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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在飛航氣象概念迷思初探 

楊憶婷
1 

摘要 

氣象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民眾對於氣象資訊服務要求提高，航空氣象資

訊主要是在有飛航需求時使用，但隨著地球科學教育逐漸受到重視，及新媒體

的崛起，民眾透過各種管道學習新知，未來民眾對於航空氣象資訊的要求會逐

漸提高。但航空氣象資訊須兼顧科學及閱讀的可親近性，了解民眾在航空氣象

概念的迷思，有助於在提供更友善閱讀的方式，避免誤解而造成誤判。本研究

利用問卷調查方式，分析 18 歲以上民眾對於與航空氣象相關概念的迷思調查，

一共獲得 608 份有效問卷。分析結果發現，對於不易用五感觀察到的概念，民

眾回答出正確答案的比例較低，例如：氣壓差產生氣流，氣壓概念較為抽象。

另外與日常生活連結性較低的天氣現象，民眾回答出正確答案的比例也較低，

例如：民眾不容易在生活環境常見到霧，也不易將霧及飛航安全產生連結。建

議氣象作業單位在提供抽象或與生活連結性較低的概念，可多以圖像或實際影

像等方式協助使用者了解，另在使用者可獲得氣象資訊的管道中，放入航空氣

象知識欄位也可協助民眾認識航空氣象。 

一、 前言 

臺灣因地理位置及高聳的地形，氣象變化萬千，氣象主宰了臺

灣人民生活及社會經濟發展，也為臺灣帶來天然災害，臺灣每年因

災害性天氣造成的直接財物損失高達新臺幣 150 億元，其中 85%與

颱風有關，11%是豪雨造成(中央氣象局，2015)。在飛航安全上，飛

航安全調查委員會針對 2008 年至 2017 年間，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

飛航事故發生原因分類統計中顯示，國內飛安事故有 16.7%與天氣

有關(飛安調查委員會，2018)。由於日常生活、農林漁業、交通運

輸、經濟及災害防救等議題都與氣象息息相關，社會大眾乃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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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均需仰賴氣象資訊做適切的判斷(Sarewitz and Pielke 1999；

Daipha 2012)。民眾或決策者是否可以在接收到氣象觀測及預報資

訊時，明白氣象資訊的科學知識及意義，並進行適當的決策，便相

當重要。 

從臺灣的氣象法第 17 條規定來看，「全國氣象、地震與海象等

現象之預報與警報，由中央氣象局統一發布。但軍事或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建置之氣象單位，因軍事或飛航安全需求，對特定對象發布，

或依第 18 條第 1項規定許可發布者，不再此限。」，政府規範除了

軍事和飛航需求可以對特定對象發布預報或警報，否則全國氣象、

地震及海象的預報及警報都由中央氣象局發布。因此在飛航需求的

情況下，臺北航空氣象中心得以發布預報或警報。飛航天氣除了與

飛航安全密切相關，也與民眾交通運輸非常相關。從過去九年一貫

課程的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課程綱要，至現行的自然科學領域十二

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可以注意到國小中年級後便開始進行有

關天氣概念的學習內容。其中包含的內容有氣溫、風、雨量、氣壓

及蒸發凝結等。學習內容雖然很多，但學習過程中無法避免迷思概

念的形成，而與航空氣象相關的迷思概念研究更是非常缺乏。 

航空氣象影響了民眾的交通及運輸，在民眾抵達機場出國旅

遊、出差工作、返鄉省親等需求時，飛航安全及航班時間都會受到

天氣的影響。隨著氣象服務越來越受到民眾重視，氣象作業單位開

始致力於大氣科學的科普教育及服務滿意度。以 106 年及 107 年交

通部統計處針對交通部施政滿意度統計，自 101-107 年間，民眾對

於氣象各項服務比較中，發現民眾對於「日常生活氣象預報準確性」

及「颱風預報準確性」兩項服務在七年來都是最低，滿意度在77%-87%

之間，表示民眾非常在意「氣象預報的準確性」，也足以見得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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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在日常生活或面臨颱風影響期間，都十分仰賴氣象資訊，在「預

