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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地區在夏季午後常發生劇烈的熱對流，可能嚴重影響航空器在航路飛行及起飛降落時

的安全。若能準確地研判當日發生午後熱雷雨的機率，並即時表現在終端機場天氣預報、各種

顯著天氣報文以及顯著天氣圖之中，便能為飛航管制人員、航空公司調度人員與航空器的駕駛

等使用者提供更精確有效的預報資訊，讓他們對此類劇烈天氣預作準備。然而台灣的地形非常

複雜，再加上海陸風等因子的影響，以數值模式模擬午後熱雷雨的發生位置和移動方向等與實

際情況往往有相當大的誤差。雖然預報人員長時間來累積了許多經驗法則，但在還未經過系統

性的統計分析之前，往往只能做定性的討論而無法將這些因素與熱雷雨發生機率之間的關係數

值化，容易造成預報員在使用上的困擾。 

近年來各界對航空氣象服務的品質要求逐漸提升，建立客觀、準確的午後熱雷雨預報參考

工具刻不容緩。氣象中心過去參考許多論文和研究報告完成了紙本熱雷雨檢查表，將各種與熱

雷雨有關的因子紀錄於表中，後來更進一步將其電子化並加入了迴歸分析，成為目前作業的重

要參考。然而，由於熱雷雨的各項因子之間存在複雜的非線性關係，以傳統統計迴歸所得到的

結果仍有進一步研究分析的空間；而類神經網路在許多文獻中都證實擁有對非線性系統進行非

線性迴歸的能力。爰此，氣象中心進行本「北部地區熱雷雨類神經網路分析系統」研究，以期

達到以下目標： 

1. 依熱雷雨因子分析松山機場與桃園機場發生午後熱雷雨的機率。 

2. 與原有的熱雷雨檢查表配合，進一步測試類神經網路系統在此類問題的適用性。 

3. 建立新的電子熱雷雨檢查表，將訓練完成的類神經網路應用在熱雷雨檢查系統之中。 

在系統建置過程中特別著重配合原「熱雷雨檢查表」之迴歸分析結果，將電子化之後的資料重

新分析，完成當初建立檢查表之目標，並進一步結合兩種分析技術的優勢以建立一套客觀準確

的熱雷雨預報參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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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e convection often occurs at summer afternoons in Taiwan, may seriously affect the safety of aircraft 
in the en-route flight while attempting to land and take off. If we can accurately forecast thunderstorms 
occurrence in the afternoon on that day and performance in TAF, SIGMET, SIGWX CHART for air traffic 
control and airline dispatch personnel to provide more accurate forecasting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But 
Taiwan's topography is complex, coupled with the effects of factors such as sea-land breeze,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occurrence and moving direction to afternoon hot thunderstorms are quite often considerable 
error. Although forecasters accumulate a lot of experience for a long time, but without a systematic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only qualitative discussion of these factors. So cannot be done with hot thunderstorms like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lues of easily plagued forecasters use. 

In recent years the progressive upgrading of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aviation weather services, 
establishing an objective and accurate reference tools for forecast in the afternoon hot thunderstorm without 
delay. Taipei Weather Center use the past reference papers and research reports establish the hot thunderstorm 
check list which records the various factors related occurrence of hot thunderstorm  in a table. Then later 
further electronic and joined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become important references of job. However, because hot 
thunderstorm complex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exist between the various factor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regression still has scop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analysis and confirmed in many 
literature classes neural network with nonlinear regression to nonlinear system. Taipei Weather Center handle a 
research "The hot thunderstorm neural network analysis system for northern Taiwan ",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1.According the triggering factor of hot thunderstorm to analysis the occurrence 
probability in the afternoon at Songshan Airport and Taoyuan airport.2. The original hot thunderstorm check 
list combined with further tes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neural network system in such matters.3. Create a new 
electronic hot thunderstorm check list to training neural network application in hot thunderstorm system.  

