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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2009 年 7 月 22 日下午 1 點，從從豐年航空氣象臺拍攝到台東外海

Kelvin Wave 造成波動狀的雲，大約僅持續 5 分鐘就消散了。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閻雅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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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年辛樂克颱風侵台期間之雙都卜勒雷達資料分析 

許秀妮
12
 李清勝

13 

摘要 

本研究利用中央氣象局五分山與民航局桃園機場雷達資料，反求在追隨地勢座標下

之三維風場，並由其所反演之各層風場，分析 2008 年 9 月 13-14 日辛樂克颱風侵台期

間，因受地形影響而導致颱風打轉路徑、環流與垂直结構變化。由颱風路徑特徵將其分

為三個時期，並分別就此三個時期作雷達資料之分析，探討不同時期之颱風結構特徵及

地形影響。第一個時期為颱風中心接近台灣東北部宜蘭陸地至完成第一個打轉運動，時

間為約自 13 日 17UTC 至 14 日 00UTC。其特徵為自地面至上層僅有一中心，並一致完

成氣旋式打轉，受地形影響，其中心隨高度往南傾斜，風場和對流出現明顯之不對稱性。

第二個時期為颱風以北北西移動經過台灣北部時，時間為約自 14 日 00UTC 至 14 日

04UTC。此一期間為地形對颱風影響最大時期，而導致上、下層環流中心之分離與環流

結構明顯變化。第三個時期為颱風中心出海西移時，下層中心在台灣西北方海上發生第

二個打轉運動期間，颱風下層中心向中上層中心位置開始調整而復合，時間約自 14 日

04UTC 至 14 日 11UTC。在颱風侵台期間，發生兩次打轉運動，每次打轉歷經 7 小時，

水平約 50 公里範圍。 

                                                 
1國立臺灣大學 
2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3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飛航天氣第十九期                                                                   2013.04 

 
 

 
 
 

2

 

Dual-Doppler Radar Analysis on the Looping Track in Typhoon 

Sinlaku (2008) 

Jenny S. N. Hui 
12
 , Cheng-Shang Lee 

13 

ABSTRACT 

Topography is known to significantly affect a Typhoon＇s track and structure 

by modifying its circulation.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to investigate the 

structural change and looping track involved in Typhoon (TY) Sinlaku (2008), 

which takes two looping tracks during affecting Taiwan. Result based on the 

dual-Doppler radar wind synthesis suggest that one looping track occurs right 

after making landfall and one, right after moving offshore to the northern coast 

of Taiwan. These phenomena are also reported by Central Weather Bureau of Taiwan. 

Both looping tracks occur within a time scale of 7 hours and space scale of 50km. 

Also, the TY circulation center at various vertical levels is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vertical circulation center moves consistent with 

southward track deflection after TY make landfall and then veers to northward 

finishing the first cyclonic looping track. Then, flow splitting is founded due 

the orographic blocking,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vertical variation in the 

center＇s horizontal position after first looping tracks. At that time, the 

low-level circulation center moves offshore along the shoreline at nort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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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while the mid-level circulation center shows a northwestward movement 

come across the island. After that, the low-level circulation center takes a 

cyclonic track change as it moves to the northern coast of Taiwan, while the 

mid-high level circulation center takes a steady westward motion. When both the 

circulation centers are moving close to each other, a vortex re-alignment process 

takes place, resulting in the second looping track. 

1. Introduction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problems for the prediction of 

typhoons (TYs) is track deflection, which occurs when TYs make 

landfall. Both observational and modeling approaches have been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physical mechanisms of track deflection. 

Yeh and Elsberry (1993a, b) suggested that a westward moving storm 

tends to decelerate and deflect southward upstream of Taiwan as the 

basic flow and outer cyclone circulation are blocked and perturbed 

by the CMR. The storm may further deflect northward when it approaches 

the southern or central parts of Taiwan via an advection flow 

associated with an asymmetric flow created by an imbalance in the 

inner-core region. Lin et al. (1999) found that both orographic 

blocking and the channeling effect lead to southward deflection of 

the small vortex of a TY regardless of its initial strength and speed. 

Six non-dimensional parameters were identified for diagnosing track 

deflections and continuity of a westward-moving vortex across the 

CMR. Also, several physical mechanisms have attempted to explain the 

existence of the looping tracks of TYs. Willoughby (1984)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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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an asymmetric heat release and associated asymmetric divergent 

flow may induce an asymmetric rotational circulation, resulting in 

a meandering track. Khandekar (1982) and Jones (1994) demonstrated 

that in the case of a baroclinic vortex, once the vortex begins to 

tilt, the upper and lower level center begin to rotate cyclonically 

about the mid-level center due to the vertical penetrations of the 

circul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potential vorticity anomalies of the 

tilted vortex. Jian (2008) found that asymmetric northerly winds, 

which had a radius of 100km and were induced by the channeling effect, 

caused the westward-moving TY Haitang (2005) to turn sharply 

southward. Sensitivity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how the 

elevation of the terrain and land-us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modified the channeling effect and impacted the track deflection and 

looping amplitude of TY Haitang. Huang et al. (2008) suggested that 

the height of Taiwan＇s terrain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Y Krosa＇s (2007) looping motion at landfall, while the surface 

properties, the topographic shape of Taiwan, and the cloud 

microphysics had a secondary impact on the track deflection.  

Although theories and modeling experiments have provided us with 

the general framework governing TYs＇ motion, the poor ability of 

the forecast model to predict meandering tracks prevents us from 

obtaining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looping tracks of TYs. 

Further research is also needed to examine the terrain-induced 

structural change of TY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asymmetric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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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Ys＇ track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track, the 

wind and rainfall magnitude forecasting. In this study, TY Sinlaku 

(2008) was selected because of the unique movement of its two looping 

tracks when it is affecting Taiwan, reported by CWB. Also, the case 

of TY Sinlaku presented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observe looping 

tracks based on the dual-Doppler radar observations. With the aid 

of the high temporal and spatial resolution of radar observa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e two looping tracks and examines the 

terrain-induced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TY. The radar data 

processing and method of dual-Doppler radar wind synthesis are 

presented in section 2. The 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of the track 

and structure of TY are shown in section 3 and a brief summary is 

in section 4. 

2. Data and Methodology 

Wu Feng Shan (RCWF) and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CAA) 

Doppler radar are available during the period of 12 - 14 September 

2008 when TY Sinlaku is affecting Taiwan. Both Doppler radars＇ 

observations of radial wind and reflectivity variables are used and 

undergo data processing in this study. As the lowest elevation scans 

are often significantly contaminated by the topograph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ata at low elevation levels under 2km are removed. 

