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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發展案之目的，在於將飛航計畫書之申報、審核及傳遞予以網頁自動化。使用

者可透過網路申報飛航計畫書，系統自動檢視與判斷其計畫是否合於相關規定，審核成功

的飛航計畫書將由系統自動發送至相關飛航情報區航管單位。在此一研究案中附帶開發飛

航文件自動編輯功能，並將本總臺航空氣象與飛航情報諮詢系統、飛航公告自動化系統，

及相關飛行前簡報資訊整合於單一網頁，以提供最便利之飛航情報服務。本中心將運用市

面上既有之硬體設備與自行撰寫之軟體完成本案。預定效益包括： 

1. 增進飛航計畫書處理準確率。 

2. 方便飛航計畫書之申報。 

3. 整合飛航情報服務網頁入口。 

4. 有效利用人力資源。 

 頁數: 86 

管制等級： 

□機密(解密日期為  年 月 日，□主辦單位是情況辦理解密)

□限閱(解密日期為  年 月 日，□主辦單位是情況辦理解密)

ˇ一般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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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n automatic WEB-BASED FPL processing 

system for flight plan filing, reviewing and transmission. Through the system, 

the users can file fight plans online or via internet and the filed flight plans 

will be checked for compliance with ICAO format, and successfully verified flight 

plans will be sent to relevant ATS units via ATS Message Handling System (AMHS) 

as defined.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functions,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develop

an automatic flight document editing capability, and integrate ANWS’s WFIS, AFIS 

and pre-flight briefing information into the same website to provide more accessible

flight information. 

This research will be accomplished using off-the-shelf PC server hardware with 

an appropriate operation system and data server shareware, and using software to 

be developed by this Center to minimize the cost.  

The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benefits:  

1.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flight plan processing. 

2. Improving the convenience for filing flight plans. 

3. Integration of flight information on the flight information service website. 

4. Promoting efficient use of personne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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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 計畫緣由 

飛航服務總臺臺北飛航情報中心負責臺北飛航情報區飛航情報之收集與

提供，其中有關飛航計畫書之審核，目前由各諮詢臺以人工審核輸入轉報系

統，或是以現有之審核系統以人工審核，該系統業已使用了 9 年，軟體功能

不敷現今需求。 

目前本區所受理之飛航計畫書一年有 45,400 多份，作業方式有二：部份

航空公司與本總臺訂有協議者，利用航空固定通信系統（AMHS、AFTN 或 SITA

線路）將飛航計畫書送到現有的審核系統，諮詢臺值班人員檢視每一筆計畫，

將不合規定處修改後加上地址送出，並回傳至申請之航空公司；其他之航空

公司或以親自遞送，或用傳真至各諮詢臺，由諮詢臺值班人員檢視後，利用

AMHS 分送各相關單位。諮詢臺以人工方式審核並負責輸入，浪費人力且易出

錯。為了因應網路化資訊服務的趨勢，提高效率，提供更便捷的服務，爰有

研究開發「網頁化飛航計畫書審核系統」的構想。 

未來本總臺建置之 CNS/ATM 計畫中，有 AISS 系統之規畫，該系統未來之

公眾服務介面，亦朝網路化設計，為使本總臺技術支援之航電部門與第一線

之服務人員，對未來建置之系統能提供更完善之設計與使用介面，此研究案

可提供有效之學習與溝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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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目標 

本計畫預期完成之目標如下： 

(一) 簡化航空公司申報飛航計畫書作業。 

(二) 有效審核航空公司所申請之飛航計畫書。  

(三) 減少飛航計畫書填報錯誤，以利航管人員管制作業。 

(四) 將目前分散式飛航計畫書審核改為集中式管理，減少席位人力。 

(五) 結合目前航管自動化系統與起飛報自動拍發系統資料庫，使飛航計

畫書內容更符合航管系統需求，並且提供起飛報拍發系統與飛航計

畫書統一之發報地址。 

(六) 提昇總臺航電、諮詢人員對飛航情報系統開發設計經驗與知識，對

未來規劃新系統，提供網路化服務建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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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統架構規劃 

一、 一般需求 

(一) 整合民航局飛航指南（AIP）網頁，航空氣象及飛航情報諮詢系統

（WFIS），飛航公告自動化系統（AFIS），飛航計畫申請於同一入口

網頁。 

(二) 使用者管理席位可於一部終端機，管理上述系統資料、監控系統運

作，修改操作參數。系統管理可由系統管理員設定使用權限，並可

利用內部網路遠端簽入檢視系統運作情形、參數設定或資料修改。 

(三) 民航局飛航指南（AIP）網頁在本系統無須認證即可直接超連結，其

餘系統為方便使用者登錄採用單一帳號密碼，並可於網頁上申請帳

號，帳號可送至後端管理。 

(四) 任一連結系統因軟、硬體無法提供服務時應不影響其他系統正常運

作。 

(五) 飛航計畫書審核系統應可以同時接受網頁與 AMHS 申請作業，兩者所

設條件須一致，並可分別經由原申請管道通知其飛航計畫書核准與

否。 

(六) 當本網頁入口失效時，各系統可單獨以原帳號密碼分別登入。 

(七) 系統應可以定時自動連至總臺標準時間伺服器進行校時。 

(八) 可利用現有之郵件伺服器作為對外聯絡之郵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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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者需求 

(一) 首頁須呈現(如網頁規劃)： 

1. 標題：網頁名稱為 FIS (FLIGHT INFORMATION SERVICES) 

2. 機關全名加識別標記與提供服務內容 

3. 登入機制 

(1) 需帳號、密碼 

(2) 申請帳號表單 

(3) 遺忘帳號密碼者如何處理提示 

4. 相關網站連結 

(二) 使用者帳號管理： 

1. 使用者申請加入條款 

2. 每人只能有一個帳號 

3. 同一帳號不能同時登入兩部以上的電腦 

4. 三個月不使用則帳號失效 

三、 管理者需求 

(一) 系統監控功能：系統應能夠隨時監測下列訊息 

1. 系統運作狀況 

2. 網路連線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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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者管理 

1. 管理功能必須能夠依不同權限簽入，區分為管理者與使用者。 

2. 使用權限劃分為： 

(1) USER：為一般民眾、公務單位一般人員。可查閱 AIP、氣象、

NOTAM/PIB。 

(2) FPL： (申請單位需經驗證，航空公司只能查閱自己的 FPL )  

