颱風警報單線上作業軟體發展及飛航服務總台颱風警報作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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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據民用航空局防颱計畫及所轄各單位防颱措施規定，飛航服務總台台北航
空氣象中心負責台北飛航情報區內及民用機場之颱風警報發佈作業。即預報颱風之
暴風圈可能於 36 小時之內侵襲機場時，依序發佈 W36、W24、W12、W06、W00
之機場警報，以及於"x"小時後機場將脫離暴風圈時，發佈 Dx 之即將解除警報。颱
風警報之發布，包括電報及警報單格式；警報單格式過去係以人工繪製，比較費時
且容易產生人為誤差。現在已由同仁自行發展一套人性化之自動化編繪圖軟體，利
用 P C 電腦在線上編繪製作；經測試今年幾個颱風警報平行作業和改善後，使用者
滿意其功能及操作方式，在台北航空氣象中心已達到可正常上線作業狀態。
關鍵詞：機場颱風警報、編繪圖軟體
一、

前言

用軟體，另行發展出新的自動化且人性化之線
上作業繪圖系統，以電腦替代人工手繪；警報

民國 84 年以前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

單成品亦使用目前已有之專線上網傳輸，減少

台颱風警報單的製作，係以人工利用繪圖工具

電話傳真，除提供更清晰高品質之產品，更可

方式完成，不僅費時且容易產生人為誤差，資

提昇作業效率及節省通信費用。

料儲存方式亦以單張圖表裝訂成冊保留。後來

本作業軟體完成後，由於繪圖軟體係自

台北航空氣象中心豐年航空氣象台童台長利

行發展，不僅能節省購置軟體費用，且能充分

用 excel 建立預設圖檔，試著發展利用 PC 製

掌握軟體架構及維修方法，遇有任何小錯誤或

作颱風警報單的可行性。即作業時平行測試在

更佳邏輯時，均可依據現況隨時修改。當颱風

底圖上複製圖檔，同時以表單方式處理，依據

預報資料經研判決定後，預報員及/或觀測員

上次警報單加以移動颱風中心及暴風半徑，並

在個人電腦上點選及/或輸入基本資料後，便

將過去移動路徑位置連線一直延續下來不必

能在短時間內自動繪製出準確之颱風警報單

重繪。優點為可減少人工作業程序與時間，且

與文字預報資訊，經再透過現有之網站及網路

一個檔案儲存單一颱風的連續表單，其最後一

傳輸，可主動外送至各使用單位或由使用單位

次警報就包含整個移動路徑；缺點為因操作人

上網取得。

員熟悉度不一致，會造成預設圖檔變形而無法
應用。

二、

飛航服務總台颱風警報作業現況

由於資訊軟硬體的快速進步，為能提供
更穩定和快速製作方法，並能透過網路傳輸高

飛航服務總台之颱風警報作業，係依據

解析之颱風警報單，以利民航相關單位與航空

氣象法精神及民用航空局颱風警報資料發佈

業者作業應用，原雛型系統有必要進一步改

規定，由台北航空氣象中心對台北飛航情報區

善。因此於去(89)年正式提報局內作業研發計

民航機場發佈機場颱風警報。即當颱風中心進

畫，即利用台北航空氣象中心目前的個人電腦

入 15°N~30°N，105°E~140°E 範圍內，台北

裝備，部分升級必要硬體及再自行重新撰寫應

航空氣象中心督導席位值班主任氣象員，開始

每隔 6 小時編發資料報告(TYPH ADVISORY)

