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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北部及西部地區(包括離島的金門、馬祖)每年 1月至 5月，即冬末至春季有一明顯的

霧期，而發生的霧大都以平流霧與輻射霧為主。因常伴隨有低能見度與低雲冪等惡劣天氣，導

致機場暫停起降作業，而影響航班的正常運作。加上此霧期時段正好涵蓋春節假期，給返鄉旅

客帶來不便。因此，確實有必要思考如何提高對霧的預報準確率，提升航空氣象的服務品質。 

    然而霧大都為區域性且尺度小，在預報上要做到精確掌握其發生及消散的時間，確實有其

困難點。因此目前的預報方法仍僅為定性分析加上主觀的判斷；雖然近年來航空氣象現代化作

業系統的天氣研究與預報模式(WRF)，在模式輸出統計(MOS)對霧的預報產品雖然有明顯的改

善，但要利用在實際作業上仍需再提升其準確度。 

    霧季檢查表是累積前臺北航空氣象中心童茂祥主任及預報同仁多年經驗規劃完成，將對臺

灣地區春季大霧的長期之定性分析的預報經驗嘗試加以量化，主要構想是將有利於起霧的氣象

因子藉由定量比對的運算，再以客觀條件自動判斷是否會起霧。 

    霧季檢查表於 2012 年 12月完成程式撰寫，2013年 1月至 5月完成上線測試，確認預報效

果良好，經部分定義更精確的微調後，2014年再度線上測試。經兩年例行作業的測試，預報與

實際天氣比對結果有很高的準確率。考慮到霧季檢查表僅能提供未來 6 至 12 小時是否可能有

霧發生，但無法指出在那一個時刻發生。 

    因此本文附加上「霧的即時測報」章節當成輔助工具，提供如何利用日本氣象衛星(METSAT)

紅外線 1號與紅外線 4 號差分圖(IR1-IR4image)即時追蹤霧的發展、移動及消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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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January to May each year there is a distinct period of fog as the late winter to spring, mist occur 

mostly in the advection fog and radiation fog based at northern Taiwan and western regions (including the 

outlying islands of Kinmen and Matsu). Often accompanied by low visibility and low ceiling are leading to the 

airport suspended landing operations and affect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flight. This coupled with the fog 

of time just to cover the lunar New Year holiday, so it brings inconvenience to return passenge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ally think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fog forecast accuracy and improve aviation service 

quality. 

However, fog is regional and mostly small-scale. On the forecast to achieve precise control of its 

occurrence and dissipation of time, does have its difficult points. Therefore, the current forecasting methods 

still only qualitative analysis coupled with subjective judgments. Although in recent years the operating 

system's Aviation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WRF), the model output statistics (MOS) for fog 

forecasting products has been obviously improved, but if we want take advantage of the actual job we must 

improved its accuracy.  

Fog forecast checklist is design by Mr. Tung the former director and forecasters of TAMC, intends the 

personally long-term forecast experience of Taiwan spring fog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quantify forecast. The 

main idea is checking meteorological factors conducive to fogging by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of operations, 

then automatically determine whether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fog. 

Fog forecast checklist was completed in December 2012 and in January 2013 to May to complete on-line 

test and results confirmed the forecast is good, after part of the definition more precisely tuning, 2014 online 

test again. After testing a routine job for two years, the weather forecast and the actual results compared to a 

high accuracy rate. Considering the fog season checklist can only provide the next 6 to 12 hours if there is fog 

may occur, but cannot point out a specific time in that moment.  

So the immediate forecast fog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appended as aids to provide a multi-purpose 

translation how to use Japan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METSAT) IR 1 and IR 4 differential figure (IR1-IR4image) 

real-time tracking of the development, motion and dissipated of f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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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北部及西部地區(包括離島的金門、馬祖)每年 1 月至 5月，即冬

