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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4 年 7 月 23 日麥德姆(Matmo)颱風過境台灣進入中國

大陸，當日 11:06UTC 復興航空 GE222 班機發生降落澎湖馬

公機場(RCQC) 20 跑道撞擊樹叢與屋舍的飛安事件。本文彙

整馬公航空站機場氣象以及中央氣象局澎湖氣象站地面每一

分鐘氣象紀錄、10 分鐘氣象雷達影像和中央氣象局自動即時

預報系統的風場反演資訊，以及 30 分鐘紅外氣象衛星雲圖影

像等觀測資訊，診斷當日通過澎湖機場的颮線系統對流胞特

徵；此外，透過 WRF 天氣數值模式進行時間與空間高解析度

(1 分鐘與 200 公尺)數值模擬，嘗試重建當日飛機事故發生前

間的中小尺度天氣時空特徵，以做為危害飛航天氣的個案參

考。 

關鍵詞：麥德姆颱風、低空風切、澎湖機場、WRF 數值模式 

一、前言 

2014 年 7 月 17 日 12:00UTC 日本氣象廳將 YAP 島嶼西方海面發

展中的熱帶風暴，正式命名為西北太平洋編號第十號颱風麥德姆

(Matmo)；麥德姆颱風生成後向西北轉北北西朝台灣移動，並在 7 月

22 日 12:00UTC 中心氣壓達到 965hPa、近中心風速 70 knots(中度颱

風或是 Category-2 強度)。中央氣象局於 7 月 21 日 09:30UTC 發布海

上颱風警報，7 月 21 日 18:30UTC 再發布陸上颱風警報；麥德姆颱風



於 7 月 22 日 16:10UTC 由台灣東部臺東縣長濱鄉海岸登陸，7 月 22
日 20:20UTC 穿越台灣陸地由西海岸彰化縣進入台灣海峽，颱風中心

通過澎湖群島北方並於 7 月 23 日 07:00UTC 在馬祖南方登陸中國大

陸福建省(圖 1)。這一颱風路徑是中央氣象局颱風氣候統計的第三類

型颱風，為台灣中央山脈以東地區帶來總雨量~700mm(7 月 21~23 日

三天累積)。原訂 7 月 23 日 08:00UTC 由高雄小港機場起飛前往澎湖

馬公的復興航空GE222班機，因天氣惡劣延遲到當日09:43UTC起飛，

並預定由馬公機場(RCQC) 20 跑道降落。GE222 在 10:11UTC 於馬公

機場東北方向高雄近場台請求盤旋等待(holding)，10:27UTC 高雄近

場台廣播馬公機場 02 跑道「風向 210、風速 5knots」以及 20 跑道「風

向 190、風速 11knots、陣風 15 knots」；10:29UTC 再提供馬公跑島能

見度 800m，18:30UTC機長請求改由 02跑道儀器近場(ILS)，10:42UTC
飛機飛行到澎湖西南方時，高雄近場台提供馬公機場 20 跑道「能見

度 1600m，並有雷暴在機場上空」，機長回應仍請求由 02 跑道儀器近

場。10:43UTC 另一架立榮航空 ATR72-600 型客機於馬公機場以 VOR
在 20 跑道降落，10:45UTC 機長請求改由 20 跑道 VOR 近場並再飛到

澎湖東北方。11:03:38.7UTC 馬公機場塔台通報 20 跑道「淨空、風向

250、風速 19 knots」；11:05:44.1UTC 機長解除自動駕駛，11:06:16UTC
駕駛呼叫塔台飛機重飛後斷訊，飛機隨即撞擊 20 跑道左側(機場東北

側)湖西鄉西溪村民宅，機上人員 48 人死亡，10 人重傷。機場地面進

行搶救行動時，機場再次有另一波雨帶通過。 
綜合以上文字敘述，初步顯示這一次飛安個案可能和麥德姆颱風

外圍環流雨帶(rain band)通過澎湖群島有所關聯。麥德姆颱風雨帶特

徵類似中尺度天氣颮線(Squall Line)天氣系統並數度在澎湖群島周遭

消 長 ； 美 國 氣 象 學 會 氣 象 詞 彙

(http://glossary.ametsoc.org/wiki/Main_Page)定義 Squall Line(颮線)為
「A line of active thunderstorms, either continuous or with breaks, 
including contiguous precipitation areas resulting from the existence of 
the thunderstorms.The squall line is a type of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types by a larger length-to-width ratio.」。
Johnson and Hamilton (1988)分析的中緯度地區 Squall Line 水平與垂

