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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4 月金門起霧個案分享 

柴客麟
1 

摘要 

金門地區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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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清明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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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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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春冬季節交替，當冷鋒接近時，金門地區因位處冷空氣與暖濕

西南氣流交接面，常會有低雲冪及平流霧的產生，並造成機場暫時

停止起降，對於空中交通影響很大。在梅雨鋒面南北徘迴時，平流

霧盛行。機場跑道距離海岸只有一百多公尺，風向為南來氣流時，

平流霧易形成。希望借此個案分享提供預報參考。 

                                                 
1
金門航空氣象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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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金門地形介紹 

金門機場位於金門島中央南側上，東為尚義村，西為昔果山，

南鄰料羅灣，北為雙乳山，行政區跨越金湖鎮與金寧鄉兩鄉鎮，機

場東北西三方為丘陵所圍，南方為料羅灣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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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 年 4 月 6 日至 7 日個案分析 

 

106 年 4 月 7 日金門機場處於静風，相對濕度也逐漸升高至

97%，此時平流霧位於海面，不時有薄霧移進機場，此時機場能見

度 R06 尚能維持在 2000 公尺左右，R24 受地形影響能見度只有 700

公尺，航機還可正常起降。 

 

由上圖清晰可見平流霧位於跑道旁邊的海面上，此時天空晴朗

可見只有低層有一層薄薄的平流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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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 AWOS 的圖示中可以看到 R06 是吹 240 的風，由風向的

變動可以看出風已經由靜風慢慢的要動起來了，也因為地形的關係

中間及 R24 都是靜風，而且風向也沒有任何的變動。 

 

由上圖可以看到上午 0258Z 時機場因受熱力作用能見度逐漸上

升，因為受到地形影響此時 R06 吹 240 度 8 海浬的西南風，所以 R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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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見度能夠迅速的爬升，馬上就能上升到 7000 公尺甚至達到

10000 公尺以上，此時 R24 吹 220 度 6 海浬的西南風，R24 能見度

只有 1300公尺，R06能見度達 7000公尺以上R24能見度卻只有 1300

公尺，可見跑道兩邊能見度差距甚大，主要還是受到地形的影響。

金門濃霧影響因子主要是水氣及風向，低層潮濕配合風向區間介於 

130˚至 230˚度，850HPA 以下槽前有濕區且低層有西南噴流，則發生

機率大。因此可以看出 R06 風向已轉至 240 度偏向陸風，這時就可

將水氣吹向海面，能見度就能夠爬升上來。 

 

106 年 4 月 7 日傍晚 1200Z 時 R06 吹 23004KT 的風 R24 吹

22005KT 的風，也因為沒有熱力作用的影響，此時相對濕度已經達

到 98%，機場能見度只有 150 公尺籠罩著濃霧天氣，機場因此關閉

停止起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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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4 月 7 日傍晚 1243Z 時 R06 和 R24 都吹 20002KT 的風，

此時相對濕度已達 99%，機場完全被濃霧所籠罩能見度只有 50 公

尺。 

 

由 106 年 4 月 7 日 00Z 及 12Z 的日本 CDF 地面分析圖中，可

以很清楚的看到金門機場還是位在滯留鋒面的面前，風系也以南風

系為主，本區也位於霧區的範圍內，所以只要配合了霧的形成條件

就會有霧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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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WRF 可以明顯看到 7 號傍晚 1123Z 的時候，金門機場已

經被黑色濃濃的低雲所籠罩，配合當時的風向與水氣等條件，機場

的能見度已降至 700 公尺有霧的天氣，一直到 8 號清晨能見度更降

到 100 公尺，RVR 甚至只有 250 公尺的濃霧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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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F 的 ght.rh 圖中可看到水氣充足，相對溼度已達 95%以上，

8 號清晨時相對溼度已接近 100%，所以清晨時能見度更降至只有

100 公尺的濃霧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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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報文及圖示中可以看到因為受到熱力作用影響，當霧較薄的

時候或天空已可見，此時平流霧大概 8 點至 9 點左右就會逐漸消散，

所以 8 號早上 0111Z 金門機場的平流霧已經消散，能見度才上升到

1200 公尺，到了傍晚 1020Z 的時候能見度又掉到 800 公尺，濃霧又

從海上移入了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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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傍晚熱力作用消失，此時相對濕度已增加至 100%，機場

能見度也降至 200 公尺，而且持續下降中，風向也吹著 200 度微弱

的西南風，相當符合平流霧的生成條件。 

 

由地面分析圖及斜温圖中可以看到滯留鋒面仍然位於華南地

區，金門機場還是位於鋒前而且低層相對濕度很高，地面風也是以

西南風系為主，AWOS 自動氣象觀測儀器也顯示出，風向吹著 200

度微弱的西南風，相當符合平流霧的生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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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4 月 9 日天氣和前兩天類似是早、晚有霧的天氣，因受

熱力作用及地形效應影響且風速有增強的趨勢，R06 的能見度在上

午 0332Z 已經迅速上升到 5000 公尺以上，但是 R24 的能見度還是

維持在 150 公尺，WRF 的預測圖也可以看到低雲變淡，而且移出了

機場，這和實際天氣也相當吻合，到了傍晚的時候平流霧又吹進了

機場。 



飛航天氣第三十期                                                          2018.10 

 
 

47

 

 

 

 

 

 

 

 



飛航天氣第三十期                                                          2018.10 

 
 

48

10 號天氣和前幾天也類似是早、晚有霧的天氣，清晨風速雖然

很大，但在起霧風向角度內且相對濕度達 100%，所以 R06 和 R24 都

受濃霧影響，造成低能見度。也因受熱力作用及地形效應影響在

0039Z 的時候濃霧逐漸消散，傍晚時候又再度移入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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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圖示及報文可以很明顯得看出，在上午 0307Z 鋒面已經

通過了金門機場，此時風向也轉為 07014KT 的東北風，並且將平流

霧吹向海面上，金門機場也結束了 5天早、晚平流霧的影響，恢復

了航班的正常起降天氣。 

四、 結論 

金門濃霧影響因子主要是水氣及風向，低層潮濕配合風向區間

介於 130°至 230°度，850HPA 以下槽前有濕區且低層有西南噴流，

則發生機率大。金門霧的發生時間主要為傍晚、夜間及清晨時，此

時溫度降低水氣易達飽和有利於霧之形成。白天的霧多為清晨霧之

延續或因海風將海面上的海霧吹向陸地。當鋒面前段通過台灣，後

段仍留在華南地區，此時金門地區仍處在鋒前暖濕易形成霧的區域

中，因此在天氣診斷分析上須特別小心。從綜觀天氣型態來看，金

門的霧多為鋒前暖區和高壓迴流兩類，且霧之形成階段須有相對應

的風變線、高壓脊線配置，而且低層西南噴流及暖濕空氣則是金門

濃霧維持階段所需之充分條件。個案顯示金門霧發生的頻率於清晨

時段最高，一般來說白天受熱力作用影響，若平流霧較淺薄大概上

午 8 點至 9 點左右就會逐漸消散，若平流霧較濃時可能就要等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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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中午 11 點左右才會消散，直到傍晚又會出現一波平流霧移入機

場，金門機場霧日以 4 月份最多，且機場盛行以吹西南風為主。分

析起霧期間內風速、風向變化並不大，而當風速增強時有可能就是

鋒面接近並且準備通過時，因此當發生平流霧時須有風向的轉變促

使暖濕空氣來源中斷及雲層散開，此時濃霧才容易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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