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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霧季地面觀測資料分析 

藍嘉偉
1 

一、 前言 

每年桃園機場1～3月霧季往往造成航班延誤，導致空中交通大亂。預

報霧的課題一直以來都是預報員的挑戰，而第一線觀測員對於霧的觀測也

倍感壓力，尤其霧多半發生於深夜凌晨時段，因此觀測員對於霧的氣象數

據了解可以提早做好心理準備並增進趨勢預報的準確度。 

桃園機場的霧主要是輻射霧及平流霧同時發生。而霧發生的時間主要

在傍晚、清晨或是夜晚時，此時溫度降低有利於霧的形成，一旦又有偏北

的風場則有利於將海面形成的海霧帶入機場內。因此大多數的霧都是發生

在這三段時間，白天的霧則多半為清晨霧的延續。 

桃園機場發生霧的綜觀天氣型態約略可以分成兩種：鋒前暖區型態及

高壓迴流型態（楊，2008）。鋒前暖區型態為鋒面前所帶來的西南氣流經

過冷海面時成霧的天氣型態。而高壓迴流型態主要為大陸冷高壓出海超過

東經130度線後，高壓南側偏東氣流造成的成霧天氣型態，此時的東風或東

南風氣流受到地形影響繞過台灣北部山脈後沿著台灣海峽南下，這時台灣

剛好位在南暖北冷的交會地區，所以容易成霧，此外，此時的桃園機場受

到繞山氣流影響會以偏東北風為主。 

有關霧或低能見度研究部分，Koračin等人（2005）使用MM5

（Fifth-generation Penn. State/NCAR Mesoscale Model）中尺度數值模

                                                 
1飛航服務總臺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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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來探討海霧的形成、維持及消散的細部演變過程，其中針對美國加州海

岸及鄰近舊金山機場之海霧個案為主。而在台灣地區機場的霧研究近期則

著重分析既有的綜觀天氣以能提供可能導致低能見度現象的主因（黃和

林，2010），其中包括鋒前暖區在925hPa（百帕）溫度場分析台灣海峽顯

著暖脊，配合南來的暖濕氣流經過冷海面造成底層水氣飽和的平流霧有

關。林（2010）利用高解析網格資料針對2010年1月24~25日低能見度個案

分析，高解析資料可以解析在此期間位於台灣西北海岸之中尺度低壓環流

的存在，其結果顯示低壓的形成可能與低層盛行風東南風之地形背風旋生

有關連，林的研究進一步使用YOTC（Year of Tropical Convection）為初

始場之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模擬以掌握低壓之形成

和減弱過程。 

以上研究皆是針對綜觀尺度天氣型態做的分析，且單獨針對桃園機場

及小尺度分析的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針對桃園機場近三十年來的觀測

資料進行分析，將起霧前12小時與霧發生當時的觀測數據統計分析，使觀

測員能夠對於霧的瞭解及其兩小時的趨勢預報有所幫助。 

二、 資料來源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資料為1979~2011桃園機場例行天氣及特別天氣地面觀

測報告資料。用此資料可統計桃園機場霧發生之前及霧發生當時之觀測資

料分布情況與平均數值，進而探討霧發生之前及霧發生當時之主要天氣情

況。 

本研究把霧發生當時及霧發生之前切成四個時間區段：霧發生當時、

霧發生之前3小時、霧發生之前3~6小時及霧發生之前6~12小時。再將桃園

機場例行觀測資料之整、半點天氣資料進行統計，計算方式為計算均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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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氣象參數數值之分布機率，因除上總個數故單位為百分比。其中分析了

風向風速（Ws、Wd）、溫度（T）及總雲量（TCLD）。同時也統計了1979~2011

年1~12月各月有霧天數分布比例（除以總有霧天數，百分比），除此之外，

也計算了每年有霧總時間（單位為分鐘）。 

三、 桃園機場霧日發生之氣候特徵 

1、 桃園機場霧發生天數比例 

桃園機場主要霧季為每年春季1~3月，而6~9月極少機會有霧產生，在

10~12月秋冬季時則有些許霧產生，其中又以三月份比例最高，將近佔了

30%的全年有霧天數比例，二月份次之，約佔26%，如圖（一）所示。 

 
2、 桃園機場霧季長度年際變化 

每年桃園機場的霧季長度因大尺度環境場的變化差異而會有所不

同，其中以1987年的全年累積霧時時間最長，約6400分鐘，而1986年則最

短時間，約200分鐘左右，每年霧季長度平均約2400分鐘，如圖（二）所

示。這三十年期間的霧日發生頻率，沒有顯著增加或是減少的趨勢。 

四、 桃園機場霧發生當時及霧發生之前觀測資料統計分析 

圖（三）為霧發生當時、霧發生之前3小時、霧發生之前3～6小時及霧

發生之前6～12小時的風向分佈機率圖，霧發生當時主要以北風（0度）為

主，在霧發生之前6～12小時則是以北至東北風出現機率最高，此外，在霧

發生當時變動風向（V）機率較高，西北風的出現機率也較其他三個時段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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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些。圖（四）為風速部份，霧發生當時風速小於5 kt（浬）機率很高，

隨著遠離霧發生時則較大風速發生機率隨之增加。 

從霧發生之前6～12小時風向及風速機率分佈可知沒有霧發生之前的

風場以東北風為主，因此造成桃園機場霧的天氣型態最有可能是以高壓迴

流的天氣型態為主，其他較少比例才是鋒面前暖區的天氣型態。 

 

 

圖（五）為溫度分佈，霧發生之前的溫度較高，霧發生當時的溫度則

明顯較低，原因為霧發生的時間主要以夜晚為主，而霧發生之前6～12小時

大多為白天時段。因太陽的加熱作用、霧發生當時水氣的冷卻及遮擋太陽

的加熱，所以造成霧發生之前溫度皆較霧發生當時為高。 

 
 

圖（六）為總雲量分佈，霧發生當時的密雲（overcast, OVC）及裂雲

（broken, BKN）機率皆較霧發生之前的三個時段來的高，至於霧發生當時

的少雲（few, FEW）狀態比例非常低，也代表輻射冷卻效應所造成的輻射

霧比例並不高，大部分都以平流霧為主。 

 

 
表（一）為桃園機場2013年二月4~5日起霧個案之地面觀測資料。此個

案風向在起霧前為北至東北風為主，起霧後則開始轉成西北至北且部分為

風向不定，至於風速在起霧前風速較大可以到達5~10 kt，起霧後則風速減

弱，霧開始消散時風速又開始增強。總雲量不管在起霧前還是起霧後都是

以BKN（裂雲）至OVC（密雲）為主。溫度則起霧前較起霧後來的高約5度，

但當時為白天有太陽加熱作用。由此案例可以約略瞭解桃園機場霧發生之

前至霧發生當時再到霧散時的觀測數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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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論 