報重要天氣訊息時使用口語化語言」的項目得分上，分數都有達到

90 %以上，但從 103 年至 107 年間，此項得分也隨時間下降，其結

果值得進一步了解，可能表示民眾在對氣象服務口語化上有更高的

要求，或認為在此項得分上氣象作業單位還有進步空間。但氣象預

報有不確定性及可預報度的問題，因此氣象作業單位會利用系集預

報，考慮初始狀況的誤差分布、模式不確定性等等的集合進行預報

(鄭，2016)，這樣的方式可以呈現一個預報的不確定性範圍，增加

預報資料的價值。在飛航服務上，航空氣象是重要且寶貴的資料，

提供顧客滿意的服務品質及氣象資訊相當重要。但氣象資訊有科學

上的不確定性，而資訊呈現上必須要兼顧科學及閱讀的可親近性，

若氣象資訊在使用者解讀時，造成誤解或誤判，便失去提供正確氣

象資訊的意義。因此，對於航空氣象作業單位而言，了解使用者對

於航空氣象的迷思概念是很重要的。 

因目前相關的文獻資料非常缺乏，本文將初步透過問卷方式了

解民眾在航空氣象上的迷思概念，希望可以提供給航空氣象作業單

位於提供資訊時的參考。 

二、 迷思概念及大氣科學教育文獻回顧 

(一) 迷思概念：迷思概念的涵義有很多不同的詞意或解釋，例如：

前期概念、另有架構、另有概念等等，其中以「迷思概念」一

詞最為常用(王及熊，1996)。綜合許多專家學者的說法，迷思

概念隱含錯誤的想法，學習者在經過正式的課程教學過後，因

同化不當而產生理解不周全的概念，這些概念又稱為迷思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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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迷思概念的形成原因：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顯示，迷思概念的

形成因素複雜，學習過程中避免不了產生迷思概念。例如：(1)

教師對於學生的迷思概念缺乏警覺心或興趣；(2)對科學用語的

不瞭解或不適當文字的聯想；(3)非正式的教學中，由父母、長

輩或朋友處獲得迷思概念，或由媒體或課外讀物中得到不適當

的訊息所誤導；(4)在正式的教學中，因教師學科知識不足、不

當的教學方法、過分強調講述等等。但在正規的教學中，如果

教師在教學前已經了解學生的迷思概念，便能有效的將正確的

知識融入原有的認知架構中。(王和熊，1996; 蘇育任，

1993;Sutton and West, 1982；Osborne, Bell and Gilbert, 

1983；Driver, Squire, Rushworth and Wood-Robinson, 1994；

Fisher, 1985；Head, 1986；Hashweh, 1986；Blosser, 1987a, 

1987b；陳, 1994)因此，若氣象作業單位能在提供氣象資訊前，

進一步對使用者可能會產生迷思概念有所了解，應能有效將正

確的資訊提供給使用者。 

(三) 迷思概念的研究方法：科學教育的學術界探討迷思概念的主要

方向有二，一是探討迷思概念的內容，二是探討迷思概念的成

因。想要了解迷思概念不容易，因為許多學生在科學測驗的表

現良好，但實際在生活中卻使用迷思概念。因此紙筆測驗及晤

談是主要的研究方式，但本研究欲先初步了解大部分民眾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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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天氣概念的迷思，因此先採用紙筆測驗的方式進行研究，

未來可依研究結果深入進行晤談，進行質性的研究。 

(四) 大氣科學教育：毛與張(1997)提出臺灣長期以來以著重理論結

果的教育方式灌輸概念，至國中生在地球科學領域的大氣科學

學習中，造就學生缺乏判斷推理的能力及學習成就與意願低

落，他們比較探究式教學與講述式教學在氣象單元教學研究中

發現，透過探究式教學策略，有助於較高層次概念形成。透過

觀測資料再經由分析、規劃及解釋的過程，是許多科學理論建

立的歷程。林(2003)針對國小中年級天氣迷思概念研究中提出

建議，抽象概念的學習必須運用網路資源學習(如中央氣象局網

站)、社會資源(如科學博物館)等輔助教學。許和謝(2004)將概

念改變教學策略應用在國中生的颱風常識學習上，藉由讓學生

扮演氣象官角色替將軍解決問題，了解學生迷思概念改變情

形，並發現學生在颱風消息發布、基本概念及判讀警報單都有

明顯的進步。這些研究都顯示，科學教育的專家建議大氣科學

學習過程利用探究或情境式學習有助於改善迷思概念或缺乏判

斷理解能力。氣象作業單位並非正規教育的一環，但可以提供

網站學習資源，例如：提供過去造成危害飛航安全案例進行分

析，或將當時的觀測資料提供民眾閱讀等，有助於使用者理解

氣象知識。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利用 108 年 7 月至 8月期間，暑假至國立科學工藝博物