末至春季有一明顯的霧期，而發生的霧大都以平流霧與輻射霧為主。因常

伴隨有低能見度與低雲冪等惡劣天氣，導致機場暫停起降作業，而影響航

班的正常運作。加上此霧期時段正好涵蓋春節假期，給返鄉旅客帶來不便。

因此，確實有必要思考如何提高對霧的預報準確率，提升航空氣象的服務

品質。 

    然而霧大都為區域性且尺度小，在預報上要做到精確掌握其發生及消

散的時間，確實有其困難點。因此目前的預報方法仍僅為定性分析加上主

觀的判斷；雖然近年來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的天氣研究與預報模式

(WRF)，在模式輸出統計(MOS)對霧的預報產品雖然有明顯的改善，但要利

用在實際作業上仍需再提升其準確度。 

    霧季檢查表是前臺北航空氣象中心童茂祥主任，擬將個人對臺灣地區

春季大霧的長期之定性分析的預報經驗嘗試加以量化，主要構想是將有利

於起霧的氣象因子藉由定量比對的運算，再以客觀條件自動判斷是否會起

霧。 

    霧季檢查表於 2012年 12 月完成程式撰寫，2013 年 1月至 5月完成上

線測試，確認預報效果良好，經部分定義更精確的微調後，2014年再度線

上測試。經兩年例行作業的測試，預報與實際天氣比對結果有很高的準確

率。考慮到霧季檢查表僅能提供未來 6至 12小時是否可能有霧發生，但

無法指出在那一個時刻發生。 

    因此本文附加上「霧的即時測報」章節當成輔助工具，提供如何利用

日本日本運輸多目的衛星(METSAT)氣象衛星紅外線 1號與紅外線 4號差分

圖(IR1-IR4)圖像來即時追蹤霧的發展、移動及消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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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的定義：霧是極細微的水滴或冰晶組成，懸浮在近地面之大氣中；世界

氣象組織(WMO)定義水平能見度必須小於 1000公尺。 

霧的形成主要是受水氣和溫度的影響：因空氣中的水氣增加至飽和而形成

的霧；或因是氣溫下降至露點溫度而形成的霧。 

 

二、研究背景 

 

(一)霧的種類 

 

1.輻射霧：大都發生在冬天，在晴朗無雲的夜晚，當風很微弱，地面空

氣相當穩定，且含有充分水氣時發生。其形成原因是夜間地面長波輻

射冷卻而降溫，使空氣底層冷卻，而形成地面逆溫層，此層內空氣相

當穩定，不易發生對流，若空氣相當潮溼時，則水氣易達飽和而凝結

成霧，此霧層的層頂，通常僅三、四十公尺。輻射霧通常等到太陽出

來後，地面回暖溫度逐漸回升，使空氣又回復到未飽和狀態時，霧即

開始消散，約二、三小時即會消失。一般人都以為輻射霧是晴天的預

兆，其實就是因為晴天，才有輻射霧，霧散了當然依舊是好天氣。 

2.平流霧：當水汽充足的空氣經過較冷的陸面和海面都會形成霧，而這

種霧是空氣透過水平方向的移動而成，稱之為平流霧，有時這種霧係

在南來氣流向北移動經過較冷海面時形成，所以亦稱海霧。 

3.蒸氣霧：通常在冷空氣流過較暖的水面時形成。水蒸氣會很快便經由

蒸發作用而進入大氣層並且逐漸降至露點以下而冷凝，最後形成蒸氣

霧。蒸氣霧通常會在極地發生，並且最常見於晚秋及早冬時的大型湖

泊旁。它與大湖降雪效應及大湖降雨效應有密切關係，並且通常會生

成凍霧或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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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鋒面霧：鋒面附近的空氣裡的水滴或雪等降水粒子向下降至雲層以下，

並使水點蒸發為水蒸氣，當水蒸氣在露點凝固後發生冷凝現象而生成

鋒面霧，氣溫下降而導致空氣飽和時亦會生成。 

5.上坡霧：當風將空氣吹向山坡時，使其向上流動，再因絕熱膨脹而冷

凝時產生上坡霧。 

6.清晨時的谷霧：這個通常發生在冬天的山谷裡。當較重的冷空氣移至  

山谷裡，暖空氣同時亦在山頂經過時產生了溫度逆增現象，結果生成

了谷霧，而且可以持續數天。 

7.城市裡的冰霧：當任何類型的霧氣裡的水點被冷凝為冰片時便會生成

冰霧。通常需要溫度低於凝固點時亦會生成，所以常見於南北極。 

8.凍霧：當霧裡的水點在物體表面凝固時生成白霜，這時的霧景被稱為

凍霧，常見於雲層底部的山頂。 

9.低霧：當霧掩蓋天空的範圍不及 60%時，稱為低霧。 

 

上述所有發生的霧都是在相對濕度達 100%及空氣溫度降至露點以下時

生成，這是水蒸氣在這種環境會因飽和而冷凝的關係。 

 