A computer algorithm is designed to objectively identify and 

correctly perform velocity aliasing. After that, quality contro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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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to both variables, which are bilinearly interpolated to the 

domains of 140x120 horizontal grids sizes with 1km resolution and 

21 vertical levels with 0.75km resolution. 

Dual-Doppler Radar Wind Synthesis and Verification 

Deng and Chen (1994) and Teng (2000) introduce a variational 

dual-Doppler synthetic approach for the analysis of 

three-dimensional (3D) wind components (u, v, w), which are derived 

from two radial velocity equations, along with the anelastic 

continuity equation and an empirical formula of the mean particle 

terminal velocity under terrain-following coordinate. The 

non-elastic continuity equation is employed as a constraint in the 

variational calculation to adjust the wind components. Here, this 

method is used to reveal the 3D kinematics structure of TY Sinlaku 

during the two looping tracks periods that occurred between 13 

September and 14 September 2008. To verify the wind fields that are 

derived using the above method, two comparisons with in-suite 

observations are conducted. Firstly, both the wind speed and wind 

direction are verified using sounding observations as shown in figure 

1. The vertical profile of the derived wind fields agree well with 

the sounding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a station in Taipei (46692). 

Secondly, the radial velocities with respect to each radar location 

(CAA and RCWF) are reconstructed from dual-Doppler radar derived wind 

fields, and then calculate the horizontal root mean square error at 

each level between the reconstructed radial velociti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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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of radar radial wind observations. Figure 2 shows that the 

total root mean square error is less than 1.5 ms-1 and slightly 

increase with height due to the sparse amount of data at upper levels, 

which might have induced a large error in the calculation. Any data 

that exhibited large inconsistency, that is, a higher root mean 

square error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value, are sorted out and 

deleted in this study. Overall, the reconstructed radial velocities 

from dual-Doppler radar derived wind fields are good matches with 

the in-situ radial velocity observations.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imply that the dual-Doppler radar derived wind fields can be obtained 

reasonably well especially for a height of 3-10km using the 

variational dual-Doppler synthetic method. This is believed to be 

representative of the 3D kinematics structure of TY Sinlaku. 

3. Track of TY Sinlaku 

Center position by tracing the TY circulation center 

In this study, the TY tracks at various vertical levels are marked 

by tracing the circulation centers which are revealed by the 

Dual-Doppler radar wind synthesis. The derived wind fields are 

updated nearly every 15 minutes. As shown in figure 3, three heights 

are chosen in the center analysis to represent the low-, mid- and 

high- level circulation centers of the TY: 3.0km, 5.25km and 7.5km. 

It is clear that two looping tracks are identified during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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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between 1500 UTC 13 and 1200 UTC 14 September. Both of the 

looping tracks finish within a short temporal scale of 7 hours and 

have a spatial scale of 50 km. It can be seen that one looping track 

occurs right after making landfall and one, right after moving 

offshore to the northern coast of Taiwan. These phenomena are also 

observed from the PPI reflectivity images of TY taken at RCWF radar. 

Also, our analysis of the low-level track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ost-analysis of the 1hr best track from CWB. With the aid of the 

3D derived wind fields, significant vertical variation in the 

center＇s horizontal position is observed. In between the two looping 

tracks, the mid- and high- level circulation centers of the TY are 

marked with dashed lines (as shown in Figure 3) to show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motion caused by the flow splitting of the upper- and lower- 

level. The first looping track occurred during 1700 UTC 13 - 0000 

UTC 14 September. It is found that the vertical circulation center 

moves consistent with southward track deflection after TY make 

landfall and then veers to northward finishing the first cyclonic 

looping track. Notes that the high level circulation center locates 

further eastward without touching the land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storm center is less prominent at high levels. This is also 

mention in (Chang 1982). The intermediate time between 0000 and 0400 

UTC 14 September that flow splitting is founded due the orographic 

blocking,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vertical variation in the 

center＇s horizontal position after first looping tracks. A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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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e low-level circulation center moves offshore along the 

shoreline at northern Taiwan while the mid-level circulation center 

shows a northwestward movement come across the island. After that, 

the second looping track occurred during 0400 - 1100 UTC 14 September. 

The low-level circulation center takes a cyclonic track change as 

it moves to the northern coast of Taiwan, while the mid-high level 

circulation center takes a steady westward motion as it moves to the 

northern tips of Taiwan. When both the circulation centers are moving 

close to each other, a vortex re-alignment process takes place and 

exists some oscillations afterward. 

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The dual-Doppler radar analysis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wo looping tracks are showed based on the dual-Doppler wind 

synthesis. Three periods based on the meso-scale circulation pattern 

are identified and different physical processe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two looping tracks.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17UTC 13 -00UTC 14 

September), TY Sinlaku move southward along the shoreline and then 

veer to northward resulting in cyclonic looping and consistent 

movement of center at various height. Asymmetric and elongate vortex 

eastward tilting structure are exhibit when the terrain started to 

affect TY structure. Orographic effect, diabatic heating and 

terrain-induced asymmetric structure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oping track. During period 2 (00-04UTC 14 Septemb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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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level and mid-high-level centers are splitting under orographic 

blocking after the first looping track. The difference motion of the 

splitting circulation suggest an significant vertical variation in 

the center＇s horizontal position. a secondary vortex is identified 

at mid-high level. Significant change in vertical structure of the 

TY circulation and weaken convection. During period 3(04-11UTC 14 

September), the low-level vortex takes a cyclonic track around the 

terrain while the mid-high level vortex, a steady westward motion. 

When both the vortices are moving close to each other, a re-coupling 

process takes place, resulting in the second looping track. The 

vertical interactions of tilted vortex make the vertical vortex 

realignment. This re-established of organized storm rainbands and 

bottom-up development of cyclonic circulation allows the TY to 

slightly intens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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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dual-Doppler derived winds versus a Taipei station (46692) 

rawinsonde winds at 00UTC and 12UTC 14 September 2008. 

