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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臺北航空氣象中心負責臺北飛航情報

區中機場預報、監測、警報及航路上天氣守視工作，對飛行於臺北

飛航情報區之航空器提供航空氣象資訊。近年來，隨著機場航運量

及航班不斷急遽上升，為提升及提供優質航空氣象服務，飛航服務

總臺致力於精進航空氣象預報準確率、持續氣象資料發布之準點率

及確保使用者多管道且即時獲得相關氣象資訊，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並在使用者需求下，提供多項客製化的航空氣象服務，以因應天氣

因素導致機場停止運作導致航班無法正常起降，旅客滯留機場無法

疏運，事先提供天氣預報，供民航局主管旅客疏運單位之參考，預

先規劃採取旅客疏運應變措施，而在連續假期期間氣象中心加強航

空氣象服務之機場天氣預報服務。另每當颱風進入臺北飛航情報

區，機場受颱風影響常導致航班因而取消、延期或提前，造成航空

公司因應不及及旅客不便，甚至颱風期間或過後航班壅塞，影響飛

航管制作業而有飛安之虞，因此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提供颱風警報服

務作業，將颱風可能影響機場之時段透過網路、傳真及視訊諮詢等

方式提供航空公司參考預作航班規劃，而航空站及機場公司亦藉此

服務作為防颱措施參考。 

一、前言 

根據民用航空局「2014 年民用航空器誤失進場統計與分析」報

告指出，造成飛機進場時重飛七大主要因素中，其中以天氣要素佔

59%比率最高，駕駛員操作及機場/跑道因素約佔 17%次之(圖 1)；各

機場中以金門機場發生重飛次數最多 80 次，發生季節以梅雨季之

5、6 月份最多，主要原因是低雲冪及低能見度造成駕駛員無法順利

降落而重飛。隨著機場航運量不斷增加，未來因天氣因素導致航空

器誤失進場將持續增加，對機場航務運作將造成影響亦會增加航空

公司營運成本。 



 
圖 1 民用航空器 2014 年誤失進場因素統計百分比 

近年來，民航局所屬機場旅客人數快速增加，因應旅客增加航

空公司亦不斷擴增新航點及新增航班，航運量明顯上升。從民航局

統計 2009 年至 2014 年六年間旅客進出臺灣人數及增減率(圖 2)，除

國內航線旅客人數無明顯上升外，國際及兩岸航線急遽上升，總旅

客人數從 2009 年(3,606 萬人)至 2014 年(5,536 萬人)增長率 54%，每

年以 4%至 14%增長率成長，其中國際及兩岸航線旅客人數從 2009
年(2,683 萬人)至 2014 年(4,479 萬人)增長率 67%，每年以 3%至 17%
增長率成長，總旅客人數增長貢獻最主要來自於兩岸航線。因應兩

岸航線越來越緊密關係下，飛航服務總臺是臺北航航情報區內飛航

服務的提供者， 提供 24 小時不間斷之飛行於情報區內軍民航空器

一切飛航管制、飛航情報、航空氣象、航空通信及助導航設施等服

務，以確保飛航安全及空運便利，達成飛航服務最高效能及品質，

進而給予使用者即時、正確與完整之飛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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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民航局所屬機場 2009 至 2014 年進出旅客人數及增減率趨勢圖 

