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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機場天氣預報考核系統建置及應用 

第一部分：終端機場天氣預報考核系統 

一、 前言 

飛航服務總臺臺北航空氣象中心(以下簡稱氣象中心)近年來一直致力

於氣象業務作業上的電子化，從 90 年颱風警報單的設計、90 年天氣一覽

表自動解碼繪圖程式、91 年的氣象發報程式的撰寫、93 年機場天氣預報

警示考核系統、至 97 年侵台颱風對各民航機場風力查詢系統與氣象中心

各席位天氣檢查表資料庫的建置、97 年台北熱雷雨因子分析等等，都顯示

氣象中心作業電子化的努力，以提供預報員更人性化的作業系統操作介

面，進而減少作業時間，增加氣象中心作業效率。 

 

飛航氣象資訊的正確與否不僅攸關飛航安全，另外對於航空器之飛行

效率亦有相當之影響力，因此長久以來，氣象中心一直致力於提升終端機

場天氣預報(以下簡稱 TAF)的品質與準確率，除了不定期地邀請各航空氣

象從業人員至氣象中心座談、以增加預報員學識外，更藉由每日的預報檢

討會，互相討論，以達預報經驗傳承。除此之外，更逐漸建立各式氣象資

料庫，如氣象中心各席位天氣檢查表資料庫、侵台颱風資料庫等等，希冀

能夠藉由統計程式的開發與電腦的快速運算功能，釐清危害天氣的成因

(如松山機場熱雷雨因子分析)，進而提升 TAF 的準確率，增進飛航安全。

除此之外找出預報員預報天氣時的盲點而加以改正，也是提升 TAF 準確度

強有力的方式之一，因此，終端機場天氣預報考核系統建置及應用計畫便

是為此目的而設立。 

 

長久以來，氣象中心對於 TAF 的考核，都是採用人工紙本的方式處

理，雖然僅針對概要的天氣現象作比對，但仍需耗費人力與時間來填寫製

作。然而，其結果無法很精確地表達 24 小時內天氣的轉變，再加上沒有

建置資料庫，很難瞭解預報員對天氣掌握的優劣，進而輔助預報員加強預

報能力。 

 

為了改善此一現象，得先將終端機場天氣預報的考核方式，由人工紙

本改為電子化處理，並將每一份的 TAF 預報對各機場的正確率建置一套完

善的資料庫，待資料庫建置完成後，撰寫統計程式，分析各氣象因子之預

報結果，以瞭解每位預報員的預報能力。希冀隨著此系統資料庫的建置完

善，能夠協助預報員瞭解本身在預報上的盲點而予以改善，並精進本身的

預報技術。 

 



 2

二、 目前終端機場天氣預報(TAF)考核作業 

目前氣象中心已納入例行作業是由人工將預報與實際天氣因子繪製

在印有表格之紙本上、再經由人工計算的方式，對 TAF 進行考核作業(如

圖 1)。如以松山機場天氣為例，預報員每天值班時間內，依作業規定會針

對松山機場發布四份 TAF(文字報文)，同時把四份 TAF 以圖形化方式，繪

製在目前作業之機場預報校驗表上(圖 1之紅色長虛線方框)，然後由次日

機場守視席同仁根據當日的機場定時定點實際觀測報(以下簡稱 METAR)繪

製於圖 1之紫色實線方框內後，交由值班督導評比(藍色點虛線方框中)。

由紅色長虛線與紫色實線方框內，可清楚看出人工所繪製之 TAF 及 METAR

顯示方式，僅為前述提到之概要性天氣現象。 

 

圖 1：現階段氣象中心所使用的機場預報校驗表，紅色長虛線方框是終端

機場天氣預報(TAF)，紫色實線方框是定時定點觀測報(METAR)，而藍色點

虛線是各項天氣評分區。 

 

值班督導針對風向、風速、能見度、降水、雲量、雲高等六項天氣因

子所發布的四份 TAF 與實際天氣進行評比，如果預報正確的話(誤差在容

許範圍內)，以「ˇ」表示，若預報錯誤的話(誤差超過容許範圍)，以「X」

表示，並紀錄於方框之中。當松山、桃園、高雄機場分站分項評比完後，

根據「ˇ」、「X」的比例，簡單的計算當日的預報準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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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效益而言，紙本人工的作業方式除了需要耗費人力在每天按時填寫

校驗表之外，每位督導對於各項天氣因子之現象的評分上亦難免有些許的

差異性，使得評分的客觀性可能不足。另外，對於每份所繪製代表機場預

報與實際天氣演變的符號及線條而言，由於將機場預報的主趨勢與趨勢變

化均繪製在同一行中造成不易辨識，無法很清楚地表示兩者之間的關係，

加上一堆表示天氣現象的符號，亦會讓人覺得眼花撩亂，反而表達不清。 

 

至目前氣象中心尚未建立一套有效的 TAF 的自動化查詢系統，所以當

預報員想要查詢過往的天氣預報的時候，只能利用「收報顯示系統」查詢，

但是也僅僅只是是報文查詢功能而已，並無法校驗終端機場天氣預報報

文，亦無法計算預報準確率。 

 

由於機場預報校驗表的顯示不夠清晰，導致預報員很少利用機場預報

校驗表來檢視自己的報文；另外在顯示天氣項目的評比上，目前的方式無

法讓預報員清楚地知道哪些時段預報的好，哪些時段的天氣演變並沒有完

全掌握，使得預報員得費更多功夫去比較觀測報與機場預報之間的差異，

因此，原本藉由校驗方式讓預報員知道，對何種天氣現象的瞭解為強項或

弱點，再經過加強專業的訓練後，可增進掌握天氣演變能力的用意，並無

法達到預期效果。 

 

除了上述的缺點之外，最重要的是，紙本人工的考核方式也侷限了終

端機場天氣預報準確率的統計計算與擴充能力，而無法進一步了解預報員

對於每個季節，甚至每個機場在編報機場預報上的盲點或缺失，使其無法

有效改進而提升預報準確度，因此將終端機場天氣預報校驗數位化，是很

重要工作。 

 

然而，此人工考核作業方式確實有其缺點存在，但為何仍行之多年而

未加以改善。實際上，在早期電腦較不發達的時代，紙本人工方式的考核

作業是唯一的選擇，也是當時最能夠一目了然 TAF 的準確率方式。但是隨

著電腦的普及與運算能力的提升，也使得人工紙本考核作業的缺點顯而易

見，因此積極地將人工紙本資料數位化是近年來氣象中心一直所努力的目

標，而新一代的 TAF 考核系統的建置，便是在這樣的思維之下所積極開發

的一套方便讓預報員使用、查詢、校驗與統計的軟體，以增進預報員的預

報能力，進而提高氣象中心預報準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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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終端機場天氣預報(TAF)與定時定點觀測報(METAR)比較 