為公務單位（航管組、飛航業務室、塔臺、APP、區管中心、通

信中心、資管中心、航空站航務組、軍方）、航空公司一般從業

人員。可查閱 AIP、氣象、NOTAM/PIB、FPL/RPL，下載 GROUND 

REPORT 表格。 

(3) AIRLINE：(申請單位需經驗證，航空公司只能查閱自己的 FPL ) 

為航空公司督導、簽派員、飛行員 (含標準組、空勤總隊)。可

查閱 AIP、氣象、NOTAM/PIB、FPL/RPL，下載 GROUND REPORT

表格，申報、變更及取消飛航計畫書，製作及下載 FLT DOC (PDF

檔)。 

(4) FIC：為航詢員。可查閱 AIP、氣象、NOTAM/PIB、FPL/RPL，下

載 GROUND REPORT 表格，申報、變更及取消飛航計畫書，審核

飛航計畫書之申報、變更及取消，製作及下載 FLT DOC (PDF

檔、WORD 檔)，上傳及下載飛航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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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P：為情報中心指定管理員。負責系統的使用者管理、飛航計

畫管理、RPL 管理、FLT DOC 管理、MET/NOTAM/PIB 管理、及其

他工具管理，可修改系統參數。 

(6) ADMIN：為資管中心系統管理員。除具有如同 SP 的權限外，尚

可進入系統修改程式。 

3. 為保留系統內部各項規則的可修改性，必須針對特定的參數建立若

干編寫介面，使管理者可彈性修改系統審核規則、服務提供方式與

內容。 

四、 系統軟體及硬體需求 

(一) 採用 ASP .NET、Visual BASIC .NET、Visual BASIC、Visual C++

等程式語言開發，並以.NET 套件使用 AJAX 技術，使網頁介面得以快

速反應，兼顧友善的使用環境以及開發與維護的便利性。 

(二) 作業系統採用 Windows Server 2003，可提供穩定的系統運作、便利

的維護方式與友善的開發環境。利用免費的 MySQL 作資料庫管理系

統，MySQL 提供的能力足以處理本系統運作的資料量，且因使用普

遍，相關的參考資料十分充足。 

(三) 在通訊介面方面可支援 COM Port、MOXA multi-port 卡、AMHS、SMTP、

Telnet 等多種不同的通訊方式，且通訊模組獨立設計，未來尚可擴

充支援不同的通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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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硬體設備為 3 部 IBM eServer xSeries 336 的 1U 超薄伺服器，裝置

於資訊管理中心機房，連接業務網提供服務。 

 

42 U

1 U 鍵盤 / 滑鼠

1 U 網路交換器

1 U KVM切換器

網頁化飛航計畫書審核系統
1 U 網頁 / 通訊介面 伺服器A
1 U 網頁 / 通訊介面 伺服器B
1 U 資料庫 / 文件製作 / 審核 伺服器

9 U 螢幕

 

 

 

(五) 伺服器硬體規格如下表： 

 

 

品牌 IBM 

型號 xSeries 336 

尺寸 1 U 

CPU 2 * Intel Xeon 3.4GHz 

RAM 2 GB 

硬碟機 2 * 73.4GB SCSI HDD 

光碟機 DVD / CD-RW 

網路 2 * Gigabit Et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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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統架構 

(一) 本系統依功能特性差異，分為網頁使用者介面、通訊介面、審核邏

輯、文件製作、資料庫等獨立、可擴充之子系統。 

系統架構簡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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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 網頁使用者介面：依權限提供使用者申請帳號、查詢資料、發送飛

航計畫、製作文件......等等功能，並提供管理介面讓管理者進行

各項參數設定與人工審核功能。本部份以 IIS 網頁伺服器執行

ASP.NET 網頁程式提供服務。 

本系統使用的網址為：https://fis.anws.gov.tw/。 

2. 通訊介面：負責由 AMHS 接收待審核的飛航計畫、發送審核過的飛航

計畫與審核通知，以及使用 SMTP 與總臺 WebMail 發送電子郵件通

知。本系統使用的 AMHS 地址為 RCTPFPLX 和 RCTPFPLA，電子郵件地

址為 fpl@ms1.anws.gov.tw。 

3. 審核邏輯：對網頁介面與 AMHS 輸入的各項資料，依照資料庫中各項

參數與規則進行飛航計畫之審核。 

4. 文件製作：依使用者需求向各支援系統與外部網頁索取所需資料與

圖表，並製作成 Word、Excel、PDF 等文件檔，置於網頁介面供使用

者下載使用。 

5. 資料庫：提供上述子系統共用之資料儲存空間，系統參數與運作條

件亦儲存於此。 



網頁化飛航計畫書審核系統研究案 

(二) 本系統實作上分為網頁介面部分、通訊介面部分、審核邏輯部分、

文件製作部分、資料庫與共用檔案、系統狀態監控等六個主要部份，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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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份又可再細分如下： 

1. 網頁介面： 

(1) 使用 IIS 網頁伺服器軟體，ASP.NET 語言。 

(2) 用戶端使用 AJAX 技術，提供快速反應。 

(3) 提供 Web Service 介面以供未來擴充連接其他系統用。 

2. 通訊介面： 

(1) AMHS 介面：使用 MXMI 與 AMHS 伺服器連線，接收與發送 AMHS

訊息。 

(2) E-mail 寄送程式：使用 SMTP 與總臺 WebMail 程式，將資料庫中

的 E-mail 通知訊息以適當方式寄出。 

(3) MPort 內部通訊：保留給系統維護人員使用的監看介面，亦可作

為未來擴充子系統的 Telnet 式資料傳遞介面。 

(4) COM 介面：可使用 COM port 進行通訊。 (目前未使用) 

(5) MOXA 卡通訊介面：可使用 MOXA 多 COM port 介面卡進行通訊。 

(目前未使用) 

3. 審核邏輯： 

(1) FPL 審核子系統：對網頁輸入與 AMHS 輸入至資料庫之 FPL 相關

電報審核，可依管理者設定審核規則與自動化的程度，進行審

核作業。可將結果判定為正確、錯誤、需人工處理三種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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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件製作： 

