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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的眼睛──訪談陳銘 

張原 通
1
 

今年七月的一個午後，我到了臺中，來到陳銘學長的家，陳銘

學長住在社區大樓，我們在客廳裡，一邊聊天，一邊吃西瓜，算是

做了一個訪談。 

一開始陳銘學覺得疑惑，我跟他沒見過面，互不相識，怎麼會

突然跑來找他，還說要訪談，「要講什麼，我都退休這麼久，退休十

幾年了，哪有什麼好講的。」 

但當我離去前，卻聽了整整一下午的故事。 

為了訪談，陳銘學長翻找泛黃的資料，皺著眉頭挖掘腦海的記

憶，遙遠的回憶，那是三四十年前的事情啊，那個時代很不同，許

多往事越聽越新奇，而學長也越看越傳奇。 

陳銘在 1978 年進入公職。在那之前幾年，陳銘服完役，結了婚，

在中央大學讀研究所，恰好聽說民航局在大舉招人，便和同學結伴

去考技術人員考試 (當時尚未以高普考招考)。 

「那時候中正機場剛蓋好，氣象臺要開臺，很缺人，光一屆就

招了二十幾個。」 

陳銘和他幾位舊識 (像是陳世錡、林清榮) 也都考上，一起進

入民航局，受訓後成為氣象觀測員。他們一進職場恰好遇上民航氣

象作業的變革，改變的重點是發報作業，從早期的人工作業，逐步

逐年轉變成現代化的電腦作業。 

                                                 
1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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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間點，正好是改變的起點。 

在那之前，一切都還是人工作業，天氣圖手繪，報文手寫，表

格手填，而最重要的發報工作也是靠人工。在當時，為了發一份METER 

(氣象報文) 需要以下流程： 

首先，發報前觀測，觀測員帶著觀測便條紙，一邊走動查看天

氣一邊簡單紀錄。接著回到座位上，根據便條紙寫下報文，再編碼

於發報單上。最後，還要打電話給通信臺，轉述報文，確認無誤後

請通信人員將報文用 TTY (電報打字機) 發送出去，經由電報發送，

其他民航單位 (管制、機場、氣象中心、甚至國外單位) 才能收到

報文。 

後來機務人員嫌電話轉述太慢，還可能出錯，搬來一台機器，

貌似投影機，其實是閉路電視系統，「只要把發報單放在上面，用燈

光一照，鏡頭一拍，影像就會送過去。」流程雖然加速了一點，但

還是很花時間，從觀測到發報，要將近五分鐘。 

於是在 1978 年，航電從國外引進了一種新機器，M40 終端機，

有電腦的雛形。 

「M40 就是一個電腦的螢幕，你知道吧，以前那種很大的螢幕，

開機後就一個畫面，我們就在那上面打字，然後送出。」 

有了這臺發報機之後，氣象觀測員可自行編碼送報，通信人員

也不用待命，隨時準備收報送報。這使得發報流程簡化許多，速度

也加快許多，更重要的是節省人力，長官很滿意，「所以這個 M40 啊，

讓他們機務的，很得意。」 

但是八年後，M40 終端機又被取代，這一次號召變革的是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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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北部工作兩年後，因為家在南部，所以陳銘請調去了高雄小

港機場，那時正是電腦開始在臺灣普及的時代，回憶起剛接觸電腦

那時，陳銘學長興奮地說，「整個社會都在瘋這個，這個很跩耶。」 

當時廠商引進蘋果電腦 APPLE II，在臺灣引發熱潮，宏碁電腦

創立(當時的小教授電腦便是模仿蘋果電腦)，還出現了最早的電

動。但沒過幾年，蘋果步下巔峰，廠商引進最新的 IBM 個人電腦 (16

位元)，把舊的蘋果電腦(8 位元)打垮。 

約莫 1986 年的時候，陳銘在看了這麼多電腦廣告，又看到蘋果

電腦特價促銷，決定來買一台，然而就在他跟老闆講好，回家要拿

錢的時候，陳銘被他太太唸了一頓。 

不過陳銘的太太唸他，不是唸他亂花錢，而是「怎麼買快淘汰

的，要買就買最新的。」 

於是時下流行的 IBM 個人電腦，配合微軟 DOS 系統，開啟了陳

銘的電腦之路。但起先他接觸電腦，只有初學基本操作和程式語言，

之所以會投入心力學習並撰寫發報程式，這個特殊的機緣跟航電的

一個同仁有關，劉憲國，他在當時用電腦寫了第一代發報程式，最

初始的發報程式，並且寫計畫推動電腦化，目標是在各機場購置國

產電腦，用電腦取代 M40。 

就在電腦化開始推動後，劉憲國因為寫了那套發報程式，有了

名氣，便跳槽去外面工作，先是被挖去卡達的杜哈機場，後來再到

新加坡開電腦公司。 

不過最初版的發報程式只有一個功能，發報，其他沒了，雖然

可以簡化通信工作，但無法滿足氣象人員的需求，既不能儲存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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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報頭排序，不能報文偵錯，還不能畫表格做統計──這非常重