二、航空氣象服務背景介紹 

（一）航空氣象為民服務績效 

臺北航空氣中心負責臺北飛航情報區內機場天氣預報、觀測與

警報發布及航路天氣守視工作，臺北航空氣象中心為飛航服務總臺

提供飛航服務中航空氣象資訊執行單位，根據 2015 年飛航服務總臺

公布之 2014 年 6 月至 2015 年 5 月為民服務績效定期評鑑中氣象中

心計提供氣象服務包括機場氣象測報 427,999 次、航路天氣預報

77,162 次、機場預報 16,345 次及天氣守視 5,713,758 次。以上為國

際民航組織(ICAO)規範下應固定提供之航空氣象服務，近年來飛航

服務總臺在使用者需求下，提供包括連續假日期間加強提供航空氣

象服務、颱風期間氣象服務、機場天氣低於起降標準之不適航服務

及顯著危害天氣視訊諮詢服務等客製化的飛航服務，作為民航局相關

單位作業決策參考及航空公司航班/航務之規劃。本報告將就飛航服務



總臺所提供客製化服務中連續假日期間加強提供航空氣象服務及颱

風期間氣象服務進行介紹。 

（二）機場天氣低於起降標準分析 

臺灣位處東亞季風區域中，季風交替導致四季氣候分明，不同

季節有不同天氣系統，惡劣的天氣系統常導致機場停止運作，當機

場停止運作時間過長而導致旅客滯留機場，若無及時因應措施，常

招致民怨，尤其是在連續假期期間，以一年中最重要的連續假期農

曆春節過年為例，此時氣候正是臺灣進入霧季期間，常因起霧導致

機場能見度降低而使飛機無法起降，且低能見度時間可持續超過一

天以上。飛航服務總臺考量機場特性及航運量在機場中架設助導航

設備，不同機場有其不同天氣之起降標準，一般而言造成臺灣本島

機場低於起降標準的天氣較離島機率少，且持續時間亦較離島機場

少，若因天氣因素導致飛機無法起降，仍可利用便利的陸上運輸進

行旅客疏運，所以每年民航局制定之連續假期航空疏運計畫大多使

用在離島之金門、澎湖及馬祖等地區機場。以下就航局所屬之金門

及馬祖南/北竿機場進行近 10 年機場低於起降時數分析： 

1.金門機場 

金門機場除擔負起連續假期金門與臺灣之間旅客之運輸，另有

利用小三通方式進出兩岸，其所承擔之旅客運輸任務相對重要。圖

3 為金門機場 2005 年至 2014 年機場不適航天氣每季累積時間，不

適航天氣標準為跑道視程(RVR)低於 900 公尺，資料計算時間為每日

05:30L 至 20:00L，其中以春季(3 月至 5 月)累積低於起降時數(單
位：分鐘)最多，冬季(12 月至 2 月)次之，春季期間近十年累積不適

航時數有減緩趨勢，但趨勢不明顯；而冬季在 2010 年達高峰後，累

積時數明顯降低，造成能見度降低導致機場低於起降天氣在冬季主

要為霧的影響，金門機場近幾年霧日天數有較 2010 年之前為少現

象。根據歷年 3 日以上連續假期大多集中於冬春之際，包括元旦、

農曆春節及清明節等假期，其中又以農曆春節為最重要，於此時節

造成金門機場起霧原因主要為鋒面南下，鋒面前緣容易有起霧之天

氣現象。 



 
圖 3 金門機場 2005 至 2014 年不適航天氣季累積時間(單位:分鐘) 

2.馬祖南/北竿機場 

南/北竿機場主要為馬祖地區人民與臺灣之間交通往來，由於每

日定期航班較少，一旦機場無法正常運作，造成旅客滯留機場，若

以船舶運輸由於航行時間長，且海面上天氣不佳，搭乘船運之旅客

常感不適，因此對航空運輸之需極為迫切。由於馬祖地形限制及機

場特性，無臺灣本島機場助導航設施，機場起降受限天氣影響較

大，南竿機場不適航天氣標準為能見度低於 3200 公尺、雲冪低於

600 呎，而北竿機場為能見度低於 2400 公尺、雲冪低於 800 呎，資

料計算時間為每日 07:00L 至 19:00L。圖 4 為南/北竿機場 2005 年至

2014 年機場不適航天氣每季累積時間，季節性累積不適航時間與金

門機場相同，均以春季最長，冬季次之，但南/北竿機場出現近五年

累積不適航天氣明顯較 2010 年之前為長，此與金門機場相異，尤以

北竿機場最為明顯，冬季變化趨勢與金門機場差異不大，2010 年 5
之後南/北竿機場冬季累積不適航時間有逐年降低之趨勢變化。 



 