由於定時定點觀測報(METAR)白天(06~23L)每半小時觀測一次，夜間

(24~05L)則最少一小時觀測一次，因此必定有整點且逐時的觀測資料，而

在觀測內容上，也必定包含風場、能見度、雲幕與天氣現象等四項。對於 

TAF 來說，為一時間區間內的天氣變化情況，其中主趨勢必包含風場、能

見度、雲幕與天氣現象等四項預報項目，而在趨勢變化上，若預期此四項

預報項目發生變化時，會註明發生變化的時間區間與發生變化的天氣項

目，而預期沒有變化的天氣項目則不予編報。因此，從 TAF 的特性來說，

在每個時間點上，必定有風場、能見度、雲幕與天氣現象等四項的敘述(TAF

的主趨勢)，而在某些天氣轉變(BECMG)或變化(TEMPO)的時間區間上，除

了原本主趨勢的天氣變化之外，還得多考慮天氣變化因子(TAF 的趨勢變

化)。另外、在作比較之前需先訂定正確或錯誤的界限，而界限需以國際

民航組織(ICAO)規定為依據，再依當地實際條件作修訂，本節後段有詳細

說明。 

 

所以當 METAR 與 TAF 的比較程序為，首先以 METAR 的觀測值先與 TAF

主趨勢的預報值比較，如果兩者相符(誤差在容許範圍內)，則預報正確，

不必再與 TAF 的趨勢預報比較；若兩者不符的話(誤差超出容許範圍)，且

此時間區間有趨勢預報的話，則 METAR 繼續與 TAF 的趨勢預報比較，此時

若兩者相符，則預報正確；若兩者不符，則預報錯誤(如圖 2)。當預報正

確時，則以「○」表示；當預報錯誤時，則以「X」表示。 

 
圖 2：終端機場天氣預報(TAF)與定時定點觀測報(METAR)比較之示意圖。 

 

    當兩者比較之後，其結果以圖形化方式表示，示意圖如圖 3所示。每

個測站以五列為一組，代表意義分別為： 

第一列(藍色方框)填繪入逐時的 METAR 觀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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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列(橘色方框)填繪 TAF 的主趨勢。 

第三列(綠色方框)填繪 TAF 的趨勢變化。 

第四列(粉紅色方框)填入風場、能見度、的比較結果(以○/X 表示)。 

第五列(粉紅色方框)填入雲幕與天氣現象的比較結果(以○/X 表示)。 

 

 
圖 3：終端機場天氣預報(TAF)、定時定點觀測報(METAR)與兩者比較結果

圖示之示意圖。 

 

如此一來，不但可以一目瞭然 METAR 與 TAF 的天氣變化，更可以清楚

地知道比較結果，讓預報員馬上就可以知道那個時段天氣掌握的好，那個

時段天氣掌握不好，以方便預報員事後自行探討原因並補強其缺點。圖 4

是實際作業之天氣與預報比較結果的填繪示意圖。 

 

 

圖 4：圖 3之填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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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R 與 TAF 針對風場、能見度、雲幕與天氣現象等四項的比較正確

與否的規則，為參考國際民航組織附約 3(ICAO ANNEX 3)，並考量到現行

作業的 TAF 評比標準而定，其規則如下：(TAF 為於 TAF 報文中所預報的數

值、METAR 為於定時定點觀測報文中實際的天氣觀測值。) 

 

(1)風場： 

 

 

 

 

 

(2)能見度 

 

 

 

 

 

 

(3)雲幕 

 

 

 

 

 

 

(4)天氣現象 

 

 

 

 

 

 

 

 

 

 

 

 

風速    TAF-5 <= METAR <= TAF+5         (單位：KT) 

風向    TAF-30 <=METAR <= TAF+30        (單位：度) 

TAF 風速 與 METAR 風速 均小於等於 5KT 時，不考慮風向 

TAF<=800        則  TAF-200 <= METAR <= TAF+200    (單位：M) 

800 < TAF <=3000 則 TAF*0.7 <= METAR <= TAF*1.3 

TAF > 3000 時   若 METAR > 3000 則成立 

                若 METAR < 3000 則 TAF*0.7 <= METAR  

TAF <1000          則 TAF-100 <= METAR <= TAF+100  (單位：FT) 

1000 < TAF <= 3000  則 TAF*0.7 <= METAR <= TAF*1.3 

TAF > 3000 時      若 METAR> 3000  成立 

                   若 METAR < 3000  則 TAF*0.7 <= METAR 

 (RA、+RA、SHRA、+SHRA)、 

( -RA   -DZ 且 VIS <5000M) 

( -RA BR、 -DZ BR、DZ BR 且 VIS < 5000M)  為   RA 

 BR、HZ 為 BR 

TS、VCTS、TSRA、VCTS SHRA 均為 T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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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終端機場天氣預報(TAF)考核系統介紹 

終端天氣預報考核系統可以分作五個版面來介紹：TAF 顯示版面、各

站比較結果顯示版面、報文修改版面、正確率版面與統計版面，以下就五

個版面分別作詳細地介紹。 

 

(一) TAF 顯示版面：當輸入欲查詢報文的時間、選擇「TAF」選項(紅色虛

線方框)、點擊「確定」後，程式會自動地至資料庫讀取資料並互相

比較，並將 TAF 顯示於下方白色欄位 (圖 5)。若只是想查詢是否有

發布終端機場天氣預報修正報(TAF AMD)的話，只要點選「TAF AMD」

的選項後點擊「確定」即可。 

 

當點擊「確定」後，程式除了讀取資料外，還會自動比較 METAR

與 TAF 之間的差異性，並完成繪圖，因此若 METAR 與 TAF 的原始資料

格式有誤或報文字誤而無法完成程式時，程式會自動地彈跳出提示訊

息(圖 6)，提醒預報員報文有誤，需手動檢查修改報文，才能完成比

較與繪圖。 

 

 
圖 5：終端機場天氣預報(TAF)顯示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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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查詢在比較時間內各機場的實際觀測報文，只要在綠色點虛

線方框中選擇所要查詢的機場，並點擊「Open MRTAR」即可；若預報

員想要比較不同時間的 TAF 時，亦可以點擊「Open TAF」，將不同時

間的 TAF 資料儲存下來即可。 

 

圖 6：當 METAR 或 TAF 報文格式有誤或報文字誤時，會自動地彈跳出提示

訊息小視窗。 

 

