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N-1814-9227 

101 年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論文彙編 

 Proceedings 

 2012 Conference 

on 

 Weather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2012 年 8 月 28 日 8時 30 分天秤颱風警報路徑圖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17 日至 20 日‧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臺北 

                         Sep 17-20,2012‧Taipei  

Central Weather Bureau,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101 年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論文彙編 

Proceedings 

2012 Conference 

on 

 Weather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主辦單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氣象學會、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暨研究所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17 日至 20 日‧中央氣象局‧臺北 

Sponsor；Central Weather Bureau,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Co-sponsor：The Meteorolog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tomospheric 

Science 

       Sep 17-20,2012‧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pei 



 
 

i

101 年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17 日(星期一)至 20 日(星期四)，于中央氣象局、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2012 Conference 

 on 

Weather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Sep 17-20, 2012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pei 

 

 論文彙編目錄 頁碼

page

目錄  i 

議程大綱  vii 

議程  ix 

專題演講 

1 邀請關鍵議題講座一 (Keynote Speech 1)：中央大學劉副校長振榮 
近代衛星觀測技術及氣象與防災應用 

- 

2 邀請關鍵議題講座二 (Keynote Speech 2)：颱洪中心李主任清勝 
建構颱洪研發平台提升減災關鍵技術-颱洪中心任務與願景 

- 

 專題講座  

3 邀請專題演講一：中央大學廖宇慶教授 
氣象雷達觀測技術及應用 

- 

4 邀請專題演講二：中央大學楊舒芝副教授 
氣象資料同化技術發展趨勢及應用 

- 

5 邀請專題演講三：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林李耀副執秘 
氣象防災科技應用與伙伴關係-從 NCDR 的經驗談起 

- 

大氣監測與分析   

6 張保亮 林品芳 

雙都卜勒雷達合成風場在颱風環流之應用分析 
1 

7 蒲金標  黃榮輝  邵勰 

西北太平洋颱風活動與月球赤緯變化之分析研究 
7 

8 
 

劉崇治  陳良德 

衛星影像處理技術在颱風強度估算之應用研究 
24 

9 曾吉暉 鳳雷 

新型一維雷射式雨滴譜儀及二維光學式雨滴譜儀之雨滴譜粒徑分佈觀測比較 
28 

10 戴志輝 張培臣 林博雄 

臺灣地區午後對流閃電空間特性初步分析 
32 

11 王安翔、陳泰然、張智昇、龔楚媖 

台灣梅雨季之北中南區降雨規模與水氣通量分析比較 38 

12 許皓淳 黃維智 陳志鵰 

臺灣地區防災降雨雷達網建置計畫 
44 



 
 

ii

13 程維毅 林博雄  高述國 

以數位相機進行松山機場盛行能見度測定之探討 
51 

14 梅可忠 林博雄 

利用台北 101 金融大樓探討都市邊界層特性之初探 
57 

15 柳再明 

農業氣象觀測網的日射量觀測 
63 

16 張儀峰 陳世嵐 

臺北與花蓮探空觀測原始資料之初步整理與建議 
66 

17 呂高森 陳萬金 汪建良 

結合衛星微波及紅外線資料估算 2009 年莫拉克颱風即時定量降水 
82 

 天氣模擬與預報  

18 陳建河  陳雯美 沈彥志 曾建翰 汪鳳如 馮欽賜 
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的現況與未來 

88 

19 陳雯美  曹伶伶 沈彥志  陳建河 曾建翰 馮欽賜 

全球數值預報系統 AMSUA 觀測資料之同化研究 

91 

20 汪鳳如  馮欽賜 

Noah 地表模式於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的調整測試 

97 

21 李志昕 洪景山 

區域系集預報系統強化之初步研究 

103

22 洪于珺 洪景山 蔡佳伶 Michael  Barlage Fei Chen 
土壤資料同化系統之效能評估 

108

23 魏士偉  洪景山 
    全球分析資料初始化為 WRF 初始場之過程探討 

114

24 陳雲蘭, 劉欣怡 
高解析度統計降尺度預報方法研究 

119

25 林欣弘  林沛練 

WRF 雷達資料同化對颱風短時定量降雨預報之效益評估 
125

26 蔡金成 蕭玲鳳 陳得松 包劍文 

Hurricane WRF 模式於西北太平洋颱風預報之初步測試研究 
126

27 謝銘恩 張龍耀 蕭玲鳳 李清勝 Ted Iwabuchi  郭英華  張昕林 
    WRF-Var 資料同化系統之 GPS 掩星折射率資料處理對颱風路徑預報之影響 

