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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台灣地形與地理位置所致，每年夏天台灣飽受颱風侵襲之苦，而各機場的風力預報是氣象中
心在颱風期間所關心的氣象因子之一。為了能更準確地預報台灣地區 10 個民航機場的風力，藉由整
合從 1962 年至 2005 年共 43 年的颱風資料與其定時定點觀測報文，而設計出一套侵台期間各民航機
場的風場查尋系統，希冀能對氣象中心在颱風期間的預報作業上有顯著幫助。
在此套軟體中，只要輸入經度、緯度、中心氣壓、平均風速、移動方向等五大篩選因子及其各篩
選因子的範圍，便能將所有符合的歷史風場資料依各機場圖形化顯示，並且將所有符合的颱風路徑圖
依序羅列，以作預報作業參考之用。

一、前言
侵台颱風對台灣的危害，除了颱風本身所挾帶的暴雨之外，最讓人心驚的，便是伴隨而來的強風。
此外，由於台灣本身的地形特殊(狹長形且有近 4000 公尺的中央山脈)，再加上侵台颱風的移動路徑十
分地詭譎多變，因此對於地區性的強風預報，更顯得難以掌控。
中央氣象局利用多年在颱風期間的各地測站資料，仔細分析颱風和各測站間的流場分布與颱風位
置之關係，建立起八大西行侵台颱風流場類型與程序，並作多方驗證分析，其證明在侵台颱風的強度
預報分析上，有其專業的參考價值，而在實際氣象作業應用上，亦可以從颱風與台灣的相對位置、颱
風模式預報路徑與颱風本身的澴流強度中，套用此流場模型以供預報員在作專業判斷上的參考依據之
用。
但是，倘若仔細地研讀氣象局作的研究，不難發現氣象局的流場分析尺度只是一個概括性區域性
質的統計，而區域的範圍，大至可以含蓋整個西半部，小至可達一個縣市。這樣對於民航實際氣象作
業的效用來說，雖具有參考價值，但卻不夠精確，仍是不符合各個民航機場對於風速預報的期待。再
者，現在台灣各個民航機場的特性不一，如松山機場位於台北盆地，受基隆河口與淡水河口開口方向
的影響甚巨，蘭嶼機場位於背山面，常受背風擾動之苦，桃園機場雖位於中央山脈北端之西，但對於
經由台灣北部海域而西進的侵台颱風而言，仍無招架之力。因此，氣象局的概括性的區域統計，並不
符合民航氣象作業的需求，亦無法提供給各家航空公司作其營運參考方針。
有鑑於此，臺北航空氣象中心(以下簡稱為氣象中心)認為既然氣象局的研究成果脫離民航氣象現
實，那何不著手整理，在侵台颱風期間，各個民航機場受颱風風力影響之情形，除了有利於增進氣象
觀測員在颱風期間，機場風力特性的認知之外，亦可以有效地協助氣象預報員編報颱風警報與各式航
空氣象報文。此外，更可以提供各家航空公司作為其營運參考方針，達成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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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處理流程
在「侵台颱風對各民航機場的風場統計」的計畫中，需要使用到兩種資料：第一種是氣象中心下
所屬的 10 個航空氣象臺逐年的定時定點觀測天氣報文(METAR)，另一種是從台灣大學大氣研究資料
庫中所得到的各年侵台颱風資料。雖然侵台颱風的資料範圍是從 1962 年至 2005 年共 43 年，但是由
於 10 個航空氣象臺開臺時間不一，因此在作個別資料比對的時候，較晚開臺的氣象臺因為所含蓋年
份較短，可想而知的，其所符合的資料數目必定會比較少，也可能會影響其統計結果。