During the system build proces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cooperation in the original "hot thunderstorm 
check list" of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re-analysis of the data to complete the checklist of objectives established, 
then further combine the two advantages of analysis techniques to establish an objective and accurate hot 
thunderstorm forecast reference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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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北部地區熱雷雨類神經網路分析系統建置及應用 

 

一、前言 

雷雨大致可分為兩類，一為鋒面雷雨，另一為氣團雷雨(熱雷

雨)。台灣地區發生雷雨的次數，每年自 3月起開始增加，到 7、8 月

達最盛時期；其中 3～6 月間多屬鋒面雷雨，7～9 月間者多為熱雷雨。  

熱雷雨對航空器飛行安全的影響，不僅伴隨有雷擊、積冰、陣風

鋒面及下爆氣流等惡劣天氣現象(圖 1)，而每一種現象都是研究的課

題，但如能掌握熱雷雨的發生就能避開伴隨的惡劣天氣現象。 

圖 1：熱雷雨內潛在危險天氣現象 

 

談到掌握熱雷雨就是必須能準確預報是否發生，而預報不準的代

價就是遭遇雷雨增加危險度(圖2)或過度預報將導致增加費用而浪費

資源(圖 3)。 

圖 2：預報不準出現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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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過度預報的問題 

 

熱雷雨的生成相當複雜，牽涉到低層的動力、中低層的水氣及熱

力、中高層的動力之間的非線性交互作用，如圖 4 的圖解。 

圖 4：非線性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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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9 年國外提出報告中(圖 5)，指出目前數值模擬針對某些

預報場約 30%的預報準確度幾乎比猴子丟銅板的 50%隨機準確率還

低，顯示在預報技術遇到瓶頸。 

圖 5：預報技術遇到瓶頸 

 

本研究的目標就是嘗試提高預報準確度達到 60~70%以上或更高。 

圖 6：本研究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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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航空氣象中心(之後簡稱：氣象中心)在執行航空氣象現代化

作業系統(AOAWS) 研究計劃初期，民用航空局為有效提高預報準確

率，特別聘請技術顧問汪庭安博士會集氣象中心專長於雷達、衛星、

數值分析，各種天氣圖分析及具有多年預報經驗之同仁，參考國內外

論文、分享彼此的研判理論與經驗法則，建立一套客觀預報方法，並

製作成檢查表(check list)供預報員填製後參考使用。 

這些檢查表經過 5年實際作業之後，依統計結果進一步研判篩選

預報因子，建立松山機場熱雷雨檢查表供人工記錄研判使用。之後在

2008 年升級為電腦輸入版本，以軟體自動分析天氣預報因子之權重，

導出客觀預報結果供預報員作為機場天氣預報參考使用。這其中便包

含了專為北部地方松山機場及桃園機場在7月至9月午後發生熱雷雨

機率設計的熱雷雨檢查表。 

2011 年氣象中心開始進行另一個民航局自行研究計畫，嘗試以

類神經網路系統來分析颱風接近臺灣時各機場所測得的風向風速與

颱風位置和強度之間的關係。這個研究計畫結論獲得了令人滿意的成

果，經數個颱風例行作業測試，以颱風的位置、強度和半徑作為輸入

因子用以預測臺灣各機場的風向和風速，可以達到 70%到 80%的正確

率。這個計畫也證實了類神經網路系統對此類傳統上必需依賴預報人

員經驗的問題的確能有效的發揮其特色及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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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類神經網路成功範例 

 

因此，結合電子化熱雷雨檢查表在這 8 年來所累積的資料與颱風

侵台期間機場風場預估系統計畫中對類神經網路系統的分析經驗見

圖 7，在 101~102 年例行性颱風實際作業中顯現相當高的準確性：因

此，氣象中心提出另一個自行研究計畫「以類神經網路系統分析臺灣

北部地區熱雷雨發生機率的研究計畫」。 

若能達成計畫目標，則可做為氣象中心預報人員在未來預報夏季

北部機場發生午後熱雷雨時的客觀預報工具，以提高預報準確率，同

時提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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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使用的軟體工具為 Matlab 的免費使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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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 

  (一)電子化熱雷雨檢查表預報因子 

利用檢查表將與某類特殊天氣相關的概念模式參數化，並

用來對該類特殊天氣的預報作業提供客觀預報工具的方式在實

際作業單位已經行之有年。在由日間太陽加熱所產生的熱力作

用引發的強對流與熱雷雨胞的預報這個項目中，一般以評估條

件不穩定性和氣團的可用位能為主，另外由工作經驗上累積得

到關於高空風與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的勢力範圍也同樣會影響到

午後熱雷雨的發生機會。 

因此氣象中心在 2008 年將檢查表電子化的過程中也重新

整理所使用的參數如下： 

a. 連續性：經驗上顯示在 7月及 8 月中，當連續性為 1 或以

上的時候相對發生熱雷雨的機率也提高；9 月因為逐漸進

入秋季，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是利開始減弱，所以連續性要

到達 2，才有利熱雷雨發生。 

b. KI (K Index)︰測量熱雷雨胞的位能(POTENTIAL)，計算

公式 

K = T850 - T500 + Td850 - (T700 - Td700)  