要──當時觀測員最頭痛的，就是發一份報要寫三張單子：發報單、

軋孔表 (又稱打孔表)、801C 表 (天氣觀測紀錄表)。 

「都是手寫，如果遇到天氣變化，光送報就夠了，其他來不及，

要等到下席位，再來慢慢填那些表啊什麼的。」陳銘學長想起當年

要手寫一堆東西，眉頭一皺，情緒湧現，「我最討厭的，就是在那裡

邊抄抄寫寫，很沒效率。」 

陳銘身為第一線的使用者，同時也在研究電腦語言，深知電腦

化不能停下，程式仍需進步，但是劉憲國一走，發報程式就停止更

新，航電其他人不碰程式，大概也沒人對陳銘的想法有興趣。 

幸好，還有一張磁碟片，那是劉憲國在臨走前留下的，裡面存

了程式原稿。就是那張磁碟片，還有追求進步的精神，開啟陳銘走

上設計發報程式的漫漫之路。 

當時為了研究發報程式，陳銘學會 Macro Assembler，為了建

立資料庫，又學了 Basic、Dbase III，後來程式語言不斷增加，他

也與時俱進，陸陸續續學了各式各樣的程式語言。在那時代要學電

腦，有兩種方法，一種是花幾萬塊去電腦訓練中心，另一種是買書

自修，陳銘便是後者。 

我問陳銘學長有沒有討論的對象，他說，「沒有和誰討論啊，就

自己摸索摸索。」 

當時高雄氣象臺其他同仁，大多對電腦語言沒有研究，比較有

興趣的就屬李明毅臺長，李明毅極力支持陳銘，為了幫助他，會買

電腦書籍放在辦公室以供參考。當我用電話請教李明毅臺長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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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讚陳銘是「工作狂、電腦怪咖。」因為那幾年的陳銘埋首電腦，

下班寫程式，上班測試程式，雖然辛苦，樂此不疲。 

如此持之以恆，陸續有些成果：在 1988 年改進了發報程式，兩

年後完成統計資料系統，再兩年後創建波譜圖 (六日天氣分析)，期

間更有多次改版，逐步便利氣象員工作的各種作業，尤其是「不用

再抄抄寫寫，省去很多麻煩。」 

有了新的程式後，電腦能夠印出(同步)報文紀錄、打孔表、801C

表、或是各種統計資料，此外陳銘還設計了用來排班的軟體、計算

加值班費及餐費的軟體，高雄的同仁直接受惠，相當肯定陳銘的貢

獻。 

但是電腦化有人受益，也有人受害，受害最深的莫過於一群打

字小姐。 

打字小姐是那個年代才有的職業，但要講她們的工作，必須先

介紹早期的電腦作業，當年氣象中心使用舊式大型電腦 (但稱作微

電腦)，輸入資料尚不便利，需要透過三種東西接力完成的： 

(1) 軋(打)孔卡，專屬的卡紙(類似考試畫卡)，卡上打洞的有

無可使大型電腦讀入資訊。 

(2) 軋(打)孔表，白底綠格，欄位標明氣象資訊，由觀測員填

寫後寄來的。 

(3) 軋(打)孔機，用鍵盤打字，在打孔卡上打洞的機器。 

而參照打孔表，操作打孔機，並將打孔卡送入大型電腦，以上

三道工，則是倚賴一群辛勤的打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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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氣象中心雇用近十名打字小姐，輪班工作，除了維持現行

電腦作業，同時也將過去數十年的氣象資料資訊化。不過後來電腦

化完成，資料庫建檔的任務也告一段落，這群打字小姐也就同時失

去工作，必須離開。 

「所以後來有人跟我說，那些雇員恨死他了，害她們縮編，沒

頭路，認為是我害她們的。」陳銘表示無奈。 

而且當時，也有人不看好陳銘的那套軟體。為了推廣新程式，

氣象中心主任指派陳銘出公差，前往各民航機場 (後來也去了軍方

機場) 安裝發報程式。而在安裝過程中，當時有人很不客氣，直接

對他說，「你這個哦，也是過渡時期啦，用一年半年就淘汰啦。」 

因為當時中正機場要採購 AWOS 系統 (自動觀測系統)，順便引

進外國的 AWIS (自動發報系統)，會拿到外國在用的那套發報軟體，

原以為那套很厲害，殊不知一兩年後，在中正機場的同仁實際操作

後，感覺還是陳銘的比較好用。而這一用，便超過 20 年。 

另外還有一件趣事，在安裝程式過了一兩年後，氣象中心派員

去日本氣象廳參訪。日方介紹他們的發報程式、統計軟體，而我們

氣象中心的人表示，「這個我們也有。」引起對方的注意。 

於是隔年換日本人來臺灣交流參訪時，特地來中正機場塔臺查

看那套軟體，日本的氣象人員紛紛讚許，不過，當他們詢問軟體製

作細節，得知是由陳銘獨自一人完成時，全都嚇了一跳。 

「他們很驚訝，這怎麼可能一個人做的，他們日本是一組人，

找了七八個博士專門來做的。」 

民情不同，臺灣有臺灣的玩法，幸好我們有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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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陳銘調到臺東豐年機場，升任主任氣象員時，遇到了當時