 

 
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horizontal root mean square error at each 

vertical level between reconstructed radial velocities and radar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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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circulation center at low, mid and high level identified by 

dual-Doppler win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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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形成的過程（Fog：Its Processes） 

卓智祥
1 

一、 前言 

航機起飛及降落時，機場的能見度及雲冪在不同的情況下有航機適用

的起落程序條件，可見能見度及雲冪對於飛航有重要影響；春天時，冷暖

空氣於台灣地區交會，時常於金門、馬祖與西半部沿海地區發生濃霧情況，

影響台灣西部各機場起降航班；本文章部分內容來自UCAR網站

（http://www.meted.ucar.edu/）文章Fog：Its Processes and Impacts to 

Aviation and Aviation Forecasting，討論霧發展過程以及其發展必要條

件，透過本文讓讀者了解霧發展及消散因子，以及藉此提升霧的預報需求。 

霧對於飛航天氣有重大影響，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The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統計1994-2003年10年期間，與天氣相關

的4159次飛航事件之中，有20.5%事件是和能見度與雲冪有相關性，而在這

20.5%的飛航事件中，29%是和霧有關，39%和低雲冪有關。 

                                                 
1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 

 

圖 1.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 The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統計 1994-2003 年 10

年期間，與天氣相關的飛航事件之中，

各類天氣要件所佔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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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霧形成要素 

霧是空氣中懸浮著非常小的水滴，降低地面能見度使其小於一公里；

主要常見的霧為輻射霧、平流霧、地形引發的霧、鋒面霧等。形成霧最主

要作用仍為輻射作用和平流作用，也是一般常見發展過程。 

接下來討論霧的環境先決條件、形成階段、成長階段、維持階段、消

散階段，來對霧生命期做詳細介紹與了解；本文先以輻射霧為範例討論，

再討論平流霧與其特點。 

輻射霧形成主要條件為地表要有輻射冷卻作用、地面微風或接近靜風

以及低層空氣富含水氣；環境低層反氣旋為有利於輻射霧形成，高壓籠罩

下將抑制地面風，風速轉為靜風或微風，另外透過沉降作用使得中高層空

氣偏乾燥，中高層乾空氣將提高夜間地表輻射冷卻作用，而地表仍需要足

夠水氣才有可能形成霧，此時地表水氣來源有可能為附近地區平流過來或

是地表潮溼的土壤蒸發至空氣中。 

 

 

圖 2. 霧發展的環境先決條件以及水氣來源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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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輻射冷卻作用 

在白天太陽加熱結束後，邊界層上方若為乾燥且乾淨無雲狀況，將有

助於地表輻射冷卻作用，假使天空為滿雲量（overcast） ，地表輻射至

太空中的輻射量將小於10%，因為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水滴、雲滴皆會吸

收地表長波輻射；若為無雲量天空，約有20%~30%的地表輻射量會輻射至

太空中，使得地表輻射冷卻效應較明顯。風會產生近地層擾流進而產生混

合作用，因此微風或靜風的情況會使得地表輻射冷卻有最佳化情況。若地

表能量持續逃逸，地表快速冷卻且離地面幾公尺的空氣溫度也會開始下

降，形成接近地表且很淺的逆溫層，如果地表水氣足夠且冷卻作用也夠顯

著，低層空氣最終達到飽和。另外熱帶地區水氣含量與溫度皆高於中緯度

地區。 

 

圖 3. 地表輻射冷卻作用示意圖 

 
輻射冷卻作用程度有其極限，例如在晴朗無雲乾淨夜晚時，若當天中

午地面氣溫較高，夜間要達到飽和狀態就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地面則比較

不容易形成霧；若中午地面氣溫偏低，則當天夜間就很快速達到飽和情

況，容易形成霧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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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因地表輻射冷卻程度有限，日間地表溫度的高低將影響夜間輻射霧形成。 

 

2、 近地表形成逆溫層的情況 

當冷卻狀態持續下去後，接近地表水氣開始凝結成露滴、水滴或霜，

這作用會使得近地表幾公尺的大氣轉為偏乾，小水滴粒子間會有微弱擾動

擴散情況，將使其轉變成大水滴後沉降至地表。一般來說，熱帶地區逆溫

層偏弱偏淺，高水氣含量也意味著輻射冷卻作用偏弱。持續冷卻形成逆溫

層增加穩定性，也將可以抵抗近地表微弱擾動擴散混和作用，最後近地表

擾動停止形成水滴或霜，當冷卻作用持續，位於這穩定層內多餘的水氣將

會凝結成霧滴，形成所謂霧。這裡指的擾動混合尺度非常小，非風力造成

的混合作用。 

 

圖 5. 逆溫層內達飽和後，霧滴粒子逐漸形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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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表熱通量交換作用 

不同成份的地表狀態有不同的輻射冷卻率，草地比路面冷卻速度還要

快，草地上空氣層達飽和狀態的速度也會比較快。潮溼土壤上空氣層升溫

速度比乾燥土壤慢，因為水氣會蒸發吸收潛熱；溼土壤冷卻速度也比較偏

慢，則是因為水氣凝結會釋放潛熱。 

 
圖 6. 水泥地與草地輻射冷卻速率不同。 

 
4、 霧的維持穩定狀態 

在經過霧的初始階段以及成長階段後，霧區開始往水平方向及垂直方

向擴大發展；關鍵過程在於輻射冷卻作用、霧層的構成以及地表熱通量。

輻射持續冷卻導致地表上的空氣層達過飽和後凝結成霧滴。熱帶地區高水

氣含量，使得輻射冷卻偏弱，其逆溫層較中緯度地區偏弱偏淺。 

霧層形成後，輻射冷卻持續，霧的深度逐漸發展至幾公尺，待霧的深

度足夠有吸收和再輻射作用時，就開始減緩地表輻射冷卻作用，這時候霧

層頂端就為輻射冷卻和凝結作用最活躍地方。冷卻作用取決於地表的成

分，地面會有熱通量交換，近地面空氣會比它上方空氣較暖，產生微弱擾

動，進而造成近地面逆溫逐漸上升。另外雪和結凍的地面是最小的熱傳導

的地面。同時，在霧層的霧滴粒子影響下，越來越少輻射量由地面和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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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區逃逸，霧就像毯子一般蓋著低層，限制輻射熱逃逸，此時由地面傳導

剩餘的熱量，將維持近地面層均溫情況。 

 

 

 

 

 

 

 

圖 7. 霧層形成後，輻射冷卻作用轉移

至霧層頂端；地面有熱通量交換，產生

擾亂現象，使近地面層有均溫現象。 

 