(二) 各站比較結果顯示版面：此版面共有 26 個分頁，而民航機場共有 10

站，每 2 個分頁代表每站機場的比較結果，共 20 個分頁；其他分頁

包括：正確率 1、正確率 2、統計結果、報文修改、TAF 及修正資料

等 6個分頁。如前述每一個機場各自有 2個顯示分頁；第 1個分頁表

示前 12 小時，而第 2個分頁代表後 12 小時的比較結果。以松山機場

為例(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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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比較結果顯示版面，以松山機場為例。第一列：時間；第二列：METAR

觀測報；第三列：TAF 報文；第四~七列：風、能見度、雲幕與天氣現象的

比較；第八列：風以 ICAO 為標準的比較結果。 

 

第一列：UTC 時間。 

第二列：METAR 實際觀測報文解碼。 

第三列：TAF 報文解碼。 

第四列：TAF 報文內之天氣變化，TEMPO 或 BECMG 報文； 

第五列：風向風速之比對結果。 

第六列：能見度之比對結果。 

第七列：雲幕出現與否及高低之比對結果。 

弟八列：天氣現象發生與否之比對結果。 

第九列：風以 ICAO 為標準的比較結果。 

 

 

(三) 報文修改版面：由於 TAF 與 METAR 在編發時都是經由人工鍵入發報，

因此難免會有報文錯誤或報文缺漏等狀況發生，導致程式無法順利執

行。為了改善及避免此一狀況發生，便設計「報文修改版面」供預報

員除錯並更新報文(圖 8-1)。 

 

在「報文修改版面」的分頁中，會顯示查詢時間後 24 小時內整

點的 METAR 觀測報，並將 TAF 顯示於分頁版面的右下角，預報員只要

點擊左下角各機場(如 RCSS)，版面中的 METAR 觀測報文與 TAF 便會隨

之改變。此時，若在執行程式的過程中有發現報文錯誤，便會停止程

式執行且彈跳出錯誤訊息的視窗(見圖 6)，讓預報員知道那一個機

場，那一個時間點的報文有格式錯誤或字誤的情況，以利預報員即時

修正。 

 

經長時間的經驗累積提示在報文中最常發現的錯誤，大都出現在

報文格式，如報文各組之間的空格太多(只要 1個空格即可)、少打了

時間組與能見度於 5000 公尺以下時，漏報了天氣現象等等；或是字

誤的情況，如：時間組輸入錯誤、雲高寫成 4碼等等，而此等錯誤的

報文之最佳解決辦法，只要預報員或觀測員在送出報文之前，能再一

次的檢視報文的話，會大大地減少這種人為因素的錯誤發生。 

 

當預報員將錯誤之報文修改正確之後，只要點擊版面右上角的

「修改報文」，程式便會更新資料庫，當預報員下一次再查詢同樣時

間的時候，便不會再因為報文資料有誤有無法執行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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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報文修改版面。預報員可以在此版面更正報文，以利程式執行。 

 

    除了報文資料的錯誤所造成比對無法進行處理之外，有時候因為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的收報電腦當機、線路段線或收報程式無法正常運

作，使得接收到的報文有所缺漏而不完整(圖 8-2)，進而使此程式在

METAR 與 TAF 進行比較時，亦無法順利進行資料比較程序。 

 

    若有發生資料缺漏的情形，資料欄會出現「NIL」，此時，只要將

逐時的 METAR 或 TAF 鍵入相對應的欗位中，再點擊「增加報文」將所

缺漏的資料存入資料庫中，以完備資料。待各機場的資料補足之後，

再重新點擊「確定執行」，重新進行資料比對以完成 TAF 正確率的計

算。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每補齊一機場資料後，就要點擊「增加

報文」一次，以儲存此機場的缺漏資料，之後再繼續補齊下一個機場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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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報文修改版面。報文如有缺漏預報員可以在此版面增加報文，以

補齊資料，讓程式順利執行。 

 

(四) 正確率版面：在此版面上，有數種的分類方式。若依機場來分的話，

可分為三組，第一組為松山機場、桃園機場與高雄機場，為國內的國

際機場；第二組為金門機場、馬祖南、北竿機場，為台灣海峽接近中

國大陸之機場；第三組為台東豐年機場、綠島機場與蘭嶼機場，為東

部離島地區機場。這三組機場分別代表台灣三個不同的地區(北部離

島、本島與東部離島)，而把性質相近的機場羅列在一起，可以讓預

報員清楚明瞭自己的預報是否明確地掌握各區的天氣。 

 

若以預報時間長度來分的話，每一組機場的預報正確率都可以再

細分為 1-6 小時、1-12 小時與 1-24 小時。細分成三個時間區間的目

的，是希望可以透過統計資料的分析，讓預報員知道在每一個時間區

間上，自己的預報準確度，而對於較長時間的預報(如 1-24 小時)，

其準確度是否難以掌握等等。 

 

若就以比較項目來分的話，在每組機場、每組時間區間內，又羅

列了「風」、「能見度」、「雲幕高」、「天氣現象」四種正確度，而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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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種比較項目的「總」正確率，因此，這樣的表示方式，可以讓預

報員知道自己在某個機場、某個時間區間內，對於某種天氣項目的預

報的掌握情形。舉個列子來說，圖 9 紅色方框中，松山機場於 1-24

小時的預報時間長度中，對於風的預報正確率是「9/24」，表示在 24

小時中，只有 9個小時對風場預報正確，另外 15 個小時都預報錯誤；

在藍色方框中，松山機場於 1-24 小時的預報時間長度中，對於天氣

現象預報的正確率是「24/24」，表示 24 小時松山機場的天氣現象預

報均正確。 

 

 
圖 9：正確率版面。清楚地讓預報員了解各機場、各時間區間與各天氣項

目的正確率。 

 

此外，正確率以分數表示，是為了讓預報員方便理解自己的預

報，在預報時間區間內，有多少個小時是預報正確的。但是對於其它

的使用者而言，卻不易計算正確的比例(用百分比表示)，因此，可以

藉由點擊「分數百分比」，使分數與小數相互轉換。(如圖 10)，

讓其它使用者更易明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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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正確率版面：點擊「分數百分比」將正確率用小數表示。 

 

(五) 統計版面：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會將每筆比對後的 TAF 正確率儲存下

來，以便建立長期的 TAF 正確率資料庫，利用此資料庫，可以瞭解每

個預報員對於天氣的掌握程度，藉以發現其預報盲點及提升同仁的氣

象專業知識。 

 

