題。 

(五) 跨文化的技巧，對於發揮有效的表現是需要的。 

(六) 副駕駛在年齡與經驗上都與正駕駛有差距，而這些皆會影響副駕駛正確操

作的能力。 

(七) 分析顯示，對於副駕駛會用：膽怯的、易受影響的、服從的來描述，對於

正駕駛會用：過度自信的、自負的、專橫的、自誇的來描述。 

 

1980 年荷蘭籍學者 Geert Hofstede 提出 4 個範疇形容文化特質：1.權力差距

（Power Distance）， 2. 個人與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3.

不確定性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4.男性與女性特質（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1988 年再加入第五項長期與短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 vs. 

Short-term Orientation），而課堂上 Alex 針對第一與第二項作出解釋。 

 

權力差距(Power Distance)： 

    高低權力的文化距離，高權力距離文化（High Power Distance Cultures），

即高低權力人士之間距離分界明顯。活在這種文化底下的人，階級觀念

（hierarchy）根深蒂固，對權力核心如上司、長輩以至兄長絕對尊重及服從；

反之，在低權力距離（Low Power Distances）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

平等（equality），上司、父母等多會以朋友的形式與下屬及子女相處。普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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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歐美社會多屬低權力距離文化，而大多數亞洲國家皆傾向高權力距離文

化。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VS. 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指人們多視自己為獨立的個體還是群體所屬的一部分，個人主義文化

（Individual Cultures）的國家如美國，小孩子自小被灌輸獨立思考的重要性，

父母教導子女學習時主動發問及提出意見。他們也較注重私隱（privacy），重

視自己及彼此的生活空間。集體主義文化（Collective Cultures）則剛好相反，

他們重視關係，喜歡與其他人討論及取得共識（consensus）後才下決定。自己

的意見及疑問多置於與別人確保和諧關係（harmony）的大前提下。所以華人學

生上課時大多細心聆聽老師的講授，不會隨意發問或提出相反意見，這與西方

教育強調師生互動（interaction）的模式截然不同。 

 

（1）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VS. 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注重規定的程度大於關係 

 嚴格的遵照規定 

 個人主義特徵是：覺得內疚有罪 

 衝突是可以預期的 

 注重關係的程度大於規定 

 會支持重視的人而忽略正確與對

的事 

 集體主義特徵是：覺得羞愧丟臉 

 以和諧為目標 

 

（2） 普遍主義（Universalism）VS. 忠一主義（Particularism） 

普遍主義（Universalism） 忠一主義（Particularism） 

 期望某種程度上的平等 

 總是會遵守正確的事 

 即使友誼會受到影響也會做對的

事情 

 對於特殊的人總是有特例 

 為了發展特定關係而損及其他人 

 認為追尋和諧才是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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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組員資源管理整合 (Integrated CRM) 

   2003 年 IATA 提出了 IOSA 認證（IATA Operational Safety Audit），此認

證為國際所認可和接受的航空安全標準，用於評估航空公司的運行管理和

控制系統，並要求其成員必須通過 IOSA 認證，其範圍包含航空公司組織

管理、航務、機務等相關 8 大領域作業，此項認證的有效期為兩年，若有

缺失須於期限前 45 天將缺點改正並通知稽核機構，而 IOSA 認證也將人

為因素整合，納入航空公司相關人員的 CRM 訓練與複訓項目中。 

 

    

 

 

 

 

   

  2006 年 ICAO 則提出了安全管理手冊(Safety Management Manual)，而此

手冊也成為日後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的依據，而第六

代的 CRM 也就整合成為 SMS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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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O Annex 19 定義：SMS 是一種有系統管理安全的方法，包括必要的組

織架構、權責、政策及程序。而 SMS 的四個要項為： 

(一) 安全政策與目標： 

高階主管的承諾與職責、指派關鍵的安全人員、緊急應變計畫、

安全管理系統文件、安全責任 

(二) 安全風險管理： 

危害識別、安全風險 

(三) 安全保證： 

安全績效之監測與評估、持續改進之安全管理系統 

(四) 安全提升： 

教育與訓練、安全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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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組員資源管理訓練計畫 (CRM training program) 

   本課程提供了 ADDIE 模式來設計訓練計畫： 

(一) 分析(Analysis)： 

需求的分析、分析參與者的能力 

(二) 設計(Design)： 

訂定學習目標、設計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三) 發展(Develop)： 

發展教學課件與教具、發展評量工具 

(四) 執行(Implement)： 

實施教學策略、執行詳細且完善的課程計畫 

(五) 評量(Evaluate)： 

形成性的評量或總結性的評量 

   ALEX 也提出，光是課堂的訓練是無法滿足的，且不是所有的學生都喜

歡課堂的環境，而在 CRM 課程後也無法以考試或測驗評量學習結果，有實

用價值的學習才能成功的執行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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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組員資源管理執行工具 (CRM implementation tools) 