(1) 文件製作子系統：依使用者送出之製作飛航文件需求，分析所

需資料，將要由外部取得之資料分派給資料收集子系統處理，

資料收集完成後，製作成Word與 PDF電子檔供使用者列印。 (須

呼叫 Microsoft Word 與 PDFMaker 軟體) 

(2) 資料收集子系統：依文件製作子系統之需求，由不同之外部資

料來源收集所需氣象、情報資料與圖形，將之存入共用檔案區

供文件製作子系統使用。 

(3) RPL 製作子系統：依使用者送出之製作 RPL 文件需求，依資料庫

中的 RPL 資料，製作 Excel 與 PDF 電子檔供使用者列印。 (須

呼叫 Microsoft Excel 與 PDFMaker 軟體) 

5. 資料庫與共用儲存區： 

(1) MySQL 資料庫：存放系統參數、處理規則、系統紀錄、使用者資

料、進入系統處理之電報、處理完成之電報、RPL 資料……等等，

供其他子系統使用。 

(2) 共享檔案區：存放文件製作用到之範本檔、外部資料的暫存檔、

製作完成之文件檔、總臺專區的共享檔案……等等，供其他子

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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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統狀態監控： 

(1) Cluster 切換控制：當需要切換 A/B 機的時候，負責進行切換相

關的細節動作，包括取得系統服務 IP 位址等。 

(2) 子系統監控：負責監控伺服器上所該執行的每一個子系統，若

子系統發生不正常狀況，會自動重新啟動該子系統。同時也負

責與 Cluster 之另一部伺服器通訊，若另一部伺服器故障，即

啟動切換動作。 

(3) 自我監控：負責監控「子系統監控」，若「子系統監控」不正常，

會重新啟動「子系統監控」。「自我監控」和「子系統監控」雙

方互相監控，可確保不會因單一模組故障而導致失去監控能力。 

六、 系統網路架構 

(一) 本系統連接總臺內部之業務網 (ASN)，業務網與總臺行政電腦之行

政網 (OAN) 之間以防火牆隔離，僅特定系統 (WFIS、AFIS、本系統) 

可經由 R-Proxy 伺服器對行政網與 Internet 使用者提供服務。 

1. 總臺業務網使用者與管理者可於業務網使用瀏覽器直接使用本系統

網頁操作。 

2. 總臺行政網使用者可於行政網使用瀏覽器透過 R-Proxy 間接存取本

系統網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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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部使用者 (如航空公司) 可由Internet連至總臺R-Proxy間接存

取本系統網頁操作。 

4. AMHS 使用者可透過 AMHS 拍發 FPL 至本系統進行審核。 

如下圖： 

Internet

ASN 業務網

OAN 行政網

外部使用者

外部使用者

外部使用者

外部使用者

總臺使用者 總臺使用者

業務網使用者 / 管理者

行政網防火牆

業務網防火牆

R-Proxy / Proxy
伺服器

AMHS

NTP時間伺服器

AFISWFIS

網頁化飛航計畫書審核系統

Heartbeat

資料庫 / 共用檔案
FPL審核 / 文件製作

電子郵件通知
伺服器

網頁 / 通訊介面
伺服器 A

網頁 / 通訊介面
伺服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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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系統透過業務網連接的系統有： 

1. AMHS：收送電報 (飛航計畫與審核通知)。 

2. AFIS：取用資料庫中 NOTAM、PIB 資料。 

3. WFIS：取用資料庫中氣象電報資料與 NOTAM、PIB 資料。 

4. Proxy 伺服器：對 AOAWS 與外部網站索取氣象資料，寄發電子郵件。 

5. NTP 時間伺服器：每小時進行時間同步。 

七、 參與人員分組及工作內容 

(一) 硬體採購、架設、維護；陳順發、林嘉明。 

(二) 軟體分析、設計、維護：潘啟諫、郭芳菊、曹家垚、汪美惠、郭錦

源。 

(三) 系統需求提出、測試、人員訓練、文件：簡婉瓊、朱富薇、楊常瑜、

吳培琦。 

(四) 網頁頁面規劃、美工：陸光義、黃沛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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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網頁功能 

本系統網頁共有七項主要功能：飛航指南與駕駛員地面報告表(AIP/Report)、

飛航計畫書(FPL/RPL)、飛航公告與飛航前簡報(NOTAM/PIB)、氣象資訊

(WEATHER)、飛航文件(FLT DOC)、總臺下載專區(ANWS Only)，與管理者

介面(ADMINISTRATION)。 

 
一、 飛航指南與駕駛員地面報告表(AIP/Report) 

(一) 飛航指南：目前民航局航管組已建置電子式飛航指南 eAIP 系統，本

項功能提供超連結，方便使用者快速連結至 eAIP 之網路頁面，查詢

所需之相關資訊。 

 

 

(二) 駕駛員地面報告表：駕駛員對於影響飛航安全之不正常事件如空中

接近或通訊、助航設施故障之報告，除可在諮詢臺臨櫃填寫駕駛員

地面報告表之外，也可由網路下載表格，填寫後送相關諮詢臺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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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飛航計畫書(FPL/RPL)      

(一) 一般飛航計畫書 FPL： 

1. NEW FPL：提供 2 種填寫介面 

(1) 飛航計畫書表格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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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純文字模式(Text Editor)的介面 

 
 

(3) 不論在表單格式或純文字模式下申報飛航計畫書，系統皆進行

自動審核。若審核通過，系統會依據計畫書內容發送至相關航

管單位，並回覆該計畫已審核通過並發送之訊息予申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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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若填報之飛航計畫書有錯誤時，系統會顯示計畫書錯誤之處並

回覆申報者，以方便其更正。 

 

2. UPDATE FPL：此功能項目為填寫 CHG、DLA、CNL 之報文．使用

者可選擇在預設之表格頁面下填寫，也可以進入純文字模式(Text 

Editor)填寫．此外為提供更便捷的申報，使用者可以選擇 ‘自飛航計

畫匯入(Import from FPL)’或是 ‘自長期飛航計畫匯入(Import form 

RPL)’的方式來填寫 CHG、DLA 或是 CNL 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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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PL HISTORY：供使用者查詢其已申報之飛航計畫書。可依據所勾