桃園機場主要霧季在每年的一至三月，其中以三月為最，至於這三十

年期間的霧日發生頻率，沒有顯著增加或是減少的趨勢，但每年則有顯著

差異，這可能與當年的海水溫度或綜觀尺度的天氣型態有關。至於地面觀

測資料部分，桃園機場霧發生之前至霧發生當時風向有很大機率是從東北

風逐漸轉成北及西北風，風速部分則為逐漸減弱趨勢，這也代表造成桃園

機場霧發生當時的綜觀尺度天氣型態主要是高壓迴流型態為主。溫度部

分，因為霧往往發生在夜晚或清晨，太陽的加熱作用、霧發生當時水氣的

冷卻及遮擋太陽的加熱，造成霧發生之前相較於霧發生當時的溫度高約五

度。總雲量部分，霧發生之前及霧發生當時皆以BKN為最大出現機率，沒有

明顯差異。 

希望藉由觀測數據的統計分析，讓觀測員對於霧有所瞭解，並降低第

一線觀測時的心理負擔，進而增加趨勢預報的準確性。 

六、 參考文獻 

Koračin, D., J. A. Businger, C. E. Dorman and J. M. Lewis, 2005: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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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桃園機場 2013 年二月 4~5 日起霧個案之地面觀測資料。 

時間 風向 風速 能見度 天氣現象 雲組 總雲量 溫度 露點

041500 320 5 12000  1SC015 3SC040 5CI200 5 24.9 18.9
041530 310 5 10000  1SC015 3SC040 5CI200 5 23.8 18.6
041600 300 4 10000  1SC015 3SC050 5CI200 5 23.9 18.7
041630 340 5 7000 05 1SC015 4SC050 5CI200 5 24.1 18.9
041700 320 5 8000 05 1SC015 5SC050 6CI200 6 22.9 18.5
041730 360 3 8000 10 1SC015 5SC050 6CI200 6 22.3 18.5
041800 0 0 8000 10 1SC015 5SC050 6AC150 6 21.9 18.6
041830 350 2 8000 10 1SC015 5SC050 6AC150 6 21.6 18.5
041900 40 4 7000 10 1SC015 5SC050 6AC150 6 21.5 18.7
041930 20 5 6000 10 1SC015 5SC050 6AC150 6 21.7 18.8
042000 20 10 6000 10 1SC015 5SC050 6AC150 6 21.2 18.3
042030 20 10 6000 10 2ST012 5SC035 6SC060 6 20.1 17.7
042100 10 9 4000 10BR 2ST005 5SC025 6SC045 6 18.7 17.0
042130 20 10 3000 10BR 3ST002 6ST003 7ST012 7 18.2 16.8
042200 20 9 2500 10BR 3ST002 6ST003 7ST010 7 18.4 17.0
042230 20 10 2500 10BR 3ST002 6ST003 7ST010 7 18.5 17.1
042300 360 8 2500 10BR 3ST002 6ST003 7ST010 7 17.9 16.6
042330 10 10 2500 10BR 3ST002 6ST003 7ST010 7 18.2 16.8
042400 340 6 2500 10BR 3ST002 6ST003 7ST010 7 18.0 16.7
050030 10 9 2000 10BR 3ST002 6ST003 7ST010 7 17.7 16.3
050100 20 7 1600 10BR 3ST001 6ST003 7ST008 7 17.7 16.6
050130 30 5 1200 10BR 3ST001 6ST002 8ST008 8 17.8 16.7
050200 V 2 1200 10BR 3ST001 6ST002 8ST008 8 17.9 16.8
050230 20 3 1000 10BR 3ST001 6ST002 8ST008 8 17.9 16.9
050300 350 6 900 40FG 3ST001 6ST002 8ST008 8 17.7 16.7
050330 10 6 800 44FG 4ST001 6ST002 8ST006 8 17.5 16.5
050400 360 5 800 44FG 4ST001 6ST002 8ST006 8 16.8 15.8
050430 360 5 800 44FG 4ST001 6ST002 8ST006 8 16.5 15.5
050500 320 3 400 46FG 4ST000 6ST001 8ST005 8 16.5 15.5
050530 V 2 300 50-DZ FG 9VV001 9 16.4 15.5
050600 300 6 350 50-DZ FG 9VV001 9 16.3 15.4
050630 320 7 800 51-DZ FG 4ST000 6ST001 8ST005 8 15.9 15.1
050700 330 10 1000 50-DZ BR 4ST001 6ST002 8ST005 8 14.8 13.9
050730 340 10 1400 51-DZ BR 4ST002 6ST003 8ST006 8 14.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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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979~2011 年 1~12 月各月有霧天數分布比例（%）。 

 
圖（二）1979~2011 桃園機場每年霧季長度（分鐘）（虛線為趨勢線）。 

 

圖（三）1979~2011 年桃園機場風向分布機率（%）（000 為北風，090 為東風，180

為南風，270 為西風，V為風向不定）：a）霧發生當時，b）霧發生之前 3小時，c）

霧發生之前 3~6 小時，與 d）霧發生之前 6~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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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979~2011 年桃園機場風速分布機率（%）及平均值：a）霧發生當時，b）

霧發生之前 3小時，c）霧發生之前 3~6 小時，與 d）霧發生之前 6~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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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1979~2011 年桃園機場溫度分布機率（%）及平均值：a）霧發生當時，b）

霧發生之前 3小時，c）霧發生之前 3~6 小時，與 d）霧發生之前 6~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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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1979~2011 年桃園機場總雲量分布機率（%）及平均值：a）霧發生當時，b）

霧發生之前 3小時，c）霧發生之前 3~6 小時，與 d）霧發生之前 6~12 小時。CLEAR

（無雲）表總雲量為 0/8，FEW（少雲）表總雲量為 1/8~2/8，SCT（疏雲）表總雲

量為 3/8~4/8，BKN（裂雲）表總雲量為 5/8~7/8，OVC（密雲）表總雲量為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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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觀測作業與技術交流活動參加心得 

余祖華
1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以下簡稱本會），自民國95年起即透過中國氣象學

會，每年舉辦『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與陸方民航氣象

單位進行交流，有效獲致建立穩固溝通平臺及增進雙方瞭解之成果。為進

一步增進兩岸航空氣象作業技術之交流，自民國99及101年起，雙方更每年

互派第一線作業人員，進行『海峽兩岸航空氣象預報作業與技術交流』及

『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觀測作業與技術交流』。 

102年度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觀測作業與技術交流，業於本(102)年6月17

日至同年月21日假臺北及北京同時進行，其中北京交流部分，係由陸方華

北空管局氣象中心主辦，本人亦有幸會同豐年航空氣象臺陳錦敏及高雄航

空氣象臺田祥麟觀測員參與此次交流（如附圖）。 

有關此次赴北京交流成果，除透過與陸方就航空氣象服務及作業等相關

議題進行研討，獲致多項心得及建議外，個人認為交流觀念之傳承，其重

要性亦不遑多讓。其中航空氣象服務及作業之相關心得及建議，業納入出

國報告奉核公告，此處不再贅述。至於交流觀念部分，不但關乎相關活動

之成敗，同時對於能否藉交流活動，提升參加人員之能力，亦產生重要影

響，考量未來本會會員皆有參加交流之機會，爰藉此分享個人自隨本會先

進，直至此次率員參加交流經驗，提供大家參考。 

                                                 
1飛航服務總臺 飛航業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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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個人覺得參加交流活動，甚或一般出國參訪

