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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美國臺北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間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發展技術合作協議」
「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氣象技術增強計畫」
「第十五號執行辦法」工作聲明書
(中譯本)
1.0 緣起與目標
TECRO 及 AIT 訂定之「臺美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發展技術合作協議」議定了 TECRO 的
指定代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及 AIT 的指定代表美國大氣研究大學聯盟(以下簡稱
UCAR)之間的技術合作條款。民航局及 UCAR 這兩個組織將合力發展並建立航空氣象作業系
統。
為提供臺灣航空界高水準的服務，民航局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以下簡稱 AOAWS)需要先
進的科學與技術組件。UCAR 在過去二十五年間已開發了許多這類提昇航空氣象科學與航空
服務的科技，且已運用於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實際作業環境中。
AOAWS 專案包含多項先進技術：如機場及臺灣空域內的氣象偵測系統、通訊基礎建設、製
作氣象產品的元件、傳送氣象資料的伺服系統及呈現先進氣象資訊給使用者的氣象產品顯示
系統。在初期計畫中，上述組件已被整合並構成可隨時使用的作業系統來為臺灣航空界服務。
AIT 之指定代表 UCAR，將依照需求提供必要的技術給 TECRO 及其指定代表民航局，用以發
展與增強 AOAWS 系統。
2.0 工作項目說明
工作項目#1 –發展飛行中積冰診斷產品
AOAWS 系統已包括飛行中積冰預測產品，稱為積冰潛勢預報(FIP)產品，原為 UCAR 替美國
聯邦航空總署(FAA)開發的產品。UCAR 另並開發一套更先進的積冰產品，該產品使用天氣預
報模式輸出資料、地面及高空觀測資料、雷達資料、飛機報告與衛星資料，產製飛行中即時
積冰條件的診斷產品。此項產品可供駕駛員(固定翼及旋翼飛機)用以評估即時的積冰狀況，並
做為其擬定飛行決策參考依據。
美國聯邦航空總署(FAA)之飛行中積冰診斷產品，稱為即時積冰產品(CIP)，它利用各種感應
器的觀測及天氣模式資料，進行每小時三維的積冰環境診斷，其產品包括經標準化後的積冰
機率和積冰程度。積冰程度包含 5 個等級(無、冰跡、輕度、中度及重度)。這些輸出資料可在
爪哇版多元化產品顯示系統(JMDS)及網頁版多元化產品顯示系統(WMDS)中顯示。
需求的工作項目
UCAR 將會開發一套以 CIP 產品為基礎之飛行中積冰診斷產品。本項產品之開發、建置及測
試時程將從 2012 年至 2014 年。在 2012 年，CIP 產品的開發、建置及測試將會在 UCAR 的
AOAWS 測試環境中執行。並於 2012 年年底之前，將測試版本安裝於臺灣的 AOAWS 作業系
統。並經由 JMDS 進行 CIP 產品測試，以作為產品評估並蒐集使用者回饋意見。
在 2012 年此項相關的研究及開發工作包括：
1. 開發和提升積冰產品的軟體，並整合和使用 AOAWS 的資料來源，包括天氣研究與預報模
式(WRF)、衛星及地面天氣觀測資料。
2. 研究校準方法及完成校準程序。
3. 進行積冰個案研究評估，以確保演算法能夠有效診斷積冰。
4. 準備 CIP 產品開發報告於每月及每季之工作進度報告中。
1
費用預估:
軟體工程(18 人週)
美金
93,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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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11 人週)
差旅:
1 人次 1 週
工作項目#1 小計

