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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飛航情報區航空氣象服務作業與未來展望 

陳海根 

民用航空局 

摘要 

本文主要介紹臺北飛航情報區（Taipei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以下簡稱本區）航

空氣象服務的組織型態、作業方式以及未來發展的方向。 

一、前言 

臺北飛航情報區於 1952 年成立，當時名稱為「臺灣飛航情報區」，1953 年更名為

「臺北飛航情報區」，東臨福岡飛航情報區，西北為上海飛航情報區，西接廣州及香港

飛航情報區，南臨馬尼拉飛航情報區。 

在本區內，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掌理航空氣象之規劃、督導與查核事項，

政策面由民航局飛航管制組管制科氣象席負責，執行面由民航局所屬機關飛航服務總臺

（以下簡稱總臺）負責，總臺在氣象作業規劃執行部分分由飛航業務室氣象課及臺北航

空氣象中心（Taipei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Center，以下簡稱氣象中心）負責，飛航業

務室氣象課掌理航空氣象業務之規劃及研究發展事項，氣象中心則負責國內外航空氣象

資料之蒐集、處理及有關航空氣象觀測、預報、守視及諮詢等工作，提供本區松山、桃

園、高雄、豐年、金門、蘭嶼、綠島、恆春、北竿、南竿十個機場之天氣測報、預報與

警報及本區航路天氣之預報與警報等航空氣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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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航空氣象服務作業依據 

本區航空氣象服務作業係依據 ICAO ANNEX 3(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ICAO DOC 8896(MANUAL OF AERONAUTICAL METEOROLOGICAL 

PRACTICE)及航空氣象規範、氣象中心業務手冊、各航空氣象臺業務手冊等文件據以執

行。 

三、氣象中心組織及任務 

（一）組織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編制 78 人，設置主任、副主任各 1 人，下設航空氣象預報臺、6

個工作席位(包含氣象督導席、機場守視席、航路守視席、天氣預報席、氣象雷達席及

氣象資訊席等)，下轄松山、桃園、高雄、豐年及金門等 5 個航空氣象臺與蘭嶼、綠島、

恆春、南竿、北竿等 5 個任務臺，任務臺業務分別由松山航空氣象臺督導北竿、南竿任

務臺，高雄航空氣象臺督導恆春任務臺，豐年航空氣象臺督導蘭嶼、綠島任務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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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務 

1. 負責臺北飛航情報區內國內民航或軍民共用機場之天氣觀測、預報資訊之

提供及颱 (大) 風警報之發布。 

2. 負責提供國內外航線有關天氣報告、天氣預報、天氣守視及危害飛航氣象

資料。 

3. 提供航空氣象簡報及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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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國內外航空氣象單位間之航空氣象資訊交換及作業聯繫事宜。 

5. 負責規劃、建置航空氣象作業和服務系統，提供航空從業人員於飛航前查

詢飛行天氣服務。 

6. 負責航空氣象資料之統計分析及研判工作。 

四、航空氣象服務 

（一）氣象觀測及報告： 

氣象中心所轄 10 個航空氣象臺，提供該 10 個機場例行天氣報告

(METAR)、機場特別天氣報告(SPECI)及機場警報等服務，其他機場測報服務

則由其主管單位提供。 

（二）航空器觀測及報告： 

1、透過飛航訊息處理系統(AMHS)線路將航空公司以機載通訊定址與回報系

統（ACARS）傳送之例行空中報告資料導入數值模式電腦，以提昇數值預

報準確率。 

2、各航空氣象臺於收到近場管制臺或機場管制塔臺專線通報駕駛員遭遇顯著

危害天氣現象時，除視需要於機場天氣報告（METAR/SPECI）加註警告資

訊或發布機場警報外，並將相關資訊轉知氣象中心發布顯著危害天氣資訊

（SIGMET）。 

3、臺北區域管制中心於收到航空器特別天氣報告後立即轉知氣象中心，彙集

發布空中報告予香港資料收集中心，並發布顯著危害天氣資訊。 

（三）預報服務： 

1、機場預報(Aerodrome Forecasts，TAF)：由氣象中心負責發布所轄 10 個航空

氣象臺之機場預報，預報有效期間桃園、高雄機場為 30 小時，松山機場

為 24 小時，其他 7 個機場為 18 小時。 

2、降落預報(Landing Forecasts)以附加在 METAR/SPECI 報文後之趨勢預報為

之，由各航空氣象臺負責。 

3、起飛預報(Forecasts for Take-off)：以網際網路(Internet)提供航空公司所需資

訊。 

（四）SIGMET 與 AIRMET 資訊、機場警報及風切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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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GMET：由氣象中心負責發布臺北飛航情報區航路或航線上已發生或預