或參加會議，事前之準備工作至為重要。進行事前準備，首先就必須確立

交流目的，進而針對該目的實施廣泛而深入之資料蒐集及分析工作，例如

雙方作業之差異及優缺點、相關自身及國際規範、其餘國家之作法等，因

為沒有充分之準備做後盾，將無法於交流時提出有內涵之看法及論點，另

外不知自身之優缺點，亦無法透過研討過程，尋求精進之道。 

其次談到交流過程，所謂交流，顧名思義，就是透過充分溝通，交換彼

此對業務之想法及經驗，可見交流應該是一種以溝通為主的的活動，如果

只是分別聽取對方簡報，將完全失去交流意義。是以個人覺得積極之問答，

於交流活動中佔據了舉足輕重的地位。依個人感受，如果於簡報過程中，

對方皆無提問，不是自己的報告出了問題，就是對方準備的不充分。所以

參與交流人員面對對方之報告，除仔細聆聽外，更應積極提問，展現我方

對交流之投入，以及個人之專業素養，除可贏得對方的尊重，亦將催化其

參與熱誠，對整體活動產生相輔相成之效果。 

此外，個人尚發現一普遍存在之迷思，即奉派出國人員，可能因為有撰

寫報告之壓力，爰較積極提出問題，惟面對陸方至我方交流人員，我方人

員可能認為提問是客人的權利，爰相對而言較少提問，從而失去了解彼此

之大好機會。另依個人觀察，一般對方人員針對我方作業提出疑問時，多

半表示其該部分作業有問題需要解決，或是對我方作業有其看法，我方如

能適時反問，當可引導其提出進一步意見，如此將可深入問題，以收交流

之效。反之，我方人員赴對方交流時，除積極提問外，亦應適時與對方分

享我方針對問題之解決方案，甚或我方尚未解決之問題或困難，除展現交

流誠意外，亦可藉研討過程，發掘改善彼此作業之方法，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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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針對交流報告，個人視為參與活動之總結，所謂有始有終，先前蒐

集資料，作足準備，亦積極問答，參與交流，惟因無有效記錄，終致努力

成果，隨時間付諸東流，實為個人及單位之莫大損失，是以好的報告，除

可保留交流過程中之研討成果，亦是個人努力投入之呈現。當然部分對方

優點，基於彼此客觀條件之差異，我方無法立即採納實施，惟如無紀錄，

當我方於未來具備施行條件時，亦將無由參考，所以個人認為，參與交流

人員實應拋開能否實施之顧慮，忠實記錄交流過程中之觀察及研討成果。 

以上是個人考量本會未來參與類似技術交流活動之會員，多為平時執行

作業之第一線人員，平時少有與外界接觸之經驗，突然奉派參加交流，難

免有不知從何入手之感，爰提供自身經驗，期協助同仁於參與類似活動之

前，作好心理準備，使交流過程，能夠成為大家職場生涯中一段充實而美

好的回憶。 



飛航天氣第二十期                                                                   2013.10 

 
 

 
 
 

14

附圖 

左上：大陸民航華北空管局 

右上：交流會場 

左中：聽取簡報 

右中：業務討論 

左下：作業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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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海峽兩岸航空氣象預報作業與技術交流活動參加心得 

劉少林
1
 

緣起 

為滿足海峽兩岸民航業者對於航空氣象業務更高水平的期待，中華航空

氣象協會及中國氣象學會在2006年相互協助下舉辦「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

飛行安全研討會」，2010年起更進行「海峽兩岸航空氣象預報作業與技術

交流」，使兩岸航空氣象人員增加相互學習與交流的機會，進而建立良好

溝通平臺，瞭解兩岸機場天氣特性、體會使用者對航空氣象資訊之需求，

達到提供更優質航空氣象服務之目標。 

本次會議為「第四屆兩岸航空氣象預報作業技術會議」，自本 (102) 年

6月17日至21日為期五天，兩岸互派作業人員同時分別在臺灣臺北與大陸瀋

陽進行交流活動。此行交流的主題為「春季大風天氣特點及影響」，雙方

介紹臺灣地區與大陸東北地區之春季天氣及地面風場特性、觀測及預報技

術、相關預警及服務項目等。此外更透過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之觀測

及預報作業席位觀摩，實地瞭解當地業務的運行機制。透過此次交流互相

學習的過程，瞭解雙方作業及服務之差異及特性，有助於確保兩岸直航班

機之飛行安全，俾提供兩岸直航更優質的航空氣象服務。 

                                                 
1飛航服務總臺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松山航空氣象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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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程 

第一天  6月17日 星期一 

職等搭乘中華航空CI160班機於上午七點四十五分自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飛往韓國仁川國際機場，於下午兩點四十五分再搭乘大韓航空KE833飛往瀋

陽桃仙國際機場，約在下午三點二十五分入境，民航氣象中心徐小敏女士、

民航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劉大慶主任、隋迎久副主任、綜合辦公室馬

全主任等人前來接機，隨即驅車前往飯店辦理入住手續。 

第二天  6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九點半於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二樓會議室，進行「第四屆海峽

兩岸航空氣象預報業務觀摩交流活動」的啟動儀式，由東北地區空管局氣

象中心主任劉大慶，針對此次交流活動作簡單的開場與出席儀式的來賓介

紹，接著由民航氣象中心徐小敏、東北地區空管局王偉副局長及中華航空

氣象協會劉少林理事分別致詞，氣氛融洽。 

簡報階段首先由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預報員王昌雙報告「東北地區

航空氣象服務情況介紹」，我方則由周俊明預報員進行「臺北飛航情報區

航空氣象服務介紹」，隨後並針對兩岸氣象中心業務做相關問答及討論。

上午會議告一段落，全體與會人員至一樓氣象中心門口合影（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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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開幕式與會人員大合照。 

 

中午在瀋陽桃仙機場培訓中心用餐後，由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方純

純預報員進行「瀋陽桃仙國際機場春季大風天氣特點及影響介紹」。隨後

我方則由卓智祥預報員報告「臺灣地區春末梅雨季個案的分析」，雙方對

風場，鋒面雷暴的天氣及氣候特徵、生成機制、預報方式及預報產品等進

行交流與討論。 

第三天  6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於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四樓預報室，參加上午九點半進行的每

日全國天氣視頻會商。此次顯著天氣重點著重在大陸西南的滯留鋒面對流

雲區，以及臺灣東南部外海麗琵颱風動態，我方同樣關注其未來發展與動

向（圖二）。在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的頻道上看陸方其它六個民航空管局

氣象中心針對其影響飛航的天氣系統做簡單扼要的報告（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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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視頻會商中關注麗琵颱風動態。   圖三：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頻道。 

 

在民航氣象中心的視頻天氣會商後，由劉釗坤預報員報告「瀋陽桃仙國

際機場春季大風天氣典型案例分析」，簡介大風天氣對於機場影響，另外

也分析典型春季大風2011年4月17日個案。雙方提問及討論後，由東北空管

局氣象中心隋迎久副主任作會議總結。 

午餐後則至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五樓氣象觀測臺進行觀測業務交流（圖

四），觀測員簡介瀋陽桃仙國際機場觀測作業現況、儀器設備及周遭環境，

並得知桃仙機場正在興建第三航廈及機場快速捷運系統，都普勒氣象雷達

則座落於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頂樓（圖五）。 

參觀氣象觀測臺之後，即赴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預報室觀摩預報業務流

程，其作業席位包含預報室及監視臺兩個作業單位，透過簡單介紹瞭解預

報崗位實務及其工作情況，對於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的業務運行及職務分

工有初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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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瀋陽桃仙國際機場氣象觀測臺
 

圖五：座落頂樓的都普勒氣象雷達 

 

第四天  6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氣象中心四樓預報室繼續進行交流活動，討論東北地區機場預報特