(二)臺灣地區常見的霧 

 

1.輻射霧 

輻射霧的特性： 

(1)生成條件：秋末冬初晴朗無雲的夜晚，風速微弱、大氣穩定、水

氣充沛。當地面迅速降溫，使水氣達飽和；發展高度淺。(圖 1) 

(2)維持時間：通常在夜間至清晨階段發生，陽光出現後，溫度露點

差逐漸變大而霧就快速消失，維持僅數小時。(圖 2,3) 

(3)生成地點：臺灣西部陸地，特別是空曠的嘉南平原。(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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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造成輻射霧發展之示意圖 

Clear sky：晴天無雲                Saturated layer：水氣飽和層 

Radiation：長波輻射                Cooled air：空氣冷卻 

Very light wind：微風              Cool surface：冷地面 

Fog：霧 

 

 

 
圖 2：由駕駛艙向外看到跑道上的淺層輻射霧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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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北市發生的輻射霧 

 

 

 
圖 4：高雄市發生的輻射霧 

 

2.平流霧 

平流霧的特性： 

(1)生成條件：春初，暖濕空氣在寒冷表面上平流、低層空氣因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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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凝結形成霧、發展高度比輻射霧高。(圖 5) 

(2)維持時間：平流霧一旦形成將持續較長時間，直到風停止或風向

轉變，中斷暖濕空氣來源，霧才會消散。 

(3)生成地點：臺灣北部及西半部地區、臺灣海峽、澎湖、金門、馬

祖等區域。(圖 6,7) 

 

圖 5：造成平流霧發展之示意圖 

 

 
圖 6：馬祖北竿機場跑道起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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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馬祖北竿機場跑道起霧時 

 

 
圖 8：NOAA繞極軌道氣象衛星的可見光雲圖 

 

(三)臺灣易起霧之民航機場 

1.桃園機場 RCTP 

2.馬祖北竿機場 RCMT 

3.馬祖南竿機場 RCFG 

4.金門機場 R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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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霧季檢查表內容與建立 

    臺北航空氣象中心長期以來，一直不斷嘗試去分析與探討霧的預報因

子，希望能找到一個有效的客觀預報方法。但至目前仍然只能定性分析，

預報員需要長時間的經驗累積才能判斷，且因個人主觀上有不同看法而造

成差異很大的結論，使新進預報員感到困惑實質的幫助有限。雖然航空氣

象現代化作業系統的 MOS有很大改善，但用在實際作業上仍需再更進一步

發展模式預報，才能有更佳效益。在此情況下，為提供預報員可參考的依

據，因此本研究擬將霧的預報因子客觀定量化，提供明確的結論，將有助

於新進預報員的吸收與應用。 

 

(一)資料來源 

 

原始資料：地面天氣圖、925hPa及 850hPa高空天氣圖、機場天氣報告

(METAR)、特別天氣報告(SPECI)、探空資料及日本氣象廳(JMA)的 850hPa

位溫 FXJP854。 

 

分析場： 

1. 分析地面天氣圖上是否有鋒面或風變線存在及出現的位置。 

2. 高空 925hPa 與 850hPa 天氣圖上，是否有槽線與低層噴流發生及其出現

的位置。 

3. RCTP、 RCFG、 RCMT 、RCBS機場地面的定時及特別觀測資料之能見度、

天氣現象、 風向、風速、溫度及露點。 

4. 46682板橋探空測站的 925hPa 及 850hPa 兩高度層的風向、風速、溫度

與露點。 

5. 日本氣象廳公布的 850hPa高度層上的位溫 E.P.TEMP(K)未來 6小時預

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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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檢查表步驟 

     

    檢查表是以 VB 軟體來撰寫程式，為易於操作與符合人性化，利用儲

存格方式供預報員簡易的填寫與選擇。執行階段為自動邏輯研判 4個機場

未來是否可能會有霧發生(以不同顏色燈號顯示)，同時儲存資料與隔日實

際天氣比對考核預報是否正確，最後產生霧預報準確率的日分析表與月統

計表。設計完成的霧季檢查表共 4頁籤見圖 9。 

 
圖 9：霧季檢查表共 4頁籤 

 