圖一、「侵台颱風對各民航機場的風場計」計畫中對於定時定點觀測天氣報文(METAR)與颱風資料的處理流程

圖一是「侵台颱風對各民航機場的風場統計」計畫中對於定時定點觀測天氣報文(METAR)與颱風
資料的處理流程。首先，1996 年(民國 85 年)前的颱風資料是每六個小時一筆，而在 1997 年(民國 86
年)之後則改為每三個小時一筆，但是氣象中心的定時定點觀測天氣報文(METAR)則是每半個小時觀
測一次，因此顯然雙方的觀測資料密度是有明顯地落差，為了要提升颱風資料的觀測密度以增加符合
的有效個案數目，因此，在假設颱風於每六小時(或三小時)的觀測期間內，並沒有迅速變化的前提之
下，將颱風資料(包含颱風路徑、颱風中心氣壓、颱風風向、風速等)線性內插成逐時的觀測資料，並
利用前後的颱風位置計算颱風的移動方向。
當把颱風資料前處理(線性內插成逐時觀測資料)完畢之後，只要輸入想要查尋颱風的經緯度、中
心氣壓值、平均颱風風速與颱風移動方向等五項後進行篩選，在一定可接受的範圍之內，即可以得到
符合輸入條件的「逐時」颱風觀測資料。另外，要注意的是，五項條件的篩選項目都可以由預報員自
行決定可接受範圍，如果可接受範圍越嚴謹的話，雖然搜尋的結果較具代表性，但同樣地也可能面臨
到有效個案數目偏少的問題；如果範圍越寬鬆的話，也有可能將一些較不具代表性的個數選入而間接
影響到之後的統計分析結果，因此預報員在決定可接受範圍的時候，需要特別的留心注意。此外，在
不同的侵台時期(如 W36、W24 等)也可以依當時的狀況而加以調整可接受範圍的大小，使其在颱風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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沌不明的時候，有較多的個案可以參考，而在越接近台灣的時候，又可以縮小可接受範圍以提高搜尋
結果的代表性。
經過程式的計算比對，篩選出「逐時」且符合條件的颱風資料之後，其資料與氣象中心航空氣象
觀測臺的定時定點天氣觀測報文(METAR)兩者之間的唯一共通點就是「時間」。利用「時間」為兩種
資料的橋樑，便可以找出相對應的定時定點天氣觀測報文(METAR)(如圖一)，並且加以統計分析。為
了增加統計分析的母群體數量，當找出相對應的定時定點天氣觀測報文之後(METAR)，在其觀測時間
前後各 15 分鐘內所發布的定點特別天氣觀測報文(SPECI)，便一同視為有效個案而納入統計分析之中。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當一個颱風所其對應的有效個案包含太多定點特別天氣觀測報文(SPECI)
的話，便會無形中增加此颱風風場特性的權重，而造成風場統計結果的偏斜。為了避免誤導預報員的
客觀判斷，因此在風場搜尋之前，預報員可以根據當時的颱風狀況以及本身的主觀判斷，決定是否將
定點特別天氣觀測報文(SPECI)納入統計分析的有效個案之中。一但決定要剔除定點特別天氣觀測報
文(SPECI)後，雖然風場統計結果可以過濾掉其所造成的偏斜效應，但同時也降低了統計分析母群體
數量。