在維持階段，被建立的霧層維持著相對不變厚度，這階段的特點為各

種消長作用間維持平衡。這作用分別為於霧層頂端的輻射冷卻作用、液滴

作用（droplet settling）與霧層頂端的混合作用。凝結核的濃度、雲有

沒覆蓋著霧區、地表導熱情況等，都是影響霧層是否能維持的因子。 

由典型輻射霧情況的探空圖顯示，通常逆溫區位於霧層頂端附近，逆

溫頂端位於霧層頂端上面，逆溫區底部位於霧層頂端下方50公尺附近。 

在維持階段，霧層頂端凝結作用與蒸發作用及液滴現象達到平衡，以

維持霧層深度，霧層頂端輻射冷卻所造成水氣凝結則持續補充霧層頂端區

域因液滴現象往地面掉落的霧滴，而且也持續加強逆溫和加強霧的濃度；

同時，霧層頂端的擾動混合作用則企圖減弱逆溫層，逐漸侵蝕霧層頂端。

所以輻射霧厚度由成長階段一直加深至風場轉強的高度，此風場可促使足

夠的混合作用使霧層頂端停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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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左圖表示逆溫區底部位於霧層頂端下方；右圖為霧層頂端各作用示意圖。 

 

霧層頂端的輻射冷卻作用於其上方偏乾空氣，風速微弱、沒有雲在霧

區上方之時，其冷卻作用最強大；而擾動混合作用則把乾空氣帶進霧層頂

端，使得霧滴蒸發，其作用強度取決於位於霧層頂端上方的垂直風切。 

5、 凝結核多寡影響 

為於海岸邊的機場較容易產生霧，其中因素之一為該地區空氣中有較

多的海鹽粒子，使得有過多凝結核位於空氣中，空氣中有過多的吸溼性的

凝結核，溼度在100%以下時，這些凝結核就已開始凝結，水氣含量偏多時，

容易達到過飽和情況。所以一些位於海岸邊的機場或有汙染物的機場，其

起霧頻率皆較高。 

 
圖 9. 凝結核多寡與水氣含量影響視障情況。 

6、 高雲與低雲對於霧發展的影響 

在白天太陽照射時，中高層雲存在霧區上方，是有助於輻射霧的維

持，中高層雲為冰晶粒子，將減少地面吸收太陽輻射，防止地面增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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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維持高溼度；若為一般低雲，低雲內的水滴粒子無法減少地面吸收太

陽輻射，將降低地表及霧層頂端的輻射冷卻作用，霧層頂端的水氣不斷凝

結，霧區將逐漸消散。 

 
圖 10. 霧區上方的雲層，在輻射作用過程對霧區影響的示意圖。 

三、 霧消散因素 

1、 太陽短波輻射加熱近地表（Radiative Heating Near the Surface） 

在消散階段時，霧的厚度、其覆蓋程度、其濃度都會減少；太陽輻射

加熱地面也會使得霧消散；原因為太陽輻射是會穿過霧滴粒子，於白天時

仍會持續加熱地面，使得近地面產生擾動混合情況，相對溼度逐漸降低，

蒸發作用增強、減緩霧滴凝結形成。 

當霧開始減弱變薄後，暖化作用會開始加速，太陽輻射更直接加熱地

面，在一般情況太陽照射時，霧或低雲冪就會每小時提高幾百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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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太陽短波輻射作用於霧區示意圖。 

 
2、 霧區內的次環流作用（Radiative Sub-Process：Radiative Heating 

Within the Fog Layer） 

霧區裡面的次環流情況也會造成霧消散；例如二氧化碳和水滴，皆是

會吸收太陽輻射並且有再輻射作用，使得霧區內的溫度升高，相對溼度會

降低，霧滴逐漸消散。 

 
圖 12. 霧區內次環流作用：霧滴粒子吸收輻射與再輻射作用皆會提高霧區內溫度，

進而霧區逐漸消散。 

 
3、 液滴作用（Droplet Settling） 

無論霧滴大小，在液滴作用下，所有霧滴會持續結集，緩慢往地面滴

落，如果當霧滴形成速度趕不上這霧滴結集速度，霧就會開始消散，因此

霧滴存在本身就是消散現象，一般說來霧的生命週期皆偏短；小霧滴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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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霧滴還要慢結集，平均而言，霧滴直徑約小於20 micrometer，液滴後

落地速度約1 cm/s；所以若霧有30公尺厚(~100ft)，且沒有維持作用，霧

滴約一小時會落地。 

 
圖 13. 霧層頂的液滴作用示意圖。 

 
4、 霧層頂端的擾動混合作用（Fog-Top Turbulent Mixing） 

通常霧層頂端（fog-top）皆伴隨著垂直風切，逆溫底部通常位於霧

層頂端下方50公尺，擾動混合作用，將頂部偏暖偏乾燥空氣對流進去霧

頂，使其相對溼度轉乾燥，並且降低逆溫層和減弱逆溫強度；熱帶地區逆

溫偏弱，所以減弱時，也非常容易受到此作用影響。若霧區上方為冷平流，

將減弱逆溫層強度，增強混合作用，霧區將逐漸消散；若霧區上方為乾燥

平流，有助於霧層頂端輻射冷卻。 

 
圖 14. 霧層頂端的擾動混合作用，使得頂端乾空氣逸入，霧將逐漸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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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夜間雲層的影響（Overlying Cloud Layers at Night） 

夜晚若沒有雲時，輻射冷卻非常快速，若中層有雲冪或高層有薄雲存

在，霧層頂端輻射冷卻作用會減弱，輻射無法逃逸至大氣中，減緩新的霧

滴形成速度，霧將轉為消散。 

 

 

圖 15. 夜晚雲層將影響輻射冷卻作用。 

四、 平流霧 

另一種常見的霧為平流霧；常見平流霧有兩種，一為冷空氣平流於暖

海面上時，通稱為蒸氣霧或蒸發霧；一為暖空氣平流於冷海面上，通稱為

海霧。平流霧形成因素有動力過程和熱力過程，綜觀尺度過程主要影響平

流霧生命期，而輻射作用則扮演較次要的角色，因此輻射霧形成環境容許

輕度至中度垂直風切；發生的季節通常在暖季，太平洋副高脊形成，西側

外圍向極地流區域。在1954年至1992年船舶觀測資料統計下， 6月至8月，

西北大西洋及西北太平洋為霧發生頻率較高區域；12月至2月，霧發生頻率

較高區域則移至西南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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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在 1954 年至 1992 年船舶觀測資料統計下，海洋的淺色區為霧發生頻率較高

區域，左圖為 6 月至 8月；右圖為 12 月至 2月。 

 