霧季檢查表共 4 頁籤 

第 1個頁籤為 PATTERN：標示鋒面(風變線)、高壓脊線配置圖，分成 4 個

類型分類代碼為 P1 至 P5。地面天氣圖分析鋒面型態決定屬於何種類型。 

   為能正確填製天氣圖上鋒面與風切線形態之類型，利用下面圖 10 與圖

11加以詳細分類。同時如何分辨鋒面前方暖區內之脊線與分裂高壓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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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鋒面與風變線形態之類型(1) 

 

 
圖 11：鋒面與風變線形態之類型(2) 

 

    P5在梅雨期間要注意，綜觀尺度的分析梅雨鋒面為呈現東西向的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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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此時馬祖與金門機場較易區分是否仍在暖區內，如馬祖吹東北風已不

在暖區內應選金門高壓；但考慮到中央山脈的地形影響之中尺度分析則有

時會斷成兩條，此刻假如馬祖與金門都在暖區內，選金馬高壓;如僅金門

在暖區內應選金門高壓。 

    在例行作業中當預報員於分析地面與高空天氣圖後，都以概括式定性

描述天氣系統出現的位置、過去如何移動及未來將如何變化，但文字的說

明是無法統計的。為讓預報員能正確標示出鋒面、槽線、LLJ出現的位置，

將區域加以劃分並以代碼顯示，以定量數值替代文字敘述，才能加以統計

分析。 

 
圖 12：第 1頁籤內之鋒面、槽線、LLJ位置劃分區域與代碼之放大圖 

 

位置劃分區域： 

為地面鋒面、風變線與 925hPa、850hPa 槽線及噴流共用，判斷方式是以

前緣到達的區域為準。 

代碼： 

-1 區表示已通過臺灣地區。 

0 區代表正在臺灣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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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南沿海至臺灣海峽，但未到本島。 

2 區在 30∘N~20∘N、120∘E~110∘E圍成方形區域的對角線。 

3 區華中地區。 

 
圖 13：霧季檢查表第 2頁籤 

 

第 2頁籤主要是利用儲存格方式作為所有需要資料的填寫與選擇，為避免

錯誤每一個儲存格的上方或前方都會說明或條件。當資料填寫完成按執行

鍵後，程式自動判斷 4個機場未來 12 小時內不會起霧;及未來 0~6小時或

6~12小時將會有霧發生;並分別以不同顏色的燈號來警示。另外，還有存

檔、查詢過去資料與結束功能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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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霧季檢查表第 3頁籤 

 

第 3頁籤的功能主要是針對第 2頁籤的每日的預報結論與當日實際天氣的

自動比對結果，並加以統計製成每日比對分析及月統計。 

上半部；選定日期時間後會帶出當日的預報，輸入當日實際天氣後按檢查

鍵即執行比對，產出每日分析結果，下半部：執行產生每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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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霧季檢查表第 4頁籤 

第 4個頁籤為備註區，其功能為用來加註注意事項、預報因子的細項說明

及對本霧季檢查表未來展望。 

 

霧季檢查表目前選定使用的預報因子的補充說明： 

 
圖 16：925hPa 高空天氣圖槽線(風切線)與 LLJ(風速≧15kt 等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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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850hPa 高空天氣圖槽線(風切線)與 LLJ(風速≧25kt 等值線) 

 

範例：摘取自 2013 年 2月中例行作業之儲存資料 

 

圖 18：右下方 FOG FCST 區塊內之綠燈表示 12hr 內霧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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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右下方 FOG FCST 區塊內之紅燈表示 0-6hr 內有起霧機會，黃燈表

示 6-12hr 內有起霧機會。 

 