   本章介紹了兩種工具，分別簡述如下： 

(一) LOFT(Line Oriented Flight Training)： 

  線上導向飛行訓練，即為模擬機內的飛行訓練，包含了一般狀況以及特

殊狀況，比如裝備故障、惡劣天氣、特殊機場與進場方式…等，由考核教

官設計不同狀況的情境，來測試前艙組員是否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對

於工作負荷量的管理以及能做出正確的決定。而藉由 LOFT，也可以評量組

員 CRM 的執行技巧，組員可以將熟練的技巧以及 CRM 觀念應用在模擬情

境中。 

 

 

 

 

 

 

 

 

 

 

 

 

(二) LOSA(Line Operation Safety Audit)： 

  線上營運飛安稽查，1999 年由德州大學與美國大陸航空，依據 TEM 概

念所發展出來，LOSA 觀察員坐在前艙的觀察席，從頭參與組員的飛行到

結束為止，蒐集組員日常飛行所會遇到的威脅與錯誤，以及組員的處置方

式，並對其中的事項作出簡短的建議，LOSA 所有資料都是來自一般航班

的駕駛艙觀察，也包含了 CRM 的執行過程，因此提供了豐富的飛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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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非技術性技能 (Non Technical Skills) 

  NTS 起源於 1990s 歐洲的航空業，為前艙組員的認知性與社會性技能，

屬於軟技術，與飛機操作、系統管理與標準作業程序較無關係；傳統的訓

練著重在技術的熟練，然對於非技術性的能力也須多加評量，比如：環境

警覺、領導能力、壓力與疲勞管理、決策制定、溝通協調…等，因為這些

行為模式與人為因素（HF）有很大的相關性。目前國際上一些民航監理機

關對於非技術性訓練計畫，包括 HF、疲勞管理（FRMS）、CRM 與 TEM

等訓練方式與內容，陸續發布技術指導，以利航空公司發展相關訓練計

畫，以及監理機關檢查員的檢視與評估。 

 

 

 

 

 

 

 

  而藉由 NOTECHs (Non-Technical System)可以評估組員的 NTS，此系統

包含四大組成要素： 

(一) 合作(Cooperation)： 

團隊的建立與維持、為組員著想、支援組員、衝突解決 

(二) 領導與管理技巧(Leadership and managerial skills)： 

能夠展現權威與自信、提供並維持標準、計畫與協調、工作量管理 

(三) 環境警覺(Situation awareness)： 

飛機系統、油量、外在環境、時間 

(四) 決策制定(Decision making )： 

問題的定義與分析、選項的產生、風險評估與選項決定、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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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Sevdalis 再將 Communication 和 Interaction 加入 NOTECHs，系

統也更加完整。由於許多的意外皆是由前艙組員缺乏溝通或是錯誤的決策

所導致，藉由 NOTECHs 系統可以評估組員的 NTS，進而減少錯誤與增進

安全，提升航空公司 CRM 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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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此次 IATA 所開之組員資源管理(CRM) 課程，主要是提供給前艙或後

艙組員、航空公司營運或安全管理者參加，飛航管制方面比較適用團隊資

源管理(TRM, Team Resource Management)課程，雖然 IATA 是從航空公司

的需求面開課，然而課程中還是有些觀念可以同理應用，作為飛航管制上

的參考。以威脅與疏失管理(TEM)來說，便可以應用在飛航管制上，管制員

每天都有可能面臨不同情況的威脅，疲勞、惡劣天氣、系統故障、繁忙的

航情、軍方訓練空域的擠壓…等，當管制員能夠清楚的了解各種威脅，並

掌控不正常的情況，運用 TEM 來保障飛安，便可有效避免管制疏失或飛航

服務事件的發生。 

 

(二)從過去到現在已有相當多的期刊論文，針對威脅與疏失管理、安全文

化、人為因素、安全管理系統…等做了詳細的研究與論述，然而對於這些

名詞，許多管制員也只是略知一二或懂個大概而已，因此如何讓所有一線

的管制員，能藉由複訓或其他方式，清楚了解這些理論與實際運作方式，

並將這些觀念發揮應用在線上管制，則有賴高層長官與安全辦公室的集思

廣益。 

 