選的條件縮小搜尋之範圍，以期更快的查閱到所需資料。視情況需

要，使用者也可利用查詢到的飛航計畫書進行修改並交予系統審

核，再次以一全新的飛航計畫書發送。如此，若遇到不同班次但計

畫內容相似的情況時，申報者便可利用舊有資料進行更快速的編輯

送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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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期飛航計畫書 RPL： 

1. 國內班機時刻：可聯結至民航局網站查詢國內航線時刻表。 

2. 查詢有效 RPL：航空公司所申請之長期飛航計畫書經臺北飛航情報

中心核可後，可在本系統查詢；此外系統會自動編輯該長期飛航計

畫書產生一標準格式之文件檔提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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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PL 申報作業：申請新的 RPL 時 

(1) 使用者先讀取相關航線目前最新且有效的 RPL 

 

(2) 若需更新該航線的 RPL 時，按下「新增申請」後，系統將載入

空運組所核可最新之航線班次，使用者再依其需求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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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PL 申報紀錄：在此功能項目中使用者可視需要自行設定條件式查

詢 RPL 之申報相關紀錄；若尚未通過情報中心之審核，則狀態顯示

為草稿，反之，經審核通過之 RPL 狀態顯示為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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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飛航公告與飛航前簡報(NOTAM/PIB) 

(一) NOTAM  

使用者可在所提供索引條件欄位中填入相關料，按下搜尋後便可查得

相關公告。 

 

 

 
(二) PIB 

由於使用上述 NOTAM 功能選項即可取得 PIB，並且從下面 Flight 

Summary 功能選項亦可獲得 WFIS 系統所提供的 PIB，所以此 PIB

功能選項暫時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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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Warning Charts 

使用者在此可下載一天兩版的臺北飛航情報區火砲射擊圖。 

 

 
(四) Flight Summary 

1. 使用者可依需要選擇以機場或是飛航情報區查詢相關 P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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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查詢後可得到畫面如下： 

 

 四、 氣象資訊(WEATHER) 

(一) 天氣資訊查詢 METAR & TAF Database： 

進入氣象資訊查詢頁面後，使用者可自行輸入一組或兩組以上之

ICAO 機場四碼代字，系統將顯示其 METAR 與 TAF。另外使用者也

可經由”COUNTRY LIST”選單中查詢之機場四碼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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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ETAR Group  

1. 這個功能是以群組的方式提供使用者查詢不同區域裡面的機場的現

在觀測天氣(METAR)資訊。 

2. 除了進入群組查詢各機場 METAR 資訊外，也可在網頁下方【Airport】

處，輸入單筆 ICAO 機場代字，並依需要查詢該機場連續五筆(last 5)

或連續十筆(last 10)之 METAR 資訊． 

3. 在網頁最下方【Internet Weather Source】，可輸入單筆或兩筆以上國

際機場代字，即可查得該機場最新 METAR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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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者可進入各不同群組查詢相關機場之 METAR 資訊，例如點選

USA 群組，進入後可得到以下 METAR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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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ETAR Individual： 

1. 此功能主要提供查詢個別機場之連續五筆 METAR 資訊為主，系統

於頁面中列出國內機場與飛航較頻繁之國際機場供使用者查詢。 

 

2. 以韓國仁川(RKSI)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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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TAF 

1. 使用者可進入各不同群組查詢相關機場之預報天氣(TAF)資訊。 

2. 除了進入群組查詢各機場 TAF 資訊外，也可在網頁下方【Airport】

處輸入單筆 ICAO 機場代字，並依需要查詢該機場連續五筆(last 5)

或連續十筆(last 10)之 TAF 資訊，並搭配選擇 24 小時之 TAF 或是 9

小時之 short-term TAF，或是兩者都要。 

3. 此外在網頁最下方可輸入單筆或兩筆以上國際機場代字即可查得該

機場長程(24 小時)或短程(9 小時)之 TAF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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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例如點選 ALASKA 群組進入後可得到以下 TAF 資訊： 

 

 
(五) SIGMET & AIRMET 

1. 使用者可在此查詢到已發布之 SIGMET 與 AIRMET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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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 AIRMET 資訊將會在天氣資訊首頁中以跑馬燈形式顯示，提醒

使用者注意該天氣狀況． 

 
 
 
 

(六) AD WARNING 

供使用者查詢本區機場所發布之機場天氣警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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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飛航文件(FLIGHT DOC) 

(一) 使用者可在此填入起降機場與班機呼號以產生飛航文件 

 

(二) 起降機場也可在 ICAO 機場代碼選項中依照分區之不同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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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起降機場與班機呼號輸入確定後，系統會提供自起飛機場至目的

地機場所需要之天氣、公告等相關資訊的預設選項，使用者可視需

要決定是否選用低、中、高三種顯著危害天氣預報圖(SIG WX PROG 

CHARTS)，FL300、340、390 三種飛航空層的風、溫預報圖，衛星

雲圖，SIGMET，AIRMET，METAR，TAF，PIB 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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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按下 SUBMIT 後，系統開始自動蒐集 FLIGHT DOCUMENT 中所要

提供駕駛員參考的相關資料並產生 FOLDER。 

 

 

(五) 當 FOLDER 產生完畢後，使用者便可下載 PDF 檔，得到飛行前之參

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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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總臺下載專區(ANWS only) 

(一) 提供總臺相關人員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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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管理者介面(ADMINISTRATION) 

主要功能為提供臺北飛航情報中心管理 FPL、RPL、Flight Doc、MET、

NOTAM、PIB、使用者帳號等系統資料，修改操作參數，監控系統運作。 

 

 
 

(一) 飛航計畫管理： 

1. 線上審核： 

系統將最近 24 小時內未被核准的報文送到這個介面以便人工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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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狀況查詢 

(1) 管理者在此功能頁面中可以看到每一航班(AIRCRAFT)的基本

資訊，如計畫來源(CH：網路或航空固定通信服務線路)、發報單

位 (ORG)、起降機場 (DEP 與 DEST)、報文進入系統時間

(PROCESS)、目前處理狀況(STATUS)、計畫的正確性(PREVIEW)

與內容(TEXT)，並可以做人工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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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計畫內容被系統判定為錯誤或是系統顯示退件時，管理者可在

該計畫 TEXT 欄位的右方按下審核進入「報文審核作業」畫面；

在此介面中管理者可從「系統建議結果」欄位中得知該計畫發生

錯誤之處，也可以預覽該計畫之發送地址，審視是否有錯誤。 

(3) 使用者在了解該計畫無法為系統接受的原因後，可視情況使用

「強制同意」、「強制拒絕」或是「強制中止」，對該計畫進行適

當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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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試收報地址 