性，觀察預報員進行地面圖繪製分析工作（圖六）、參觀氣象數據庫室、

氣象設備室（圖七）、氣象情報室，繼續進行現場觀摩預報整體業務交流，

雙方就人員配置、日常業務運作、觀測及預報工具、航空氣象產品及服務

等進行交流與問答。 

圖六：氣象中心預報員分析地面圖 圖七：參訪氣象設備室。 

 

第五天  6月21日星期五 

上午九點抵達瀋陽桃仙國際機場，搭乘韓航KE832班機經韓國仁川轉

機，搭乘中華航空CI163返回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結束五天兩岸預報技術交

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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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內容 

（一）東北地區空管局組織介紹 

東北地區空管局全名為中國民用航空東北地區空中交通管理局，隸屬於

中國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理局，是大陸民航七大地區空中交通管理機構

之一，本部設於瀋陽桃仙國際機場。東北地區空管局下轄遼寧省、吉林省

和黑龍江省，管轄範圍內設有一個瀋陽飛行情報區，大連、瀋陽、哈爾濱

及海拉爾四個高空和中低空管制區。東北地區空管局負責行使東北地區空

管業務管理與運行職能，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務、通信導航監視保障以及

航行情報、航空氣象等服務，為東北地區的民航飛行提供空管保障服務。 

（二）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業務介紹 

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為民航空管的主要業務部門之一，主要業務

為：氣象情報的收集、處理、分發和交換；實施機場天氣觀測與探測；製

作發布機場天氣報告、機場預報、短信天氣預報或警報；區域預報、航路

預報；瀋陽飛行管制區域的重要飛行情報；兩天趨勢預報和週天預報等。

負責當地機場及東北區域航空氣象情報的提供和航空氣象服務；維護維修

業務系統的運行和氣象設備設施；氣象資料的處理與保存；氣象技術研發、

應用與技術支援：業務運行和人員培訓等。 

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下設七個科室：預報室、探測室（即氣象觀測

臺）、設備室、情報室、技術科、安監科及綜合辦公室。其中預報室及探

測室為作業單位元，觀測員或預報員需通過氣象專業考試或氣象專業直系

畢業生；設備室及情報室為收發報及填繪圖軟體與場面氣象設備硬體維護

之單位，多為電子與資訊系畢業生，需通過考試持有執照後才可正式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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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科、安監科及綜合辦公室則為行政單位，總管日常行政工作及人力培

訓與分派等業務。 

以下就作業單位部份做較詳細的說明。首先介紹預報室，除主任、副主

任外，另有3名24小時值班的預報崗位，分別為航站班、區域班A、B席兩員，

負責的工作內容如表一。 

表一：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氣象預報室席位工作表。 

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預報室 

航站班 區域班（A、B） 

 隨時監看瀋陽桃仙國際機場

天氣報文，視情況修正TAF

預報報文。 

 繪製天氣圖等壓線與等溫線。 

 每日下午三點五十分視頻天

氣會商。 

 監看瀋陽桃仙國際機場天氣

報文視情況及編發兩小時

趨勢預報。 

 提供每日四次東北地區及全

國天氣趨勢簡報。 

 每日上午九點半視頻天氣會

商。 

 繪製天氣圖等壓線與等溫線。 

 監看雷達、衛星與即時閃電分

佈訊息。 

 二十四小時電話諮詢天氣服

務。 

 發布東北地區航路之重要氣

象情報（SIGMET、AIRMET）。 

 繪製中低層重要天氣圖產品

（SIGWX CHART），每日中

層4次、低層3次。 

 

（三）東北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現有設備介紹 

１、民航氣象數據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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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庫系統負責運作收發報文傳送及傳真廣播系統，短信傳送，

也接收遼寧省氣象局督普勒天氣雷達資料和衛星雲圖，瀋陽氣象中心

中尺度數值預報模式運作，接收國外綜觀尺度模式資料及中國氣象局

模式資料，其優點為情報傳遞自動化、資料分析智慧化、產品製作和

對外服務的半自動化，整個業務運行程式和工作內容趨於標準化，可

維護性高。 

２、都普勒天氣雷達： 

瀋陽桃仙國際機場雷達為714CND型5公分C波段的都普勒氣象雷

達，通常使用150公里範圍的掃描策略。 

３、自動觀測系統（AWOS） 

使用新一代芬蘭的MIDAS 4氣象自動觀測系統，觀測桃仙機場的各

種氣象要素，06、24跑道的風向風速、能見度、雲高等。 

４、衛星雲圖系統 

目前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可接收靜止衛星、繞極衛星及環境監測

衛星三類資料，分別為中國FY-2D\2E同步衛星、美國NOAA 16、17、

18繞極衛星HRPT資料、中國FY-1D繞極衛星CHRPT資料及美國EOS對地

觀測衛星MODIS-1A/1B資料。 

５、視頻天氣會商系統 

由於大陸地區腹地廣大，包含七個空管局氣象中心及眾多的地方

機場，在航空氣象的分層管理就非常細緻，然而在提供氣象情報這部

份卻不能各自為政，對外必須口徑一致，於是每日的天氣會商就非常

的重要，透過電話或網路即時影音傳送，有效率的溝通各方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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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全國機場天氣實況動態顯示系統 

顯示系統位於值班同仁辦公桌前，幫助值班席能更確實且迅速掌

握天氣狀況，並且在服務或答覆需要其他機場天氣狀況對象時，能更

為快速回應客戶端的需求。 

７、東北氣象中心中尺度數值預報業務系統 

東北氣象中心除了接收美國NECP模式和歐洲ECMWF模式外，也使用

中國氣象局自行研發全球模式和區域模式，另外東北氣象中心也有自

行的中尺度WRF模式，對模擬東北地區中小尺度天氣現象，像西南大

風的預報方法，也會參考WRF和NECP模式的預報風場，經由經驗式換

算比較實際風場。 

８、民航氣象預報業務系統 

心得 

一、有關天氣預報室值班業務： 

（一）分析天氣圖 

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預報員每日須分析地面天氣圖及高空圖，經由人工

繪製天氣圖可加深預報員對天氣系統的印象與掌握，對於提升預報準確度

有幫助；我方因為考量低緯度地區與高緯度地區不同，分析氣流線對於低

緯度地區較有幫助以及勾勒槽脊線與鋒面位置。 

（二）發布顯著天氣圖（SIGWX） 

氣象中心預報員每日05Z及23Z只發布地面至10000呎東北地區顯著天

氣，其它地區及10000呎以上空層由北京民航氣象中心負責，我方預報員則

每日發布4次顯著天氣圖，並涵蓋地面至高層45000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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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加視訊會議 

氣象中心預報員，每日2次（早上9時30分及下午4時）透過視訊會議，

與各地區空管局氣象中心連線，報告轄區重要天氣狀況及預報結論；我方

則由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每日2次召開預報討論會研商當日天氣趨勢，並將預

報結論立即上網供各氣象臺下載參考。 

二、有關氣象設備與氣象資訊系統維護運作 

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本身即設置氣象設備室，招募具備自動控制或機電

背景人員，專責處理氣象設備維護事宜，遇設備故障可直接指揮，立即處

理；我方臺北航空氣象中心、各氣象臺則分別由資管中心、各裝修區臺負

責裝備維護。另外，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本身即設置計算機室，專責處理

計算機硬體維護及軟體開發與維護事宜，甚至具體自製預報模式之能力；

相對我方臺北航空氣象中心則由氣象資訊席負責維護系統正常運作，同時

與美國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透過中美合作協議，開發AOAWS系統提供本區

航空氣象資訊，另外中尺度模式部份則與中央氣象局進行合作發展。 

三、作業差異探討 

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預報員不須對管制員作天氣講解，其理由是管制員

只以即時天氣現況為管制依據，對於未來天氣趨勢需求些微，且東北空管

局氣象中心與管制單位分隔兩地，執行上亦有不便之處。我方則每日2次對

管制員進行當日天氣預報講解，以順遂管制作業之運行。 

建議事項 

一、 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簡訊服務的現況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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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空管局氣象中心預報員針對特定使用者（約300用戶）發布「重要天