第 2頁籤之操作程序： 

1. 選定日期與時間：每日例行作業 4次時間為 00Z，06Z，12Z，18Z 

2. 地面天氣圖：00Z，06Z，12Z，18Z 

3. 地面天氣圖分析項目：華南至臺灣地區是否有鋒面或風變線存在及其出

現位置，由第 1 頁籤(MODEL)的圖 10 及圖 11判斷鋒面或風變線歸屬於

P1~P5中之那一種型態，並由圖 12 確認位置代號。同時由圖上訂出 4

個機場分別是否處在鋒前暖區內。 

4. 機場地面天氣要素：由機場天氣報告 METAR解出 4 個機場各自定時的溫

度、露點、風向風速及天氣現象是否有霧發生。 

5. 925hPa高空天氣圖：高空天氣探空觀測每日僅實施 00Z與 12Z 觀測兩

次，06Z與 18Z並無觀測資料，因此地面 00Z與 06Z 天氣圖配合 00Z的

高空天氣圖，12Z與 18Z則配合 12Z 的高空天氣圖。 

6. 925hPa高空天氣圖分析項目：是否可分析出西風槽線或風切線，以及

出現的位置的代號；另外分析是否有西南風的低層噴流(其定義為軸線

最大風速≧15KT) ，以及出現的位置的代號。 

7. 850hPa高空天氣圖：與 925hPa 高空天氣圖相同每日僅 00Z12Z 兩次觀

測。 

8. 850hPa高空天氣圖分析項目：分析項目與 925hPa 高空天氣圖相同，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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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差別是西南風的低層噴流(其定義為軸線最大風速≧25KT)。 

9. 填入板橋探空測站(46692)發布的 925hPa 與 850hPa 高度層的風向風速

及溫度、露點。 

10. 資料填入與選擇動作完成後按執行鍵，程式將依據兩階段邏輯運算流

程圖，自動啟動第一階段即第二階段的邏輯演算。 

11. 演算時利用嚴謹的條件針對大氣環境場篩選出利於霧產生時段，同時

以燈號顯示來是否會有霧發生。綠燈代表未來 12 小時內部會發生霧、

黃燈表示未來 6~12 小時內利於霧的發生、紅燈昨為 0~6 小時內持續有

霧發生。 

12. 另外還有存檔、結束及查詢過去資料功能鍵。 

 

第 3頁籤之操作程序： 

1. 頁籤的上半部分為每日比對分析：每日例行作業為 00Z、06Z、12Z及

18Z 共 4 次，選定日期與時間後程式自動至資料庫擷取前一天的預報，

在輸入 4 個機場的霧實際發生時段後即刻進行比對，並將比對結果以預

報正確、過度預報及未預報 3 種方式顯示。 

2. 頁籤的下半部分為及月統計：選擇月份後即刻顯示每日 6 小時一次的實

際有霧次數、實際無霧次數、預報有霧次數、預報無霧次數；以及月統

計的預報次數、過度預報次數、霧未報到次數。同時顯示本月預報總次

數及預報準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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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霧季檢查表之第一階段邏輯運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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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霧季檢查表之第二階段邏輯運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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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3 年例行作業之準確率校驗 

 

檢查表於 2013 年 1 月納入實際作業程式直至 5月底，準確率校驗結果如

下： 

表 1：2013年 1-5月霧季檢查表準確率校驗 

 

達到 96%以上的準確率表現相當好；未能預報到霧的發生率低於 1%；2.65%

過度預報個案中，其能見度大都在 1000 公尺至 1200 公尺之間與 900 公尺

的霧很接近。結果顯示霧季檢查表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圖 22：表 1數值的圖形顯示 

 

*過度預報：預報會出現霧，但實際未出現 

*未預報到：預報不會出現霧，但實際有霧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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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3年 1~5月份檢驗結果 

  預報有霧 預報沒有霧 

實際有霧 100 4 

實際沒有霧 16 484 

 

 
圖 23：過度預報比率 

 

 
圖 24：未預報 

紅黃燈準確率 86.21%，綠燈準確率 99.18%。 

紅黃燈號隱含有 13.79%之過度預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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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4 年例行作業之準確率校驗 

檢查表於 2014 年 1 月至 5月，準確率校驗結果如下： 

表 3：2014年 1-5月霧季檢查表準確率校驗。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平均 

全部次數 124 112 124 120 124 - 

預報正確 122 110 123 114 115 - 

霧預報到 9 15 30 21 43 - 

未預報到 0 0 1 2 3 - 

過度預報 2 2 0 4 6 - 

準確預報比例 98.39% 98.21% 99.19% 95.00% 92.74% 96.69% 

未預報到比例 0.00% 0.00% 0.81% 1.67% 2.42% 0.99% 

過度預報比例 1.61% 1.79% 0.00% 3.33% 4.84% 2.32% 

準確預報比例 96.69%與 2013 年相同 

未預報到比例 0.99%比 2013 的 0.66%高 0.33% 

過度預報比例 2.32%比 2013 年 2.65%低 0.33% 

    2014 年加上是否在暖區內與溫度露點差兩項預報因子的過濾條件，降

低過度預報比例但未預報到比例也確實提高相同比率。但未預報到比例的

增加歸因於 2014 年梅雨季較明顯，加上梅雨鋒面一直排徊滯留在北部附

近，造成 925hPa 的低層噴流加強≧35KT 而 850hPa西風軸反而≦20KT(定

義≧25KT 才算有低層噴流)。 

 
圖 25：表 3數值的圖形顯示 

準確預報

96.69%

未預報到

0.99%

過度預報

2.32%

2014年1-5月霧季檢查表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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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4年 1~5月份檢驗結果 