三、颱風風場搜尋與顯示版面介紹
颱風風場搜尋版面的配置，可以分作颱風基本資料輸入版面(圖二)、搜尋結果圖形化版面(圖二)
與歷史颱風路徑參考版面(圖三)等三個區塊來討論。首先，在颱風基本資料輸入版面(淺綠色部份)，
第一行(橙色方框內)要輸入查尋颱風的日期、颱風英文名字及颱風國際編號，在最後面選單的部份，
是讓預報員自行選擇是否要將定點特別天氣觀測報文(SPECI)從有效個案中剔除，當選擇「Only
METAR」的時候，便會搜尋程式便會自動過濾定點特別天氣觀測報文(SPECI)，當選擇「METAR/SPECI」
時，則會包含。
第二行左邊(藍色方框內)輸入所要搜尋颱風的條件，依序為經度、緯度(精確到小數點下一位，單
位：度)、颱風中心氣壓(整數，單位：hPa)、颱風中心最大持續風速(整數，單位：Knot)、颱風移動方
向(整數，單位：度)等五項條件式；在第二行右邊(紫色方框內)輸入的為各項條件的可接受範圍，依
序為經緯度、颱風中心最大持續風速、中心氣壓、移動方向。
當輸入颱風條件與可接受範圍後，點擊「確定」後，程式便會開始計算比對，並根據搜尋結果繪
製成圖，以利預報員解讀。在搜尋結果圖形化版面(灰色部份)，上方共有 10 個分頁，前 9 個分頁代表
氣象中心 9 個航空氣象觀測臺(松山、桃園、高雄、豐年、金門、北竿、蘭嶼、綠島、恆春等九站，
由於南竿觀測臺與北竿觀測臺相近，故只取北竿觀測臺為馬祖代表)，第 10 個分頁為颱風路徑參考版
面(圖三，後有詳述)。
在 9 個航空氣象觀測臺版面，其配置是相同的：左一是所有符合條件的定時定點觀測報文(METAR)
之風向風速分布圖，圓形代表風向，軸長代表風速大小，從這張風向風速分布圖可以瞭解到，在符合
搜尋條件的情況下，各個觀測臺的風向分布範圍與風速的強弱大小。以圖二左一松山航空氣象臺為
例，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風向分布是介於 60 度至 110 之間，而風速是介於 6KT 至 25KT 之間，但觀測
到風速最多的，是介於 12.5KT 至 18.75KT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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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颱風風場搜尋版；淺綠色底的部份為颱風基本資料輸入版面，而灰色底的部份為搜尋結果圖形化版面。

右一是所有符合條件的定時定點觀測報文(METAR)之平均風速分布圖，橫軸是以每 5KT 為級距，
最高到 60KT，縱軸為觀測次數，由圖可以清楚地瞭解到，在何種風速觀測級距間，觀測次數最多，
何者次之，以提供預報員在颱風期間編報終端機場預報(TAF)平均風速的參考。以圖二右一松山航空
氣象臺為例，平均風速介於 11KT 至 15KT 的觀測次數達 82 次，介於 16KT 至 20KT 的觀測次數達 53
次。
然而，雖然根據統計結果，平均風速介於 10KT 至 15KT 的觀測次數有 82 次之多，但是我們卻無
法得知這 82 次的觀測資料中，風向的分布情況，因此圖二右二便是依各風速觀測級距，將其觀測資
料依風向分布繪製成折線圖。以松山航空氣象臺為例，在 11KT 至 15KT 的風速級距中，風向多是集
中在 60-100 度之間，而以 70 度的觀測次數最多，在 16KT 至 20KT 的風速級距中，風向多是集中在
60-120 度之間，而以 90 度的觀測次數最多。藉由各級距的風向分布圖，可以讓預報員在颱風期間對
於平均風向與風向變化量上有更好的掌握。
在颱風期間，除了平均風速與平均風向的變化受到重視之外，航空公司亦特別重視可能最大風的
風速。圖二右三是各風速觀測級距的最大風風速的分布圖，以松山航空氣象臺為例，在 11KT 至 15KT
的風速觀測級距中，最大風風速分布在 15KT 至 35KT 之間，而觀測次數最多是在 25KT，風速觀測
級距在 16KT 至 20KT 之間的，最大風風速分在約在 25KT 至 40KT 之間，觀測次數最多在 30KT。藉
由各風速觀測級距的最大風風速分布圖，可以讓預報員在颱風期間，對於機場可能出現最大風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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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參考的依據。
因為颱風變化為逐時且連續的過程，而所輸入的颱風搜尋條件也有其範圍限制，因此，搜尋所得
到符合條件的定時定點天氣觀測報文通常也是在某段時間區間內，但是各個氣象臺在颱風期間所觀測
到的最大風速可能出現在符合條件的時間區間之外，亦或在定點特別天氣報文(SPECI)中出現。是故，
為了彌補圖二右三圖對最大風風速的表現不足，我們以符合條件的時間區間中的第一筆觀測資料為中
心，往前往後各六小時搜尋其最大風速，並紀綠於圖二左二文字方框之中。另外要注意的是，在 2000
年(民國 89 年)11 月前，定時定點觀測報文(METAR)並沒有特別紀綠最大風風速的資料，只有當陣風
風速大於平均風速 10KT 以上，才會特別紀綠，而在 2000 年(民國 89 年)11 月後，則無論陣風風速是
否大於平均風速 10KT 以上，均要紀綠，因此使得在圖二左二的文字方框內，會有某些颱風的最大風
風速為「NA」的情形。