館參觀年滿 18 歲的民眾進行隨機問卷發放。一共發放 700 份問卷，

有效問卷共 608 份，有效問卷比例為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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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受施測民眾應大多都接受過國民教育階段，因此我們採用

盧(2003)針對國三學生地球科學天氣單元迷思概念研究之問卷，並

針對與航空氣象相關之題型進行修改，其天氣概念之問卷初稿經過

兩次試驗性研究，並經過兩位地科老師及一位氣象專家修正或增刪

試題，本次再加入有關航空氣象試題，一共 24 題。而本研究使用之

「天氣概念圖」及「天氣概問卷包含之概念及出題架構表」是以盧

(2003)研究為主軸進行修改並增加原概念圖中與航空氣象相關概

念，在盧(2003)研究中則是參考毛(2002)所編高中基礎地球科學教

師手冊中之專家天氣概念圖修改為符合國中程度。其中本研究使用

的「天氣概念圖」如圖一及圖二，「天氣概問卷包含之概念及出題架

構表」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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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天氣概念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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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天氣概念圖(二) 

 

表一：「天氣概念問卷」包含之概念及出題架構表 

主要概念 次要概念 概念內容 

飽和 飽和的意

義 

固定溫度下，水氣含量達到最大值時，稱為飽和。 

蒸發與凝

結 

水氣含量的多寡與溫度有關，溫度越高，水氣含量

越高，溫度降低時，空氣所能容納的水氣越少。 

雲的成因

與觀測 

水氣上升，體積膨脹，造成溫度下降，若達到飽和，

水氣就有機會凝結成水滴或冰晶。 

天空為雲所遮蓋之部分，是為雲量，通常以天空被

遮蓋之八分數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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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高是指雲底的高度。 

霧的成因 地表溫度降低，水汽凝結成水滴即成為霧。 

雨量的測

量 

在同一地點，用底面積不同的大小量筒測量到的雨

量，兩個量筒刻度一樣高。 

雲霧與飛

航安全 

雲幕是指最低雲層高度，且其所報的雲高是雲量為

占全天空 5/8 以上的雲。 

飛行員要通過雲幕後才能看到跑道，雲幕高度越

低，飛行員在飛行高度越低的地方才能目視跑道，

因此越危險。 

霧會影響能見度，進而影響飛航安全。 

氣壓與風 高低氣壓

的定義 

中心氣壓值比附近氣壓值較高者，稱為高氣壓，中

心氣壓值比附近氣壓值較低者，稱為低氣壓。 

高低氣壓

旋轉方向 

高低氣壓旋轉方向主要受到地球自轉影響，故南北

方半球的方向相反。 

氣壓值隨

高度變化 

高度越高，氣壓越低。 

籠罩高低

氣壓下的

天氣現象 

通常高壓壟罩的情況下，天氣較晴朗。因為高氣壓

中心空氣不斷下降，小水滴受熱蒸發，水氣也不易

飽和，天氣較穩定。反之，低氣壓中心空氣不斷上

升，溫度降低水氣較易達到飽和，形成雲雨天氣。 

風的成因 空氣會由氣壓高的地方流向氣壓低的地方，氣壓差

造成空氣的運動就是風。 

風與飛航

安全 

機場跑道方向主要是考量該地的盛行風向，因為航

機起降逆風。 

飛機起飛逆風飛行可增加升力。 

當飛機即將降落在機場跑道時，若遇上側風，有可

能會將飛機吹離跑道的中心線，增加降落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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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謂側風是指風向不平行於跑道方向。 