  預報有霧 預報沒有霧 

實際有霧 118 6 

實際沒有霧 14 466 

 

 

 
圖 26：過度預報比率 

 

 

 

圖 27：未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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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霧季檢查表是利用對臺灣地區春季大霧預報的多年經驗法則，加以量化

而成。也就是將有利起霧的預報氣象因子，藉由定性及定量的運算，自

動判斷特定機場是否會起霧。 

2.2013年針對霧季檢查表的比對，其準確預報比例高達 96.69%；未預報  

到及過度預報的比例分別為 0.66%及 2.65%，顯示此檢查表具有一定的

參考價值。 

3.2014年分析檢討中發現，由於值班預報員對地面鋒面與風變線形態之類

型與出現位置看法有差異；另外分析 925hPa 、850hPa 槽線與風切線有

同樣的差異存在，因此 2014 年 1月重繪 PATTERN圖例並增加範例以提

高判別準確性。 

4.2014年加上是否在暖區內與溫度露點差等兩項預報因子的過濾條件，比

對的結果，其準確預報比例同樣是高達 96.69%；未預報到及過度預報的

比例分別為 0.99%及 2.32%，降低過度預報比例，但未預報到比例也提

高相同比率。在 2014年梅雨季較明顯的情況下此項改變應屬於正向的。 

5.2013年霧季檢查表統計結果顯示：紅黃燈號隱含有 13.79%之過度預報

可能，而綠燈可信度高。 

6. 2014年霧季檢查表統計結果顯示：紅黃燈號之過度預報降低至10.61%，

而綠燈可信度仍一樣高。 

7.霧季檢查表僅能提醒未來 0 至 6小時或 6至 12小時區段內，霧是否可  

能發生，但目前無法做到顯示那一個時刻將會發生霧。表示目前的霧季  

檢查表仍有進步的空間，待往後參考更多的預報因子作更深入的探討。 

8.霧季檢查表能否發揮其最大功能，與預報員的天氣圖分析能力有很大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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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霧的即時測報 

(一)可見光雲圖 

圖 28：可見光雲圖 

 

因霧貼近地表，而霧與地面對陽光的反射率相差很大，因此在可見光雲

圖上可容易辨別，但有一缺點是僅能在日間觀測；另一方面，兩者的溫度

接近以致於紅外線衛星雲圖中難以分辨。 

 

(二)IR4 衛星雲圖 

2013年接收日本 METSAT雲圖，增加紅外線衛星雲圖中的 3.7μm圖像

(3.5~4.0μm)，又稱 IR4圖像，是紅外光與可見光重疊的頻道，此波段的

紅外線衛星雲圖含有可見光衛星雲圖的特性(見圖 29)，可替代部分可見光

雲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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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3.7μm 波長的觀測區域。 

 

(三)IR4-IR1衛星雲圖 

經過後製的 IR4-IR1 差分圖，可提供全天監視霧/層雲一個有效工具。 

個案: 2012/5/19 09Z 

圖 30：2012年 5月 19日 09Z IR4-IR1差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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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012年 5月 19日 09Z IR1雲圖 

 

 

圖 32：2012年 5月 19日 09Z VIS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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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2013/2/5 11-23Z 

11Z 鋒面雲帶影響 

15Z 低雲(霧)出現 

19Z 低雲(霧)逐漸南下影響本區北部，TP 有霧出現 

23Z 低雲(霧)影響海峽及本區北部，TP有低雲出現，FG 及 BS 有霧出現 

 

圖 33：2013年 2月 5日 2300Z IR1-IR4 差分圖 

 

(四) 中央氣象局後置產品—IR4-IR1差分圖，  

深色為可能有低雲或霧的區域。 

產品常有時間及空間不連續之缺點。 

MT、FG短暫 2 小時有濃霧及低雲發生，TP 及 BS僅有低雲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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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014年 2月 3日 2200Z IR4-IR1 差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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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一、每年冬末春初，是臺灣西部機場以及離島的金門、南北竿機場易發