的豐年臺長童茂祥，提到童茂祥，陳銘難得感性地說，「如果說我是

千里馬，他就是我的伯樂。」 

如果要選一個幫助最多的人，陳銘認為就是童茂祥。童茂祥相

當看重他的能力，常指派陳銘做計劃，像是計算統計資料，或是用

電腦作圖，再由童茂祥寫報告，兩人共同研究，成果豐碩。 

「在豐年的那三年，是我做最多事情，提升最多能力的時候，

我的能力都是他激發出來的。」 

所以後來當童茂祥提出更大的計畫，希望陳銘將他開發的程

式，從 DOS 介面升級成 Windows 介面，陳銘也義不容辭，接下挑戰。

在那之前，陳銘沒碰過 Windows 系統，而這套新系統，比之前學過

的來得複雜而艱難，陳銘仍舊靠自己翻書苦讀，進入埋首電腦的狀

態，若遇到程式上的難題，常常一卡就好幾天，他說這是他壓力最

大的時期。 

「有時候，一個地方突不破，會想很久。」於是我問陳銘學長

怎麼辦，但他也只輕描淡寫地說，「我就研究研究，後來就突然想通

了，突破了。」 

在無數苦思與無數突破之後，陳銘終於開發新版本的程式，完

成 Windows 的升級計畫，新的電腦系統和發報介面很方便，滑鼠操

作更容易，同仁間的反應都不錯，不過仍舊有人反對。那時陳銘出

公差，去幫中正機場安裝新的發報程式，再度遇到否定的聲音，這

次是航電人員，他們因為熟悉 DOS 版的發報系統，用很久了，而且

用得好好的，若沒必要不想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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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說沒辦法配合，不讓我安裝，所以一直到我退休都還是

用 DOS 的。」 

關於軟體升級還有段插曲，那時有個老闆 (美商奇異在臺灣區

的經理) 因緣際會接觸了這套軟體，很想和軟體的設計者見個面，

於是那個老闆透過一連串的人問到陳銘，再專程到臺東見他，結果

沒想到那個老闆是來挖腳的。 

「他說這套，沒有人學得來，問我能不能去他那邊上班？三十

萬起薪。」 

在那個時間點，陳銘得到機會──就像初代程式撰寫者劉憲國

──可以去外面的公司，成為資訊工程師，而且條件相當誘人，但

陳銘婉拒了。 

拒絕的理由是他那時身體不好，左眼中風，開完刀還有點白內

障，所以和太太討論後，決定留在公職，況且，陳銘也再三強調，「我

做這個，純粹興趣，不是為了錢，也不是為了什麼，就只有得到一

張獎狀而已。」 

陳銘學長讓我看了他家裡櫃子裡的表揚獎狀，除了民航局、空

軍以外，還有幾張公益團體的感謝狀，因為太太的關係，他還幫助

公益團體，做了一些輔助行政工作的軟體。 

還有一塊最特別的大獎牌，黃金的獎牌，而且牌面上按照發報

系統的首頁，刻了同樣的畫面 (氣象報文、波譜圖、執行發報選擇)，

這是他最熟悉的畫面，也是全體氣象觀測員再熟悉不過的畫面。 

這塊黃金獎牌是他退休前大家集資給他的紀念，李明毅還特別

在其上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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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年來是這個系統讓我們從原始的深淵中解脫出來！是這個

系統讓我們從大夜班的恐懼中解脫出來！謝謝您！」 

在公職服務滿 25 年後，陳銘回到高雄，留下所有的程式原稿，

退休。 

我問他在高雄做這麼久的天氣觀測，有什麼記憶深刻的，他想

了很久，努力想到兩個：一個是秋冬的時候，平流霧從海上移入，

看到平坦的雲頂，有飛機飛出來的畫面。另一個是有場大雨，把大

門的鐵柵門吹倒，還要出動消防班來復原。但其實已經過太久，基

本上沒什麼印象了。 

在訪談的最後，我們去他的書房，視野寬闊，可將臺中市景盡

收眼底。陳銘學長打開電腦，開啟過往那套發報程式，還是能正常

使用。他知道這套程式已經下架，現行氣象作業已換成委外開發的

新一代程式，對此他雖然有些意見 (像是少了波譜圖)，但對開發新

一代程式還是持正面觀點。 

「開發新的程式還是好的，應該要換新的，實際上，也不得不

換新的。」我聽他這麼說，以為是系統相容的技術問題，他說不是

系統問題，是他那套發報程式有個小秘密，他神秘地說，「這件事我

沒有和別人講，那套發報程式，只能運作到 2019 年 12 月 31 號，到

2020 年 1 月 1 號，就不能再用了。」 

陳銘只要講到他的程式，眼睛就會發光。 

(最後，特別感謝李明毅臺長、童茂祥主任協助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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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 1992 年攝於高雄氣象臺，右圖為 2019 年攝於臺中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