K < 15 熱雷雨發生的機率為 0%，21-25 熱雷雨發生的機

率為 20-40%，26-30 熱雷雨發生的機率為 40-60%，31-35

熱雷雨發生的機率為 60-80%，36-40 熱雷雨發生的機率為

80-90%，K > 40 熱雷雨發生的機率為>90%。現行電子檢

查表的判斷門檻為：KI≧35.0 為「是」。 

而在文獻中美國實驗值分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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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No thunderstorms 

18~19 Thunderstorm unlikely 

20~25 Isolated thunderstorms 

26~30 Widely scattered thunderstorms 

30~35 Numerous thunderstorms 

36~39 Thunderstorms very likely 

40+   100% chance of thunderstorms 

c. To(Total Totals Index)：測量雷雨胞的位能(POTENTIAL 

ENERGY)。計算公式為： 

Total index（TO）：TT = T850 + Td850 - 2T500 

臺灣地區文獻中的分類： 

44-45 Isolated moderate thunderstorms 

46-47 Scattered moderate / few heavy thunderstorms 

48-49 Scattered moderate / few heavy / isolated 

severe thunderstorms 

50-51 Scattered heavy / few severe thunderstorms and 

isolated tornadoes 

52-55 Scattered to numerous heavy / few to scattered 

severe thunderstorm / few tornadoes 

> 55 Numerous heavy / scattered severe thunderstorms 

and scattered tornadoes 

目前臺北航空氣象中心使用的判斷門檻為：TO ：45.0≦

TO≦55.0 為 yes。 

美國實驗值分類為： 

<43   Thunderstorms unlik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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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4 Isolated thunderstorms 

45-46 Scattered thunderstorms 

47-48 Scattered Thunderstorms/isolated severe 

49-50 Scattered Thunderstorms/few severe/isolated  

tornadoes 

51-52 Scattered-numerous 

thunderstorms/few-scattered severe/ isolated 

tornadoes 

53-55 Numerous thunderstorm/scattered tornadoes 

56+   You don＇t want to know. 

d. Si (Showalter index)：大氣局部「靜力穩定度（static 

stability）」之一種量度，用數值表示。此指數由一上升

氣塊自 850hPa 循乾絕熱上升至飽和點，再循飽和絕熱線

至 500hPa 面決定之。在 500hPa 面上，氣塊溫度和周圍溫

度相比較，此兩溫度之差值即為 SI 之大小。假定氣塊較

其新環境為冷，指數為正；反之，則為負。 

當 SI 指數＜＝3的時候，該區域內可能有陣雨並預期有

雷雨。 

當-2≦SI≦1 的時候，下熱雷雨的機會迅速增加。 

當 SI≦-3 的時候，有劇烈熱雷雨發生。 

當 SI≦-6 的時候，預報員應考慮發生龍捲風的可能性。 

現行電子檢查表判斷門檻為： SI≦1 為 yes。 

美國實驗值分類為： 

>4     Thunderstorms unlikely 

1~4    Thunderstorms possible-trigger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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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ncreasing chance of Thunderstorms 

-2~-3  High potential of heavy Thunderstorms 

-3~-5  Getting scary 

-5~-10 Extremely unstable 

<-10   Head for the storm shelter 

e. SWEAT index：此項目在現行電子檢查表中尚未納入評

分。檢查低層大氣的濕度、對流不穩定、噴流核心及暖平

流量度雷雨位能。 

SWEAT < 300 不會有雷暴發生 

300 < SWEAT < 400 有劇烈雷暴發生的機會 

SWEAT > 400 有劇烈雷暴甚至龍捲風發生的機會 

美國實驗值分類為： 

<272    Thunderstorms unlikely 

273~299 Slight risk-general Thunderstorms 

300~400 Moderate risk- approaching severe limits 

401~600 Strong risk-few severe-storms/isolated 

tornados 

601~800 High risk of severe t-storms/scattered 

tornados 

801+    High wind damage, but not favorable for 

severe weather 

f. Li (Lifted Index)：此項目在現行的電子檢查表中尚未

納入評分。舉升指數(LI)是一種表示自由對流高度以上不

穩定能量大小的指數。它表示一個氣塊從抬升凝結高度出

發，沿濕絕熱線上升到 500 百帕(海拔 5200 米左右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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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具有的溫度被該處實際大氣溫度所減得到的差值。比