生濃霧的季節，通常都是輻射霧及平流霧。霧的發生常影響航的正常

運作造成旅客的不便，因此如何正確預報霧的發生與消散，對於航空

氣象預報員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二、經驗法預報：由各機場的長期天氣資料統計分析，其特性如下： 

1.每日夜間至清晨平均能見度最低。 

2.桃園地區 2-3 月、金門及馬祖地區 2-5 月為濃霧最常發生季節。 

三、霧季檢查表預報：將有利起霧的氣象因子加以量化所建立的檢查表，

再藉由定量的比對運算後自動判斷特定機場是否會起霧。霧季檢查表

在 2013僅考慮地面鋒面位置、925hPa及 850hPa槽線與低層噴流位置；

2014加上是否在暖區內與溫度露點差等兩項預報因子的過濾條件，兩

年的實際作業得到的結果統計分析： 

1.準確預報比例同樣都是 96.69%。 

2.未預報到的比例分別為 0.66%及 0.99%。 

3.過度預報的比例分別為 2.65%及 2.32%。 

4.霧季檢查表僅能提醒未來 0 至 6小時或 6至 12 小時區段內，霧是否

可能發生，但目前無法做到顯示那一個時刻將會發生霧。此問題可藉

由霧的即時測報—IR4-IR1衛星雲圖來增強其短期預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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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審查意見與回覆 

一、 審查意見 

(一) 本項自行研究計畫專業性強，執行者敬業態度佳，以鮮少經費將

天氣分析定性經驗轉化成概念性表單協助作業單位同仁預報桃

園、金門、馬祖等三地之春季大霧預報，內容值得參考。 

(二) 本研究針對臺灣北部及離島春季常見的平流霧現象的探討及作

業化研究，建立經驗模式的概念，並將之量化評估，對於作業的

應用有落實與經驗傳承的效用，值得嘉許。 

(三) 霧有局部性，不同機場有其需求，未來仍應採取數值模式與本法

相互應用，產製一自動化方法。 

(四) 經驗法主觀性仍較強，不同人員程度及認知不一會有差異，應盡

量降低該項因素。 

二、 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本研究在「霧的即時預報」方面，建議參考中央氣象局衛星中心

WINS 系統現行的霧預報，兩單位通力合作將 MTSAT IR1-IR4兩

頻道差分圖定量分析，朝向具體化與自動化目標進行。 

(二) 平流霧與大氣下層面的海溫及陸溫有關，未來或可加入低層大氣

與 SST 的溫濕差異或可增加命中的機率。 

(三) 可建議強化霧霾之研究、自動化運作及新的觀測儀器應用。 

三、 審查意見回覆 

(一) 有關審查意見第(一)及第(二)點，感謝審查委員給予的肯定。 

(二) 有關審查意見第(三)點，預報霧的難度確實很高，本法精神在於

提供透過程式邏輯進行定性診斷，的確可與數值模式資料相輔相

成。兩者整合成為一自動化方法，涉及較高之資訊技術門檻，將

於未來設法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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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審查意見第(四)點，臺北航空氣象中心已對填寫霧季檢查表

的方式及判定各天氣因子的方法，進行多次訓練及個案討論，若

輔以預報模式協助判斷，應可有效降低人員程度及認知不一之因

素影響。 

四、 後續研究建議回覆 

(一) 有關後續研究之建議第(一)點，MTSAT IR1-IR4兩頻道差分圖定

量分析，確為霧的即時預報之參考工具。惟缺點在於當低雲區上

有高雲覆蓋時，其差分結果將使該區域成為黑色的空洞區域(無

低雲/霧之訊號)。因此作業實務上仍需多項工具交叉對比使用。 

(二) 有關後續研究之建議第(二)點，所提低層大氣與 SST的溫濕差異，

確實為非常有用的檢查資訊，臺北航空氣象中心將評估其成效後，

適時納入該檢查表。 

(三) 有關後續研究之建議第(三)點，臺北航空氣象中心將持續關注霧

霾最近研究、自動化運作及新觀測儀器的應用，另刻正進行 104

年自行研究案「馬祖地區（南、北竿）低能見度觀測資料分析」，

計畫以分析觀測結果的角度，反推當時天氣特性，尋找兩者關聯

性的思維進行，以了解霧霾形成之原因及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