圖三、颱風風場搜尋版面：歷史颱風路徑參考版面

在分頁第 10 頁是颱風路徑參考版面(圖三)，當輸入颱風條件執行程式後，此頁面會以松山航空氣
象臺為基準，將其符合條件的歷史颱風個案顯示出來，左邊選單羅列的，是颱風發生的年份與颱風英
文名稱，預報員可以利用此頁面，瀏覽符合條件的颱風路徑，以找出最符合目前情況的歷史颱風。若
颱風路徑圖因縮小比例而顯得模糊而不能清楚分辨位置時，可以點選右下角「放大」的按鈕，將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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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徑圖恢復原來的比例。
此外，這兒所顯示的颱風路徑圖是從中央氣象局颱風資料庫下載而來的，在圖上，每天的 00、
06、12、18UTC 各有一個颱風中心位置定位，因此若欲知當時的定時定點天氣觀測報文(METAR)或
定點特別天氣報(SPECI)時，只要在圖下方的空格欗位上輸入年、月、日、時(YYYYMMDDHH)共 10
碼與航空氣象觀測站的代碼(如 RCSS)之後，再點選「Open text」
，便會將搜尋時間點前 6 小時，後 18
小時的報文資料，並以文字檔的方式顯示(如圖四)。因為只是考慮到颱風期間的風場變化情形，所以
所攫取的天氣觀測報文只顯示到風場的欄位，餘下則加以省略，讓預報員更一目瞭然其風向風速的變
化趨勢，並作為編報終端機場預報(TAF)時的參考。為了使預報員作業上更為方便，當預報員在下拉
式選單中，切換不同的颱風路徑的時候，日期欄位會自動地更新，預報員只要確認更新的日期與小時
是不是符合本身的需求，若符合，則可以直接點選「Open text」來看過去報文，若不符合，預報員只
需手動重新輸入日期與小時即可。

圖四：當在颱風路徑參考版面下的查尋報文欄位中，輸入 YYYYMMDDHH (如：1996071806)後，系統會自動搜尋
在時間點前 6 小時，後 18 小時共 24 小時內的天氣觀測報文(METAR 與 SPECI)。

當預報員在颱風基本資料輸入版面輸入欲搜尋的資料並且按「確定」鍵後，程式會依據所篩選出
來颱風個數的多寡，而需花費約 1 至 2 分鐘不等的時間才能執行完畢，為了避免預報員在 2 分鐘內，
久候不耐而多次重複點選「確定」鍵，造成程式執行或作業系統當機，因此在每次搜尋結果完成之後，
便會自動地彈跳出「資料搜尋完成」的對話方框，藉此提醒預報員，資料搜尋完畢，可以開始檢視查
尋結果，但在「資料搜尋完成」對話框未出現前，希望預報員耐心久候一下，不要再點選搜尋版面，
以維護程式與作業系統的執行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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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資料搜尋完成」的對話方框，會在資料搜尋完畢後，自動彈跳出，
以提醒預報員可以開始檢視搜尋結果。

四、實際檢驗
以今年(民國 97 年)的中度颱風鳳凰(圖六為鳳凰颱風的路徑圖)為例。颱風約在東經 131 度，北緯
22 度形成，一路向西行進，在 7 月 26 日 1800UTC 時轉向西北直撲台灣而來。行進期間，鳳凰颱風
強度逐漸增強，於 27 日 1200UTC 時達到最強，中心氣壓約為 948 百帕，平均風速達 85KT，陣風達
105KT。鳳凰颱風約在 27 日 2300UTC 時於花東交界附近登陸，並於 28 日 0600UTC 時於台中附近出
海而繼續往西北方向行進。由於颱風結構被中央山脈破壞使得中心氣壓雖略微減弱，達 955 百帕，平
均風速為 80KT，陣風達 100KT，但仍然有實力重創台灣。