氣警報」資訊，皆獲得使用者正面肯定；對於簡訊服務項目亦持續研發，

未來則希望能傳送圖像檔案予特定使用者，且考量現今數位行動設備已為

個人獲取資訊之重要配備，復考量即時通訊軟體（如Line、What＇s app

等通訊軟體APP）具備零資費、跨平臺、可傳送即時圖像給予使用者手機等

優點。未來若臺北航空氣象中心的簡訊服務使用者有此類需求，如機場預

報或機場警報，可作為本總臺持續提升本區之航空氣象服務之參考。 

二、 獎勵同仁和氣象預報與服務競賽活動 

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為了提升辦公室同仁向心力，常會舉辦預報競賽，

如雷雨季對流胞預報競賽，藉由競賽讓同仁間相互學習彼此預報經驗，進

而提升中心預報能力，在競賽後或有優秀服務的情況下，氣象中心就製作

有預報員相片的海報獎勵，放置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入口，內容有預報員

的簡介以及事蹟，藉以激勵同仁。 

三、 定期舉辦體適能 

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經常舉辦各類球類或體育活動，為了關注員工身心

健康，提高群體凝聚力，也藉由運動釋放工作壓力，近兩年開始為員工進

行體適能檢驗，例如柔軟度、階梯有氧檢測心肺能力或身體健康檢查，以

提醒同仁自身身體狀況，如能持之以恆，當可有效增進個人健康，降低意

外狀況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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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東北空管局氣象中心同仁進行階梯有氧來測試心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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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成果報告 

余曉鵬
1
 莊清堯

2
 閻雅婷

2
 

一、 前言 

「第八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係由中國氣象學會航空

與航天氣象學委員會主辦，本協會為持續推展兩岸飛航服務業務之合作及

發展，並強化氣象資訊交換，確保兩岸直航航班飛行安全及效益，爰由黃

理事長麗君率團(含協會、飛航服務總臺、航空公司、飛安基金會，合計16

人)於本(102)年9月8日至15日赴山西太原市參加研討會，並於會後與陸方

飛航服務作業單位進行業務座談及交流。 

二、 行程 

（一）102 年 9 月 8 日  代表團自臺北啟程至大陸山西太原市，抵達已近凌

晨 12 點。 

（二）102 年 9 月 9 日  交流論文準備會議。 

（三）102 年 9 月 10 至 12 日  交流論文發表及研討（圖 1）。 

（四）102 年 9 月 13 至 14 日  參訪華北空管局山西空管分局氣象臺，並進

行交流座談。 

（五）102 年 9 月 15 日  自大陸山西太原市返回臺北。 

                                                 
1 民用航空局 飛航管制組 
2 飛航服務總臺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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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第八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合影。 

三、 研討會內容 

（一）航空氣象服務： 

過去數十年來，航空氣象服務的核心理念隨氣象科技及使用者之需

求而不斷推移，除提供飛航安全或航空氣象保障所需必要的服務(觀測

及預報)外，並透過航空氣象人員與各單位的互動更加頻繁密切，以及

定期或非定期問卷調查航空公司對於各種氣象產品的意見，逐漸轉為

客製化、貼心服務，甚至是主動的感動服務，以期有效提昇飛航作業

之效益及安全，此部分兩岸目標一致。 

（二）機場顯著危害天氣個案分析： 

機場及航路上之顯著危害天氣，除對航空器可能造成直接危害外，

往往亦造成航空公司於飛行計畫中付出額外成本，因此航空氣象人員

若能及時且正確的提供該類危害天氣之種類及程度，將可有效確保飛

航作業之效益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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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航空氣象人員不約而同的針對各種顯著危害天氣做了個案分

析，計有松山機場冰雹、臺灣桃園機場濃霧、廣州機場颮線、北京晴

空窄帶回波伴隨之風切現象、遼寧地區梅花颱風、北京機場大風等個

案。每一個案均透過各種觀測及再分析資料，使航空氣象人員瞭解顯

著危害天氣之發生原因、伴隨之惡劣天氣變化及消散過程，期能掌握

兩岸直航機場之天氣特性，即時且準確掌握天氣變化，有助於未來飛

航作業之規劃。 

（三）機場顯著天氣特徵統計： 

除前揭顯著危害天氣之個案分析外，對於天氣特徵統計，兩岸氣象

人員亦投入大量之研究，臺灣地區有松山機場連續多日午後熱雷雨分

析及桃園霧季天氣之統計分析等，大陸地區有西安咸陽及山西太原機

場熱雷雨天氣、新疆烏魯木齊大風天氣、四川九寨黃龍機場風廓線雷

達資料分析亂流天氣、銀川機場沙塵暴天氣之統計分析等，期從過去

發生之案例中找出相同之誘發因素，提高航空氣象人員之預報經驗與

技術。 

本團與會人員更進一步介紹如何將統計結果製作成松山機場熱雷

與檢查表及臺灣地區霧季檢查表，並建立標準作業程序，由預報員每

日填寫指標性天氣因素，透過程式運算與過去經驗相比，判斷是否為

午後熱對流好發或易起霧天氣，使統計結果具有實際預報價值。 

（四）航路積冰、亂流及風切預報系統： 

除機場之顯著危害天氣外，航路亦存在各種影響飛航之惡劣天氣。

臺灣桃園及松山機場利用低空風切警報系統（LLWAS）測量機場附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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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風切或下爆氣流；陸方主要係透過風廓線雷達偵測機場附近風場變

化，並診斷是否發生風切。 

另中高層之顯著天氣目前係以遙測或數值模擬方式進行預報，臺北

飛航情報區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刻正研究提供新一代積冰及亂流

即時預報產品，另陸方亦進行空中積冰統計分析等研究，期藉由提高

觀測及預報產品之質與量，增進飛行安全及飛航服務之品質。 

（五）航空氣象資料應用： 

隨著航空器機載裝備功能之改進，飛機報告氣象資料（AMDAR）除

可提供大氣風場、溫度、氣壓等直接觀測資料外，另可用以校驗模式

產品準確率。臺北飛航情報區業透過華航及長榮航空所提供之飛機報

告建立AMDAR交換平台，透過網路提供原始觀測資料予相關使用者，進

行客製化後製作業。 

陸方近幾年來亦不斷結合網路技術，發展高性能航空氣象服務網路

平台，除高效地自動完成例行性氣象數據處理外，亦可實現即時交換

作業；另協調與陸方進一步交換雙方所需之AMDAR資料，確保兩岸航空

器可獲取最新航路天氣。 

四、 心得與成果 

（一）本次研討會共分享了36篇文章，交流內容豐富多元，涵蓋層面擴及

航空氣象服務所有作業，對於兩岸航空氣象用戶之服務需求及兩岸間

航空氣象服務作業之相互瞭解，助益甚鉅，並可作為臺北飛航情報區

未來航空氣象作業之改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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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陸航空氣象服務作業之未來發展，主要係建置即時天氣預報產品、