如，某一氣塊沿濕絕熱線上升到 500 百帕時的理論值為－

14°C, 而該處的實際溫度為－18°C, 那麼抬升指數就是

-4。 當差值為負數時，表明氣塊溫度比其環境溫度更暖，

氣塊溫度暖表示密度就低而浮力就高，因此將會繼續上

升。該差值的絕對值越大，出現對流天氣的可能性也越

大。差值為正數時，表示大氣層結構是穩定的。 

美國實驗值分類為： 

>0      Thunderstorms unlikely 

0~-2    Thunderstorms possible-trigger needed(若有

其他動力來源或舉升作用，有陣雨或雷暴發生的可能) 

-3~-5   Thunderstorms probable(有雷暴發生的機會) 

-5~-7   Strong/severe thunderstorms. Tornadoes 

possible 

-7~-9   Move to Alaska 

<-9     Yikes 

g. 500hPa 等壓面天氣分析圖上的 5880 東西向脊線及西伸

位置：這一個項目緣自資深預報員的經驗法則。依經驗太

平洋副熱帶高壓的勢力範圍及其消長會影響臺灣地區發

生熱雷雨的機率。現行電子檢查表中的判斷門檻為：115

°E 以東為「是」。 

h. 700hPa 風向風速：這一個項目緣自資深預報員的經驗法

則。當 7~9 月盛行西南季風期間，當風向為西南風時就伴

隨有暖濕空氣平流，造成大氣變的不穩定，同時有利於對

流的發展。現行的電子檢查表判斷門檻值為：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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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TS、136~180°≦25KTS、91~135°≦25KTS 及 181~270°

等範圍內的差值判為 yes。  

i. 700hPa 溫度露點差：同樣的這一個項目也是緣自資深預

報員的經驗法則。700 hPa 的溫度與露點之間差距愈小，

代表著此高度層的空氣愈接近飽和狀態，相較於溫度露點

差大的空氣(較不飽和)而言，空氣愈接近飽和狀態，愈容

易產生對流，所以當 700 hPa 的溫度露點差距較小時，環

境較適合對流發展。現行電子檢查表判斷門檻為：（T-Td）

700hPa：（T-Td）700hPa≦9℃為 yes。  

j. 地面露點：露點為定壓下，溫度下降至飽和時的溫度。地

面露點越高，則相對的地面溫度越高，地表炎熱高溫，愈

有利午後熱雷雨的產生和發展。 

    建立的電子化熱雷雨檢查表經過 3 年實際作業，由資料庫統計分

析其預報準確率在 55%以上。 

圖 9：建立的天氣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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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加上主觀預報可提高準確度。 

 

但電子化熱雷雨檢查表的預報結果，如再加上資深預報員經驗的主觀

修正，準確率有時可提高至 60~70%，顯示仍有進步空間 

(二) 類神經網路 

類神經網路發展至今已經超過 50 年，在許多領域都有相當

成功的應用案例，到 1986 年類神經網路在發展出成熟的非線性

工具之後，愈來愈多人開始試著將其運用在天氣預報作業上。

類神經網路能在未知機制的情況下分析關聯性的能力可以補足

傳統數值模式的缺陷，最近若干文獻( Pasini et al. 2001, 

Nugroho et al. 2002, Tasadduq et al. 2002, Fabbian and de 

Dear 2006 ) 也證實了引入類神經網路的確有助於提高我們對

這類天氣的預報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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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類神經網路 

 

 

目前國內外氣象單位作業使用的數值預報模式主要是運用

物理控制方程式對時間積分外推出各種量場。但在牽涉的物理

過程較複雜時，這些模式的預報能力就會明顯大幅下降。但預

報員在經過一段長期的探討與訓練，可以靠個人所得的經驗來

補足數值模式在這方面的缺陷。 

人類的大腦就像是一個由數以億萬計的神經元所組成的神

經網路，而每一個神經元都個自擁有數個能接受或輸出訊號的

的突觸。這些神經元在長時期的運作中，會根據後端傳回的迴

饋逐漸改變其各突觸的敏感程度，藉此調整神經網路中的聯結

強度或建立新的聯結。動物和人類同樣都是藉由這樣的過程，

才能夠逐漸形成直覺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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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神經網路是一種模仿生物神經系統累積經驗的過程所設