(1) 此功能提供管理者測試系統收報地址組是否正確，是修改收報地

址規則後之測試用平台。 

 

(2) 輸入一測試飛航計畫後，管理者便可自右下方灰色欄位中核對該

計畫發送地址組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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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址規則(國內) 

此功能提供管理者依照國內機場之飛航邏輯編寫其飛航計畫書收報

地址，以供系統依照規則自動將計畫發送至收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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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址規則(國外) 

此功能提供管理者依照國外機場之飛航邏輯編寫飛航計畫書收報地

址組，以供系統依照規則自動將計畫發送至收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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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址規則(FIR) 

此功能提供管理者依照飛航情報區之飛航邏輯編寫飛航計畫書收報

地址組，以供系統依照規則自動將計畫發送至收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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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址規則(航路) 

此功能提供管理者依照航路之飛航邏輯編寫飛航計畫書收報地址

組，以供系統依照規則自動將計畫發送至收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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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審核規則參數設定 

(1) 本系統為了保留程式在自動審核計畫的彈性，設置此參數設定功

能，使管理者可依實際需要針對儀器航路規則、目視航路規則、

各航點、航向與 RVSM 規則更新設定，使系統對計畫內容的審核

更符合本區之需求。 

(2) 由於此參數設定功能對飛航計畫之審核影響甚大，故設置一確認

檢查之複合機制，當其中的規則為管理者更改後，必須按下黃色

「僅檢查規則」按鈕，系統將會依照特定邏輯進行自我檢查，以

避免管理者更改參數設定時發生錯誤，此自我檢查通過後再按下

紅色「檢查並匯入所有規則」按鈕後，系統才會依變更後的參數

設定，進行飛航計畫的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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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ITA 地址設定 

管理者編輯各家航空公司之 SITA 地址後，系統便可將計畫的相關回

覆訊息經 SITA 線路告知其計畫發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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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RPL 管理： 

1. 線上審核 

(1) 管理者可依航空公司或起降地機場等條件查詢待審之長期計畫。 

 
 

(2) 按下「進行審核」後，管理者可看到網頁上方呈現航空公司所申

請該航線之 RPL 與網頁下方該公司經空運組批准後之核可航

班。經審核比對後，管理者可採取：核准申請並通知、拒絕申請

並通知、核准申請與撤銷等動作。其中含有「…並通知」之按鈕，

會把管理者要連帶回覆之訊息通知該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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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A 核定航班上傳 

航空公司送民航局空運組審核的相關航線班次等電子檔案可在此由

管理者上傳至系統中，以供長期計畫審核比對之用。 

 

3. RPL 管理者編輯 

提供管理者建立長期計畫之初始資料。 

 

53 



網頁化飛航計畫書審核系統研究案 

54 

4. RPL 機場維護 

管理者可在此編輯長期計畫中相關之國內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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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PL 參數管理 

(1) 在此頁面上方可編輯 ICAO 標準長期計畫格式之.xls 檔案，當 RPL

被審核通過後，系統會將相關參數自動帶入此標準格式檔案中，

航空公司便可以下載或列印出審核通過後的 RPL。 

(2) 而在頁面下方則提供管理者編輯長期計畫相關回覆訊息的航空

固定通信地址組或是 E-MAIL 信箱，使系統將訊息回覆給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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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PL 預設航路維護 

管理者可在此進行編輯、新增或刪除長期計畫中各不同的航線，在

起降機場確定後，可將該航線預設之航路鍵入，如此系統會將其視

為該長期計畫之航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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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PL 航空公司資料 

管理者在此可編輯、新增或刪除申報長期計畫之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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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者管理： 

1. 線上審核 

本系統所有使用者皆須經由網頁申請帳號與密碼。申請人在提出申

請後，使用者管理線上審核介面出現該申請人的相關資料，由管理

者批准開通其帳號或拒絕之。系統會將帳號啟用碼或被拒絕的訊息

送至申請者之電子信箱。 

 

2. 帳號管理 

管理者在此可設定使用者所屬之群組與權限，透過此功能掌握各使

用者的使用狀況與權限管理。此外若使用者申請之帳號密碼三次無

法順利登入系統，則該帳號將會被凍結，需再次提出相關申請才可

回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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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FLIGHT DOC 管理： 

1. 目的地管理 

在飛航文件目的地管理中，系統按區域屬性將各機場依三個不同層

級加以區別歸類，以配合程式之相關運作；管理者也可藉此便於編

輯、新增或刪除航點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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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地預設資訊 

管理者可依照不同目的地之需求，預設系統將提供之各類天氣圖、

所經航線之相關 PIB 與天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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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件範本管理 

管理者可將飛航文件中各項天氣符號說明、機場代字參考表、與縮

寫參考表加以更新維護後上傳至系統，以利使用者下載飛航文件後

之參考使用。而 DOCUMENT TEMPLATE 可提供管理者編輯飛航文

件中資料提供的樣式與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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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場代碼編輯 

依照 ICAO 機場地名代碼之字母順序排列，供管理者維護與更新全

球各大國際機場之中英文名稱與 IATA 縮寫代字。 

 

5. 基本圖形資訊編輯 

管理者可在此以英文字母代號將各類天氣圖表加以區分，以利系統

依照程式相關設定提供符合使用者需求之各類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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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METAR/NOTAM/PIB 管理： 

1. Warning Chart 上傳 

管理者在此上傳本區火炮射擊圖供使用者線上瀏覽或下載。

 
 

2. METAR/TAF 地址組編輯 

管理者在此編輯WEATHER功能之METAR/TAF Group的相關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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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其他工具 

1. 查詢即時發報 

管理者可在此看到系統所發送出去的所有相關資訊，包含經系統審

核通過發出的飛航計畫與系統回覆使用者的所有訊息；除記錄其相

關內容外，所有收報地址組也會被系統記錄下來供管理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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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詢歷史收報 

管理者可在此看到系統所測收到各航空公司發出送審與各諮詢台審

核發出之所有飛航計畫相關資訊，包含所有發送地址組資訊都被系

統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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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參數設定 