氣象資料與航管決策系統（CDM）結合及規劃建立『亞洲航空氣象信息

諮詢中心』。CDM系統為重要天氣分級預警及預報系統，原理簡單，結

合雷達回波圖，透過模式外推未來強回波可能出現的位置，對應到機

場終端及重要航路報告點，以紅黃綠燈顯示不同程度警戒（表1、圖2）。

由於航管人員對氣象雷達或衛星產品熟悉度不如氣象人員，若能僅以

紅黃綠燈號顯示，更可簡單明瞭的理解氣象產品的意義。 

表 1：氣象資料與航管決策系統（CDM）分級參考依據 

氣象資料與航管決策系統（CDM）分級參考依據 

警示顏色 

以某機場或航路報告點

為圓心， 

10公里範圍內雷達迴波

強度 

機場或重要航路報

告點 

警示程度 

紅色 

15%格點≧40dBZ 或 

30%格點≧30dBZ 

目前不可用 

黃色 

5%格點≧40dBZ 或 

10%格點≧30dBZ 或 

30%格點≧20dBZ 

未來或現在有危險 

綠色 其他 目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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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氣象資料與航管決策系統（CDM）顯示畫面 

 

（三）有關安全管理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MS）作業部分，

臺灣民航局業依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State Safety Program，SSP）

要求航空服務提供者（如飛航服務提供者、機場管理單位及國籍航空

公司等）均應證明其管理體制充分具備安全管理系統的方法，實施SMS

制度。大陸空管局方面目前亦已著手辦理該項業務，陸方建議明年於

臺灣辦理研討會時，將SMS議題作為雙方交流項目之一。 

（四）有關臺灣與大陸交換飛機報告(AMDAR)資料部分，陸方表示AMDAR資

料係透過航空公司、空管局及國家氣象局三方所共同建置，空管民航

系統只是單純使用者，短期內尚無法進行資料交換，但未來將朝此方

向努力，期達到資料交換、互惠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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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西空管分局氣象臺利用天氣研究與預報模式（WRF）預報資料，提

供72小時內全國、山西民航空管局區三個範圍內之高度、溫度、濕度、

風場及海平面氣壓等逐時常規氣象要素預報及各種診斷分析物理量場

（圖3），提供區域或單站高時空解析度之預報產品。目前臺灣航空氣

象作業所使用之WRF模式僅有逐時不同產品大範圍固定高度之預報資

料，未來可新增單點逐時且垂直分布之氣象要素時序查詢，有助於觀

測員及預報員更快速掌握該機場之天氣變化。 

 

圖 3：山西空管分局氣象臺 WRF 模式預報產品逐時變化圖。 

 

（六）目前兩岸均面臨世界區域預報中心（WAFC）產品自GRIB轉換為GRIB2

時，由於兩者使用之座標系統不同，座標格式轉換後無法對應至正確

位置導致後續衍生之問題。大陸航空氣象單位仍持續使用GRIB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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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成功轉換至GRIB2格式，目前正持續努力解決該問題；此項問題，

臺灣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業已順利完成該項轉換，提供符合格式之資

料。 

（七）未來因直航航點的持續增加，兩岸航空氣象預報人員有需要增加對

直航機場與備降機場之天氣特性掌握，以利於飛航作業之規劃。 

（八）航空公司於天候不佳時，最需要諮詢及蒐集天氣資料，作為班機調

度決策。因此，加強航空氣象預報人員對簽派作業之瞭解，有助於協

助航空公司做好班機調度、降低旅客不便，未來本協會將持續安排參

訪長榮或華航等航空公司之簽派單位，讓會員充分瞭解航空氣象對簽

派的影響及效益。 

（九）雙方與會人員咸認民航工作是高度專業的領域，全世界都希望採取

和諧一致的步調，建置完整的空中運輸安全體系，並期許在本協會與

中國氣象學會的積極努力下，繼續交流，以獲致良好之成效，並達成

103年於臺灣舉辦『第九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及

在臺灣與新疆、上海持續舉辦觀測及預報技術交流之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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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航空氣象老前輩－飛航服務總臺前副總台長曾憲媛先生 

劉少林1 

在一個大雨滂沱的早上，我提早趕到與前副總臺長曾憲瑗先生約定的碰

面地點-台灣大學大氣系旁的咖啡廳等待，早早就戰鬥位置，準備將副總塵

封心底的記憶全部挖出，為本協會「專訪氣象前輩」行程奠定良好基礎，

當約定時刻到來，只見一位年近八旬的長者精神抖擻在雨中出現，坐定後

正想犀利提問，曾副總竟先發制人對我說：「時間過得真快，民國74年10

月12日才為你證婚，到現在已過了28個年頭了」，讓我頓時百感交集，一

則感念長官長久以來的愛護與提攜，二則自責自己不夠積極上進，辜負長

官的殷殷期望。幸好經過深呼吸調適心情後，並沒有忘記此行之目的，於

是一鼓作氣向曾副總提出下列議題，尋求曾副總臺長以第一人稱回應： 

請問副總您的公職生涯里程碑為何？ 

我在民國46年於空軍官校氣象正科12期畢業，在空軍氣象聯隊所屬單位

服務至民國60年以上尉職退伍，期間曾在台灣大學法學院夜間部進修，在

政大公企中心行政管理班結業，並於民國55年通過氣象科高考及格。民國

60年至88年任職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歷經預報員、主任氣象員、副主任、

主任及副總臺長等職務，亦曾擔任各航空公司氣象教官、考選部民航管制、

諮詢人員特等考試、升等考試襄試委員、典試委員。服務於民航氣象階段，

曾先後奉派赴美、加、德、荷、法、埃及、南非、星、泰、韓、日及澳洲

等十餘國氣象單位參訪。此外，也撰文出席美、加、奧地利、愛爾蘭、香

                                                 
1
飛航服務總臺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松山航空氣象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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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及北京當地之國際氣象研討會，並順道參觀各地氣象機構。籌辦航空氣

象與飛安有關之區域性或國際性研討會多次，以增進國內外氣象界之交流

與單位技術精進。 

空軍氣象聯隊與民航氣象生涯在心態上有何差別？ 

軍旅生涯時期因為職等較低，工作地點也只能聽候上級指示調動，所以

在14年軍旅生涯中至少經歷5個不同的單位。轉任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後，

工作地點都在松山機場範圍，僅因職務更迭而工作職掌有所變動而已。在

一般人的認知上，軍人比較呆板嚴肅，然而在民國52年我們就曾舉辦耶誕

舞會，而且連辦三屆，由於系列舞會聯誼，彼此相識、相知而譜出了三對

好姻緣，活潑程度比之外界毫不遜色，並為文誌之： 

「蟾蜍山下聚英豪  制空制海知敵先 

風雲研罷慶耶誕  同修他日不羨仙」 

又 

「蟾蜍山下氣象新  呼朋引伴耶誕慶 

婆娑起舞開風氣  不識今日何人繼」 

雖然無關風月，但也算是人生歷程中的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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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在擔任臺北航空氣象中心主任期間之具體作為？ 