直剖面結構如圖 2 所示，預期颮線系統對流胞前緣將有強陣風和低壓，

隨後再出現高壓和下衝冷氣流與降雨，風向約有大於 90˚的轉變，這

一種時空小尺度的低空風切擾動，可能提高航機低速落地前的飛安風

險。GE222 航班降落馬公 20 跑道之際，馬公機場周遭小尺度時空的

風雨情境為何?低空風切強度多大?這些疑問需要加以釐清，也是本文

所要探討的重點。 
本文第二節說明 2014 年 7 月 23 日當日下午到事故發生時間之間



數小時的大氣綜觀以及中尺度天氣特徵，中央氣象局澎湖氣象站和馬

公機場航空站地面氣象紀錄，以及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診斷。林等

(2012)曾利用 Weather Research Forecasting (WRF)模式模擬台北盆地

高解析度風切擾動模擬，因此本文也將利用這一數值模式來探討平坦

海洋背景的馬公機場，提高時間和空間解析度來模擬近機場低層風場

特徵，並且與地面和氣象雷達觀測資料進行比對；第三節將介紹 WRF
數值模式之設定與初始資料來源，以及模擬結果與觀測比較驗證，第

四節總結展望台灣地區更進階的機場低空風切守視策略。 

二、個案之綜觀與中尺度天氣特徵 

2014 年 7 月 23 日下午麥德姆颱風外圍雨帶(rain band)，在颱風

移動路徑右後象限的台灣海峽海面發展，這一雨帶特徵類似中尺度天

氣颮線(Squall Line)天氣系統並數度在澎湖群島周遭消長；當日

16:00~20:00LST(08:00~12:00UTC)期間澎湖氣象站與馬公航空氣象站

的風速風向變化出現四波強陣風，風向及降雨強度均有對應訊號(圖
3) 。 澎 湖 氣 象 站 與 馬 公 航 空 站 地 面 氣 壓 在

18:30~19:30LST(10:30~11:30UTC)由 995.8hPa 上升到 998hPa，並且在

18:44LST~19:10LST(10:44~11:10UTC)之間出現三次氣壓跳動瞬變現

象，馬公氣象站與澎湖機場航空站兩地相距 7.2km，這三次兩地氣壓

擾動現象時間延遲 3~4 分鐘(圖 4)，這一颮線系統由西向東移動速度

約 2 km/min (~33 m/s)。然而，風速在兩地突變延遲跡象僅在第一次

和第三次氣壓突變時間較為明顯，風向突變更不明顯，

18:30~19:30LST(10:30~11:30UTC)期間風向是由 200°(西南風)到 270
°(西風)再回到 200°(西南風)。 
    兩地地面氣象觀測資料無法具體指出是否有颮線系統由西向東

通過澎湖氣象站和馬公機場，因此需要再由氣象雷達空間資訊來加以

診斷；圖 5 是 11:00UTC 中央氣象局 WINS(Weather Information and 
Nowcasting System)診斷台南七股雷達 HDMOS(高解析合成降水回波)
和雙都卜勒雷達反演 1~2 公里高度風場，確認當時有線形回波波動正