較冷空氣平流並且取代較暖較乾燥的空氣，冷空氣平流過後地面溫度

下降；配合著上空綜觀尺度高空沉降作用有利於霧或低雲形成；垂直剖面

結構顯示地表為冷空氣，高空則為暖空氣，形成逆溫層。 

 

 
圖 17. 平流霧典型的剖面圖及示意圖；左圖為中緯度，右圖為熱帶地區。 

 
 

中緯度探空顯示平流霧發生時，穩定層接近地面，霧層上方空氣則為

偏乾燥，在逆溫層有中度垂直風切；通常平流霧和輻射霧頂層皆有垂直風

切存在；暖平流高度則位於平流霧頂層，暖平流可以幫助霧區持續建立，

維持逆溫層，並且穩定平流霧區內空氣狀態；熱帶地區的探空則顯示平流

霧發生時，逆溫層偏淺，熱帶地區垂直風切偏微弱，另外霧層上方空氣也

為偏乾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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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平流霧典型探空圖。左圖為中緯度，右圖為熱帶地區。 

 
下圖中小圖1及小圖2顯示冷空氣接近觀測點並且持續讓低層空氣降

溫，抬升暖空氣；於中層700百帕有沉降作用，穩定低層空氣；小圖3顯示

冷空氣持續移動，抬升暖空氣，觀測點探空顯示此時逆溫層已建立，但邊

界層（700百帕以下）仍有相對偏強環境風場；小圖4則顯示環境風場已稍

微減弱，逆溫層內空氣已呈現飽和狀態，探空顯示溫度及露點線於小圖4

時最為靠近。另外若為熱帶區域則逆溫層偏弱，高度也偏淺，另外環境風

場大多為東風系。 

平流霧的消散因子是和輻射霧雷同的，就不再贅述。 

 
圖 19. 中緯度平流霧演變過程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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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論 

本篇文章主要簡單介紹輻射霧和平流霧形成過程以及影響其成長和消

散的因子，輻射霧和平流霧有一較明顯區別，平流霧發展時可以容許在邊

界層中有相對偏強的環境風場，而輻射霧發展時則需要小於5 海哩/小時

(KT)或是靜風情況的環境風場。其他有關於輻射霧和平流霧的特色或特點

則列於下表中。 

表 1. 輻射霧與平流霧的特色列表： 

特色 輻射霧 平流霧 

形成 近地層或接近地表的夜間輻射冷卻

作用 

通常為暖空氣移至較冷底層（冷空

氣或冷洋面）上方，較冷底層會持

續冷卻上方暖空氣，使其達到飽和

狀態。 

影響

區域 

輻射作用為主宰，通常輻射霧在其

生命期中，皆影響在同區域。 

主要是靠邊界層動力過程及熱力過

程，包括水氣及溫度平流。綜觀尺

度作用影響平流霧生命期。因此可

覆蓋較大範圍和橫跨較遠距離。 

輻射作用對於平流霧的建立及生命

期仍為重要，但並非主要因素。 

環境

風場 

邊界層動力及熱力作用較微不足

道，環境風場通常要小於 5 KT，較

強環境風場產生上空較乾空氣混合

入霧區的情況。 

邊界層環境風場條件並不限定，平

流霧可發展於小於 10 KT 或超過 10 

KT 環境風場。 

生命

期 

偏短（<24 hrs），通常於午後消散 可以長達數天 

一天

容易

發生

的時

間 

通常發生於夜間或清晨這時段；另

外發生降雨過，當天日落後這時段

也容易發生。 

通常在平流霧影響區域內，一天整

時段內皆會受其影響；有時候會傾

向於午後發生，在海岸地區則容易

於夜間發生平流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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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籌帷幄慎決斷，飛航千里保平安 

呂學穎
1
 

現今國際商業競爭已不亞於戰場上的追逐，司馬遷云 :「述往事，知來

者」，歷史是一面鏡子，能鑑成敗，觀興衰，現以航空經營角度出發，借

鏡諸葛亮的謀略戰術，應用在現今的企業經營上頭，憑藉著先人的智慧與

現代經營的角度激盪出更嶄新的思維。 

一、欲得益天下、貴在人謀 

劉備三顧茅廬，諸葛亮提出了「隆中對」，縱論天下大勢，並詳細分析

了自東漢末年群雄割據的發展變化和當時幾個政治集團的態勢之後，為劉

備制定了先據荊、益二州，連吳抗曹，最後奪取中原的戰略。諸葛亮的謀

略過人之處即在於，他善於把握總體情勢、胸有全域，掌握了決策的主動

權，制定了切合時局的具體策略，並一步步的加以實現。  

一個優秀的企業家必須像諸葛亮那樣，善於掌握和分析總體形勢，做到

全域在胸，才能因勢利導，在宏觀決策時精準的立定企業的經營戰略。長

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先生，看好台灣可發展為亞太區民航機維修中心，長榮

集團已申請籌建第四維修棚，計畫跨足飛機零組件的製造，全力打造台灣

的航太工業。 

長榮航空自2012年八月起，將與美國聯合航空共同掛班聯營合作，旅客

可搭配其國內航線，順利銜接內路段至休士頓或克利夫蘭，當地旅客也可

                                                 
1長榮航太修護管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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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長榮航空西岸航線來台。長榮航空未來將與27家會員航空公司展開更密

切的合作，將可快速擴增飛航網絡及會員服務，提供旅客無接縫完整的全

球服務。 

長榮集團領導總裁張榮發先生，獨樹一格的領導風格，在景氣一片看好

聲中，並不躁進，靜觀其勢，默默累積自我實力。金融海嘯後，同業一片

哀鴻之際，卻展開了大動作造船租船計畫，降低了平均船舶成本，不斷擴

增全球航班，提升自我競爭力，展現了驚人的判斷力及擴充能力。領導著

長榮集團，風雨中依然能穩健的向前挺進。 

二、用人唯才、知人善用 

在諸葛亮的謀略思想中，千百年來一直被人稱道的當數用人之道。他在

《出師表》中勸誡後主劉禪時說：“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隆也；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也＂。明確提出了舉賢任能的用人標準。 

一個企業要想在激烈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發展，就必須樹立尊重人才，重

用人才的觀點。培養、選撥、任用一批專業人才，加強企業管理等方面提

高企業素質。一個優秀的企業家就要像諸葛亮那樣，具有識人、知人、善

任的用人之術，組織協調好各類人才的關係，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才能

保證企業“決勝於千里之外＂。  

長榮集團一向重視人才的養成教育，重點培訓航空及航太人才，計畫由

長榮航空、長榮航太與成功大學加強產學合作，現階段設立「民航工程學

程」，課程包括:飛機次系統與運作、維修實習、基礎飛行、飛航安全管理

等，並指派長榮航太專業人員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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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年長榮航空以優越的服務品質，榮獲「亞洲地區最佳人員服務獎」，