於統計版面(圖 11)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幾種查詢條件供預報員選擇： 

查詢時間的條件下，只要輸入所需要資料的起始時間與結束時間，

以年、月、日為主(YYYY/MM/DD)。 

時間區間：有 1-6 小時、1-12 小時與 1-24 小時三種時間選項，讓

預報員了解，對於預報時間的長短是否會影響到 TAF 的正確率。 

查詢項目：有「風」、「能見度」、「雲幕高」、「天氣現象」、「ALL」

五種可供選擇，預報員可以就單項來檢視，亦可以選擇「ALL」，以

檢視四項的綜合正確率。 

查詢機場：此項目羅列了 9 個機場，但並不包含恆春機場(因為恆

春機場每日只觀測 6 小時而已)，並且亦可以選擇「ALL」，以檢視

預報員對所有機場的正確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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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發報：此項目羅列臺北航空氣象中心會編發 TAF 的預報員與主

任氣象員，預報員可以查詢自己，亦可以查詢其它預報員的正確

率，若發現有預報員的正確率特別突出的時候，可以向其請教。此

外，亦可以勾選「ALL」，以檢視所有預報員的正確率。若有新的預

報員加入氣象中心，只要於「執行區」上點選「修改預報員名單」，

便可以編輯預報員名單。 

 

 
圖 11：統計版面：預報員可以自訂查詢條件以檢視 TAF 的正確率。 

 

其它：有時候，預報員只想針對每年的特定月份檢視 TAF 的話，可

以勾選「針對月份查詢」，並在後方填入欲查詢的月份即可。此外，

考量到預報員不同的看圖需求，如預報員可能想要檢視自己對每一

個機場的 TAF 正確率，就需要「人為縱軸、機場橫軸」(如圖 12)；

相反地，若預報員想要了解每個預報員對某特定機場的 TAF 正確率

的話，便要點選「機場縱軸、人為橫軸」(如圖 13)。 

 

以圖 12 為例，其統計結果以柱狀圖表示，圖表上方，會詳述資料

時間範圍、時間區間，天氣項目與機場名稱，而各柱狀圖代表各預

報員對此機場的預報正確率。從圖 12 的結果來看，在 2009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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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至 2009 年 7 月 25 日之間，所有預報員對松山機場的預報正確

率為 83.8%(黑色)，而其它預報員對松山機場的個別預報正確率亦

達到 80%以上。圖 13 的表示方式與圖 12 相似，代表的意義為預報

員對各機場的預報正確率。此外，對於「查詢機場」與「原編發報」

並不是只能一個單選，一個複選，而是兩者都能夠多重複選，並同

時繪製多幅柱狀圖，讓預報員更清楚地瞭解各機場與各預報員之間

的關係。 

 

 

圖 12：特定機場 VS 多名預報員 

 

 

圖 13：預報員 VS 多座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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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區：當上述各區域選項選取完畢之後，預報員只要點擊「統計」

後，程式會自動地搜尋資料庫並計算統計結果後，依照「原編發報」

與「查尋機場」的設定，以圖形化(柱狀圖)結果表示出兩者的相對

關係(如圖 12 與圖 13)。若想要以文字的方式呈現的話，只要點擊

「統計表格」，「原編發報」與「查詢機場」關係如如表 1 所示(單

位：%)，更讓預報員對機場的統計結果一目瞭然。 

 

      此外，由於氣象中心每年都會有人力的調整，如觀測員調任預

報員，資深的預報員退休或預報員調任資訊工作等等，使得預報員

名單需要更新以符合實際狀況。因此，只要有人員更替之情況，點

擊「修改預報員名單」更新預報員代號後，再請負責資訊管理同仁

協助在預報發報軟體修改「原編發報」的人員名單即可。 

 

 

表 1：預報員對各機場的預報正確率(單位：%) 

 

(六)操作程序 

每天值班預報員於早班時間必須校驗前一天的 TAF，進入系

統後在預設顯示版面左上角，上面註明原編發報的空白文字方塊

填上發布 TAF 的預報員代號，同樣在右邊的值班校驗的空白文字

方塊填上值班預報員代號。當兩個代號輸入後按 Save Data 鍵會

附加在原儲存檔內，然後選擇並執行各項功能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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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執行國際機場 Demo 功能時出現的檢驗表畫面，如圖 14 所

示，而松山、桃園與高雄三站航空氣象臺都為 24 小時值班，因此

對 TAF 需作 24 小時比對並顯示，為能完整在一張紙上列印，需要

使用 A3 尺寸大小的紙張，但電腦螢幕無法全部顯示，因此僅能看

到報表的四分之一，上下及左右部分需利用捲動捲軸更換顯示部

分。 

 

表中左上方區有三個選擇功能鍵，由左至右，第一個綠色鍵為列

印鍵、第二個藍色功能鍵為退出此介面的功能鍵、第三個為畫面

儲存功能鍵，按下執行後自動將畫面儲存成 JPG 檔。 

 

 

圖 14：Demo 松山、桃園、高雄國際機場檢驗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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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列印鍵(Print Out)，將印出松山、桃園與高雄國際機場

預報校驗表，如圖 15。校驗表的下方有各項天氣因子之比對條件

及三國際機場的預報正確率，右方為各項天氣因子各自之正確率。 

以校驗松山、桃園與高雄國際機場 0606Z 24 小時的 TAF 為例。 

 

圖 15：松山、桃園、高雄國際機場預報校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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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執行國內機場 Demo 功能時，會先跳出一小視窗，如圖 16

所示，供選擇豐年(FN)、綠島(GI)、蘭嶼(LY)機場預報校驗表，

圖 17；或金門(BS)、北竿(MT)、南竿(FG)機場預報校驗表，圖 18。 

 

 

圖 16：Demo 國內機場檢驗表之選擇畫面。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對國內機場發布的 TAF，有效時間都為 18

小時，但國內機場航空氣象臺配合航站與管制的營運作業，其值

班時段會有差異： 

金門航空氣象臺值班時間為 22Z~11Z、 

北竿、南竿航空氣象臺值班時間為 22Z~11Z、 

豐年航空氣象臺值班時間為 22Z~12Z、 

綠島、蘭嶼航空氣象臺值班時間為 23Z~09Z、 

 

以 0018 TAF 為例校驗對時間為： 

金門航空氣象臺為 00Z~11Z 

豐年航空氣象臺為 00Z~12Z 

北竿、南竿干航空氣象臺 00~09Z  

綠島、蘭嶼航空氣象臺 00~0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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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豐年、綠島、蘭嶼機場預報校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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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金門、北竿、南竿機場預報校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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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論 

終端機場天氣預報考核系統的建置，不僅改變了氣象中心人工紙本的

過往考核方式，成為客觀比對之自動化考核系統；亦可藉由資料庫逐漸完

善，利用統計方法，瞭解個別預報員對我國民航機場天氣的掌握情形，針

對預報弱點強化改善，以求整體氣象預報準確度之提升。。 

 