在澎湖上空，並包含數個強對流雷雨風暴和弓形回波。圖 6 進一步呈

現切過馬公機場的雷達降水回波東西剖向的時間序列，顯示

11:00UTC 有一顯著降雨系統在機場西方~28 公里，並在 11:10UTC
抵達機場上空，和澎湖氣象站與馬公機場航空站兩地氣壓擾動移動速

度推估十分接近。我們進一步透過中央氣象局 WINS 系統以及

ANC(Auto-Nowcaster System)自動即時預報系統，以澎湖為端點截出

西北-東南方位的剖面，顯示出颮線系統前方上空 4 公里高度有 18 
ms-1風切，機場周遭 4 km 以下氣流輻合、4 公里以上氣流輻散，3~4 



公里高度有顯著一層冷氣團(圖 7) (林與陳，2015)。 
    以上氣象觀測資訊指出，GE222 航機事故發生時間前後，馬公機

場應是處於颮線系統前緣的對流系統上升區，地面風速或有增大，但

是地面風向則無明顯轉變。是否在 11:00~11:10UTC 期間馬公機場低

空有更極短時間的天氣驟變，以上的氣象觀測資訊無法回答這一疑問，

因此我們再以 WRF 數值模式模擬來探討颮線系統立體結構，並和觀

測資料加以比對。 

三、數值模式與模擬結果 

本節討論行政院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氣象組所執行的

WRF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version 3.5.1)模擬結果，

模式初始場取自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 每 12 小時全球 0.5 經緯度氣象資料

場，再以四層巢狀網格(193 × 170、148 × 163、148 × 181、157 × 145
網格矩陣，網格空間解析度分別是 15、5、1、0.2 公里)，逐層內縮時

間與空間解析度(圖 8)；其中第三層網格包含整個臺灣陸地，第四層

網格則包含澎湖群島，本節以下討論均以第四層模擬結果的數據輸出

為主。此外，本研究使用 61 層大氣垂直分層來進行數值模擬，900m
高度以下計有 23 層以及 100m 高度 9 層分層剖面，來解析澎湖機場

周遭顯著的颮線系統及近地面可能的低空風切現象。WRF 數值模擬

使用的物理參數法之選擇包含:RRTMG短波長波輻射傳遞(每 10分鐘

計算一次) 、雲微物理 Single Moment 6-class graupel scheme、大氣海

洋地表微物理 Revised MM5 Monin-Obukhov scheme、大氣陸地地表

微物理、邊界層 YSU scheme (每一步距積分 )  、積雲參數化

Kain-Fritsch cumuls scheme (15 與 5 km 兩巢)。 
我們針對 WRF 數值模式第四層(水平空間解析度 200m，時間解

析度 1 分鐘)模擬結果輸出資料，選定最類似通過馬公機場的雷達回

波特徵之時空區段(距離機場西南西方~40 km)，來檢視數值模式所呈

現的颮線系統特徵。圖 9 是 11:07UTC 近地面 90m 高度的風場水平輻

合、輻散量以及相對風速(扣除每次積分過程的空間平均值)，以及近

地面 5 公尺颮線系統後方的冷濕空氣分布；圖 10 則是圖 9 東西向剖

面通過颮線系統降雨回波估算值和水平風速與垂直風速剖面，這些數

值模擬資訊顯示 11:07UTC 第一道強度較淺(降水回波較弱)線狀對流

系統發展高度約 3 km，離地 90m 到 400m 高度的水平風速介於 15~21 
ms-1 之間，上下擾動風速垂直變化~0.06m/s；接續第二道強烈線狀對