颱風 颱風形成 颱風生成於熱帶低緯度海洋上，是由熱帶低氣壓增

強形成的。 

颱風需要充足的水氣與熱量供應，並有地球自轉作

用形成。 

颱風遇到陸地後，受到地面磨擦及低層水氣供應減

少，颱風慢慢減弱或消失。 

颱風眼 在颱風眼處，為下沉氣流，但接近颱風中心的眼牆，

強風暴雨越明顯。 

颱風資料 颱風在接近陸地前，觀測資料少，多以衛星、飛機

觀測、浮標觀測為主。 

颱風路徑些許誤差可能造成完全不同的天氣狀況，

路徑預報潛勢隨預報時間越長範圍越大。 

 

四、 結果分析 

(一) 問卷信效度 

本問卷採用盧(2003)研究加以修改，由專家提供概念圖發展出

來，並由一位氣象專家及兩位資深地科教師提供意見。而盧(2003)

採庫李信度作為信度考驗方法，固已通過信效度考驗。 

(二) 施測問卷結果 

本研究將施測問卷題目歸納成「飽和」、「氣壓與風」及「颱風」

三個主要中心概念，並列舉出受施測民眾在各題各選項答對百分

比，分析民眾的理解情形。「飽和」、「氣壓與風」及「颱風」三個主

要中心概念題目及選項內容如表二、表三及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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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飽和」概念題目及選項 

題目及選項 選答百分比

1. 下列有關「飽和」的敘述，何者有誤？ 

(1) 定體積的空氣，在定溫下，可以容納的水氣量

是固定的。 

(2) 氣溫越高，可以容納的水氣量會減少。(正解)

(3) 降低溫度可以使空氣更容易達到飽和。 

(1)30% 

(2)42% 

(3)28% 

2. 下列哪一種情況下生成雲的機會較小？ 

(1)東北季風來臨時的迎風面 (2)冷鋒的鋒面處 

(3)地面高壓處(正解) 

(1)30% 

(2)12% 

(3)58% 

3. 在同一地點，用底面積不同的兩個圓柱體量筒測量

到的雨量，哪個量筒刻度較高？ 

(1)大量筒 (2)小量筒 (3)一樣高(正解) 

(1)39% 

(2)19% 

(3)42% 

4. 在同一容器內加入水氣，則容器內的水氣含量會如

何變化？ 

(1) 可一直增加，但容器內壓力漸增。 

(2) 可一直增加，但容器內溫度漸增。 

(3) 達一定量時，不再增加，所加入多的水氣可凝

結成水滴。(正解) 

(1)25% 

(2)19% 

(3)56% 

5. 一團不飽和的空氣上升時，經過何種變化而可能使

得水氣達到飽和並凝結成雲？ 

(1) 環境壓力變小，體積膨脹，溫度降低。(正解)

(2) 環境壓力變大，體積縮小，溫度升高。 

(3) 環境壓力變大，體積膨脹，溫度降低。 

(1)36% 

(2)29%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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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列有關雲和霧的敘述何者正確？ 

(1) 山頂的人隱身在濃霧中時，山下的人認為是雲

罩住山頂。(正解) 

(2) 地表氣溫降低時，水滴會蒸發形成霧。 

(3) 雲為水滴，霧為水氣。 

(1)48% 

(2)18% 

(3)34% 

7. 雲和霧有幾種是因水氣飽和而形成的？ 

(1) 0 (2) 1 (3)2(正解) 

(1)6% 

(2)27% 

(3)67% 

8. 雲高是指雲的何處高度？ 

(1) 雲頂高 (2) 雲底高 (正解) (3) 一朵雲顏色

最濃處的高度 

(1)39% 

(2)41% 

(3)21% 

9. 雲幕是指什麼意思？ 

(1) 將天空分為 8分量，雲遮蔽達 4/8 的雲高。 

(2) 將天空分為 8分量，雲遮蔽達 8/8 的雲高。 

(3) 將天空分為 8分量，雲遮蔽達 5/8 以上的雲高。

(正解) 

(1)28% 

(2)34% 

(3)38% 

10. 霧對於飛航安全的敘述何者正確？ 

(1) 無直接影響，需在有劇烈天氣情況下才會影響

飛航安全。 

(2) 有影響，濃霧會使跑道濕滑。 

(3) 有影響，會使飛行員無法看清楚跑道。(正解)

(1)45% 

(2)21% 

(3)34% 

 