計出的電腦數值網路，它可以經由大量資料的訓練，調整網路

中各個節點的連結敏感度，讓網路產生的預測結果與實際情況

之間的誤差減小到最低。相較於生物神經網路，類神經網路的

訓練過程不僅更方便有且更有效率。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可以

很容易的被複製和保存。這些特性對「經驗模式」的客觀化和

永續化都有非常大的幫助。儘管如此，類神經網路仍有其限制

與尚未解決的問題。 

首先，為了能更完整的實現生物神經系統對複雜訊號的學

習能力，許多學者仍不斷提出新的網路結構。即使設計出能完

全模擬生物的類神經系統，正如同真實的學習過程一般，訓練

的成敗仍決定於所使用的資料與訓練方式。 

圖 12：訓練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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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 接受者操作特徵分析(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在過去要評估熱雷雨檢查表中的各項參數在預報作業中的

準確率是很困難的。由於大部份的參數都是代表氣團某一特定

物理特徵的指標，若要將這些指標實際用在作業上，就必需依

經驗值指定一個門檻，當指標高於門檻值時就預報該事件會（或

不會）發生。然而，這造成在評估參數的表現是否良好時，就

會受到所選擇的門檻值是否適當的影響，很難獨立的計算這個

參數本身與要預報的事件之間是否存在良好的對應關係。 

在信號檢測理論中，接收者操作特徵（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或者叫 ROC 曲線）是一種可以描述參數與預

報事件之間靈敏度的功能圖像。ROC 曲線是由真陽性率（TPR）

和假陽性率（FPR）所構成的。因為它是經由比較兩個操作特徵

（TPR 和 FPR）作為標準，ROC 曲線也被稱為相關操作特徵曲線。 

ROC 曲線最早是由二戰中的電子工程師和雷達工程師發明

的，他們用這類分析來檢測電達訊號與實際戰場中的敵軍的關

聯性，由此發展出信號檢測理論。ROC 分析可以將門檻值的影

響排除在外，直接表現出某參數與實際事件之間的關聯性是否

良好。因此很快被引入了心理學以進行信號的知覺檢測。ROC

分析最近在機器學習和數據挖掘領域也得到了很好的發展。 

在本研究中首先針對現行電子化熱雷雨檢查表中有紀錄的

各項參數進行 ROC 分析。將門檻值由最低開始逐步調高，並計

算各不同門檻值所對應的 ROC 矩陣，矩陣分類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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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結果 

  p n  

預測 

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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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 

假 

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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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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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陰性 
N' 

 P N  

 

繪出矩陣之後，計算真陽性率，又稱命中率： 

 

以及假陽性率，又稱報錯率： 

 

    而 ROC 空間就是以 FPR 定義為 x軸，TPR 定義為 y軸，描述

真陽性與假陽性之間的平衡。也就是說，若為了報中所有事件

的發生而將門檻值調到最低，這時雖然命中率會達到 100%，但

報錯率同樣也會接近 100%。隨著門檻值的逐漸提高，報錯率會

逐漸降低，但命中率也會降低。若一個參數能在這個逐漸提高

門檻值的過程中，讓報錯率降低的速度遠大於命中率降低的速

度，那麼這個參數對於所要預報的事件就是一個表現較好的參

數。以這樣的方式逐一檢查電子化檢查表在最近 8 年所累積的

資料，就可以計算出各參數的 ROC 曲線及能代表其表現優劣的

AUC 面積。 

將所有參數的資料分為 2組：第一組為地方時早上 0800L

時所紀錄的參數值，與當日下午的午後熱雷雨事件相對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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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為地方時晚上 2000L 時所紀錄的參數值，與隔日下午的午

後熱雷雨事件相對應。 

(二) 類神經網路系統 

在以 ROC 曲線分析電子化熱雷雨檢查表中的所有參數之

後，我們就能了解各參數在預報熱雷雨時表現的優劣。之後，

利用這個分析結果可以選出較適合用在熱雷雨預報的參數 6 到

8 個，繼續以類神經網路系統的方式分析，建構出線性多項式

權重型組合，或甚至以 2個隱藏層的類神經網路為這些參數建

立出非線性的類神經結構組合。 

本研究將松山機場或桃園機場在地區時間中午 12 時至下

午 7 時之間在該機場觀測到雷暴定義為午後熱雷雨事件，並以

前文中所述各項熱雷雨參數預測 6小時後的天氣現象觀測資

料。以在氣象作業中最常使用的多層倒傳遞網路設定進行訓練。 

*有關類神經網路分析系統之原理、演算法與資料處理與訓練過程，

請參閱民航局自行研究計劃 CAA-ANWS-100-3-01「颱風接近期間各機

場風力類神經網路分析系統建置及應用」，内容包括： 

一、資料庫與軟硬體設備 

二、實驗原理與演算法 

(一)非線性系統與混沌行為 

(二)類神經網路的原理 

(三)類神經網路結構及演算法 

三、資料處理與訓練過程 

(一)隱藏層神經元數目的影響 

(二)訓練演算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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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利用 ROC 曲線分析，我們得到各參數的 ROC 曲線圖與相對應