管理者可在此設定系統運作之基本參數。管理者可視需要將系統設

定為自動或是人工運作，對於飛航計畫審核的精細程度也可視情況

加以調整，回覆使用者也可設定為精簡或是完整模式的回覆訊息，

最後管理者也可依照系統狀況設定需要保存在系統中飛航計畫的天

數，以適當減輕系統負擔。 

 
 

4. 總臺內部上傳管理 

管理者透過此介面上傳檔案，擁有相關權限者可於總臺下載專區瀏

覽並下載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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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發送報文 WEB UA 

管理者可經由此介面將系統視為一 AMHS UA 進而發送報文。 

 

6. 發送電郵 WEB MAIL 

管理者再此介面環境下可發送一般 EMAIL 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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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詢歷史電郵 

管理者可在此查詢系統經由 web server 發送至其他電子信箱之相關

內容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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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延伸與擴充 

一、 電腦系統 

(一). 本系統設計為每一模組均可獨立運作，且大部分的模組均可同時於

不同伺服器執行多份，增加處理能力。唯網頁伺服器與通訊介面伺服

器，由切換控制子系統監控，僅可使用雙機自動切換。其餘各子系統均

可同時於多部伺服器執行，同時運作的子系統會彼此分工，藉由鎖定與

標示動作，分別由資料庫中取出不同份工作進行處理，讓 FPL 審核、飛

航文件製作、RPL 文件製作、電子郵件通知等工作得以更有效率的進

行。系統可擴展成如下圖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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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使用者多造成系統負擔較重時，可將網頁伺服器和通訊介面伺服器分為

兩組，各有雙機進行線上備援，依然保有自動切換機制。 

資料庫伺服器與共用檔案伺服器也可分開，兩者均可變為多機架構，但同

一時間僅各有一部伺服器上線提供服務，其餘伺服器利用資料庫複寫與定

時檔案同步，作為備援主機，若上線主機發生不正常現象，可使用備援主

機取代。 

FPL 自動審核、飛航文件製作、RPL 文件製作、電子郵件寄送等功能

依目前架構同時於一部伺服器運作，若待處理的工作增加導致等候時間變

長，可增加伺服器數量進行分工處理。各子系統亦可各自使用獨立的伺服

器，並可多部分工作業。當有多部伺服器執行同一項功能時，每一部伺服

器會由資料庫與共用檔案區取用一份等待中的工作進行處理。各子系統均

有設計鎖定與標示的機制，確保不會有兩部伺服器重複處理同一份工作，

以確實達到分工的效益。 

由於文件製作子系統必須呼叫使用 Microsoft Office 產生 Word 與 

Excel 檔案，受到 Microsoft Word 與 Excel 本身的限制，同一部伺服

器僅能執行一份文件製作子系統，同一時間僅能製作一份文件，可能無法

充分發揮伺服器之能力。故可藉由使用虛擬機器 (Virtual Machine) 軟

體，於一部伺服器上模擬出多部伺服器同時運行，以充分發揮硬體效能，

但每一個虛擬伺服器依然需要一套作業系統與軟體授權。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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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臺北飛航情報中心外，在臺北、桃園與高雄諮詢臺各設置一台本

系統之子系統，以配合中心之作業。 

二、 模擬測試 

目前本系統對於飛航計畫之自動審核發送已具備基本功能，下一階段可進

行系統模擬測試，包含一份計畫自使用者對系統發出需求後到最終發送至

各相關飛航情報區以及回報各使用者的完整線上流程。經由此測試以確定

系統的可靠與完整性。 

三、 加強系統功能 

本研究案是以飛航計畫為主題，但在進行過程中系統已建置了飛航計畫自

動化以外的其他功能，諸如長期計畫、公告、氣象、飛航文件等等。未來

對於這些飛航服務功能皆須進一步測試與除錯，以使其達到更完善的服務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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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我監控與備援機制 

(一) 本系統與其他各系統(WFIS、AMHS、SITA)之聯結必須建立監控機

制，使系統能夠隨時保持和各系統的資料傳輸順暢無誤，並且在

連結出現問題時告知管理者做出相關應變措施。另外對於網路伺

服器的部份也要能夠隨時自我檢查，避免故障或當機的發生以便

使用者能夠順利的藉由網路進行我們所提供的飛航服務。 

(二) 目前本系統架設於 3 台伺服器：網頁伺服器、系統狀態監控與通

訊介面子系統以相同的方式分別架設於二部伺服器，採雙機自動

切換的 Cluster 組態；審核邏輯、文件製作、電子郵件通知、資

料庫與共用檔案並存於第三部伺服器中。 

(三) 各子系統分布(如下圖)： 

此種架設方式主要弱點為，負責資料庫與審核系統等的第三部伺

服器並沒有備援機制，且負載較重，雖然足以處理開發測試階段

的使用量，未來可考慮進行此部分之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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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系統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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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費支出與預期效益 

一、 經費支出 

本案原預算共計新台幣 39 萬 8,000 元整，主要用於採購硬體設備。

實際支出 34 萬 5,451 元。 

二、 預期效益 

(一) 本研究案主要目的為增加飛航計畫書審核效率與正確性，規畫

將繁雜的審核工作由系統處理，能有效的增進審核的速度，與

避免人為的錯誤，提昇飛航服務品質。 

(二) 利用網頁功能提供航空公司不受時、地限制可隨時申報飛航計

畫書，並得到即時回應。 

(三) 整合飛航情報服務於單一網頁入口，方便使用者查詢相關訊

息，並能做線上管理。 

(四) 節省人力資源。臺北飛航情報中心因應政府精簡人力政策，相

繼裁撤花蓮、馬公飛航諮詢臺，將部份工作轉移至其他諮詢臺

或不再提供服務，本研究案不但使原有各航空站所需之諮詢服

務，以線上方式即時提供，節省人力外，原有桃園、高雄飛航

諮詢臺均將因本系統開發成功，可減少一至二席位，每日可減

少 36 小時值班時數，節省約 9000 元值班費（每小時 250 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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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研究案結合本總臺情報、資管、航電、通信等單位共同開發，

經過本研究案的執行，參與的各單位人員學習到從無到有的開

發系統經驗，對於值班同仁而言是項經驗非常寶貴，對於各個

單位乃至總臺而言有凝聚向心力，強化整體意識的無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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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一、 當今科技資訊化的時代，網路世界已成為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環。