緯度資料，選取其中台灣、日本、

一次，並視實際需要，得另外加發颱風資料報

大陸及菲律賓等地區的部份，再自

告單，提供民航局或相關單位防颱參考。之後

行編寫 VB 程式碼，將經緯度資料

如颱風繼續移向本島，而預計其暴風圈在 36

連線而製作成底圖。

小時內，會侵襲台北飛航情報區內某一民用機

(二)、颱風標示部份：颱風位置的標示是利用

場時，台北航空氣象中心應成立颱風作業小

颱風經緯度值，再內插至圖片中底

組，統一對該颱風發佈機場颱風警報，持續至

圖經緯度之相對位置，另依據颱風

警報解除。

之暴風半徑值算出相對底圖大小之

W36、W24、W12、W06 及 W00 等五

圓圈及颱風風速判斷輕度或中度以

個機場颱風警報階段，分別表示預測颱風暴風

上颱風後，即可畫出颱風強度及暴

圈在 36~24、24~12、12~06、06~00 小時間

風半徑之圖示。

會侵襲該機場；例如 w36 表示預測颱風暴風

(三)、颱風過去移動路徑：颱風資料輸入至颱

圈在 36~24 小時間會侵襲該機場，而當預測

風警報單製作軟體後，可將資料存

颱風暴風圈在 24~12 小時間會侵襲機場時，

檔供程式繪製過去路徑之用。在每

則進階發佈 W24，餘可類推。W36 與 W24

次載入或輸入新的颱風位置之後，

警報階段時，每隔 6 小時更新一次警報；進入

程式即可記錄過去位置並在下一次

W12 至 W00 階段，則需每隔三小時發佈一次

繪圖時，將颱風過去路徑逐一連

警報。當機場已發佈 W06 後，其平均風速達

線，最後再連接到最新颱風位置

34KT 或以上時，該機場之航空氣象台或台北

上。可節省過去以人工逐次繪製過

航空氣象中心即可逕行發佈 W00 警報，表示

去路徑的作業時間。

颱風正侵襲中。W00 警報發佈後，預計暴風

(四)、颱風警報單自動上網：此颱風警報單製

圈將於”X”小時後會脫離該機場，改以發佈 DX

作程式可將製作完成的颱風警報單

階段表示”X”小時後該機場將解除颱風警報。

圖檔自動上網，改善人工手動將圖

因此在颱風移動穩定情況下，警報階段會由

檔放至於網頁上的麻煩。

W36－＞W24－＞W12－＞W06－＞W00－

(五)、颱風實際與預報路徑比較圖：颱風警報

＞DX 依序發佈；而若移動方向或速度有較大

單製作程式可將實際颱風路徑與

改變時，警報階段會有跳階或維持同一階段較

12 小時預報路徑分別連線，並將相

長時間或中斷結束之情況發生。

同時間下的實際與 12 小時預報誤

有關颱風的中心位置、中心氣壓、最大

差距離連線。另外，在列印出比較

風速及移動方向等資料，台北航空氣象中心依

圖時，可計算出誤差距離的海浬數。

據氣象法規定，完全參照中央氣象局發佈之資

(六)、颱風檢討報告資料：由於所有的颱風資

料為主，至於暴風半徑(民航應用係取平均風

料皆存檔，在警報結束之後，將所

速＞＝34 kts 之範圍)與機場天氣預報，則利

有發布的颱風警報資料列印出來，

用衛星雲圖、雷達觀測及其他天氣資料來研

製作成終結報告作為颱風檢討報告

判，並偏重在飛航作業安全的考量，預報內容

參考附件。

及重點則與中央氣象局有些差異。
四、
三、

編繪圖製作程序

軟體架構與功能
(一)、執行桌面上之”颱風警報單”圖示，啟動
為能建立一簡易人性化之自動繪圖軟

颱風警報單製作軟體。

體，資料輸入部分儘量採用選擇、自動複製累

(二)、選擇該颱風名稱，若颱風已存在則會讀

計與時間計算等方式。軟體結構分成圖檔與文

入過去資料。依序格輸入颱風資料，完

字檔兩部分，先行各別處理後再結合一起成為

成一個輸入格後，程式會自動引導至下

完整輸出檔案。基本架構如下：

一輸入格內；完成所有輸入資料後，按

(一)、底圖部份：由台北航空氣象台觀測員鄭

下”1. 繪 圖”，同時會計算出颱風中心與

文通君自網路上取得全球海岸線經

松山機場的距離(圖一)。

圖一：颱風各項資料選擇及輸入表格

"，若選擇”取消”則跳出不印（圖四）
。
圖四：列印

(三)、按下”2.存 圖”，此時會產生一個”ty.bmp”
的圖形檔(圖二)

(六)、經颱風作業小組督導確定資料無誤並簽
名後，請依序按 下”5.傳 圖 至 網 頁”、“6.

圖二：存成 .bmp 圖檔

存 檔”。當按下”5.傳 圖 至 網 頁”時，程式
會自動將 ty.bmp 檔轉存成 ty.gif 檔傳至
氣象中心網頁，使用 ty.gif 可加快網頁
存取速度。
(七)、啟動瀏覽器(IExplorer 或 Netscape),至
http://tamc.anws.gov.tw/ ， 檢 查 最 新 颱
風資料網頁是否已更新（圖五）
。
圖五：檢示颱風資料網頁

(四)、按下”3.預 覽(路 徑 圖 )”，會開啟小畫家並
將 ty.bmp 讀入，此時可檢查颱風警報單
是否輸入正確。資料若有修改請重按”1.
繪 圖” 、”2. 存 圖” 、”3. 預 覽 ( 路 徑 圖 )” 按
鈕。若資料正確，請關閉小畫家，回到
颱風警報單製作程式（圖三）
。
圖三：預覽(路徑圖)

(八)、E-MAIL 至各使用單位（圖六）
圖六：E-MAIL 至各使用單位

(五)、按下”4.列印”即可列印颱風警報單，此時
會出現印表機的相關設定，選”確定”列印

(九)、 颱風實際與預報路徑比較圖輸出列印

式，目前已廣受使用者滿意的肯定，可完全昇

（圖七）
。

級並取代台北航空氣象中心傳統之颱風警報
作業；節省下來的時間，讓颱風作業小組成

圖七：實際與預報路徑比較圖

員，增加參考各種有關颱風預報資訊和研判討
論機場天氣預報，提昇預報效率。
由於以 .gif 存檔可減小檔案量，而達到快
速傳輸之目的。惟此壓縮檔案之解析度較低，
直接列印圖表之效果並非十分完美；因此使用
單位如欲印出更清晰圖表，建議先利用
ACROBAT 軟體轉成 .pdf 檔，將可得到改善
及列印出完美的向量圖。
參考文獻：

(十)、颱風檢討報告資料輸出列印（圖八）
。

1.民用航空局防颱計畫及所轄各單位防颱措
施規定
2.台北航空氣象中心作業手冊

圖八：颱風檢討報告資料

(十一)、如操作人員認為某一部分有必要在修
改，可透過意見信箱傳輸至發展小組
參考看是否可行。

五、

結論與建議

颱風警報單線上作業之發展，於 90 年 5
月完成初版軟體撰寫，並在今(90)年尤特及榴
槤颱風警報期間作測試與驗證，結果與預期效
益相符合。隨後利用潭美颱風警報作第一次平
行作業測試對象，獲得編繪操作之預報員與警
報單使用者均十分良好的反應。因此，實際上
提早在製作桃芝、納莉、利奇馬、海燕等颱風
警報單時，已達到實際作業系統的功能。
依據預報員實際操作應用經驗與意見反
應，在測試過程中曾作數度修改軟體和操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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