因為氣象中心肩負提供臺北飛航情報區內所有使用航空氣象資訊單位

所須之測報、預報資料任務，除秉持上級指示外，不可自以為是，更要多

聽取同仁意見，吸取新知，擴大航空氣象服務需求。為了達到擴大服務的

水平，裝備的更新是迫切需求，所以在民國67年起架設自動觀測系統，民

國74年啟用同仁以個人電腦自行研發之自動編報系統，可掌握機場天氣之

快速變化。民國76年在中正機場（桃園）架設完成亞洲第一座機場專用C

波段都卜勒氣象雷達，納入日常作業，並提供國內氣象單位使用。都卜勒

氣象雷達於TAMEX（台灣地區中尺度實驗計畫）期間與NCAR之移動式都卜勒

雷達作雙都卜勒雷達觀測，其資料除實際應用外，錄存之資料並提供學術

界研究，貢獻良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接收日本氣象協會之數據傳真電碼

（CDF），不但穩定性高，而且各類預報資料及圖表之參考性甚佳，大幅提

升本中心之預報準確性。至於84年於桃園、高雄及清泉崗架設之ASR-9航管

雷達，對於航空氣象測報上針對雷雨之觀測助益良多，據觀測員表示，在

機場附近移近或移出機場之時間可準確掌握。民國73年以前天氣圖須以人

工填繪，購入PRIME主機後在學校教授指導及同仁日以繼夜努力下完成民航

氣象自動填圖作業，為國內第一個納入日常作業之氣象單位。 

航空氣象人員平均學歷均為大學或研究所畢業，利用公餘配合作業需求

從事氣象資料之蒐集，研究並撰成報告，對於涉及學理或學術性課題報請

國科會爭取補助者有之，後經國科會派員實地瞭解評審後，將臺北航空氣

象中心納入國科會補助單位，其中較為相關的研究計畫有： 

氣象電腦填圖自動化計畫； 

航空氣象雷達及低空風切偵測系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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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外圍先驅對流雲行之分析； 

利用氣象衛星數值資料分析台灣及鄰近地區雲量分布之變化； 

北部機場夏季雷雨客觀預報法及自動預報系統之研究； 

都卜勒氣象雷達對台灣地區降水系統內部風場之研究； 

同仁於研究經費收入提撥部份金額納入公積金統籌運用，所以氣象中心

可以舉辦聯誼活動或年終聚餐時邀請同仁家屬共同參與，增進情誼。 

航空氣象服務不限國界，且不能故步自封，所以邀集國內外氣象專家、

學者舉辦研討會有其必要性，民國67年舉辦之「大氣亂流與飛航安全研討

會」，參加者除國內氣象、航空界外，尚有鄰區及南非與美國學者參與。

有了成功的開端，後續於73年舉辦「大氣亂流與飛航安全研討會」，79年

舉辦「氣象雷達與飛航安全研討會」。85年舉辦「亞太地區航空氣象與飛

航服務研討會」，可謂持續不曾間斷。自95年起因兩岸直航需求，更每年

兩岸輪流主辦「海峽兩岸航空氣象研討會」，至今已歷8屆，對於航空氣象

之交流，除業務運作交流外，更加強對地區性之氣候特徵加以探討，朝向

更務實之研究，未來兩岸交流若能擴大參與層面，邀請鄰區國家參與，應

能達到更大效果。 

一人一電腦之作業創舉 

早期臺北航空氣象中心作業現況是電腦席負責接收各類氣象資料，填圖

席須掛磁帶將地面圖、高空圖及斜溫圖等天氣圖表繪出，交由預報員分析

應用，預報室放置繪圖桌及每日預報討論會使用之方型會議桌而已，有鑒

於科技日新月異，多席位共用一部電腦已不敷業務需求，因本人對於電腦

領域並不熟稔，遂大膽指示副主任及電腦席督導規劃每個席位使用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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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電腦之作業模式，後來證實此舉不但方向正確，而且確實大幅提升航空

氣象服務水平，今日已達一人一機甚至一人多機之境界，以當時而言，一

人一機確是創舉。 

任職臺北航空氣象中心主任期間之重要政策 

一、個人以為人員之培訓是很重要的課題，不論是基礎訓練、專精訓練，

甚至在督導專精訓練曾邀請軍方氣象人員及鄰近地區如泰國、新加坡

等氣象專家參與。至於每月月終檢討會指派同仁作專題報告，強化每

日預報席之預報分析檢討。 

二、不定期邀請國內外學者到氣象中心作專題演講，一方面吸收新知識、

新觀念，拓展同仁視野，加深本單位與外界之聯繫與熟悉度，避免閉

門造車之窘境。 

三、人員外放措施：達到擴大氣象人員提供對民航各業務領域之更大、更

多學習與服務，事實證明此舉的確達到預期成效，轉換跑道的同仁在

各領域都有很好的表現，如王德和副局長就是個好例子。 

四、鼓勵同仁赴國內外學校進修：選派侯永昌赴亞洲理工學院，林政宏赴

美國聖路易大學及張泉湧赴日本京都大學進修等，蒲金標及李金萬則

在國內修得博士學位，另有獲得碩士學位者多達10餘人，一時傳為民

航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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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來航空氣象之期許 

航空氣象人員素質愈來愈好，希望同仁除了努力專業學識能力之精進

外，也應吸取學習其它各領域知識，開拓視野，以期增廣見聞，厚植實力，

以為飛航服務提供貢獻，造福全民。 

重返ICAO對WMO之意義如何？ 

最近對於沈局長率團參加ICAO會議引起熱烈討論，大家都知道台灣想要

參與國際性組織可謂困難重重，尤其台灣位處世界重要航線關鍵位置， 一

直以來也儘可能將民航業務依照ICAO規範運行，卻等了42年才有機會以類

同觀察員身份重返ICAO懷抱，誠屬不易，既然有了突破性進展之開端，等

於給我們重返世界氣象組織(WMO)打了一劑強心針，相信等時機成熟時，自

然可望水到渠成。 

是否存在不盡如意之計畫事項？ 

在我服務民航氣象近28年歲月中，有下列兩件事情讓我覺得遺憾： 

一、本區（四站）東沙、南沙、綠島及北部馬祖（或龜山島）等四地設置

剖風儀聯成網路系統，若計畫成功，則台北飛航情報區內垂直大氣5000

公尺以下，可每5分鐘獲得一間隔100公尺之風場資料，對域內氣象資

料之細緻、分析、瞭解之可靠性當更為提高，飛航效益亦會隨之增加，

惜因某種因素未克建置，殊為可惜。 

二、對飛行人員起飛前作氣象講解業務移轉於諮詢臺負責，表面上看來似

可節省一席人力，然而航空器飛行於大氣之中，不僅是起降之際有賴



飛航天氣第二十期                                                                   2013.10 

 
 

 
 
 

41

當地氣象資料之提供，長途飛行在講求安全與效率前提下，尤應特別

瞭解航路之風場與亂流位置，此則有賴於具有專業且厚實之氣象人員

就資料所載，當面對飛行人員講解，選取最有利空層飛行，避開亂流

等顯著危害天氣，節省飛行時間，提供乘客舒適之旅程，免除空中驚

魂之夢魘。欲達此目標，絕非僅僅手取一份氣象預報手摺即可獲致，

而氣象講解席未能回歸臺北航空氣象中心實為一大憾事。 

當結束了與曾副總的訪談之後，細想自己的氣象生涯，驀然回首才發現

自己於民國72年擔任中國文化大學助教開始，就接觸包括中央氣象局、民

航局、空軍氣象聯隊、臺灣大學及中央大學等氣象單位之氣象從業人員，

至今已歷30載，一般而言，氣象人員於職場上皆負責盡職、堅守崗位、任

勞任怨，尤其老一輩的氣象人員於屆齡退休後仍繼續貢獻所學或轉戰媒體

再展風華；或返回校園春風化雨；或閉門著述游走方格，不論以何種方式

呈現，都讓人覺得氣象精神令人敬佩，並以身為氣象人而感到驕傲。曾副

總於臨別時交付數張珍藏照片，特隨文刊出，或許可以喚起一些氣象人的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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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南區會員聯誼活動-美濃茂林踏青知性之旅 