流在以西 10 km、雲頂高度~10 km，約在 7 分鐘後再次抵達，但是以



西南-東北走向通過，而非直接向東移動，因此第二次上下擾動垂直

速度變化稍降(~0.05m/s，圖 11)。這些分鐘、200 m 解析度的風場和

降雨強度數值模擬結果，特徵和前兩節觀測描述過程非常接近，因此

我們認為雖然數值模擬演算的空間地點雖然距離機場西南西方~40 
km，但是仍有參考價值，可提供飛安調查單位植入飛機動力參數來

計算紊流消算速率(Eddy Dissipation Rate，EDR)，再得知 GE222 航班

遭遇的亂流強度(ICAO，2005)。 

四、總結與展望 

本 文 首 先 回 顧 麥 德 姆 颱 風 外 圍 雨 帶 通 過 馬 公 機 場

(11:06~11:07UTC，2014 年 7 月 23 日)前後的天氣綜合資訊，由於該

雨帶特徵類似中尺度天氣系統颮線，並且氣象資訊診斷結果也和美國

中緯度平原的颮線天氣系統特徵類似，惟這一發生在台灣海峽的颮線

個案的垂直結構傾斜程度(斜壓性)不若美國中緯度明顯。中央氣象局

預報中心所使用的WINS系統以及ANC(Auto-Nowcaster System)自動

即時預報系統(用以協助預報員診斷劇烈天氣軟體工具)，針對復興航

空 GE222 航班飛安事故加以事後診斷的結果，和 WRF 數值模式的時

間空間高解析度數值模擬相當，顯示高解析天氣數值模式對於平坦地

形的澎湖機場所提供的小尺度時空風場和降水強度細節，有助於呈現

GE222 航班飛安事故發生前後的天氣情境。 
由於臺灣地理與氣候特徵，東北季風、季節性鋒面、颱風與伴隨

的西南氣流，以及雷暴系統，都容易引發臺灣本島和離島機場周遭小

尺度的風切擾動現象，影響飛機起降的安全。松山機場與桃園機場早

於 2002 年建置 LLWAS 低空風切警告系統(蒲，2003；何等，2005；
余與童，2011)，也在近年更新該系統軟硬體。空軍氣象聯隊則將於

2015 年年底購入四套 WindCube 100s 雷射光風速掃描系統，其功能

類似香港赤臘角機場的都普勒光達(Doppler Wind Lidar)監測設備，

Chan (2011)曾討論該類設備估算 EDR 的效能。因此，作者建議民航

單位未來應協商國防部善加運用這四套設備，先結合 LLWAS 系統彼

此驗證，再進一步考慮運用這類可移動式的光達偵測離島機場低空風

場連續剖面，提供飛機起降時刻的低空風切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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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麥德姆颱風路徑以及2014年7月23日19:00LST紅外雲圖。 
 
 

 
圖 2: 颮線系統垂直剖面與水平剖面結構示意圖(摘自 Johnson and 
Hamilton，1988) 
  



 
 
 
 
 
 
 
 
 
 
 
 
 
 
 
 
 

 
圖3:  (上)2014年7月23日17:00LST~20:00LST四小時期間麥德姆颱風

外圍雨帶的氣象雷達回波(下)  2014年7月23日中央氣象局馬公氣

象站地面觀測時間序列(中央氣象局林定宜提供)。  



 

 

 

 
圖4: 2014年7月23日18:00LST~20:24LST期間馬公氣象站（紅）與機場

氣象站（藍）海平面氣壓(上)風速(中)風向(下)三種氣象參數的一

分鐘解析度的時間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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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2014年7月23日11:00 UTC麥德姆颱風外圍雨帶在中央氣象局

WINS系統內的HDMOS分析圖 (中央氣象局林定宜提供)。 

 
圖6: 2014年7月23日10:50~11:20 UTC (18:50~19:20LST)期間以澎湖

機場(黑箭頭)緯度所處理的東西向(東經119~120°)氣象雷達回波

剖面。 



 
圖7:(左上)中央氣象局自動即時預報系統 (Auto-Nowcaster System；

ANC)下的卜勒雷達變分分析系統(VDRAS，Variational Doppler 
Radar Analysis System)針對2014年7月23日11:05 UTC麥德姆颱風

外圍雨帶在澎湖的西北東南剖面(黃線)與560m風速和風場。(右上)
該剖面的垂直風切數量和徑向風場。(左下)該剖面的風場輻合、

輻散量。(右下)該剖面的溫度。(中央氣象局林定宜提供)  



 
圖8: 本文所處理的WRF數值模式四層巢狀網格空間範圍，其中第三

層網格包含整個臺灣陸地，第四層網格則包含澎湖群島(包含90
公 尺 解 析 度 的 地 形 修 正 ) 。

 
圖 9:WRF 模擬第四層網格 90m 高度的水平風速向量(已扣除 2014 年

7 月 23 日 11:06UTC 該時間所有網格的同一高度風場平均值)，與風

場輻合(負值)與輻散(正值)等值線；圖中黑虛線是圖 10 剖面位置。



 

 
圖 10: (上)圖 9虛線WRF模擬第四層網格通過 23.22°緯度的東西向垂

直剖面(地面~15 km 高度)的風速(流線)以及降雨強度(等值線)；(下)
上圖白框範圍局部放大 (圖地面到 2 km 高度)。WRF 模擬時間是 2014
年 7 月 23 日 11:07UTC。風速部分，垂直速度向量放大 10 倍以方便

繪圖辨識。  



 

 
圖 11: WRF 模擬第四層網格通過 23.22°緯度、119.55°經度(9 藍色交

叉點)90m 高度的水平風速(上)以及垂直速度(下)的時間序列圖

(10:50~11:30UTC，2014 年 7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