空服人員與地勤人員熱忱專業的服務態度，贏得廣大旅客的迴響與支持。 

長榮集團能在國際上獲獎無數，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擁有了許多的人才。

機師除了本身專業的技能外，還必須具備語文能力、應變能力、溝通能力

才能夠擔當起機師的角色；空服人員與地勤人員，除了學習進修外，還必

須具有服務的熱情以及緊急事件的應變處理能力；航勤維修人，除自身對

於飛機零組件非常熟悉外，也必須保持工作上細心度以及謹守嚴謹的工作

程序。 

人才的強大相對的競爭能力就更強，就能處於主動和領先地位。善於識

別，敢於啟用有用之才，正是長榮集團立於不敗之地的核心。 

三、足智多謀、決戰千里  

諸葛亮的謀略中，有一個亮點，鮮為人所知。引述《三國志‧蜀志‧諸

葛亮傳》裡頭:「亮性長於巧思，損益連弩，木牛流馬，皆出其意…」。譯

成現代漢語，就是說：諸葛亮生性愛動腦子，好產生新奇的想法，他改進

了可以連發數箭的連弩，發明了木牛、流馬這種輕便的運輸工具。蜀國可

說在三國中，領土最小，國力最弱，何以能抗敵，但他堅持科技先行，充

分發揮自己足智的優勢，改進發明武器和工具，鞏固了蜀漢政權。  

現代社會是一個以科技為主流的社會，一個企業必須擁有一支實力雄厚

的科技開發團隊，不斷的開發研究新的產品技術，以出奇制勝的行銷手法，

才能取得競爭優勢，獲得更佳的經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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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價時代的來臨 ，壓縮了航空業成長空間，於是乎開發替代能源成

了勢在必行的主流。研發團隊致力於研究可供商業飛機使用的「生質燃

油」，朝減少飛機油耗以及降低二氧化碳排放量目標邁進；另外就是不斷

的改進飛機材質，創造出一種更輕更耐用的複合材質。相信在不久的將來，

擁有尖端科技概念的夢幻飛機，將在航空史上寫下一頁輝煌。 

廉價航空的進逼，使得航空業進入了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長榮航空當

前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站穩腳步，走出一條自己的路。長榮航空近年來

在總經理張國煒銳意經營下，整個氣象煥然一新，獨創Hello Kitty彩繪

機，在市場上掀起了一股搭機熱潮，這項成功的行銷出擊，在國際上引起

了不小的注目，獲得了美國Travel Weekly雜誌評選為最佳行銷創意銀獎。

Hollo Kitty彩繪機讓一成不變的飛航旅程，增添了一股溫馨與歡樂的氣

氛。 

鎖定金字塔頂端的客層，長榮航空推出皇璽桂冠艙，以頭等艙等級的精

品服務搭載高規格的硬體設備，榮獲了最佳商務艙評比。皇璽桂冠艙的推

出，展現出長榮航空想發展高端市場的用心，著手優化機上餐點，強化各

項硬體設備，以優質化的服務，吸引貴客搭乘，以貴客的知名度及影響力

來替企業背書，間接替航空公司帶來強而有力的免費宣傳效果。 

四、由心出發、成就不凡  

長榮航空對於硬體設備的強化有目共睹，最驚人的莫過於整個公司上下

所展現出來的「軟實力」。長榮航空機隊維修秉持著「品質第一，安全第

一」的理念，從飛機維修到軟硬體設備不斷擴充，培養一群優秀的維修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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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打造出飛航零失誤的完美紀錄。在整個團隊第一線的機師以及空服人

員，懷抱著熱忱與服務，讓旅客從登機那刻起，即使處於幾萬英呎的高空

中，仍能感受到那份濃濃的體貼於關懷。「安全第一、服務至上」就是長

榮航空最引以為豪的軟實力。 

長榮航空從台灣為起點，獨霸全球，這份霸氣，代表著台灣不服輸的硬

頸精神，帶著這份霸氣，強悍而優雅的翱翔於藍天之上。 

縱觀諸葛亮的軍事謀略和戰爭實踐，無處不閃耀著智慧的光芒與處事的

智慧。長榮航空的經營用心並不亞於諸葛亮的謀略思想，以科學經營手法，

成就航空史上之霸業。先人的智慧結合現代科技，淬煉出讓世人為之驚艷

的發光體，這顆光芒閃耀的東方之星，將帶領著台灣走出國際，站上世界

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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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服務，用心出發 

李果彬
1
 

航空業的發展至目前之趨勢，已逐漸走向了航線國際化、服務精緻化與

經營多角化的經營模式，在競爭激烈的航空客貨運輸業中，各公司無不以

擴張市場佔有率、積極削減成本為生存策略，但一個真正能讓企業永續經

營並且找到實質利基所在的藍海，則是應該創新服務、用心出發！ 

航空公司的生存本質，是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高度複雜企業，而一個

具有遠景與發展的航空公司，絕對不能單純地以交通運輸業者自居，如此

則會陷入一種成本－效益的狹隘思考，這種思考的方向不但容易造成自我

侷限，同時也容易忽略了航空公司服務業的基本特質。 

航空業的服務特質，在於其商務、旅運等業務所提供者，係直接與客戶

切身相關的服務，如何用心貼近客戶的需求、甚至開創出新的服務項目，

才是航空業者的藍海策略，永續經營的利基所在。 

針對應如何「創新服務，用心出發」，身為一個航空業者，可以下列數

點策略作為企業目標： 

一、提升服務品質，加強專業能力 

航空業的服務品質，與其他旅運業相較，必須擁有更多的專業知識與技

巧。服務的品質的優劣，在於對所服務的對象、工作技能的精進、應對的

                                                 
1立榮航空台南機場辦事處 



飛航天氣第十九期                                                                   2013.04 

 
 

 
 
 