地球具有一個非常獨特的環境，就是同時存在水的三相變化，

這樣的環境使水有潛熱變化，便是天氣系統能量來源之一，由於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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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劇烈天氣系統能量來源以及造成不易預報的原因是水的非絕熱作

用，因此在正規教育中，「飽和」的相關概念非常重要，也是學習大

氣科學的基礎。 

在問卷分析中發現，施作問卷的民眾中有比較高的比例(題 1

及題 4，約 42%及 56%)知道固定溫度下，水氣含量有最大值，溫度

越高，可容納的水氣越多。但加入了空氣上升產生環境氣壓及空氣

塊體積變化後(題 5)，民眾對於如何達到飽和便可能出現迷思，空

氣塊上升後環境壓力變化、產生空氣塊體積及溫度變化，選擇出正

確答案的比例僅有 36%。在對於雲和霧的成因，以及和天氣狀況的

結合中(題 2、6和 7)，都有較高(分別為 58%、48%和 67%)的比例回

答出正確的選項。在雲和雨的觀測上(題 3、8、9)，對於雲高及雲

幕的認知，回答出正確答案的比例都約 40%左右，可能原因是一般

民眾較少機會以觀測儀器量化雲高及雲幕，僅能以雲很多很少、或

是雲顏色很黑等描述詞彙，且雲在未造成降水前，民眾的實際感受

比較少，而雲高及雲量的觀測影響飛航安全，民眾對於觀測及量化

雲方式能回答出正確的比例較低。不過在霧對於飛航安全的影響中

顯示(題 10)，多數民眾不認為霧會影響飛航安全，反而認為一般在

生活中遭遇的的劇烈天氣才會影響飛航安全，約為 41%，此題回答

正確的比例比錯誤要低，推測可能的原因是平常影響日常生活的天

氣現象多為劇烈降雨、颱風或鋒面等天氣系統，霧對於一般日常生

活影響較小，且在一般住宅區域發生的機會也比較少，所以民眾不

會特別注意到能見度會影響飛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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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氣壓與風」概念題目及選項 

題目及選項 選答百分比

1. 下列有關氣壓與氣流的敘述，何者正確？ 

(1) 中心氣壓高於 1大氣壓(1013 百帕)就稱為高氣

壓。 

(2) 高壓中心的氣壓必大於低壓中心的氣壓。 

(3) 北半球高氣壓地區，氣流由中心循順時鐘向外

流出。(正解) 

(1)36% 

(2)27% 

(3)37% 

2. 氣象上，有關風的觀測何者有誤？ 

(1) 風向是指風的來向。 

(2) 東風表示空氣由東方來，吹向西方。 

(3) 氣壓越高風速越大。(正解) 

(1)27% 

(2)22% 

(3)51% 

3. 下列有關氣壓的敘述，何者正確？ 

(1) 氣壓高多為陰雨天氣，氣壓低多為晴朗天氣。

(2) 氣壓水平差異是由地面溫度造成的。(正解) 

(3) 氣壓的垂直變化是隨著高度增加而漸增。 

(1)24% 

(2)40% 

(3)36% 

4. 下列有關北半球空氣流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1) 空氣水平方向會由低壓區流向高壓區形成風。

(2) 高氣壓區空氣呈順時鐘方向從中心流出。(正

解) 

(3) 低氣壓區空氣呈順時鐘方向向中心流入。 

(1)27% 

(2)42% 

(3)31% 



飛航天氣第三十二期                                                          2019.10 

 
 

15

5. 右圖為某地氣流的垂直剖面圖，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 

(1) 氣壓：甲>乙(正解) 

(2) 氣溫：甲>乙 

(3) 這是北半球的環流 

(1)37% 

(2)31% 

(3)32% 

6. 盛行風為東風的時候，飛機頭朝向哪個方向較安

全？ 

(1)西 (正解) (2)南 (3)北 

(1)86% 

(2)5% 

(3)9% 

7. 飛機起降時，何種風向較安全？平行線表示跑道、

箭頭表示盛行風。 

(1)            (2)(正解)        (3) 

 

 

 

(1)24% 

(2)67% 

(3)9% 

 