美金

57,200 元

美金
美金

12,000 元
162,800 元

[1 所有的人力費用預估以人週計算。費用反應 UCAR 全專職人力(2012 年為：50.5% 的管共
費、50.7% 的福利、3% 的 UCAR 費用，以及每小時每一使用者$7.18 美元的電腦服務費用)。]
工作項目#2 – 開發及建置 NCAR 亂流偵測演算法產品
雲中亂流的即時偵測，提供了如 AOAWS 之決策支援系統有價值的新資料輸入，不僅能幫助
駕駛員及飛航管制員，評估與天氣相關的飛航危害性，特別是在對流天氣發生期間，能增進
飛航安全和空中流量。NCAR 的亂流偵測演算法(NTDA)，是一套設計以使用作業性都卜勒氣
象雷達資料為基礎的先進都卜勒氣象雷達亂流偵測演算法。本項技術是 UCAR 在 FAA 的航空
天氣研究方案贊助下開發完成，其原理是利用 NEXRAD(S-band)都卜勒雷達偵測到的回波
場、徑向速度場及波譜寬度等資料，經過資料品質管制，並處理計算出與個別航空器機型無
關的渦流消散率(EDR)。EDR 可用以表示航空相關亂流強度的等級分類(例如輕度、中度或重
度等)。NTDA 產品的開發、建置及測試時程將從 2012 年至 2014 年，NTDA 產品最後將會整
合至 AOAWS 系統中，並透過 AOAWS 顯示系統提供給使用者使用。
於 2012 年，NTDA 產品的開發、建置及測試將會在 UCAR 的 AOAWS 測試環境中進行。UCAR
將會與民航局合作取得臺灣氣象雷達的相關技術資訊。臺灣氣象雷達系統類似於美國下一代
都卜勒雷達系統，利用其所提供的雷達資料庫，將作為 NTDA 演算法之評估、開發、調整和
測試時使用。此項工作也包括產品執行效率的初始分析，以確保使用這些測試資料時，產品
能夠符合預期的效益。
在 2012 年此項相關的研究及開發工作包括：
1. 蒐集和評估臺灣氣象雷達的相關技術資訊，如技術文件、資料格式、資料品質、雷達掃瞄
策略以及其他作業細節。
2. 蒐集臺灣都卜勒雷達樣本資料。
3. 使用特定的臺灣都卜勒氣象雷達資料，發展和精進亂流偵測演算法。
4. 測試亂流偵測演算法，確保其診斷功能。
5. 進行建立 AOAWS 系統與臺灣雷達資料的連結，並備份研發所需之雷達資料。
6. 評估在 AOAWS 環境下執行 NTDA 演算法時之處理需求。
7. 準備 NTDA 產品開發報告於每月及每季之工作進度報告中。
費用預估:
軟體工程(18 人週)
美金
93,600 元
科學家(11 人週)
美金
57,200 元
差旅:
1 人次 1 週
美金
12,000 元
工作項目#2 小計
美金
162,800 元
工作項目#3 – 強化機場雲冪高和能見度預報產品
分析最新 WRF 模式系統設定所產生之資料，配合過去的 WRF 模式輸出資料和民航局選定之
機場觀測資料。經由後級處理的統計方法，將民航局選定機場的風場、溫度、雲冪高和能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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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等天氣要素，進行統計最佳化預報。研究的方法包括資料探勘、隨機叢林法及其他適合的
統計方法或技術，最後得到的演算法將取代現行簡單的統計方法。新的技術也會被整合至
AOAWS 系統內，以強化機場之風場、溫度、雲冪高和能見度的預報能力。
在 2012 年此項工作相關的研究及開發工作包括：
1. 蒐集並處理民航局選定機場之檔案觀測資料和 WRF 模式資料。
2. 應用統計方法和技術，發展模式和觀測資料之間的統計關係。
3. 驗證和開發用於 AOAWS 作業上之最佳預報演算法。
4. 在 UCAR 的測試環境中，測試修改後的雲冪高及能見度預報演算法。
5. 整合新的演算法至 AOAWS。
6. 驗證機場雲冪高及能見度的預報能力。
費用預估:
軟體工程(8 人週)
美金
41,600 元
科學家(6 人週)
美金
31,200 元
工作項目#3 小計
美金
72,800 元
工作項目#4 - 強化顯示系統
在 2012 年期間，根據使用者意見及可用資源範圍內，針對爪哇版多元化產品顯示系統
(JMDS)、網頁版多元化產品顯示系統(WMDS)、自動天氣觀測系統(AWOS)及(或)監控顯示系
統(SMD)進行強化和調整。
在 2012 年，強化顯示系統的工作項目包括：(a)開始修改軟體以因應新 CIP 和 NTDA 產品的
加入；(b)重新整理 JMDS 程式碼，使其更易於維護和設定；(c)開發用以取代 MDS 之 CIDD
軟體及其製作繪圖所需要的 JMDS 功能；(d)提供新年度新的程式碼之軟體版本釋出；及(e)更
新使用者手冊以反應新增的功能。
對任一個大型的軟體系統，若缺乏必要程度的維護及程式碼的修改，其運作能力將隨著時間
降低，AOAWS 系統也不例外。JMDS 及 MDS 顯示系統的程式碼架構將於 2012 年及 2013 年
更新。這項工作是使用由 UCAR 所開發完成新的 Jadite 顯示軟體架構，重新調整 JMDS 系統
程式碼。Jadite 顯示軟體架構是一種簡化程式碼的系統設定方法，可允許使用者自行完成顯示