34

技巧與航站管理能力的充分掌握，因此在創新與用心之前，整體企業的工

作人員必須依其所在的工作崗位提升以下之專業能力，才能提升整體的服

務品質，如：航空運輸管理、行銷與企業形象、顧客關係管理、消費者行

為、危機管理、休閒旅遊管理，甚至是觀光商務英語及美容彩妝形象造型

等課程，這些課程可以經由公司整體規劃，讓不同部門及職級的工作同仁

分別學習，不但可以提升服務的品質，也可做為將來晉升之參考。 

二、精進基礎服務、固守既有利基 

航空公司的基礎服務，並非僅止於將乘客及行李由一處運送至另ㄧ處而

已，其基礎服務，在於航務資訊提供、訂票及劃位、付款便利性、報到親

切有效率、登機秩序或換位升等、機艙潔淨明亮通暢、起降及旅途舒適安

全等等，均屬於基礎服務的項目，但卻也都是既有利基之所在，精進基礎

服務，絕對不是八股文章或是例行公事，而是必須一再不厭其煩的努力、

將其視為公司生存的既有利基的服務態度。航空公司的服務形象與口碑，

絕不是靠嘩眾取巧、大肆宣傳而輕易得來的，唯有靠紮實的基礎服務，才

能固守既有利基，作為創新與發展的後盾。 

三、加強進階服務、擴大競爭利基 

目前國際航空業者紛紛加入如 Star Alliance、One World、Sky Team 等

策略聯盟，希望借助同盟夥伴的力量，加強航空公司的進階服務，以進一

步擴大競爭利基，如：提供目的地下榻、用餐、購物訊息、提供地圖及接

駁資訊、針對旅客提供班表狀況、行李追蹤、結合智慧型手機提供旅遊地

資訊或其他相關程式下載、提供有關辦理簽證、商旅當地人文、政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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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情況資訊等等，都是在為擴大競爭利基而加強進階服務的積極作為。另

外，針對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營運與服務評鑑項目，公司更應注重有關乘

客服務等各指標，如：服務品質、班機準點率、班表執行率、乘客申訴案

件處理、飛航資訊提供之正確性、航務機務客運貨運等是否通過認證、品

保執行情形等等，都是提供旅客進階服務的評斷指標，也唯有針對進階服

務的提升，才能擴大競爭利基及市佔率，提昇獲利並朝向永續經營而發展。 

四、用心創新服務、創造獨特利基 

完成了基礎服務、加強了進階服務之後，還必須要貼近顧客的需求，甚

至為他們創造需求、用心提供創新的服務，才能開創出獨特的利基，成為

航空業的領導者。這些創新服務，必須洞見時代的脈動或科技的發展，以

及對消費市場的趨勢理解及精確的客戶消費行為分析等。諸如異業結盟、

多角化、線上及手機作業、航班相關資訊提供、開發頂級客層、服務標準

化、舉辦博覽會或體驗日、獎助清寒學生圓夢計畫、創新餐點菜單及口味、

旅程中短期的購物、彩妝、人文、地景等的機上學習影音資料的提供等等，

這些都是出自於用心的創新服務，也都有可能成為未來公司生存發展的獨

特利基。 

五、建立服務鎖鏈、打造優質企業 

服務的建立，必須是軟硬體無縫的接合，也必須是公司上下全體一心的

目標，服務鎖鏈的觀念，必須是公司眾多的總體目標之一。服務鎖鏈，具

有三個重大的意義，第一，服務鎖鏈必須將所有的公司同仁緊密的結合，

對客戶來說，任何一階段的服務都代表公司總體，鎖鏈的觀念，就是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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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同仁視為一個整體，而非加以切割各自為政。第二，服務鎖鏈必須是

整體流程的鎖鏈，從第一通詢問電話開始，到安全舒適地將旅客送達目的

地，整個流程鎖鏈應該彼此連貫與互通，如此才能把各項服務做到最好，

無可挑剔。第三，服務人員與服務事項須結合串聯成一個鎖鏈，唯有服務

人員把服務事項當成是志業，才能發揮創意、提供創新的服務，也才能把

創新的服務，依最高的標準呈現出來。 

 

 創新服務 
 

獨特利基 
 

   
 

 
 

 基礎服務  
 

圖：企業各階段服務內容與利基關係圖 

 

綜上所述，航空業的經營，並非是無止盡的投入洽購機隊經費、擴張飛

行涵蓋城市、或是改善機艙內裝或櫃檯裝潢而已，相反地，從「用心」出

發的創新服務，才能發揮公司的特長，掌握客戶的需求及市場的趨勢，也

唯有如此，才能由基礎的服務奠基，進而提高至進階服務，而更昇華至創

新服務的階段，在如此激烈競爭的國際航空業中，也唯有創新服務才能獲

取優勢、用心出發才能貼近客戶需求，也才能建立一個以創新服務為宗旨

的航空公司，達成永續經營、不斷進步的企業遠景。 

進階服務

固有利基 

擴大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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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異變下的人間淨土---再訪台東鸞山部落 

林得恩1 

    近年來，在全球暖化、氣候異變下，極端天氣不斷在世界各地肇生，

且發生的程度及頻率也向上劇增，為人類生活與生存延續帶來相當大的威

脅與嚴峻的考驗；究其成因，除大自然本身週期縯繹的振盪干擾外，人為

肆無忌憚且毫無自省的環境破壞更是使狀況惡化、雪上加霜的關鍵因子。

尤其是對森林植被的砍伐、破壞以及大量製造並使用石化燃料，導致產生

更多的溫室氣體等行為，都是加劇現金氣候變化的主要可能原因。科學家

甚至估計，因為森林的流失與改變土地的使用方式，就佔了人類活動所排

放二氧化碳量的 23%。而本文所介紹的「台東鸞山部落」，彷彿就是現階段

氣候異變下的人間淨土，它教導著我們開始思考如何節能省碳，如何永續

經營，又如何回歸大自然的農務操作與和平共處。 

捍衛淨土的勇士--- 

  來到鸞山部落已經是第 2 次了，就是因為上一次來的時後，帶著滿滿

的感動與無數的讚歎回到都市去；這次邀約長子林湛一同再訪這令人印象

深刻的「森林博物館」。說到這個「森林博物館」，它是位於台東布農族所

聚集的鸞山村內，早年居住在東台灣中央山脈內麓，後來因為日本人以「理

蕃政策」，強制這些原住民離開山區、遷徙到平地去，因此一部分的族人就

搬到現今的延平鄉，另一部分的族人就渡河來到都蘭山腳的鸞山村（圖

一）。經過布農族人長時間的經營維護與管理，因應當地的氣候環境、順應

局地的地理特性，展開了農耕與狩獵生活；可是，好景不常，鸞山部落的

                                                 
1
空軍氣象聯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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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麗與知性，開始被漢人覬覦垂涎，財團達富起了開發的邪念，甚至私心