除了飽和的概念以外，風的基本概念與飛航安全相關性很高，

在正規教育中的學習內容中，會提到氣溫差異造成氣壓的差異，進

而產生風的概念，並在學習過程中介紹高低氣壓及不同半球的氣流

方向等。有關氣壓與氣流的觀念中(題 1、3、4 及 5)，民眾回答正

確答案的比例約在 40%左右。但在風的觀測中(題 2 和 6)，民眾回答

正確答案比例高於 50%。在飛機起降時，盛行風向與飛航安全回答

出正確答案比例有 67%。此項概念題目答對比例比飽和概念高。而

氣壓與氣流間是觀念是此項目中民眾回答出正確答案的比例較低

的，民眾在日常生活中不易直接觀測到氣壓，且氣壓無法用五感感

受到，概念較為抽象，可能是民眾會有迷思的地方。 

盛

行

風 

盛

行

風

盛

行

風

甲 乙 



飛航天氣第三十二期                                                          2019.10 

 
 

16

表四：「颱風」概念題目及選項 

題目及選項 選答百分比

1. 颱風是什麼發展成？ 

(1) 太平洋高壓 (2)溫帶低壓 (3)熱帶低壓 

(1)18% 

(2)6% 

(3)76% 

2. 颱風發展需要水汽和熱量不斷供應，因此生成於？ 

(1)熱帶大陸 (2)熱帶海洋 (3)溫帶大陸  

(1)11% 

(2)85% 

(3)4% 

3. 海面上的颱風，由輕度漸漸增強的主要原因是？ 

(1)海水蒸發，增加威力 (2)地球自轉增強颱風力

量 (3)因海面上生成及行進，不受地形影響 

(1)69% 

(2)11% 

(3)20% 

4. 下列有關北半球颱風的敘述，何者有誤？ 

(1) 颱風在熱帶洋面生成，因此有大量水氣。 

(2) 受地球自轉影響，颱風氣流呈順時鐘方向流入

中心。 

(3) 颱風中心與外圍氣壓差越大，風速越大。 

(1)19% 

(2)58% 

(3)23% 

5. 在颱風結構中，風速最大，雲牆最厚的區域是？ 

(1)颱風中心 (2)螺旋雨帶 (3)颱風眼牆附近 

(1)14% 

(2)37% 

(3)49% 

6. 颱風可能對飛航安全影響，有關颱風的敘述何者正

確？ 

(1)亂流增強影響飛行 (2)夏天搭飛機才會遇到 

(3)多以雷達進行颱風生成的觀測 

(1)41% 

(2)26%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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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颱風路徑潛式預報中，其範圍隨時間越大表示？ 

(1)颱風未來可能移入的範圍 (2)颱風的暴風圈

變大 (3)颱風的強度變強 

(1)37% 

(2)35% 

(3)28% 

 

颱風對於臺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天氣系統，雖然為臺灣帶來豐

沛的雨量，但也為臺灣帶來災害，因此認識颱風及與颱風災害共存

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在正規的教育大氣科學的學習內容中，颱風都

佔有重要的一環節，而颱風也是影響飛航安全重要的天氣系統。在

颱風的生成、發展及結構的相關題目中(題 1-5)一般民眾回答正確

的比例均在 58%以上，表示民眾對於颱風在生成、發展及結構有足

夠認識。但在颱風的觀測與預報上(題 6-7)回答正確的比例較低，

約在 40%左右。民眾對於颱風有基本認識，但氣象作業單位在提供

颱風資訊時，可能要注意民眾對於颱風觀測與預報資料的認知程度。 

五、 討論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針對 18 歲以上民眾調查對飛航天氣相關迷

思。因相關研究非常缺乏，作為初步研究先以問卷調查方式為主，

用以讓氣象作業單位在提供氣象資訊方面參考，協助其提供容易理

解的表達方式。但若要進一步探討民眾如何產生飛航天氣迷思概念

或得分較低的概念的原因，則需要另外透過晤談等方式的質性深入

調查。 

在問卷分析中發現，對於不易用五感觀察到的概念，民眾回答

出正確答案的比例較低，例如： 

(一) 不飽和空氣上升至凝結成雲，期間環境及空氣塊的變化，因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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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和空氣及環境氣壓變化的概念較抽象，答對比例較低。 