(三) 本次上課地點在新加坡的 IATA，位於 Mapletree Business City (MBC)內，離

MRT 環線 Labrador Park 站約 10 分鐘路程，出了捷運站後有行人特別專用

的高架走廊可以直通 MBC(中間會穿越 ARC 商場的 2 樓)，與地面的車流直

接分開，且一路都有設置遮雨棚，甚至有行人快速輸送帶，由此可見新加

坡在交通運輸設計上貼心的一環。Mapletree 商業城也極為先進，裡面約有

九棟大樓，IATA 辦公室與訓練教室位於 80 號大樓的 20 樓，每棟大樓都門

禁嚴謹，需磁卡感應入閘門，且電梯沒有樓層按鈕，直接磁卡感應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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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樓層，這樣的設計真的很安全且方便。午餐時間商業城的一樓就有

進駐不少餐廳，50 號大樓的二樓甚至設有類似百貨的美食區，旁邊 ARC 商

場內也有許多餐廳，這樣的商業城環境與臺灣的商業大樓模式很不一樣。 

 

(四) 本課堂同學共 8 位，分別來自新加坡、大馬、菲律賓、泰國、俄羅

斯、丹麥與臺灣，有四位是飛行員，比較特別的是有飛安托諾夫的俄羅斯

教官與泰國高空跳傘的飛行教官，聽他們描述工作的內容，觀看駕駛艙內

的影片，著實有趣。此外能夠在全英語的學習環境，與各國航空界的相關

單位互相交流，也是很難得的經驗。 

 

(五) 航空文化傳襲了軍中文化，菜鳥或資淺人員不敢以下犯上，而當資深

或權威教官不小心犯錯時，旁邊的人卻不敢質疑或糾正錯誤；然而這樣的

氣氛和文化，有時卻會導致災難發生，從 1977 年泛亞航空與荷蘭航空跑道

上相撞事故，直到今年 2018 年廈門航空 8667 班機，在惡劣天氣下第一次

重飛，第二次降落卻失敗，飛機在馬尼拉機場衝出跑道，類似的案例不斷

發生，而起因皆是因為駕駛艙內的溝通協調出了問題，因此如何改善這樣

的文化，平衡正副駕駛的權重，營造良好溝通的環境，一直是 CRM 所努力

探討的課題。 

 

二、建議 

(一) 在威脅與疏失管理 TEM 中，人為因素一直不斷的被探討，目前管理階

層也都能接受，只要是人就是會犯錯，以管理者的角度而言，就是期望管

制案件的 KPI 值能降低，當然理想與實際總是會有落差，若平時能對一線

管制員多些鼓勵，增加良好的互動，並真正了解一線的需求，當管制員不

慎犯比較輕微錯誤時，不以記錄或處分為方式，而協調員或督導能適時並

善意的口頭提醒，事後經由錄影重放與歸詢，讓管制員能發自內心的自我

檢討，警惕自己以後不要再犯錯，才是最深植人心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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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軍機返場臨時及需進行分批之作業急迫性，管制員很難於短時間內於

航管系統輸入完整飛行計畫，而需以貼上呼號標籤(TAG)方式處理，但因為

TAG 容易掉，管制員便需重新再貼上 TAG，所以會增加工作上的負擔；有

時則是自己管轄的軍機被其他席位誤掛 TAG，忙碌時便有可能誤認飛機呼

號，這類的威脅就可能變成疏失，因此提高管制員對此類威脅之警覺，才

能避免誤認航機呼號。另外，雷達系統 Line of Sight 特性於低高度地帶形成

監視死角，軍機偶會發生 TRACK 及 LABEL 短暫消失的情況，管制員要

能記得航機呼號，並再確認位置高度與重新識別，才能避免這類威脅變成

了疏失。建議後續航管系統之更新建置，可就此類威脅，尋求協助管制員

避免發生疏失之功能。 

 

(三) CRM 或 TEM 在航空業界早已執行數十年，然而在飛航管制員的航管

複訓，比較少有深入的課程，因此建議航管複訓時，能邀請到相關專業的

講師或航空公司的教官，傳授寶貴的知識與經驗，讓第一線的管制員，能

落實正確觀念，並做好預防工作，相信一定可以減少管制案件的發生。 

 

(四)IATA 訓練中心的課程大多針對航空公司而設計，此次 CRM 課程也是

如此，對於飛航管制相關應用的著墨很少，建議未來還是能以新加坡民航

學院所開的課程作為選擇；另外香港機場管理局於 2016 年成立香港國際航

空學院，開了不少專業進修的課程，如航空安全管理系統(SMS)…等，將來

可以參考學院網頁上的年度課程概要與課程簡介，若有適合飛航管制人員

進修的課程，也可以納入新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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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IATA CRM 結業證書 

 

Mapletree 商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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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討論 

 

結業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