規劃這是未來靈骨塔的絕佳的風水寶地。 

              
             圖一、台東都蘭山腳的鸞山部落 

 

    阿里曼先生在鸞山村是個平凡的族人，他極力捍衛這片瑰麗的原始

森林，更拒絕一切的人為破壞在他的家鄉土地上進行。於是乎，他自己主

動向銀行貸款 500 萬，把自己祖先歷代生活的地方、教育孩子的地方買下，

用心經營這片上帝所賜予的「森林博物館」。一方面可以讓其它人有機會來

體驗感受布農族部落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造就自己族人更多的工作

機會，讓文化得以延續下去，也對「節能省碳」下一個有效操作的成功註

解。 

沒有路標、沒有大門的博物館--- 

  來到 197 縣道上的鸞山部落前，這片沒有路標、沒有大門的大自然博

物館，的確是讓人耳目一新、有別期待。撥開芒草，循著步道，向上攀爬，

映入眼簾的是由一顆顆碩大的榕樹所組合而成的「白榕家族」（圖二）。布

農族人第一次看到這些長滿樹根的巨樹，給牠們取名「會走路的樹」，原因

是曾以榕樹地標為界、劃分土地勢力範圍的布農族人，在數年之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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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自己的土地變小了，甚至因此而鬧上法庭；殊不知榕樹主株枯垂後，

會被其他的氣根所取代的生長特性。 

              
              圖二、鸞山部落的「白榕家族」 

 

    阿里曼先生甚至自豪的說，在部落的這片楠榕混生林帶，是以前全

台灣低海拔地區僅有保存最為完整的、也是密度最高的。在他用心的導覽

下，足蹈原始森林小徑，享娛這清新芳香的芬多精，準備開始親身坐擁蒼

樹綠林，聆聽蟲鳴鳥叫，體驗這布農族原住民樂天自在的生活模式。 

尊重大自然--- 

  阿里曼先生說：「布農族人是非常在意對大自然的尊重」。「祖靈屋」就

是一種自然的信仰，通常族人會選在最有靈氣的地方建立石屋，在進入森

林之前，必須先關掉手機、調整心情，先向祖靈誠心誠意獻上三杯事先準

備好的米酒，一方面向守護山林的祖靈報告我們準備就要進入森林了；另

一方面，則虔誠祈求祖靈保佑，能夠自森林平安來回。 

  森林小徑是山羊、猴子以及獵人走的路，阿里曼先生自嘲說：「身高超

過 165 公分的人，在布農族算是殘障。」原因是布農族人採狩獵生活，有

時在山人補捉山猪野禽，若手長腳長的身軀很難在滿山低矮樹叢中靈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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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同時也不利於躲避防禦來犯的敵人。 

 由於布農族祖先所留下的自然工法，整理規劃出原始傳統的屋舍、廚

房、生活空間以及遊憩場所（圖三），與現今都市建築的空間設計安排有著

相當大的差異。而鸞山部落在夜晚特別是令人印象深刻，因為沒有電，到

那都是摸黑進行，所以沒有冷氣、沒有電風扇，也沒有電冰箱；讓所有來

到部落體驗的人，都能更加與大自然貼近。 

           
          圖三、布農族原始傳統的觀測所 

 

 不過，最令人期待的是每次活動結束後的三餐風味美食，因為每頓野

宴食材大多數都是來自森林內，這裏沒有化學肥料汙染。慢火烘烤醃製過

的五花肉，陣陣薰香飄來，讓我們這群體力幾近透支的大漢更是難以抗拒；

烹煮過的雜糧米飯，粒粒分明、晶瑩剔透；菜蔬地瓜在三角吊爐上的煎炒

燜烤，不但原味重現，食用後更是有益健康；山泉水煮龍葵湯、大白菜嫩

煮南瓜、樹豆快炒白蘿蔔…道道都是布農族的美食佳餚，令人食指大動（圖

四）。飯後的甜湯，除了是慢火熬煮的大塊老薑加上紅豆甜湯外，更有布農

族的「舒跑」，水煮甘蔗汁，讓人有股瞬間解渴、心曠神怡的滿足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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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令人期待的的布農族風味美食 

 

 難怪阿里曼先生一再重複地說：「森林，就是人類的銀行、人類的冰箱，

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當然，先要學會如何去「體驗大自然」、「尊敬大

自然」以及「與大自然和平相處」！ 

 晚宴後的星光營火晚會也是讓人相當期待的，大伙圍成個圈，圈中燒

的是熊熊柴火，布農族人的豪邁高歌、大口飲酒，暢談著今日白天狩獵的

過程與收穫，好不開心。由於沒有光害，抬頭遙看天上的星斗，又大又亮，

好像每顆星星都在向我眨眼睛，提醒我：「要好好愛護這片森林！」 

 阿里曼先生說道布農族的生活管理，「山是爸爸，河是媽媽。不管河的

流域變得再遠，凡是她走過的地方，當她想念的時候，就有可能再回來。」

他又說，「房子是媽媽，支柱是孩子。存放食物的平台是媽媽的懷抱孩子的

手，而爐火是媽媽哺育孩子的乳房，如何構成一個溫暖的家」，真是值得我

們這群都市人再三深省的道理！ 

離別序曲--- 

 在結束 2 天 1 夜的知性學習之旅，大家都有一股依依不捨的情愫，阿

里曼先生帶著大伙輪流親手搗小米麻糬，兩人通力合作、奮力搥打且不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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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放棄，麻糬不但變軟軟的、也變得熱熱的，可以吃到自己搗的原味麻糬，

真是人生一大滿足。這次最大的收穫，就是從布農獵人「學習沒有文字的

文明、沒有電的知識」的生活經驗中得到省思，它不但是承襲部落傳統生

態的教育使命、對生命與自然的尊重；更是讓我們對自己過往耗能增碳的

脫軌行為與破壞大自然的行徑感到慚愧（圖五）。 

           
     圖五、學習沒有文字的文明、沒有電的知識 

 

  阿里曼先生臨別說：「森林博物館，是沒有大門的。只要願意保護土地

的人，就能為土地開門。」是的，「森林博物館，究竟有多大?心有多寬，

博物館就有多大！」 

    在這氣候異變、極端天氣發生頻率愈來愈增高、影響狀況愈來愈嚴

重的今天，鸞山部落的真人故事值得我們省思，更值得我們學習。為了我

們的子孫、為了我們生存的土地，這個森林博物館的種籽，我們每個人都

應該讓它傳得更遠、更廣且更深；然後，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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