的 AUC 面積評分： 

在 ROC 曲線圖中(圖 13~圖 17)，中央由(0,0)畫至(1,1)的虛

直線代表進行亂數猜測所繪出的 ROC 曲線，當某參數所繪出的曲

線位於這條直線的左上方時，代表其預測能力高於亂數猜測，若

曲線愈貼近左上方，其表現就愈好。AUC 面積則代表該曲線下方

所圍面積，同樣的道理，當所圍面積愈大，表示該參數在預報上

表現愈好。 

由於桃園機場在 2002 年以前，夏季期間實際發生午後熱雷雨

進入機場範圍的次數幾乎沒有，之後可能是歸因於地形地貌的改

變之影響，發生熱雷雨次數很明顯的逐漸增加，但與松山機場發

生午後熱雷雨次數比較相對還是少很多。因此本研究先以松山機

場午後熱雷雨的發生作為檢驗參數表現的標準。當然，在進入類

神經網路建構階段時，仍會另外針對桃園機場的午後熱雷雨進行

分析，期望能對兩個機場分別建立起獨立的預報參數組合以及分

析。 

預報參數經分析後在上午 0800L（世界時 0000Z）這一組中，

表現最好的是 700hPa 的風向這項參數，當風向愈接近 225 度時，

發生雷雨的機率愈高，所圍 AUC 面積達到 0.63(圖 13)，為所有參

數中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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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700hPa 風向所圍 AUC 面積 

 

圖 14：連續性所圍 AUC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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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次的為連續性參數，當連續發生雷雨的天數愈多，接著繼

續發生午後熱雷雨的機會也就愈高。連續性參數的 AUC 面積為

0.626(圖 14)，為所有參數中第 2高的。 

圖 15：Kindex 所圍 AUC 面積 

 

圖 16：Total index 所圍 AUC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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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Showalter index 所圍 AUC 面積 

 

接下來是 K index(圖 15)，Total index(圖 16)和 Showalter 

index(圖 17)，這三個美國預報作業所使用的參數在 AUC 面積得

分分別為：0.58，0.578 和 0.572，彼此之間相差不多，都是表現

仍算不錯的指標。 

圖 18 上 5880 線東西位置與舉升指數 Lift index，在 AUC 所

圍面積得分為 0.54 與 0.52，已經非常接近亂數猜測的結果。這

說明了這兩個參數在預報午後熱雷雨時的參考幫助不大，若將這

兩項參數考慮在內的話容易在預報上出現誤差。 

    然而在 2008 民航局自行研究計劃「天氣預報檢查作業之電腦

化與客觀分析」報告中，針對 2008 年 6 月至 9 月例行作業中比對

結果中，發現 Lift index 配合低層噴流出現與否及位置來預報松

山機場熱雷雨的成功率比目前氣象中心例行作業使用的所有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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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性統計分析的準確率還要高，接著在 2009 及 2010 年例行作

業使用時，同樣其成功率仍舊最高。但 2011 年後中央氣象局 WINS

系統修改 LI 計算方法，已改變成先行計算低對流層混合再求取

LI 值，理論上是可行，但臨界值已不是已往的 0 而是未定，因此

LI 值已經失真。僅能以後再經由多年累計的儲存資料，經統計分

析後才能定出合理的臨界值。 

最後是 SWEAT index，它所圍出的 AUC 面積為 0.446，為所有

參數中最差的，甚至低於亂數猜測，可以說是一個反向指標。 

圖 18：所有參數在 AUC 所圍面積得分 

 

    而在下午 2000L 所紀錄的參數值對應到隔日午後熱雷雨發生

機會的表現普遍低於上午 0800L 所紀錄的參數。這是由於上午

0800L 日間加熱開始，且與所預報的時間相差只有 6 到 10 小時，



 