網路無遠弗屆的快捷與便利特性使其被廣泛的與各式各樣的產物相

結合，達到令人驚艷的效果。傳統飛航計畫書的簽審方式需要航詢員

審核每一份飛航計畫書的內容，在資料量龐大且相關航管規定複雜的

情況下往往對航空公司或是航詢員造成困擾與壓力；當系統具備自行

檢查飛航計畫書內容的能力時，對相關工作人員的負擔可大為減輕。 

二、 自動化使大量資料的處理更有效率且準確，節省下來的時間可讓工

作人員用於研發，了解新增的工作規定及研讀相關的國際飛航文件，

不僅提升航詢員專業素養及工作品質，也增加了人力運用的彈性。 

三、 使用網路的介面達到便利使用者的目的，本系統除了與現行相關系

統連接外，飛航計畫書申請者還可透過網路進行飛航計畫書申請、查

詢及編輯，不論機師或是簽派員申請帳號通過後皆可上網使用，非常

方便。未來配合本系統其他相關飛航情報服務功能的建置完成將可達

到如同國外 HOME-BRIEFING 或是 SELF-BRIEFING 的理想目標。 

四、 本研究案中網頁自動化系統由臺北飛航情報中心與資管中心根據本

區飛航情報相關業務的工作特性與需求共同研究發展，此一客製化的

系統對於滿足使用者與管理者兩方面皆能依據各項需求達到目標，此

為系統客製化的一大好處，且此系統幾乎不依賴外部廠商之技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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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續系統的維護或延伸擴充具有較大的利基。 

五、 駕駛員地面報告之申報方式因考慮目前是以書面方式報請民航局相

關位調查處理，配合處理流程仍然採用書面送件方式。 

六、 長期飛航計畫書目前是以民航局空運組所提供之核准航班預定表電

子檔為基礎再轉為符合 ICAO DOC 4444 長期飛航計畫書格式。未來若

民航局空運組所提供之核准航班預定表電子檔格式有變，系統需配合

修正以利格式之轉換。更希望繼續發展 FIS 與 AISS 有關長期飛航計

畫書之介面連結，讓長期飛航計畫書之作業更完備。 

七、 研究案的完成確立飛航計畫書網路申報、自動審核及發送的可行

性。但是資管中心建議在系統更穩定後，經過情報中心所有航詢員參

與測試，並向航空公司舉辦系統使用說明會後再請航空公司加入測

試，測試完成後正式上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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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簡字與縮語表(Abbreviations and Acronyms) 

 
AD    Aerodrome 
AFIS    Automated Flight Information System 
AFTN   Aeronautical Fixed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AIP    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Publication 
AIRME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en-route weather phenomena which 

may affect the safety of low-level aircraft operations 
AISS    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System 
AMHS   ATS Message Handling System 
ANWS   Air Navigation and Weather Services 
AOAWS   Advanced Operational Aviation Weather System 
ATS    Air traffic services 
CHG    Modification  
CNL    Flight plan cancellation 
CNS/ATM  Communications, Navigation, and Surveillance/Air Traffic 

Management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DEP    Departure 
DEST    Destination 
DLA    Delay 
eAIP    Electronic AIP 
FIR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FIS    Flight Information Services 
FLT DOC   Flight Document 
FPL    Flight Plan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METAR   Aerodrome Routine Meteorological Report 
NOTAM   Notice to airmen 
ORG    Originator 
PIB    Pre-flight Information Bulletin 
SIGMET   Significant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SIG WX PROG Significant Weather Prognostic Chart 
TAF    Aerodrome Forecast  
WFIS    Weather and Fligh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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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系統在資訊安全方面的相關設計 

一、網路與實體環境 

本系統伺服器位於本總臺資訊管理中心門禁控管之機房，且安置於上

鎖之機櫃內，其主要運作網路為安全等級較高之業務網路環境，對外

提供網際網路服務均須透過兩道防火牆與反向代理伺服器間接連結本

系統，實體安全和網路架構上有相當高的安全性。 

 

二、系統軟硬體設計 

在系統軟硬體設計方面，依據資訊安全的分類，可由機密性、完整性、

可用性三方面說明本系統在資訊安全相關的設計： 

（一）機密性──僅有得到授權的人可以適當地使用本系統： 

 使用者須申請帳號通過審核後才可登入使用本系統。 

 使用者帳戶權限分為 USER、FPL、AIRLINE、FIC、SP、ADMIN

等不同的群組，只開放該群組使用者有權使用之功能。 

 除一般使用者 (USER) 之外，其餘群組的使用者帳號均須通

過情報中心管理者審核後才能啟用。 

 瀏覽器存取使用 SSL 加密傳輸，避免在網路傳輸過程洩密。 

 系統資料庫中以加密雜湊編碼方式儲存登入通行碼，即使系

統管理人員亦無法得知使用者的原始登入通行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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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整性──確保本系統的資料內容是正確的，不會在未經授權

之狀況下被更改： 

 只有管理者的特權功能可修改系統設定、規則與資料。 

 只有在業務網登入使用系統時，管理者才可使用相關特權功

能；若不在業務網使用時，則不可使用管理者功能。 

 航空公司使用者僅可發送及修改自家航空公司相關之飛航計

畫書與長期飛航計畫書，以維護系統資料正確。 

 
 

（三）可用性──維持系統在意外發生之狀況下，仍可持續提供正常

之服務： 

 網頁與輸出入介面設計為雙機 cluster 備援架構，若伺服器發

生故障時，同組 cluster 中的備用伺服器會在數秒內接管主伺

服器的工作，保持服務不中斷。 

 飛航計畫審核、文件製作、電子郵件等模組設計為可擴充為

多機分工作業方式，系統程式模組可分散於多部伺服器同時

執行，除可以達到備援之目的，亦具備負載平衡之功能來增

加同時處理的資料量，保持系統服務不中斷。 

 本系統支援 AMHS 及網頁二種輸出入介面，可提供使用者透

過不同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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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器採鏡像式磁碟陣列 (RAID-0) 安裝系統與儲存資料，

可避免因磁碟故障而影響系統服務。 

 