(二) 因大氣壓力的差異產生氣流，風是感覺得到的現象，但氣壓卻

難以用五感觀察，在氣壓與氣流相關的概念，民眾回答正確答案

的比例也較低。但風卻是感受的到的現象，在關於風及風和飛航

安全的相關題目，回答正確的比例較高。 

對於與日常生活連結性較低的天氣現象，民眾回答出正確答案

的比例也較低，例如： 

(一) 一般民眾對於劇烈天氣影響日常生活的經驗較多，霧因為影響

能見度進而影響飛航安全，不容易在生活周遭常常見到霧的現

象，不易將霧及飛航安全產生連結。 

(二) 民眾少有機會可以進行雲量及雲幕的觀測，在未造成降水前，

雲量及雲幕對生活的影響較小。 

因為颱風和臺灣關係密切，既為臺灣帶來雨水，也為臺灣帶來

災害，影響臺灣民眾的生活，在颱風的生成、發展及結構方面的概

念，民眾回答出正確答案的比例高。但氣象作業單位需要提供颱風

的觀測與預報資料，在這兩個項目的得分上，相對較差。 

飛航氣象資訊主要是在民眾使用飛航的交通工具或運輸業較有

機會接觸，一般民眾則以實際影響生活的劇烈天氣感受較深，因此

對於雲的觀測和霧對飛航影響，得分的民眾較少，雖然實際在使用

飛航天氣資訊多為航空業者，而航空業者多有另外接受過航空氣象

科學的課程。但隨著地球科學教育逐漸受到重視、民眾善於使用各

種新媒體學習新知，且發生劇烈天氣現象時，新聞媒體報導氣象相

關的資訊及知識，民眾對於氣象資訊及服務的要求越來越高，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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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於航空氣象資訊的要求會逐漸提高，因此提出以下建議。在

提供飛航資訊時，不論是觀測或預報資料，難免包含概念抽象或與

生活連結性較低的重要氣象資訊，例如：氣壓、雲幕等等，使用圖

像描述有助於民眾理解。霧是無聲無息的天氣現象，且一般在住宅

區中比較不易發生，因此能見度的影響可以具體化，在提供能見度

資料時，以圖、照片甚至監視影像畫面等方式協助民眾了解，更能

感同身受其造成的危害。另外，在航空氣象資訊網站或其他相關管

道，也可提供航空氣象有關的文章或影片等，有助於協助民眾理解

航空氣象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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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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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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年機場雲面面觀(III) 

郭家利
1 

    在前一期的飛航天氣中已介紹了 WMO 雲圖網站所列之最常出現

的「雲屬與類別」表中大部分的雲形。本期將針對 WMO 雲圖網站所

列之常見的「雲屬與變形結構」(見下表黑點分布處)，以豐年機場

目前所能拍攝到的照片(灰底部分)來做介紹。 

雲屬 

變形 
Ci Cc Cs Ac As Ns Sc St Cu Cb 

雜亂(in) ․          

肋骨狀(ve) ․          

波狀(un)  ․ ․ ․ ․  ․ ․   

輻射狀(ra) ․   ․ ․  ․  ․  

多孔狀(la)  ․  ․   ․    

重疊(du) ․  ․ ․ ․  ․    

半透光(tr)    ․ ․  ․ ․   

漏光(pe)    ․   ․    

蔽光(op)    ․ ․  ․ ․   

    所謂的變形結構是指各雲屬的宏觀排列狀態及其可透光的程

度，可概分為上表所述之九種類型： 

1)雜亂(intortus)：指卷雲的纖維呈不規則捲曲及任意扭轉的型態。 

2)肋骨狀(vertebratus)：指雲的型態呈肋骨或魚骨狀，主要用來形

容卷雲。 

3)波狀(undulatus)：成塊、成片或成層的雲排列呈波狀，一般較容

易在均勻的雲層或是在個別或合併的雲塊中觀察到，有時亦會看到

不同的波狀系統同時存在。 

                                                 
1 豐年航空氣象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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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輻射狀(radiatus)：雲平行排列，因透視的效應，看起來似乎由