目前資料庫已建置的時間仍短(從 98 年 5 月開始)，所得到的正確率

統計結果仍無法客觀地反應個別預報員對各機場天氣的掌握情形，仍須時

日加以統計調查。除此之外，本系統的統計結果只是一種參考指標，並非

可以當作預報員的預報能力優劣的參考，而本系統資料庫建置的目的，在

於協助預報員瞭解本身對各民航機場天氣的掌握，進而提升預報準確度，

並提供更好的飛航氣象服務。 

 

本計畫中所有的程式都由臺北航空氣象中心同仁自行撰寫，並與近

幾年完成的系統共用相同資料庫，因此不需要增購硬體；軟體也可自行

維護及依需求自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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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模式輸出統計(MOS)與機場例行天氣報告(METAR)

的比對 

一、前言 

臺北航空氣象中心利用中央氣象局先進之天氣研究與預報模式

(Weather Research & Forecasting model, WRF)的預報產品中，有一測

試軟體，即輸出模式輸出統計(Model Output Statistics, MOS)的預報資

料，經實際作業參考後，確定對機場天氣趨勢預報有幫助。假如在經由機

場例行天氣報告(METAR)來作比對，更能確認其實用性。 

 

WRF 固定每日於 00、06、12、18Z 執行四次資料模擬提供各種預報產

品，其預報有效時間會依據模式區域大小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如 Domain 2

為 48 小時，Domain 3 為 36 小時。每次執行資料模擬時，以 00Z 模擬為例，

於00Z開始收集資料至結束約需2小時，然後執行全球預報模式再交由WRF

進行模擬運算，整個模擬預報過程約需要 3~4 小時。WRF 模擬完成後輸出

預報資料交由 MOS Fcast raw 軟體處理(流程圖如圖 19)，但歸因於預報時

間愈長準確度愈低因素，目前每次 MOS 顯示的預報為起始資料時間後 12

小時之每小時預報天氣，例如 00Z 的資料模擬輸出為 00Z 至 12Z 之每小時

預報資料，但扣掉 WRF 花費的 4小時，因此當 00Z 模擬運算結束後輸出時

已經是 04Z 左右，實際上真正有效時間僅剩 8小時。 

 

此外當某一機場每一次 METAR 加入修正時，MOS 預報修正程式(MOS 

Fcast Adjust)會根據最新的觀測資料，修正往後該機場的天氣預報，舉

例說明，若有 0100Z、0200Z、0300Z、0400Z 四份天氣預報，0100Z 的 METAR

會修正全部的預報，0200Z 的 METAR 則會修正 0200Z 至 0400Z 的天氣預報，

以此類推。也就是說，當實際時間越接近預報時間時，參與修正天氣預報

的 METAR 報告越多，所以得到預報結果也應該越準確才是。 

 

因此基於上述的理由，臺北航空氣象中心研究小組提出一個想法：若

可以藉由統計的方法證明 MOS 預報具有參考價值(即準確率達到某一水準

之上)的話，那各氣象觀測臺的同仁在作趨勢預報時，就可以參考 MOS 預

報，對於提升 METAR 中的趨勢預報準確率，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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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MOS 預報產生之流程圖 

 

二、比對方法與結果 

比對之資料：MOS 預報與 METAR 

比對之天氣現象因子：風向風速、能見度、雲冪高三項 

比對過程分成兩項主要項目： 

(一) MOS 預報及 METAR 資料擷取與儲存。 

(二) 距平圖與線性迴歸公式之設計、運算與顯示，內容包括：  

 1.設計搜尋比較介面及運算的程式 

2.計算其間差異之大小。 

3.線性迴歸方程的參數與相關係數之求取。  

4.以圖形為主的顯示方式。 

5.自動提供修正預報值之可行性。 

 

分項討論： 

(一) 資料擷取與儲存： 

考慮到資料的完整性，計畫中擬使用 24 小時輪值觀測作業之民航機場

內的航空氣象臺(松山、桃園與高雄航空氣象臺)發布的 24 小時例行天氣

報告，針對由 WRF 預報模式於每次資料模擬後輸出的 MOS 預報作比對。 

 

但在收集資料階段發現有點問題，由於每小時 METAR 進入航空氣象現

代化作業系統後，MOS Fcast Adjust 會即刻利用 METAR 來修正原先之當時

模式輸出值，同時會逐步調整往後預報，導致最後系統自動儲存的資料是

最終修正調整的結果。舉例說明，若現在時間是 0200Z，而比對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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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MOS 預報經由 0200Z 的 METAR 所修正的 0300Z 與 0400Z 的預報資料，但

系統最終的自動儲存的0300Z與 0400Z的資料，卻是又加入0300Z與 0400Z

例行天氣報告所修正的結果，並不是比對時所需要的原始預報資料。 

 

要解決此一問題，必須在每小時例行天氣報告修正預報後，即刻將所

需的預報資料轉存另一檔案，才能確保資料正確無虞。此困難點在經過系

統程式的修改，以及在使用者電腦另行撰寫擷取及儲存程式後得以解決。

由於修改程式及測試過程較為繁複，花費相當長時間來處理，以致於至 98

年 10 月下旬才完成，因此能用來測試的儲存資料並不多。所幸的是儲存

過程已自動化，累積一年後，所儲存的資料可包含各類天氣系統所引發的

天氣現象，如此對於趨勢預報會有所幫助。 

 

(二) 距平圖與線性迴歸公式： 

為了瞭解 MOS 預報的準確率，研究小組使用 VB 軟體設計如圖 20 的搜

尋比較介面及運算程式。 

 
圖 20：模式輸出統計(MOS)與例行天氣報告(METAR)的比較介面。 

在此介面上，使用者只要輸入資料的比較時間，並依序選取「觀測

臺」、「天氣現象」與「時間間隔」後，點擊「執行」，程式會自動在所選

取的時間區間內，將所有符合條件的模式輸出統計資料與相對應的例行天



 26

氣報告挑選出來，並完成比較。比較的結果以兩種方式呈現：其中一種為

距平圖，另外為線性迴歸分析。 

 

舉松山航空氣象臺 2009/10/22 至 2009/10/24 三天能見度的比較來

說，每一筆有效資料必包含 MOS 預報與 METAR 報告，因此距平為兩者間之

差值： 

 

 

此差值可以繪製成圖 21 的距平圖，並從距平圖可以清楚地了解，MOS 預報

與 METAR 之差值分布情形，以圖 21 來說，對於正距平或負距平而言，多

數是集中於 1000 公尺以內，因此，若現在觀測到能見度正在好轉，而實

際上能見度於 2個小時內可能的變化幅度為 MOS 預報再加上 1000 公尺。 

 

 

圖 21：例行天氣報告與模式輸出統計之距平圖(距平(Diff)=例行天氣報告

(METAR) – 模式輸出統計(MOS))。 

 

