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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1/4）

影響飛行
安全因素

飛行技術 航機維修 飛機導航 危險天氣

訓練 品管 考核

航路管制確保和控制

避讓

事先評估和預防

天氣資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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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2/4）

根據美國運輸安全部（ NTSB ）飛航資料統計顯示，危

險天氣在很多情況下，會影響國家的飛航空域系統

（ National Airspace System：NAS ）。它們除了對飛

行員會造成安全上的危害外，也限制了飛航管制（ Air 

Traffic Control；ATC ）的可用空域，以及減少NAS作

業的總體能力。為了減輕這些影響，如何有效、準確將氣

象資料提供、顯示給飛行員、簽派員和航路管制員的大量

研究從2003年開始就已經廣泛的被歐美民航及氣象專家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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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Ahlstrom ＆Friedman-Berg( 2006年)研究結果
顯示，當航管人員從天氣工作站獲知有風暴運動的預

測，會比沒有風暴運動預測的情況下，平均增加6-10 
％的管制能量。但是，這些風暴預報資料，航管人員

並未因管制更多的飛機，而相對應的增加工作量。

以飛安的角度看，航管人員有責任維持航路上的所有

飛機遠離嚴重和極端嚴重的降水區域（亦即，避免遭

遇到惡劣天氣）。

壹、前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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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4/4）

單位

資訊項目

機場管制
（TAC）

終端雷達進
場管制

(TRACON)

航路管制
（ARTC）

機場天氣觀測(METAR) ○ ○ ○

機場天氣預報(TAF) ○ ○

機場警告和風切警告 ○ ○

高空風和溫度預報 ○ ○

地面至45000英呎間航路顯著
危害天氣資訊

○ ○

10000英呎以下低空危害天氣
資訊

○

駕駛員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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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亞太地區氣象支援飛航管理(ATM)概況

產品/資訊/服務 飛航管理
單位 供應方式

1. 機場天氣預報（TAF） A / B Text-web, AFTN, FTP
2. 降落天氣預報(Landing Forecasts) A / B Text-web, AFTN, FTP
3. 風和溫度預報圖(Winds/Temps) A grib,  graphical-web
4. 熱帶氣旋與火山灰警告 A Text-web、AFTN、FTP、fax
5. 顯著天氣警告（SIGMET/AIRMET） A / B / C Text, graphical-AFTN, FTP ,web

6. 例行性定製化簡報產品 A Text. verbal/graphical-web, FTP ,fax , telephone
7. 機場天氣(METAR/SPECI) B Text-web、AFTN、FTP
8. 跑道地面狀況 B / C Text, graphical-web, FTP
9. 天氣雷達資訊 B graphical-web, local area network

10. 雷暴雨即時雷達預報資訊 B / C graphical-web, local area network
11. 衛星雲圖影像 B / C graphical-web
12. 飛機報告（AIREPORT） B / C Text, graphical-AFTN, FTP, web
13. 中、高層顯著天氣圖（SIGWX Charts） C graphical-web/fax
14. 積冰預報圖 C graphical-web，FTP
15. 延伸航程預報 D in-person briefing, verbal, text, web FTP ,

graphical-in-person, fax , telephone
16. 氣候資料 D graphical, Text-web, mail
17. 客製化簡報服務(Ad hoc Briefings) A Verbal, in-person, in-person-phone
18. 氣象簡報服務(Met Briefings) A / B/ C/ D Verbal, graphical-in-person
A：流量管理；B：終端/機場管制；C：航路管制；D：空域組織和管理
Text-web：文字網頁；AFTN：航空固定通信網路；FTP：伺服器網站；fax：傳真電話；graphical-web：圖形網頁
verbal：口頭； local area network：區域網路；telephone：電話；in-person briefing：人工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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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應用天氣資訊之介面（1/10）

天氣服務

飛航管理

飛航督導

席位管制員

天氣警告及駕
駛員報告資訊

降水、天氣
觀測資訊

高度撥定資訊

風及溫度資訊

航空氣象產品
顯示系統

飛航管理系統
(ATMs)

國際間航路管制
天氣流程示意圖

系統介面

人工介面

系統介面

人工介面

顯示介面

現在

未來

直接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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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TRACON及ARTCC的航管人員充分了解航區

之天氣分布及變化情形，目前國際間有些國家在

區域管制中心設有天氣服務席負責天氣監視、資

訊傳遞與解說工作，如美國CWSU ( Center 

Weather Service Unit )；另有些國家則由氣象單

位每天透過電話定時或不定時向區域管制中心的

航管督導做簡報，如日本國際機場航空氣象臺。

貳、應用天氣資訊之介面（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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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應用天氣資訊之介面（3/10）

人工介面
如美國CWSU

2 Briefings daily
– 7:50am and 4:30pm

Focus on weather 
that could impact air 
traffic.
- Weather obstructions
- Icing
- Turbulence
- LLWS
- Cold Air aloft
- High Altimeter 
- Volcanic eru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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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應用天氣資訊之介面（4/10）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的氣象預報員自今年6月開始也實施每天兩

次定時或不定時向TRACON及ARTCC的航管人員做簡報。

其簡報內容包括5項：

(1) 0-12小時內機場天氣及影響報告；

(2) 0-12小時機場預報（TAF）；

(3) 0-6小時機場危險天氣及風切警告訊息（Warning）；

(4) 臺北飛航情報區0-4小時顯著天氣訊息(SIGMET/AIRMET)

(5) 臺北飛航情報區0-12小時高空風系及氣溫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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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應用天氣資訊之介面（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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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飛航情報區天氣預報單