地平線上某一輻射點發射出來。   

5)多孔狀(lacunosus)：成塊、成片或成層的薄雲，有顯著且規律性

的圓洞，其邊緣像流蘇狀。雲塊和雲洞間的排列會像網狀或蜂窩狀。 

6)重疊(duplicatus)：成塊、成片或成層的雲呈兩層以上的分布，

偶有合併在一起的現象。 

7)半透光(translucidus)：成塊、成片或成層的雲，其大部分可顯

露出太陽或月亮的位置所在。 

8)漏光(perlucidus)：大範圍成塊、成片或成層的雲，其雲塊間有

顯著但不大的空隙存在，可透過空隙看到太陽、月亮或其上方的雲

層。可與半透光及蔽光的變形同時存在。 

9)蔽光(opacus)：大範圍成塊、成片或成層的雲，其大部分可完全

遮蔽太陽或月亮。 

 

攝於 2016 年 5 月 27 日上午 0555L，雜亂狀卷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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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6 年 2 月 29 日上午 0659L，肋骨狀卷雲(上面白色部分) 

 

攝於 2015 年 10 月 30 日上午 1127L，波狀卷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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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8 年 11 月 24 日上午 0625L，波狀卷層雲和即將下山的月亮

 

攝於 2019 年 1 月 4 日上午 0755L，波狀高積雲 

 



飛航天氣第三十二期                                                          2019.10 

 
 

36

 

 

攝於 2018 年 12 月 30 日下午 1641L，波狀高層雲 

 

攝於 2016 年 4 月 29 日上午 0801L，波狀層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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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7 年 10 月 15 日上午 0716L，波狀層雲(雲高約 500 呎) 

 

攝於 2016 年 10 月 29 日上午 0618L，輻射狀卷雲(白色部分)與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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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7 年 5 月 13 日上午 0740L，輻射狀高積雲 

註：五、六月間梅雨期高空西風強，水氣充沛，常在臺灣東部造成平

行中央山脈的莢狀高積雲，若系統夠強，可延伸到更東邊的太平洋海

面上。 

 

 

攝於 2019 年 6 月 27 日上午 0751L，輻射狀高層雲(灰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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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8 年 12 月 22 日中午 1213L，輻射狀層積雲 

 

 

攝於 2019 年 9 月 2 日下午 1827L，輻射狀積雲(圖的右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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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6 年 9 月 22 日上午 0842L，多孔狀卷積雲 

 

 

攝於 2016 年 6 月 21 日上午 0602L，多孔狀高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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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7 年 9 月 6 日下午 1715L，多孔狀層積雲(圖左上方) 

 

 

攝於 2015 年 11 月 5 日中午 1227L，重疊狀卷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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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8 年 7 月 23 日上午 0627L，重疊狀卷層雲 

 

 

攝於 2019 年 8 月 20 日上午 0654L，重疊狀高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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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6 年 4 月 3 日下午 1734L，重疊狀高層雲 

 

 

攝於 2018 年 11 月 1 日中午 1210L，重疊狀層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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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6 年 9 月 21 日上午 0739L，半透光高積雲 

 

 

攝於 2016 年 4 月 3 日下午 1742L，半透光高層雲 

註：半透光高層雲的特性是會讓太陽或月亮產生毛玻璃現象而無日月

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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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9 年 1 月 10 日上午 1000L，半透光層積雲(灰色部分) 

註：在豐年機場很不容易看到半透光層積雲，最主要是通常層積雲有

一定的厚度，且其上方往往有其他雲層擋住太陽或月亮，光線不容易

穿透，加上層積雲的主要組成成分為小水滴，具有吸收光線的特性，

一般而言也較容易伴隨降水。這張照片是難得上方無雲、層積雲厚度

也夠薄，若觀測者在對的時間及在其正下方往上看，應可看到類似前

述半透光高積雲的視覺效果。 
 

 

攝於 2016 年 8 月 16 日上午 0619L，半透光(碎)層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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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6 年 2 月 9 日下午 1721L，漏光高積雲 

 

 

攝於 2019 年 3 月 8 日下午 1740L，漏光層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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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7 年 6 月 2 日上午 0538L，蔽光高積雲 

 

 

攝於 2019 年 6 月 4 日下午 1740L，蔽光高層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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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16 年 5 月 24 日上午 1459L，蔽光層積雲 

 

 

攝於 2017 年 10 月 14 日上午 0950L，蔽光層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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