功能設定，而不需要專業人員修改程式碼。新版的 JMDS 程式碼將在 2012 年年底之前安裝於
作業系統中。
除了 Jadite 顯示軟體架構的建置外，將著手進行開發取代 CIDD 及 WMDS 圖形處理所需要的
功能。這個開發工作將針對 WMDS 產品，去除過去倚賴 CIDD 進行圖形處理之程序。在 2012
年年底之前，這種繪製功能的測試版本將在 UCAR 實驗室的環境中執行。
於 2012 年期間，如果相關資源允許，將根據使用者的意見及在 TECRO 的指定代表民航局的
授權下，針對 JMDS 及 WMDS 顯示系統進行強化工作。另亦將進行 JMDS、AWOS 顯示系統、
WMDS 及 SMD 使用手冊之更新，更新後的手冊內容將包括系統及產品的修改及新增的功能。
在 2012 年此項相關的開發工作包括：
1. 遵循 Jadite 顯示軟體架構進行 JMDS 系統重新調整。
2. 開始進行開發取代 CIDD 所需要的 JMDS 功能。
3. 在 UCAR 測試的環境中，開發及測試取代 MDS 主機之 CIDD 的新 JMDS 顯示設定功能。
4. 修改 JMDS 及 WMDS 系統，以顯示 CIP 及 NTDA 產品，並在 UCAR 之 AOAWS 實驗室環
境中執行測試。
5. 在新的 AWOS 軟硬體安裝後，將馬祖機場(RCMT)資料加入 AWOS 顯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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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援作業中的 JMDS、WMDS、SMD 及 AWOS 系統版本。
7. 適切的回覆使用者意見；並在資源允許情況下，針對使用者提出的修改意見，提供並發展
系統功能強化。
費用預估:
軟體工程(22 人週)
美金
114,400 元
差旅:
1 人次 1 週
美金
12,000 元
工作項目#4 小計
美金
126,400 元
工作項目#5- AOAWS 資料系統更新、測試與整合
此項工作將著重於確保在 AOAWS 計畫執行期間，能夠將新的資料和增強處理後的產品納入
AOAWS 資料系統架構及處理系統中。
AOAWS 將因應世界區域預報系統(WAFS)轉換成 WAFS 網際網路檔案系統(WIFS)而做調整，
此項資料格式的變動將包含需要新的資料來源，及可能調整 AOAWS 資料處理程序。
本項工作亦包含在新的軟體尚未安裝於臺灣的 AOAWS 作業系統之前，或是執行 AOAWS 臺
灣軟體版本更新之前，儘可能在 UCAR 的 AOAWS 測試環境中整合及測試新的軟體。系統的
強化工作可能包括：因應 WRF 模式更新或模式設定改變後的新資料接收與調整、整合及測試
系統的改變與/或新的產品及資料格式，如 NTDA 及 CIP。強化工作也包括加強系統作業的監
控能力。除了這些工作外， UCAR 將會在計畫執行期間，監控並修復系統升級時產生的問題。
在 2012 年此項相關的研究及開發工作包括：
1. 支援民航局修復任何 AOAWS 資料系統的故障問題。
2. 在 WAFS 系統轉換至 WIFS 系統過程中，對 AOAWS 處理程序作必要的調整，並更新系統
文件。
3. 將 MTSAT2 衛星資料由日本氣象協會(JWA)資料格式轉換成日本氣象廳(JMA)資料格式。
此項工作包括任何 AOAWS 系統架構及系統文件的更新。
4. 開發能夠處理 JWA 提供之 EUMETSAT 衛星資料的能力。此項工作包括這種新資料加入後
所造成之 AOAWS 系統架構改變。系統監控及系統文件也將一併更新。
5. 開發 AOAWS 系統開發的程式碼，能夠整合包括新的及強化後之亂流與積冰產品之新資料
形態；並且在 UCAR 的 AOAWS 測試環境中，測試這些程式碼。
6. 提供民航局必要的協助，確保在民航局機器上執行 AOAWS 系統更新時，資料連結、相關
軟硬體及網路通訊能正常運作。
7. 修改 AOAWS 系統操作手冊。此系統操作手冊以 PDF 格式展示，適合列印及線上網頁呈現。
並在 AOAWS 網頁介面上提供此手冊的網頁連結。
費用預估:
軟體工程(41 人週)
美金
213,200 元
差旅:
1 人次 1 週
美金
12,000 元
工作項目#5 小計
美金
225,200 元
工作項目#6- AOAWS 系統強化、支援及維護
提供已安裝的 AOAWS 之系統管理、軟體工程支援及維護服務，並提供系統更新。目前 AOAWS
軟體安裝於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松山航空氣象臺和臺北飛航諮詢臺、桃園航空氣象臺及其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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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作業室與桃園飛航諮詢臺、高雄航空氣象臺和高雄飛航諮詢臺以及臺北區域管制中心。