陳雨青1 

經常在都市生活的我們能偶爾偷閒到郊外呼吸芬多精是令人雀躍的

事。今天是協會南區會員聯誼活動的日子，一早南部艷陽高照，思索將會

一整天風吹日曬，我難得擦上防曬油來好好抵擋紫外線，手裡拎著兩瓶豆

漿和一瓶水，準備出發囉!我和昀瑱先在南管會合後再依約到草衙捷運站2

號出口接已退休的高SP和她先生，高SP很客氣地送了一小盒牛軋糖請我們

品嚐。這次的旅遊共有10人參加，分別乘座3輛車，大家9點先在美濃原鄉

緣紙傘文化村會合再一同前往新威森林公園。 

我們這臺車於8點25分即抵達原鄉緣紙傘文化村，離集合還有一些時

間，便趁機走走晃晃。文化村建造成傳統三合院的風格，販賣展示的商品

充滿濃濃的客家味，最具特色的莫過於古色古香的客家紙傘了，在師傅精

湛的手藝下，每一把傘的圖案都是獨一無二的，買來當家中擺飾應可增添

一番意境，但要擺在哪個地方還真得好好思考一下。離開前突然撇見之前

舅舅請家人吃的麻糬，它的吃法是麻糬沾花生粉，不會因含有內餡而甜膩

膩的，尤其是不黏牙與軟軟QQ的口感讓我印象深刻，於是便買了5個來當作

午餐。記得上一次是過年的時候來過這裡，除了人潮外，這兒一切沒變。

之後，大家陸陸續續抵達，由於除了臺上的同事外，我和其他長輩都是初

次見面，臺長幫我和昀瑱介紹予大家認識後，大夥兒就準備出發至「六龜

區新威森林公園」一探桃花心木長廊。 

                                                 
1
飛航服務總臺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高雄航空氣象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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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威森林公園以前又稱為新威苗圃，種植相當多的樹苗，裡面最具經濟

價值的，當屬桃花心木吧! 抵達後大家先在入口處木材搭建的平臺上合

照，隨後走進公園的步道，只見兩旁雜草叢生或可說是綠意盎然，行走的

步道上鋪滿了枯葉泥土，有很多蚊子或小蟲，感覺環境相當的自然原始，

還好步道並不長，一路上餵飽了蚊子後終於見到赫赫有名的桃花心木長

廊，看起來樹幹還蠻筆直的，搭配許多茂密的小小葉子構成天然的遮陽傘，

與外頭艷陽高照的烈日相比之下，真的好涼快!看著兩旁的桃花心木，讓我

想起老媽同學的公公在孫子出生時種植了一大片桃花心木樹苗，打算種個

二三十年等孫子長大送給他，真是特別的禮物啊!走走逛逛後，也接近中午

用餐的時間了，便前往下一個景點「茂林情人谷」野餐。 

途中經過「茂林遊客中心」，便順道進去參觀和用手機掃描「微笑臺灣

319鄉」QR code。遊客中心室內有涼涼的冷氣，展示看板圖上有莫拉克颱

風前後茂林區地貌的改變，的確是花費許多的心力才能修復至目前的樣

貌；室外有飲水機與化妝室可以使用。大夥兒休息片刻後便前往下一景點。

抵達情人谷時發現這兒的停車需要收費，一臺車要50元，我看停車場也沒

畫線；收費員也沒給收據，感覺不像是合法的，但就當作是場地清潔費吧!

著名的情人谷瀑布共有五層，必須爬瀑布旁邊的階梯才可觀賞到不同層的

瀑布，但走近一看才發現往上的階梯步道被封起來了，無緣一探各層瀑布

的風貌，索性就在第一層瀑布旁邊野餐，大家拿起自行攜帶的午餐，有壽

司、麵包、御飯糰、麻糬和水果，邊吃邊聊加上欣賞風景。夏季到訪，瀑

布的水量十分充足，沿岩層由上往下傾瀉，濺起小小的水滴，讓人覺得十

分涼快。瀑布旁邊有兩三群遊客在烤肉、煮麵或在沁涼的瀑布下玩水，非

常適合待一整天來好好享受野外的生活。可惜往上爬的步道被封住了，不

然一定可以看到更綺麗的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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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的行程是去吃下午茶，在途中我們順道參觀位於美濃尖山的「鍾

理和紀念館」。車子停妥後，映入眼簾的是外觀樸實的大面寬兩層樓民宅，

一樓陳列了「臺灣現代文學之父-鍾理和」的照片、手稿、作品、日記與生

活用品等等，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副圓形的復古粗黑框眼鏡以及成就他偉大

文學的背後推手-結髮妻子。二樓則展示其它早期臺灣作家的相關物品與作

品，但我只在一樓走走看看，下次若再造訪一定會去看一看二樓展示的文

學資料。 

大約下午三點多，我們來到網路上十分推薦的店-「老古的家」喝下午

茶，入園費一人100元，可折抵店內消費。這是一間庭園式餐廳，店內大多

是木頭的傢俱，走咖啡色風；些許紅磚頭砌成的柱子，搭配店內燈泡的黃

色光，更增添古色古香的氛圍。店外有涼亭與一大片的草地，種植許多特

色盆栽，周圍擺放一些石雕、木雕等等，我們到訪後，外頭下著雨，別有

一番美麗的濛濛意境。大家有的點咖啡，有的點桂圓奶茶或是蛋糕，邊吃

邊聊。退休的李臺長講到好幾十年前，小港機場旁飛機路上的宿舍與周遭

的房子比較起來，算是相當氣派的，我偶而幾次經過，發現其跟傳統的建

築類似，都有一道圍牆隔起內外，外頭大門鎖起來，以防止閒雜人等進入，

裡面是兩層樓的建築，從外頭經過並不搶眼，不知道的還以為是一般民宅。

大約5點多，臺中航空站主任提議不如就在此用晚餐吧!讓大家有福享用一

桌的客家菜，桌上的菜餚有:客家鹹猪肉、客家油雞、客家炒粄條、老古大

拼盤、豆鼓蒸鱸魚、季節鮮時蔬、客家小炒、排骨湯和水果，相當的豐盛。

餐後，大家聊著若有機會可以到臺中航空站參訪，一定也會是一個不一樣

的體驗。 



飛航天氣第二十期                                                                   2013.10 

 
 

 
 
 

46

結束一整天豐富的旅遊後，我們依依不捨互道再見後返家。這次的協會

旅遊去了好多地方，有原鄉緣紙傘文化村、新威森林公園、茂林遊客中心、

情人谷、鍾理和紀念館和老古的家，我們體驗了客家風情、桃花心木步道、

莫拉克颱風前後茂林的改變、沁涼瀑布、早期臺灣文學與庭園式客家餐，

真是收穫滿滿的一天! 

 

情人谷瀑布 

 

 

新威森林公園桃花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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