    除了距平圖之外，還會特別計算 MOS 預報與 METAR 兩種資料的相關係

數、線性迴歸公式與有效個案數，若有效個案數夠多，相關係數接近「1」，

表示線性迴歸公式越有參考價值(如圖 22)。觀測員可以利用線性迴歸公

式，簡易地從 MOS 預報估往後 2小時內能見度的變化；相反地，若相關係

數接近「0」，表示兩者線性相關性不佳，則觀測員即可放棄使用線性迴歸

公式。 

距平(Diff)=例行天氣報告(METAR) – 模式輸出統計(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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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模式輸出統計與例行天氣報告之線性迴歸公式與相關係數。 

 

研究小組希望能藉由距平圖或線性迴歸公式，找到 MOS 預報與 METAR

之間的相關性，並提供觀測員於編報趨勢預報時之參考。而線性迴歸公式

與距平圖也會隨著有效個案數目的增加，逐漸地調整其距平的分布與線性

迴歸公式的係數值，因此可以隨著季節或年際變化而有所調整，並非其相

關性一成不變。此外，因為松山機場、桃園機場與高雄機場 24 小時值班

觀測，有完整的 MOS 預報與 METAR 比對，因此先挑選三座國際機場進行比

較，若比較結果證明距平圖或線性迴歸公式具有可預報性，並可協助觀測

員編報趨勢預報的話，會將此方法擴展到各民航機場。 

 

因為每一份 METAR 都包括趨勢預報，其有效時間為 2小時，因此將研

究重心著重於使用 METAR 修正後 2小時內的預報資料的可預報性探討。而

對於 MOS 預報而言，當預報時間離修正時間越遠的話，其預報的可信度必

會降低，若想將 MOS 預報應用於較長時間預報的終端機場預報(Terminal 

Aerodrome Forecast, TAF)時，勢必得重新檢驗較長時間的預報資料正確

性與可預報度後，才能評估是否能夠協助預報員編報終端機場預報。 

 

三、分項比對結果與分析 

比對期間：2009/10/22 至 2009/11/11。 

比對資料：MOS 兩小時預報與實際天氣報告(METAR)。 

比對天氣因子：雲冪高(分雲冪高 3000 呎以下及不限高度兩種)、能見度、

風場 

分項分析如下： 

(一) 雲幕高： 

但由於雲幕高取決於需有構成雲冪之雲量，而人工估計的雲量會有不

一樣的解讀標準，加上有時雲量快速增減，導致雲冪高度大幅度變化。因

此在雲幕高的判斷上，MOS 預報的雲量與觀測員的估計雲量會有落差。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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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來說，觀測員的雲幕觀測結果為 FEW010 SCT022 BKN050，但 MOS 將 SCT022

計算為 BKN022，因而有 MOS 預報雲幕高度預測 2200FT 與 METAR 雲幕高

5000FT 發生落差。同理當觀測結果認定為 BKN 的當時，其亦有可能當時模

式輸出之預報認為其並非達到 BKN 標準。 

 

為符合於飛航實際作業現況，由於高於 3000 呎的雲冪高對於機場運

作影響不大的因素，過濾掉＞3000 呎雲冪高，將比對條件限制雲冪高在

3000呎以下，分別各自另作比對，並以Ceiling 與 Ceiling<3000ft區分 。 

 

以個別機場結果分析，比對期間：2009/10/22 至 2009/11/11，預報時

間 2hr。 

A、松山機場：(a)為全部比對 (b)僅比對雲冪高低於 3000 呎 

(a)比對成功個案：147 個  METAR 及 MOS 預報相關係數：0.481572 

如圖 23a 所示，雲幕主要誤差範圍以界在 0呎~ -1000 呎的區間約佔全

部個案數之 27.2%。 

 

 
圖 23a：松山機場 MOS 與 METAR 雲冪高比對分析圖 

 

(b)比對成功個案：148 個  METAR 及 MOS 預報相關係數：0.3490293 

如圖 23b 所示，雲幕主要誤差範圍集中在 0呎~ -1000 呎\區間。約佔

全部個案數之 70.9%，明顯表示雲冪高僅考慮在低於 3000 呎條件下，

誤差降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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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b：松山機場(雲冪高<3000 呎)MOS 預報與 METAR 雲冪高比對分析圖。 

 

B、桃園機場(a)為全部比對 (b)僅比對雲冪高低於 3000 呎 

(a)比對成功個案：155 個  METAR 及 MOS 預報相關係數：0.4544764 

如圖 24a 所示，雲幕主要誤差範圍在 0呎~ -1000 呎約佔 61.2% 

 
圖 24a：桃園機場 MOS 預報與 METAR 雲冪高比對分析圖 

(b)比對成功個案：156 個  METAR 及 MOS 預報相關係數：0.3510843 

如圖 24b 所示，雲幕主要誤差範圍集中在 0呎~ -1000 呎\約佔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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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b：桃園機場(雲冪高<3000 呎)MOS 預報與 METAR 雲冪高比對分析圖。 

 

C、高雄機場 

(a)比對成功個案：120 個  METAR 及 MOS 預報相關係數：0.260768 

如圖 25a 所示，雲幕主要誤差範圍在 0呎~ -1000 呎約佔 34.2% 

 
圖 25a：高雄機場 MOS 預報與 METAR 雲冪高比對分析圖。 

(b)比對成功個案：120 個  METAR 及 MOS 預報相關係數：0.441173 

如圖 25b 所示，雲幕主要誤差範圍集中在 0呎~ -1000 呎\約佔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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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b：高雄機場(雲冪高<3000呎)MOS預報與METAR雲冪高比對分析圖。 

 

以上得到，桃園機場的 METAR 與 MOS 預報的雲幕資料相關性為三個機

場中最佳者。但整體而言，相關係數未能超過 0.5，顯示前述之觀測員對

於雲幕之測報方式與 MOS 預報間之差異確實存在。 

另外以個別個案分析結果，以2009年 11月 10日 00Z鋒面通過臺北FIR

北部之例子， 

a) 松山機場 

00Z 觀測資料其雲幕為 10000 呎，當時由 MOS 預報 02Z 雲幕高為> 10000

呎，但 02Z 觀測資料其雲幕為 3000 呎。而當時的 MOS 預報 04Z 為 3000

呎，但實際 04Z 觀測資料為 10000 呎。 

b) 桃園機場 

00Z 觀測資料其雲幕為 5000 呎，當時由 MOS 預報 02Z 雲幕高為> 10000

呎，但 02Z 觀測資料其雲幕為 5000 呎。而當時的 MOS 預報 04Z 為 6000

呎，但實際 04Z 觀測資料為>10000 呎。 

c) 高雄機場 

00Z觀測資料其雲幕為 7000呎，當時由 MOS預報 02Z雲幕高為 5600呎，

02Z 觀測資料其雲幕為>10000 呎。而當時的 MOS 預報 04Z 為 6450 呎，

但實際 04Z 觀測資料為無雲幕。 

由以上個案分析結果，顯示 MOS 預報資料對於急遽變化的天氣預報反

應可能有較慢的趨勢。但因為本個案屬於單一個案，且天氣變化快速，若

單以本個案決定 MOS 預報的效能將有欠缺標準。研究小組成員將利用本計

劃建立的比對系統持續蒐集資料進行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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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見度： 