 
圖 4 南竿(圖上)及北竿(圖下)機場 2005 至 2014 年不適航天氣季累積

時間(單位:分鐘) 

（三）民航局旅客疏運計畫 

交通部負責民眾往來各地之陸地、海上及空中運輸等工作，其

中民用航空局是空中運輸負責單位。為因應各機場於連續假期期間

旅客疏運可能因天氣因素或其他不可抗力因素，致使機場暫停起

降，當大量旅客湧入機場，且滯留之旅客無法於當日(或隔日上午)
疏運完畢，民航局依「機場暫停起降期間旅客疏運緊急應變機制」

制定 ABC 疏運計畫，依狀況協調相關單位(航空公司、港務局或國

防部等)採取之應變計畫協助旅客疏運，簡述 ABC 計畫內容如下： 



A 計畫：航空公司增開航班及改調派大型機協助疏運旅客。 
B 計畫：啟動海空聯運機制，協調航港局增開專船疏運旅客。 

C 計畫：協調國防部派遣軍用運輸機或軍租民船協助疏運旅

客。 

為提升航空氣象服務品質，飛航服務總臺於 2012 年起當遇三日

(含)以上連續假期時，提供連續假日期間各機場之天氣預報，供民

用航空局各組室、各航空站、飛航服務總臺各航管單位及國籍航空

公司作為擬定疏運旅客備案計畫參考使用。尤其是農曆春節假期為

全華人最重要節日，當此時節人們均休假返鄉過節，因此對交通運

輸需求最為殷切。航空運輸具有快速、便捷與舒適之特性，於城際

運輸中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其中離島地區因地理環境之限制，可

替代之交通工具較少，航空運輸更具重要角色，民用航空局每年為

因應春節期間民眾返鄉之旅運需求訂定「春節連續假期航空疏運計

畫」，以期順利完成疏運任務。 

(四) 颱風期間氣象服務 

臺灣地處西北太平洋之颱風路徑通過位置，中央氣象局平均每

年針對 2 至 3 個颱風發布颱風警報，當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

報時，民航局亦依中央氣象局之颱風資訊啟動颱風作業，針對民航

機場發布颱風警報。近年來，機場常因颱風影響導致航班延期、取

消或提前而導致旅客不便，造成航空公司、旅客及民航局間之困

擾，甚至在颱風過後航班過於壅塞，造成飛航管制負荷量過大，恐

有影響飛安之潛在因素。若能在颱風期間提供符合航空公司需求之

氣象服務，讓航空公司預先規劃航班並通知旅客，旅客可避免不必

要的時間浪費在機場交通及等候時間，另颱風期間各相關航空單位

亦須採取適當防颱措施，氣象中心於颱風期間提供警報單、機場颱

風警報階段、機場最大風力預報及機場預報等服務供各單位作為航

務規劃及防颱應變措施參考。 

三、連續假期疏運天氣預報服務 

（一）臺北航空氣象中心疏運預報作業 

民航局為精進航空氣象預報水準，歷經十多年推動航空氣象現

代化，發展新預報技術及更新作業環境。現今預報員可根據航空氣

象現代化系統(AOAWS)提供之資訊進行預報，並參酌相關氣象單位

所發布之預報資訊，製作完成飛航服務總臺疏運期間民用及軍民合

用機場天氣預報(圖 5)。 



 
圖 5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發布 2015 年 9 月 27 日之中秋節連續假期疏