24 

而下午 2000L 所紀錄的參數經過一個晚上的冷卻，與隔日下午的

環境熱力條件的關聯性降低。所有下午 2000L 所紀錄參數在 AUC

所圍面積得分如上表。5880 線的位置反躍居第一(圖 19)，這主要

是因為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勢力的消長較其他熱力參數更不容易受

到夜間冷卻的影響。連續性參數的表現仍然不錯，而 700hPa 風向

的預報表現就大幅下降。 

圖 19：下午 2000L 所紀錄參數在 AUC 所圍面積得分 

 

    經過 ROC 分析與 AUC 面積評分之後，將表現較好的參數輸入

類神經網路之中，實驗何種組合表現較佳。在先期實驗中初步取

得不錯的成果，有些組合所產生的 AUC 面積得分甚至達到 0.7 以

上。 

  



 

25 

五、納入例行作業 

    為將研究初步的結果納入目前氣象中心例行作業中的熱雷雨檢

查表，以及使用共同資料庫，但儲存格需增加欄位；同時考慮到方便

於預報參考使用，將顯示轉成百分比。經過調整後，於 0000Z 時在 8

項參數中，5880 線東西位置與舉升指數 Lift index 兩項參數，AUC

所圍面積得分已經非常接近亂數猜測的結果，以及反向指標的 SWEAT 

index，等 3 項參數不予採用。其餘參數包括正相關的參數，得分大

小依序為 700hPa 的風向、連續性、K index，Total index 和 Showalter 

index 等。因此，將各參數的 AUC 所圍面積得分取至小數點第 2位。

當選定的 5 個參數都為 Y時，總 AUC 所圍面積得分最高為 0.9899，

就是 98.9%機率會發生熱雷雨，基本上 50%及以下發生熱雷雨機率很

小。 

    然而於 1200Z 時因預測隔日是否發生熱雷雨，必需考慮到環境熱

力條件， 5880 線的位置反躍居第一，連續性參數的表現仍然不錯，

但原先在白天得分最高的 700hPa 風向的預報表現就大幅下降。正負

的相關參數與白天相同，但正負相關參數 AUC 所圍面積得分都界於

0.56~0.5 差距不大。其中以 5880 線的位置、連續性及 K index 3 個

參數的 AUC 所圍面積得分最高約在 0.56 左右，同時是與環境熱力條

件關聯性最低的。因此夜間僅使用此 3 項參數組合，將熱雷雨出現機

率分別訂為 50%，60%，70%，供夜間預報參考使用。 

    神經網路所使用的資料與目前台北航空氣中心例行作業的電子

化熱雷雨檢查表共用部分參數，為避免重復輸入資料及減少作業時

間，將分析程式內納入檢查表中。電子化熱雷雨檢查表如圖 20；，

新完成的類神經網路熱雷雨檢查表如圖 21，版面上僅多出類神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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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分析 00Z 與 12Z，分別預測當日或隔日雷雨可能發生的機率區塊。 

圖 20：氣象中心目前使用臺北機場熱雷雨預報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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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修改後之氣象中心臺北機場類神經網路熱雷雨預報檢查表 

 

新舊檢查表使用相同資料庫，預報員作業時不必重複輸入資料，不增

加任何操作。兩個檢查表的差異僅新檢查表在表中增加中下部分間藍

色區域部分的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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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午後熱雷雨的預報常被視為較複雜的預報項目，由於牽涉到

綜觀尺度、中尺度和地區因子的交互作用，包含了許多複雜的機

制與過程，而且針對單一機場範圍預測熱雷雨是否會進入該區域

很難達到理想的準確性和一致性。目前的理論發展與數值模式已

經可以幫助預報人員估計其發生的概率，然而在實際編發機場終

端預報或短期預報時仍需要靠預報員依自己對地區性因子的了

解和過往的經驗做出最後結論。臺北航空氣象中心首先以電子化

檢查表的方式將其量化，更進一步建立起客觀性的參考工具。 

在各國作業單位的研究文獻中，應用類神經網路預報這類飛

航惡劣天氣的效果相當好，而他們在建立網路和訓練過程的經驗

也非常值得我們參考。類神經網路在適當的設定和訓練之後，可

以模仿人類累積經驗建立經驗模式的過程，而多層類神經網路處

理非線性問題的能力，正適合搭配民航局氣象中心現有電子檢查

表，進一步將表現較佳的參數組合成類神經網路結構。以目前的

研究成果，這個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和計畫已取得初期的成功，在

細緻化類神經網路系統之後，將原本電子化熱雷雨檢查表的功能

和準確率進一步提升，成為熱雷雨預報的重要客觀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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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審查意見與建議： 