UCAR 將會與臺灣當地有經驗的公司或組織簽訂子約，以提供 AOAWS 系統的駐點援助。
在 2012 年專案期間， UCAR 將會處理及解決 AOAWS 系統中出現或發生的軟體問題。本支
援及維護服務範圍僅限於 AOAWS 的軟體元件。根據本執行辦法，本項工作不包含 AOAWS
作業所使用之硬體、通訊網路和通訊設備之支援與維護。然而當有硬體及(或)網路的問題發生
時，UCAR 將會盡力協助民航局尋求解決辦法。
TECRO 的指定代表民航局負責 AOAWS 系統的運作，UCAR 將提供適切的支援予民航局，以
確保 AOAWS 一致的高水準服務。除了上述所提供之支援及維護服務，UCAR 將會安裝最新的
AOAWS 11.x 版，此版本包含原 AOAWS 版本各項功能，以及 2012 年期間開發的新軟體元件。
在 2012 年此項相關的開發工作包括：
1. 提供 TECRO 的指定代表民航局協助 AOAWS 作業上的支援和維護工作，包括新的硬體安
裝及網路配置變動。
2. 當有 AOAWS 各式軟體發生問題時，提供民航局關於問題及障礙排除的協助。
3. 支援、維護已安裝 AOAWS 現行作業版本。
4. 安裝、測試及支援 AOAWS 的升級版本。
5. 修正 AOAWS 升級所出現的瑕疵。
費用預估:
軟體工程(25 人週)
美金
130,000 元
工作項目#6 小計
美金
130,000 元
工作項目#7 – 教育訓練計畫
此項工作項目著重於 AOAWS 系統文件製作與教育訓練活動，將有助於傳承相關知識給民航
局。UCAR 將持續不斷的執行教育訓練計畫，用以訓練教導民航局之技術人員如何操作及維
護 AOAWS 系統。訓練主題將涵蓋下列內容：
1. 資料來源及資料處理程序。
2. 網路設定及頻寬要求。
3. 使用者顯示系統(例如 WMDS、MDS、JMDS、AWOS)。
4. 系統運作及監控(包括 SMD 顯示)。
5. 新產品建置：
․飛行中積冰診斷產品。
․NCAR 亂流偵測演算法產品。
․強化後之機場雲冪高和能見度預報產品。
6. 系統設定。
這些教育訓練會分別於美國科羅拉多州波德市之 UCAR 及臺灣之民航局場所舉行，並製作訓
練教材(例如使用者手冊、PowerPoint 簡報檔等)，以支援該等訓練計畫。訓練教材會根據民航
局的回饋意見，並由 UCAR 製作。訓練的規劃將會在此訓練計畫下執行。
費用預估:
軟體工程(8 人週)
美金
41,600 元
科學家(3 人週)
美金
15,600 元
差旅:
2 人次各 1 週
美金
24,000 元
工作項目#7 小計
美金
8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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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8 -專案管理、行政協調及文件準備
UCAR 將會與民航局之專案管理團隊合作，共同處理所有關於 AOAWS 專案的技術問題。
下列的工作項目將會由專案管理團隊執行：
1. 執行例行專案管理，如規劃、預算分配、與團隊成員進行技術協商以及進度追蹤。
2. 準備每月及每季的工作進度報告。
3. 取得並檢視 AOAWS-TE 系統的使用者意見。
4. 回覆來自於民航局之例行性技術和資訊要求。
5. 參與 AOAWS-TE 的相關會議。
費用預估:
日常專案管理(15 人週)
美金
78,000 元
差旅:
1 人次一週
美金
12,000 元
工作項目#8 小計
美金
90,000 元
3.0 交付項目
AOAWS-TE 第一季報告
15 April 2012
AOAWS-TE 第二季報告
15 July 2012
AOAWS-TE 第三季報告
15 October 2012
AOAWS-TE 第四季報告
6 December 2012
教育訓練計畫草案
1 April 2012
IA#15 驗收計畫草案
15 July 2012
AOAWS-TE 第 11.x 版軟體
6 December 2012
JMDS 第 11.x 版 (原始程式碼)
6 December 2012
WMDS 第 11.x 版 (原始程式碼)
6 December 2012
AWOS 顯示第 11.x 版 (原始程式碼)
6 December 2012
年終驗收會議
6 December 2012
4.0 預算概要
工作項目#1
工作項目#2
工作項目#3
工作項目#4
工作項目#5
工作項目#6
工作項目#7
工作項目#8
總計

發展飛行中積冰診斷產品
開發及建置 NCAR 亂流偵測演算法產品
強化機場雲冪高和能見度預報產品
強化顯示系統
AOAWS 資料系統更新、測試與整合
AOAWS 系統強化、支援及維護
教育訓練計畫
專案管理、行政協調及文件準備

美金
美金
美金
美金
美金
美金
美金
美金
美金

162,800 元
162,800 元
72,800 元
126,400 元
225,200 元
130,000 元
81,200 元
90,000 元
1,051,2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