運預報。 



根據圖 5 預報資料分成疏運期間天氣大勢及各機場逐日適航狀

況預報，除簡述逐日影響臺北飛航情報區天氣系統，並就各機場每

日提供早(0600L~1200L)、中(1200L~1800L)及晚(1800L~0600L) 三
時段之天氣預報，並以○代表機場天氣狀況高於最低起降標準、▲

代表機場天氣狀況於最低起降標準上下起伏不定及 X 代表機場天氣

狀況低於最低起降標準，供民航局空運組預先規劃旅客運輸預備能

量，並據以判斷啟動疏運計畫時機，協調相關單位預作旅客輸運，

氣象中心於疏運期間前一天開始提供疏運期間最長七天之天氣預

報，使用者可依此疏運期間天氣預報，對未來可能發生影響機場低

於起降天氣時間預作規劃協調相關單位採取應變措施。 

（二）疏運天氣預報服務及對象 

完成製作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疏運期間民用及

軍民合用機場天氣預報」依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業務手冊規定，以傳

真方式提供交通部(航政司)、民用航空局(包括各航空站)、飛航服務

總臺(包括各飛航管制單位)、各航空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

公司及航警局等單位；發布疏運期間天氣預報後，並以簡訊通報與

連續假日疏運相關單位之主官(管)，隨時注意氣象中心所發布之天

氣預報，預作因應措施。除以傳真及簡訊發布外，預報單亦傳送至

航空氣象服務網公布，朝多方面資訊公開。 

疏運期間氣象中心除發布機場天氣預報單外，為使民航局及飛

航服務總臺長官及相關承辦人等得以掌握所屬民航及軍民合用機場

因天候因素航班暫停營運及預劃機場旅客疏運，若研判未來 2 日可

能發生機率達 50%以上且持續達半日以上之不適航機場天氣預報

時，以簡訊方式通報前述人員預做因應規劃。 

四、颱風警報氣象服務 

飛航服務總臺針對可能影響地面上航空器、航行於空中之飛行

器及機場設施等發布颱風警報服務，並提供機場颱風警報給航空器

使用人，機場服務單位及其他相關單位參考，俾適時採取防颱措

施。 

（一）颱風作業啟動 

依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業務手冊之「熱帶氣旋作業程序及颱風警

報發布須知」及「颱風警報作業工作指導書」，當颱風中心進入

15°N-30°N、113°E-135°E 之範圍內，每 6 小時編發颱風資料報告

（TYPH ADVISORY），隨颱風暴風圈逐漸接近臺北飛航情報區，當



研判 34 KT 或以上之十分鐘平均風速，將隨暴風圈到達或侵襲機場

時發布颱風警報(TYPH WARNING)，氣象中心旋即啟動颱風作業，

並由氣象中心主任(或代理人)與預報員組成颱風作業小組，依颱風

警報階段定時發布颱風警報單，亦視颱風移動速度可能提早影響機

場而提前發布進階颱風警報，以提供使用者適時採取防颱措施。 

（二）颱風作業產品 

1. 颱風警報單 

颱風作業小組參考中央氣象局發布之中心位置、中心氣壓、近

中心最大風速、暴風半徑、移動方向、移動速度及預測位置等資料

製作颱風警報單(圖 6)，並依颱風警報階段定時發布颱風警報單。當

預測颱風暴風圈於未來 24 至 36 小時(W36)或 12 至 24 小時(W24)間
將影響臺北飛航情報區中任一機場時，每 6 小時發布颱風警報單，

而未來 6 至 12 小時(W12)、0 至 6 小時(W06)及颱風正侵襲機場時

(W00)每 3 小時發布警報單，機場解除颱風侵襲(D03 或 D06)亦每 3
小時發布警報單。颱風作業小組並依現有氣象資訊研判颱風八級風

(平均風速大於 34KT)暴風半徑，針對民航局所屬機場發布颱風警報

階段，軍民合用機場則採用空軍氣象聯隊研判之警報階段。 

 
圖 6 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臺北航空氣象中心颱風警報單(2015

年 9 月 29 日杜鵑颱風)。 



2. 民航機場最大風力預報 

颱風預報作業是每年臺北航空氣象中心重要工作項目，而颱風

期間的風力預報也是航空公司最關心的預報產品，目前臺北航空氣

象中心定時提供機場預報(Terminal Aerodrome Forecast, TAF)，並依

使用者需求於颱風警報期間提供機場最大風力預報(圖 7)。近年來臺

北航空氣象中心客製化民航機場最大風力預報，並致力開發機場最

大風力預報技術，包括侵臺颱風對各民航機場的風場統計程式及類

神經網路颱風風力程式等統計預報工具，除前述統計預報技術外，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亦與中央氣象局合作開發動力數值預報模式，提