一、審查意見： 

1.本研究參與同仁於公務之餘，主動進行業務電子化與精進客觀

化的熱雷雨預報系統，成果相當顯著，值得肯定。 

2.研究成果的文字內容上，在圖表呈現與類神經網路計算程序說

明稍嫌簡略不足，但是在實務應用層面的具體性相當充足，頗具

參考價值。 

3.夏季影響松山機場運行效率及航機起降安全最鉅的天氣現象

是午後熱雷雨，如能提升其預報準確率，減少過度預報的問題，

將有效保障飛行安全及減少航空公司的運行成本。本研究首先運

用類神經網路的科學理論來改善目前機場的熱雷雨預報技術，堪

稱創見，令人稱許。 

4.本研究論據正確，結構充實完整，並能提供具體的實作驗證，

對航空氣象預報作業效益甚具價值。 

5.本文發表時，建議將各圖表的說明補充至文章內，以確保文章

流暢及完整度。 

6.本研究係針對臺灣北部午後熱雷雨之發生機率，以類神經網路

技術，集結預報人員經驗法則之重要預報因子，落實於平日使用

之作業系統技術中，一方面可延續預報經驗之傳承，一方面利用

類神經網路技術的可訓練特性，使得預報作業人員的研究團隊，

更能學經結合，提升預報效能。整體而言，本研究之內容及成果，

符合自行研究計畫之主題與重點。 

7.研評會委員意見：本案研究成果納入作業中，運用於夏季熱雷

雨的預測，應可有助於熱雷雨預報作業，值得肯定，但預報準確

率究竟提高多少，建議加強此節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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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之建議： 

1. 延續本研究內容到桃園、小港以及其他國內機場，進一步了

解這一方法在不同地貌、地景下的差異程度。 

2. 嘗試將成果概念與 WRF 預報產品結合。 

3. 重新整理文字與圖表，朝向技術手冊以及國內外期刊格式加

以發表，並作為該單位新進同仁學習參考的典範。 

4. 國際間利用氣象參數作為雷暴雨的預報因子可說非常多。目

前本研究已明確定義 5 項，建議後續對其他預報因子如自由對流

凝結高度(LFC)、對流凝結高度(CCL)、凝結高度(LCL)，正能區…

等與雷雨相關參數進行訓練，以找出更多有利熱雷雨的預報因

子，強化研究成果。 

5. 午後熱雷雨具相當之隨機性，即使利用合理之大氣環境分

析，卻仍有預報之不確定性。尤其對於定點的預報更加困難。惟

熱雷雨發展之初期多位於山區附近，離機場尚有一段距離，其間

cool pool 移動所激發的對流移動，有其使用價值。建議可配合

雷達回波及風場，搭配 CWB 之地面風場、氣溫、RH 的每 15 分鐘

觀測，建立雷雨胞即時追蹤機制，或可有效改善機場雷雨即時預

報能力。 

一、審查意見回覆 

(一)審查意見第 1、2、3、4、6項：感謝審核委員的肯定。 

(二)第 2項：已在報告中加上類神經網路補充說明，有關類神經

網路分析系統之原理、演算法與資料處理與訓練詳細過程，請參

閱民航局 102 年自行研究計劃 CAA-ANWS-100-3-01「颱風接近期

間各機場風力類神經網路分析系統建置及應用」，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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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料庫與軟硬體設備 

(2)、實驗原理與演算法 

    (a)非線性系統與混沌行為 

    (b)類神經網路的原理 

    (c)類神經網路結構及演算法 

(3)、資料處理與訓練過程 

    (a)隱藏層神經元數目的影響 

    (b)訓練演算法的影響 

(三)第 5項已依照審核意見將各圖表的說明補充至文章內。 

 

二、後續研究之建議回覆 

1.因需利用到探空資料，目前中央氣象局僅有板橋與花蓮兩測

站；另高雄機場的夏季雷雨大都為南風受地形舉升造成，可嘗試

使用空軍的屏東探空站資料。 

2.102 年已先行開始與 WRF 預報產品比對。 

3.等審核通過後擬將在國內期刊發表。 

4.LFC, CCL, LCL 等指數確實是熱雷雨的有效預報因子，擬先建

立 2 年紀錄資料後再行納入分析，再評估是否能提升準確率。 

5.目前例行作業中無論預報有無雷雨，預報員都利用桃園都卜勒

氣象雷達監視對流雲的發展，並將個案在預報檢討會上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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