雖然能見度與雲幕高同為觀測員據當時機場天氣實際觀測估算編報，

而非由地面自動觀測系統直接讀取數據輸入編報。但與雲幕高不同的差

別，為各機場航空氣象臺設置時已請測量單位就該機場能見度目標物進行

測量，故觀測員依其觀測結果將較為一致。同時能見度的變化本就較雲幕

高緩慢，因此由比對系統輸出的比較結果圖得知，MOS 預報與 METAR 間之

誤差多集中於 X軸零值的兩側。 

以個別機場結果分析，比對期間：2009/10/22 至 2009/11/10，預報時間

2hr。 

a) 松山機場 

比對成功個案：359 個 

METAR 及 MOS 預報相關係數：0.3504152 

如圖 26 所示，能見度主要誤差範圍集中在 1000 公尺~ -1000 公尺的區

間。約佔全部個案數之 71.8% 

 
圖 26：松山機場 MOS 預報與 METAR 能見度比對分析圖 

b) 桃園機場 

比對成功個案：361 個 

METAR 及 MOS 預報相關係數：0.5699345 

如圖 27 所示，能見度主要誤差範圍集中在 1000 公尺~ -1000 公尺的區

間。約佔全部個案數之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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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桃園機場 MOS 預報與 METAR 能見度比對分析圖 

c) 高雄機場 

比對成功個案：361 個 

METAR 及 MOS 預報相關係數：0.6955332 

如圖 28 所示，能見度主要誤差範圍集中在 1000 公尺~ -1000 公尺的區

間。約佔全部個案數之 46.5% 

 

圖 28：高雄機場 MOS 預報與 METAR 能見度比對分析圖 

以上得到，能見度比對相關性，在三個機場中以高雄機場為最高。 



 34

.另外以個別個案分析結果，同樣以 2009 年 11 月 10 日 00Z 鋒面通過臺

北 FIR 北部之例子， 

a) 松山機場 

01Z觀測資料其能見度為2800公尺，當時由MOS預報03Z能見度為3000

公尺，但 03Z 觀測資料其能見度>10000 公尺。而當時的 MOS 預報 05Z

為 4000 公尺，但實際 05Z 觀測資料為>10000 公尺。 

b) 桃園機場 

01Z觀測資料其能見度為4500公尺，當時由MOS預報03Z能見度為4000

公尺，但 03Z 觀測資料其能見度>10000 公尺。而當時的 MOS 預報 05Z

為 9500 公尺，但實際 05Z 觀測資料為>10000 公尺。 

c) 高雄機場 

01Z 觀測資料其能見度為>10000 公尺，當時由 MOS 預報 03Z 能見度為

>10000 公尺，03Z 觀測資料其能見度確實>10000 公尺。而當時的 MOS

預報 05Z 為>10000 公尺，實際 05Z 觀測資料亦為>10000 公尺。 

同樣的，MOS 預報在能見度上仍有延遲反應的趨勢。故未來依然會持續

收集資料比對，以判斷出 MOS 預報內容該如何運用於機場短期之 2小時趨

勢預報上。 

 

(三) 風場：當風向變化達 60∘以上時才需要發布趨勢預報的變化。 

a) 松山機場 

由圖 29 看出 MOS 預報與 METAR 比對風向誤差在±30∘(±40∘)以內約佔

73%(80.5%)，表示確有參考價值。 

 

圖 29：松山機場 MOS 預報與 METAR 風向比對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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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 預報與 METAR 風速比對差異值在 ±10KT 內佔有 98.8%，見圖 30。 

 

圖 30：松山機場 MOS 預報與 METAR 風速比對分析圖 

 

b) 桃園機場 

MOS預報與METAR比對風向誤差在±30∘(±40∘)內約63.8%(74.8%)，圖31。 

  

圖 31：桃園機場 MOS 預報與 METAR 風向比對分析圖 

MOS 預報與 METAR 風速比對差異值在 ±10KT 內佔 96.9%，圖 32。 



 36

 

圖 32：桃園機場 MOS 預報與 METAR 風速比對分析圖 

 

c) 高雄機場 

MOS預報與METAR比對風向誤差在±30∘(±40∘)內約38.3%(44.8%)，圖33。 

 

圖 33：高雄機場 MOS 預報與 METAR 風向比對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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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 預報與 METAR 風速比對差異值在 ±10KT 內約 99.7%，圖 34。 

 

圖 34：高雄機場 MOS 預報與 METAR 風速比對分析圖 

 

由上述 MOS 預報與 METAR 風場比對結果，在風向方面誤差在±30∘

之內以松山機場的 73%最為理想、桃園機場的 64%次之、高雄機場 38%

較偏低。另由比對期間正值秋季鋒面系統一波接一波通過北部時段，北

部地區原本風向變化幅度就較大，而 MOS 預報對北部有 64%以上適用

率，可見 MOS 預報對於北部風向的掌握已達水準以上；南部地區更因天

氣系統不明顯造成風向分布較零亂，誤差分布也較廣，但由圖上仍可看

出仍以±30∘範圍為多數，同時也表示 MOS 預報對高雄機場有較大的改

善空間。在風速方面誤差在±10KT 以內的比率，北部與南部都在 97%以

上，尤其高雄機場更高達 99.7%，顯示 MOS 預報對於風速在趨勢上的掌

握極為理想。 

 

分析比對的結果後，整體上 MOS 預報在趨勢預報上的表現大致良

好，其中以風場中的風速項最佳，2 小時預報與實際天氣幾乎一相同，

風場方面北部在 60%以上但南部則較差僅 38%；能見度次之，松山及桃

園達 70%以上，高雄低於 50%；雲冪高：雲冪不限高度在 35%以下，但針

對 3000 以下的雲冪高則可達 70 %以上，此外，在遽變天氣變化快速下，

比對結果有過於分散且不易讀出其相關特性，研究小組將持續蒐集資料

外，並日後將以個案研究與整體綜觀兩種方式，進行日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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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分析與未來展望 