供預報員多方資訊參考，提升風力預報準確度，提供優質氣象服

務。 

 
圖 7 颱風警報期間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所提供之機場最大風力預報產

品示意圖(2015 年 9 月 28 日 0600Z 杜鵑颱風)。 

3. 顯著危害天氣資訊 

根據民用航空局制定之航空氣象規範及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業務

手冊作業，當颱風中心進入臺北飛航情報區氣象中心發布有關熱帶

氣旋之顯著危害天氣資訊(TC SIGMET)，內容包含颱風中心位置、

移動方向及對流雲範圍與高度等資訊，經由報文國際交換方式，提

供飛行於臺北飛航情報區中航空器參考以惟飛行安全，另依

SIGMET 報文製作顯著危害天氣圖(圖 8)易於使用者判讀颱風影響範



圍。 

 
圖 8 颱風中心位於臺北飛航情報區中顯著危害天氣資訊 TC 

SIGMET(2015 年 9 月 28 日 2200Z 杜鵑颱風)，左為國際交換報

文，右為圖示化顯著危害天氣資訊。 

（三）颱風作業氣象服務 

為有效將颱風作業產品資訊提供使用者，氣象中心依使用者

需求利用多方管道將颱風資訊迅速傳送給使用者，目前使用傳送方

式如下: 

1.行動裝置簡訊 

颱風警報發布期間，為使民航局及飛航服務總臺行政主官

（管）得以即時掌握各民航及軍民合用機場颱風警報階段訊息，

2012 年開始以簡訊通報各民航及軍民合用機場颱風警報階段相關資

訊。氣象中心簡化颱風氣象資訊以文字敘述各機場警報階段，若需

詳細颱風警報內容，簡訊中提供超連結可檢視氣象中心發布之最新



颱風警報單(圖 9)。 

 
圖 9  2015 年 8 月 21 日天鵝(GONI)颱風簡訊。 

2.網際網路 

颱風作業小組將製作完成之颱風警報單，依資料時間後 1 小時

為發布時間，如颱風資料時間為 00Z 則警報單應於 01Z 時發布，透

過氣象中心航空氣象服務網對外發布颱風警報單及機場最大風力預

報，使用者主要為機場航空氣象臺、航空公司、航空站及機場公司

等，根據警報單及機場最大風力預報，及早因應採取相關應變措

施。 

3.電話傳真 

颱風警報單除利用簡訊超連結及上傳至航空氣象服務網公布

外，並可依使用者需求以傳真方式提供，並可依回報傳送結果確認

使用者是否收到警報單，主要提供民航局所屬單位防颱小組參考。 

4.視訊諮詢 

颱風期間氣象中心為與航空業者面對面直接溝通颱風動態訊

息，在航空業者提出需求下，簽派員或機師可於飛航服務總臺轄下

之桃園、松山及高雄情報諮詢臺與氣象中心颱風小組進行颱風視訊

(圖 10)，先由颱風小組進行颱風動態報告，後由雙方人員進行颱風

後續討論，氣象人員針對航空公司人員關切問題一一解答，讓航空

公司及早因應後續航班安排及航務規劃。 



 
圖 10 鳳凰颱風期間(2014 年 9 月 19 日)颱風小組與簽派員及機師進

行颱風預報視訊討論。 

五、結論 

根據飛航服務總臺對航空公司飛行員所進行飛航服務滿意度調

查顯示，飛行員對航空氣象資訊之需求較飛航管制為高，可見航空

氣象服務在各項飛航服務中居於要位。尤其在以使用者服務為導向

的趨勢下，氣象主管單位必須開發出更符合使用者需求之產品，提

升氣象服務品質；最好的符合使用者產品，應是提供準確的航空氣

象預報及即時提供各項預/測報氣象資訊，民航局現階段已完成航空

氣象現代化的工作，未來應持續規劃下一階段的航空氣象現代化，

用以精進航空氣象預/測報技術與產品開發，以滿足使用者對航空氣

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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