期將發生，可能危害航空器飛航安全之顯著危害天氣資訊，包括雷暴(TS)、

熱帶氣旋(TC)、強烈亂流(TURB)、強烈積冰(ICE)、強烈山岳波(MTW)、大

塵暴(DS)、大沙暴(SS)、積雨雲(CB)、冰雹(GR)、火山灰(VA) 及輻射雲

(RDOACT CLD)等，並以圖繪方式透過網路提供航管單位應用。 

2、AIRMET：由氣象中心負責發布臺北飛航情報區飛航空層一萬呎以下航行

交通量高密度之區域，特定航路上已發生或預期將發生可能影響低空飛航

安全之天氣現象，包括大範圍平均地面風速超過 30KT(SFC WSPD)、大範

圍地區能見度低於 5000 公尺(SFC VIS)、雷暴(TS)、山岳模糊不清(MT 

OBSC)、大範圍區域雲底高度低於 1000 呎且雲量達裂雲或密雲(BKN/OVC 

CLD)、積雨雲(CB)、塔狀積雲(TCU)、中度積冰(ICE)、中度亂流(TURB)及

中度山岳波(MTW)等，並以圖繪方式透過網路提供航管單位應用。 

3、機場警報：由氣象中心所轄各航空氣象臺負責各該機場機場警報之發布，

包括雷暴、颮線、地面強風等。機場警報之發布與取消均須以電話通知機

場管制塔臺、飛航諮詢臺與航空站航務單位。 

4、風切警報：由氣象中心所轄各航空氣象臺負責各該機場風切警報之發布，

針對可能影響航空器進場、起飛或於環繞進場介於跑道面及其向上 1600 

呎之間及於跑道上降落滾行或起飛加速之航空器，提供已觀測到或預期將

發生風切之簡要資訊。 

（五）航空氣候資訊： 

由氣象中心負責所屬航空氣象臺之氣候資料之收集、分析，每年出版前

一年松山、桃園、高雄、豐年、金門等機場之航空氣候年報，提供航空公司

及相關飛航服務單位參考，電子檔可在飛航服務總臺網站下載。 

（六）提供航空器使用人及飛航組員之服務： 

1、簡報、諮詢及展示飛航文件：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臺北飛航情報中心

於臺灣桃園、松山及高雄機場設有飛航諮詢臺，提供航空氣象簡報、諮詢、

展示及飛航文件。其他未設有飛航諮詢臺之機場，則航空器使用人透過

Internet 進入氣象及飛航情報諮詢系統(WFIS)、航空氣象服務網(AMSP)取得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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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動化飛行前資訊系統：本區建置有氣象及飛航情報諮詢系統(WFIS)、航

空氣象服務網(AMSP)等系統，提供航空器使用人利用 Internet 取得飛行前

所需相關資訊。 

3、提供飛航中航空器之資訊：本區建置有航空氣象資料語音廣播系統

(VOLMET)，提供 24 小時不間斷的語音廣播(124.4MHZ)服務，內容包括區

域內有效之 SIGMET、AIRMET 及桃園、高雄機場之 METAR/SPECI 及 TAF

等資訊。 

（七）客製化提供之服務： 

1、配合離島航空公司每日首班班機作業規劃需求，金門及南竿航空氣象臺於

機場開始營運前即提供機場測報服務。 

2、為配合航空公司及離島搭機旅客於天氣低於最低起降標準期間，對天氣之

趨勢掌握，自 2010 年 6 月 1 日起本中心所屬北竿、南竿、綠島、蘭嶼及

恆春等氣象臺，加發半點例行天氣報告(METAR)。 

3、馬祖南、北竿搭機旅客及航空公司對機場天候不良導致關場之關注較高，

氣象中心為因應此需求特別提供馬祖南、北竿不良天候一日預報，作為航

空公司及航空站旅客疏運規劃參考。 

4、機場颱風警報發布期間，由氣象中心發布颱風警報單，製作颱風簡報網頁，

以 Internet 方式提供予航空站、航空公司等相關民航單位參考，提供最新

颱風動態及機場大風預報等相關資料，以利航空公司進行班機避險、航班

調度規劃與緊急應變之用。 

5、於 3 日以上連續假日之前 1 日，提供「民航機場三日天氣預報」予航空站、

航空公司等單位，俾進行連續假期旅客疏運規劃。 

五、航空氣象設備 

（一）自動氣象觀測系統： 

氣象中心所轄 10 個航空氣象臺均架設自動氣象觀測系統(Automatic 

Weather Observation System, AWOS)，提供正確即時的機場天氣資訊。 

（二）都卜勒氣象雷達： 

為加強機場劇烈天氣之偵測及守視台灣北部地區顯著危害天氣天氣，

1987 年 5 月 1 日於當時的中正國際機場架設啟用第一代 ERISSON 都卜勒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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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達，當時是全國首套，也是東亞地區第一套作業用之 C-Band（波段）都卜

勒氣象雷達，該雷達於使用 16 年後除役，2003 年 10 月 1 日換裝新都卜勒氣

象雷達，目前雷達亦採用 C-Band（波段）雷達，可測得地面至 15 公里高度之

各層降水回波強度、徑向風場及亂流場。提供北部地區降水系統的即時掃描

觀測。 

（三）低空風切預警系統(LLWAS)： 

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及臺北松山機場設置低空風切預警系統，於飛機起

飛及降落階段提供給飛行員機場跑道周邊低空風切資訊，確保航空器的飛航

安全。 

六、資訊系統架構 

氣象中心於 1997 年 7 月開始執行航空氣象現代化計畫，透過與美國國家大氣科學

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Atmosphere Rearch，NCAR)之合作，建置一套整合性的航空氣

象現代化作業系統(Advanced Operational Aviation Weather System, AOAWS)，該作業系統於

2002 年 7 月正式啟用，並持續透過強化計畫改進、提昇系統功能，包含下列 4 個子系統，

提供優質的航空氣象資訊服務。 

（一）航空氣象服務網(http://aoaws.caa.gov.tw/) 

（二）新一代航空氣象產品顯示系統 

（三）中尺度數值天氣預報模式顯示系統 

（四）機場自動氣象觀測資料顯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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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來展望 

未來本區將持續遵循國際民航組織（ICAO）規範，提供符合國內外民航單位需求

的航空氣象服務；並配合國際先進科技發展，繼續與美國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合作，

自 2011 年起進行為期 4 年的「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氣象技術增強計畫」，引進國

際最新的航空氣象科技與預報技術，提昇航空氣象預報準確率及服務效能；另為加強與

航空氣象用戶之溝通聯繫，將持續以辦理用戶教育訓練與說明會及滿意度調查方式，收

集航空氣象用戶對航空氣象服務之建言，提供航空氣象用戶客製化之需求，持續強化航

空氣象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