圖六：民國 97 年 7 月 26 日至 7 月 29 日鳳凰颱風路徑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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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中心於 7 月 27 日 0300UTC 時對豐年機場，於 27 日 1200UTC 時對松山機場、桃園機場，於
27 日 1500UTC 時對高雄小港機場發布 W12，並利用此軟體預測各民航機場可能出現平均風向、平均
風速及最大陣風，並與實際所觀測到的風場比較，其比較結果如表一所示。誤差的計算方法為：

誤差 =

實際值 − 預測值
* 100% (四捨五入至整數 )
預測值

(負值表示預報值偏大，正值表示預報值偏小)
對於平均風向來說，除了豐年機場對於風向預報較不好之外，其它三個本島主要機場而言，其平均風
向的差值在 20 度之內，而松山機場的平均風向預報更百分百準確；對於平均風速而言，松山機場與
豐年機場的誤差較大(達 23%以上)，而桃園機場與高雄機場的誤差較小(約在 10%以上)；對於最大陣
風而言，除了桃園機場的誤差較大之外(達 18%)，其餘的機場誤差約在 10%左右)。對於這次鳳凰颱風
的本島機場風場預報，台東豐年機場在平均風向與平均風速表現最差，但最大陣風誤差還在平均值附
近，松山機場在平均風向與最大陣風表示現最好，但平均風速上卻不盡理想，桃園機場在平均風向與
平均風速表現良好，但最大陣風卻表現最糟，而高雄機場相對於另外三個機場而言，在三方面表現都
很不錯。
整體來說，這套軟體對於松山機場、桃園機場與高雄小港機場，在鳳凰颱風期間，除了松山機場
的平均風速與桃園機場的最大陣風預報偏強之外，其它方面對於實際風場都有不錯的掌握，但是對於
台東豐年機場而言，風場的掌握並不是很好，平均風速預報偏強，平均風向角度預報偏大，但對於最
大陣風的掌握，卻是不錯。
機場

預測風場

實際風場

平均風向平均風速最大陣風
差值
誤差
誤差

松山機場

08035G50KT

08027G46KT

0

-23%

-8%

桃園機場

05040G60KT

07039G49KT

20

-3%

-18%

高雄機場

24035G50KT

25039G56KT

10

11%

12%

豐年機場

35035G50KT
27025G56KT
-80
-29%
表一、鳳凰颱風期間對松山、小港、豐年與桃園機場的預報風場與實際風場之誤差

12%

五、結論
在颱風侵襲台灣期間，由於台灣地形複雜且高山羅布，再加上區域性地形特徵(如：盆地地形)所
引發的中小尺度大氣系統，使得台灣各機場風場的變化一直是最難預報的，也是長久以來預報員在編
報終端機場預報(TAF)時最頭痛的問題。除此之外，航空公司在颱風期間對於各機場風向、風速的變
化與風速的最大值一直都很關心，除了直接影響到航空公司航班的正常營運、班機調度上的問題(如：
要不要讓飛機飛到別的機場躲避颱風等等)之外，颱風來臨前的外圍環流會使得機場附近低層風切亂
流(無論是水平風切亂流或垂直風切亂流)機會提高，其環流雨帶常造成機場低能見度與低雲幕現象，
對於航班起降安全造成潛在的巨大威脅，因此氣象中心同仁在颱風期間作業上一直不敢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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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直以來氣象中心在颱風期間作業時，並沒有一套客觀風場資料可供參考，多年以來的作業
方式，除了依靠各氣象單位(中央氣象局 CWB，日本氣象廳 JMA 等等)的模式預報之外，一直都是憑
恃資深預報員的經驗判斷。因此，在颱風期間，若當各單位的模式預報結果分岐的時候，或是若當經
驗不足的預報員當班的時候，在預報作業上就似乎顯得無所憑恃。為了改善此一情況，也為了提供給
預報員在颱風期間有更多的參考工具，才會研發此一颱風風場查尋軟體，希冀能對氣象中心在颱風期
間的預報作業上有顯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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