一.天氣概述
包括影響台灣之天氣系統及各機場未來12小時之天氣現象描述。

二.機場天氣預報
包括各機場之風向風速、能見度及天氣現象之預報。

三.風層轉換

包括臺灣北部、中部、南部及東部各個空域的高空風系分布

四.顯著天氣預報
包括臺北飛航情報區SIGMET、AIRMET及SIGWX Charts的
圖形顯示圖

貳、應用天氣資訊之介面（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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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降低天氣對空域效能的影響及增加自動化管理決策

美國FAA自2009年開始進行天氣與飛航管理整合計畫

（Weather and ATM Integration Plan）。

預計2013年後將有部份天氣資訊會直接以系統(機器)介
面整合進入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Tool; DST）。

預計2018年後，DST將整合大部份的天氣資訊。

預計2025年，DST整合的天氣資訊會自動被轉譯成影響
ATM的訊息。

貳、應用天氣資訊之介面（7/10）



15美國新一代ATMs應用天氣資料的系統介面流程

貳、應用天氣資訊之介面（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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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ing LGA to ORD in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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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應用天氣資訊之介面（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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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points (DPs) for Chicago arrival

LGA

ORD

En Route Solution

Arrival Solution
Time-Based Metering

Adaptive ATM

貳、應用天氣資訊之介面（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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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天氣資訊之功用（1/9）

(一) 降水資訊（Precipitation）
(二)風和溫度資訊（Wind and Temperature）
(三)天氣警告資訊（Weather Advisories）
(四)駕駛員報告（Pilot Reports）
(五)天氣觀測資料（Weather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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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天氣資訊之功用（2/9）

（一）降水資訊（Precipitation）

目前國際航管單位使用氣象雷達降水回波圖以獲知中度
（ 30-40dBz）、嚴重（ 40-50dBz）及極端嚴重（
50dBz以上）等三層降水資訊。

此外，航管人員會依管制需求，對不同的飛行高度層預
先選定顯示之降水強度。通常國際間設定四個高度層分
別為：0-60000FT、0-24000FT、24,000-33,000FT及
33,000-60,000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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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雷達降水回波圖

強降水

參、天氣資訊之功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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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管雷達幕顯示三層雷達回波資料

（摘自Moosakhanian et al., 2005）

Micro-EARTS

30-40dBz

＞50dBz

參、天氣資訊之功用（4/9）

40-50d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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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水資訊在航管的主要功用

當管制下之航空器近鄰降水區域時，航管人員

除可使用這些降水資訊及時通知航空器飛行員

有關嚴重降水的覆蓋範圍和高度外，還可建議

航空器之航向及飛行路線，以避開惡劣天氣。

所以提供氣象雷達降水資訊給航管單位是非常

重要且應該要做的工作。

參、天氣資訊之功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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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溫度和氣壓場資訊

參、天氣資訊之功用（6/9）

區域氣象
模式預報系統 ATMs

臺北區域管制中心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0~45000ft
網格點的
風場
溫度
氣壓
預報資料

每天2次 提供

決定最低轉換空層
和水平隔離距離確保流量管理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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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氣警告資訊

航路管制員接收氣象單位所發布的颱風、大風、雷暴雨、

亂流、積冰、山岳波、火山灰…等顯著危害天氣警告資訊

，如 SIGMET / AIRMET 。航管人員依ICAO規定應第一

時間將這些重要天氣資訊廣播給飛行員知道，目前大多數

國家是透過ATIS或D-ATIS（Digital Automatic Terminal 

Information Service）來提供。

參、天氣資訊之功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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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天氣資訊之功用（8/9）

(四) 駕駛員報告（PIREPs）
PIREPs對於瞭解航路正在發生危害飛行天氣非常有用。
航管人員透過無線電通訊與飛行員連繫接收PIREPs或透
過其他航管人員的資訊傳遞或從其他天氣系統取得。

航管人員使用PIREPs，除轉送資料給相關航空器和其他
航管人員外，亦應轉送給氣象單位，做為發布SIGMET或
AIRMET之用。

(五) 天氣觀測資料

航管單位需要知道起飛機場、目的機場、備降機場及航路

備降機場等機場之定時天氣觀測報告（METAR）及不定

時天氣觀測報告（SPECI），以做為飛航管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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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飛航情報區航空氣象服務現況

區域管制中心

航路管制

終端管制

機場管制臺

航空氣象臺

機場天氣測
報資訊服務

氣象中心

區域天氣預
報資訊服務

基礎天
氣及數
值模式
資訊
服務

簽派員

航行中機師

起飛前機師

航空氣象單位 航空公司飛航管制單位

觀測 / 預報

資訊發佈與提供

中央氣象局

天氣語音
廣播服務

AOAWS/AFTN

D-ATIS/VOLMET

簡報

參、天氣資訊之功用（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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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由國際航空氣象服務近年來的發展趨勢看，現今航空氣

象的科技已經有能力支援航路管制作業所需之各種不同天

氣資訊如降水、風力信息、天氣公告以及天氣觀測等。這

些天氣資訊可以直接由管制席位上的天氣顯示工作站獲得

，而且在每一指定的區域內，航路管制員亦可以定製顯示

器以顯示不同類型的信息，如動態天氣 ( weather loops )、
風變預報，雷暴運動預報，積冰預報、亂流預報..等。所以
可預見的未來，不論是國際或國內，航空氣象與航路管制

間的合作關係將越來越密切，由航空氣象單位提供及時、

準確的天氣資訊給航路管制單位也將越來越受到重視與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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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