三、 系統資安設計 

AMHS系統

網際網路
用戶

總臺業務網路

SITA 
Network

SITA 
Network

總臺
行政網路

總臺
行政網路

Host AHost B

Database

反向代理伺服器

航空通信網路用戶

總臺單位用戶

審核作業
監控電腦

AFTN 
Network

AFTN 
Network

AMHS UA

IE 瀏覽器
AMHS UA

IE 瀏覽器

多重管道報文進出路徑多重管道報文進出路徑

Internet
網際網路

1.1.HTTPS SSLHTTPS SSL安全加密通訊安全加密通訊
2.2.帳號通行碼認證帳號通行碼認證
3.3.不同角色權限劃分控管不同角色權限劃分控管
4.4.通行碼雜湊安全儲存通行碼雜湊安全儲存

IE 瀏覽器

總臺單位用戶

1.1.安全性高之業務網路環境安全性高之業務網路環境
2.2.嚴密門禁控管機房之機櫃嚴密門禁控管機房之機櫃
3.3.多層防火牆與反向代理伺多層防火牆與反向代理伺
服器安全隔離服器安全隔離

1.1.多主機備援架構多主機備援架構
2.2.可擴充分散之多模組可擴充分散之多模組
負載平衡負載平衡
3.3.鏡像式磁碟陣列容錯鏡像式磁碟陣列容錯

限定管理者帳號限定管理者帳號
存取區域存取區域

fis.anws.gov.tw

網頁化FPL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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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審查意見回覆表 

審查意見 

項次 意   見   內   容 
回覆意見 

1 

立意良好，本案結合總臺情報、資管、航

電、通信單位共同自行研究，累積相關業

務人員系統開發設計之經驗與知識，規劃

完整，足勘嘉勉。 

 

2 

本案以自動化系統審核飛航計畫書，取代

目前人工審核方式，且系統功能由使用者

需求出發，可有效提昇飛航計畫書審核之

效率與準確性，並可有效減少審核人力，

減少錯誤，加快處理速度之成果。 

 

3 

本案整合飛航情報服務於單一網頁入口，

並利用網路介面提供航空公司及其他使用

者申請及查詢相關飛航服務資訊，可有效

提昇飛航服務品質。 

 

4 

本案屬實務性質研究案，然據查所開發之

系統尚未正式上線使用，因此報告書中所

提出之預期效益，尚未能具體彰顯。 

本系統雖尚未正式上線使用，但是研

究小組仍持續進行測試和改善，並請

航空公司 OD 試用，獲得許多寶貴的建

議，亦計畫召開說明會，與飛航人員

雙向交流，期望達成預期效益。 

5 

網頁文字多為中英對照或英文，但仍有部

份選項或標題僅有中文，不清楚此網頁是

否提供外籍人士使用，是否另規劃英文版。

本系統的服務對象是中外飛航人員，

網頁主要採中英對照，不另外規劃英

文版，將會修改僅有中文的選項和標

題。 

6 

使用後發現仍有改善空間，例如：填寫空

白欄位後仍需勾選該欄位才能搜尋、RPL

申報編輯之圖示意義不明、友善列印的邏

輯不友善等等。 

會持續改善網頁功能，使它更符合

user friendly 的要求。 

7 

本系統對飛航管制作業的執行有重大關

聯，需注意資安議題，但成果報告中對如

何確保系統的順利運行，並未深入說明。

系統建置時即已考慮資安議題，以確

保系統順利運行。將在成果報告增加

附錄二，說明本系統在資訊安全方面

的相關設計。未來系統如正式上線運

作後，將依循本總臺既有之相關資訊

安全規定來落實系統維護工作，確保

資訊安全持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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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研究之建議 

項次 建   議   內   容 
回覆建議 

1 

規劃資安作業程序及建構資安軟、硬體系

統。 

在成果報告增加附錄二，說明本系統

在資訊安全方面的相關設計。後續實

際維護作業將依本總臺資訊安全相關

作業規定辦理。 

2 

本系統審核過之飛航計畫書，將作為航管

系統飛航計畫之主要資料來源，加以系統

介面接受 AMHS、AFIS、WFIS 等即時系統，

建請詳實嚴密測試後，並規劃緊急應變程

序，再上線使用。 

遵照辦理 

目前本系統研究小組仍持續進行測試

和改善，將在確認系統穩定之後才正

式上線使用。本總臺已有詳實之資安

規定，各上線之業務系統均有完備之

業務持續運作計畫，本總臺每半年並

會執行內部稽核，以確保資訊安全之

落實。 

3 

有關第四章中之系統延伸與擴充部分，建

請先檢討現有系統之弱點與不足，再提出

因應之系統延伸與擴充，較為妥適。 

遵照辦理 

因本系統建置為研究案性質，另限於

有限之經費，故在硬體方面將多項軟

體功能(網頁、資料庫、通訊輸出入模

組、處理模組等)僅分布於三部伺服

器，對於提供多人使用在效能方面將

有可能不足。惟本研究案已考量此問

題，透過獨立且模組化之設計，未來

可完全不受限制來進行硬體的延伸及

擴充。另外本系統內之多項模組(例如

報文收發模組、電子郵件模組等)亦可

以獨立應用或擴充，節省未來開發相

關系統所需之時間與成本。 

4 

有關第三章中之各項系統網頁功能部分，

若能於各小節前先做相關功能之簡要說

明，將有利於讀者更加瞭解本案系統所提

供之各項功能內容。 

遵照辦理 

將來製作網頁功能使用手冊時，會先

做相關功能之簡要說明，以利讀者更

加瞭解本案系統所提供之各項功能內

容。 

5 

本案測試完成後，建請盡快上線使用，至

於飛航計畫書之外所附帶開發之其他功能

若短期內不能完成者，應視情況放棄，以

免啟用時間與 AISS 啟用時間過於接近，降

低本系統效益，且造成人力資源的浪費。

遵照辦理 

本研究案由本總臺情報、資管等單位

和人員分工合作，既節省經費，又可

針對實際需求隨時修改，而後續的改

善和維護亦能達到客製化且不假外

人，其效益不僅止於系統本身所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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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業上的簡化和便利，參與人員在

系統開發過程中得到的經驗更是無

價。 

6 

後續請考慮本系統網頁與 AISS 如何接

軌，或 AISS 啟用後本系統網頁之定位。 

遵照辦理 

已獲得 AISS 的 ICD 文件，與 AISS 接

軌的問題將列入後續改進項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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