1. 綜合分析 

綜觀上述之比對分析，得到下列結果： 

(1) MOS 預報對於松山、桃園及高雄三個機場的天氣現象演變，如雲冪、

能見度度與風等因子，在掌握其變化趨勢上確有參考價值，其中以反

應風向的變化最為理想。 

(2) 對於急速變化天氣的反應有落後現象，追蹤其原因是 MOS 依據整點天

氣修正下一小時後得到的預報，如 010000Z METAR 發布後 MOS 會利用

來修正 010100Z 及之後的預報；而觀測天氣是即時的，如 010003Z 天

氣已變化達到某一標準值時，觀測員會即時發布特別天氣，而 MOS 會

等到 010200Z 的 METAR 在進行下一次 010300Z 的修正，因此 010101Z

至 010200Z 間的 MOS 並無修正動作，導致在 010200Z 時 MOS 預報與

METAR 間出現誤差。 

(3) 為解決此 MOS 反應落後的問題，假如能即時利用特別天氣來修正預

報，且預報系統效能能提高的話，屆時 MOS 預報的參考性將大為提昇。 

 

2. 未來展望 

計畫執行中，在 MOS 預報與 METAR 實際觀測資料比對分析之過程中，

發現系統中有小部分程式需調整，另外部分分析結果值得進一步發展，如

下： 

(1) 當最新的 METAR 進入 MOS 預報系統中時，原 MOS 預報即修正更新，而

主機中並沒有存下 2小時前由 MOS 產生的預報資料，為此研究小組為克

服此情況，另外在存放 MOS 預報資料主機中撰寫程式，將每小時所得之

MOS 預報資料另存，方才進行本次計畫中之比對工作。因而錯過不少寶

貴資料，未來將持續蒐集資料並進行實際比對。 

(2) 增加個案數分析比對及季節性綜觀比對方式，用以分析在各種天氣系

統中 MOS 預報及 METAR 之比對，並將其需要加強部份進行調整，使得

MOS 有更佳的預報結果，可提供 30 小時與短時預報參考。 

(3) 改進資料來源方式，本計畫資料都來自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使用

之 Linux 主機與氣象中心作業電腦，各機場氣象臺皆無法直接得到即時

資料利用本系統進行比對，未來在所有相關比對完成且調整 MOS 預報輸

出效能的同時，需進一步建構各機場氣象臺可以直接取得的資料來源，

讓各機場氣象臺可以簡單容易的使用 MOS 的預報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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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端機場天氣預報考核系統建置及應用」審查建議與回覆 

一、審查建議： 

（一） 第一部分終端機場天氣預報（TAF）成效良好，讓預報員隨時掌握

自己預報各種氣象因子的能力，有助於改善整體預報，提高預報準

確度。 

（二） 第二部分利用每小時觀測資料（METAR）來修正下二小時的預報，

此作法有待更深一步探索。像風向風速、能見度及雲冪高，甚至降

水現象較缺乏連續性，這小時下雨，並一定下二小時也會下雨，這

小時雲冪低，也並不代表下二小時雲冪仍低，用此方式對天氣系統

轉變時的天氣預測，有待後續研究。 

（三） 本研究之系統程式由氣象中心同仁自行撰寫，與現有系統共用資料

庫，不需增購硬體設備，且可自行維護與修改因而節省公帑。 

（四） 本計畫經由研究與系統開發，將氣象理論與機場天氣預報實務相結

合，且研究成果與預期結果大致相符。 

（五） 使用終端機場天氣考核系統能增進預報員瞭解本身預報盲點與缺

失，進而提昇 TAF 預報準確率，對於提升飛航氣象服務將有助益。 

（六） 本計畫之程式撰寫、測試到使用者意見反饋修改到資料庫建立，完

全有幾位在職同仁無酬投入，對於 TAF 電子化考核以及 AOAWS/MOS

效果的瞭解，有定量與具體的結果，值得嘉許。惟技術報告文字內

容的結構與寫法，仍有改進加強空間。 

二、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本研究使用模式輸出統計法（MOS），提供氣象觀測台作為趨勢預報

參考，惟 MOS 所使用資料為 WRF 產品，約需花費 4小時作業時間。

本研究因而採用 METAR 資料作為修正 MOS 預報資料，惟研究結果

METAR 與 MOS 預報相關係數整體而言未能超過 0.5，因此有必要研

提改善以增加可用度。 

（二） 利用每年不同季節、每日不同時段及不同天氣系統分別研究 METAR

與 MOS 預報相關係數，應可有效提升相關係數。 

（三） 金門機場常受天候不佳、霧鎖金門的影響，如能加強該機場天氣預

報的準確度與速度，應可讓航空公司與旅客及早因應。 

（四） 針對第二部分，建議仍從改善預報模式著手。尋找較佳的初始場、

改善模式本身、模式各項參數之敏感度測試、系集預報等作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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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深入探討。 

（五） 建議TAMC將一系列VB程式的作品成果與設計細節納入新進人員培

訓內容，以保持相關程式的維護人力和能力，也鼓勵作業人員進一

步設計其他資料產品（WRF 輸出、雲冪高、低空風切系統等）的性

能考核與應用。 

 

 

三、審查建議回覆： 

(一) 第(二)點有關利用每小時例行天氣報告(METAR)來修正 MOS 輸出預

報之 2 小時後之預報，係目前數值模式預報常使用方法，在 AOAWS

系統亦建有此功能，本計畫係檢視其可行性，並將結果提供模式參

數修正之參考。以三個國際機場為例，風速的預報與觀測相關係數

均達 0.9，雲幕均有 0.7，相信仍可提供氣象人員參考。但氣象人

員不只要參考 MOS 結果，特別針對天氣系統轉變時，更需要參考各

種氣象產品及本身經驗進行預報，本計劃 MOS 預報產品主要目的為

提供氣象人員參考。 

(二) 第(六)點有關技術報告文字內容的結構與寫法，仍有改進加強空

間。參與計畫人員今後會向學者專家請益。 

 

四、後續研究之建議回覆： 

(一) 第(一)點改善 METAR 與 MOS 相關係數以增加可用度，擬建議模式

系統設計人員考慮加上半點例行天氣報告及特別天氣報告，提高

觀測資料時間解析度作為修正預報之依據，應可達到預期效果。 

以三個國際機場為例，METAR 及 MOS 預報結果相關係數僅有高雄小

港機場風向與能見度低於 0.5，將針對後續研究之建議(二)的意見

進行研究，應可提高預報結果準確性。 

(二) 第(三)點有關金門濃霧之預報，已列在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

第三期計畫研究項目。 

(三) 第(四)點建議改善模式預報、在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第二期

最後一年(99 年底)將提高模式網格解析度及模式中各項參數敏感

度測試，屆時應會有所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