132

28 王潔如  蕭玲鳳  Zhiquan Liu  Hui Liu  李清勝 
    HYBRID 資料同化系統對颱風預報之初步分析 

133

29 馮智勇  劉家豪  陳雲蘭 
    客觀分析法地面溫度案例分析 

137

30 黃椿喜 呂國臣 洪景山 

系集預報系統在氣象局鄉鎮精緻化預報之應用 
143

31 蔡宜珊  呂國臣 

鄉鎮預報初步校驗分析 
147

32 蔡禹明  陳姿瑾  呂國臣  黃椿喜 

應用 ARMOR 方法於台灣強降雨事件定量降水預報之研究 
153

33 葉世瑄  呂國臣 

    中央氣象局 1993～2011 期間降雨預報之校驗 
159

34 鄭安孺  李天浩  顧欣怡  陳怡彣 

    即時溫度資料品質檢覈 
165

35 江宙君  陳嬿竹  吳德榮 

定量降雨系集預報加值分析-以 2012 年 6 月梅雨鋒面為例 
171



 
 

iii

36 江晉孝  馮欽賜  張昕毛 

觀測資料對中央氣象局 WRF 模式預報誤差影響之評估 
176

37 陳怡儒 林沛練 

    利用 WRF 3DVAR 同化雷達徑向風對 2011 年南瑪都颱風模擬之影響 
181

38 林忠義, 劉嘉騏 

雷達資料同化於極短期定量降雨預報之研究 

187

39 陳嬿竹  張龍耀  蕭玲鳳  江宙君  蔡金成  王潔如  鳳雷  李清勝  郭鴻基  楊明仁   

黃清勇 

台灣地區定量降雨系集預報技術 

192

40 林欣弘 林沛練 于宜強  

模式地形重建對颱風降雨模擬之影響 

198

41 郭閔超  李孟軒  蔡甫甸  

中央氣象局 2003~2011 年官方定量降水預報之分析與探討 

203

42 廖杞昌  顧凱維 

2011 年台灣北部區域環流之模擬研究 

209

43 艾寧靜  劉清煌 

颱風與季風共伴之環境場研究 

214

44 Mei-Hsin Chen  Yong-Run Guo  Chin-Tzu Fong 

Analysis of Balance/Unbalance Parts of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Option 3 and 

Option 5 

216

45 劉明禮 

盛夏至仲秋臺灣與近海強烈熱帶氣旋波動的分裂型波變 

219

46 劉明禮 

活躍於臺灣近海與山脈的熱帶氣旋波動波變特徵—複合、分裂與角動量守恆 

223

47 葉大綱 王傳盛 蕭棟元 洪景山 蔡雅婷 

利用 GPS 反演大氣可降水及年變化分析 

228

48 張惠玲 楊舒芝 王溫和 陳嘉榮 

LAPS 系集降水機率預報之經濟價值評估 

234

49 陳宇能, 涂絹琪 ,陳景森, 林沛練, 林博雄  

2008 地形影響季風降雨實驗期間兩劇烈降水事件的比較 

240

50 張語軒 張庭槐 吳蕙如 

預報成員選取對貝氏模型平均法預報的影響 

246

51 張培臣  林裕豐  張大耀 

2012 年 5 月 12 日宜蘭地區超豪大雨事件個案分析 

252

52 任亦偉  王信富  陳文倩 

運用 WRF 針對臺灣中北部地區低能見度及低雲幕個案之數值模擬 

258

氣候監測與預報 

53 林欣怡  蕭志惠 
中央氣象局動力區域氣候預報系統之預報能力分析 

264

54 吳慧玲  蕭志惠 
中央氣象局動力區域氣候預報系統之氣候場更新計畫 

269

55 李清縢、李思瑩、盧孟明 
中央氣象局全球氣候預報模式之亞洲與西北太平洋季風模擬技術評估 

273

56 陳重功  羅存文 

CWB 2nd Week MOS 系集預報模式開發-降水部份 

279

57 陳永明 林李耀 朱容練 張振瑋 黃嬿蓁 李惠玲 

從 TCCIP 計畫推動經驗談氣候資訊服務 

285



 
 

iv

58 朱容練 黃柏誠 張振瑋 吳宜昭 
統計降尺度技術於台灣春季乾旱之應用 

286

59 沈鴻禧  汪建良  楊順欽  鄧子正  林淑卿 
周末效應對高屏地區半世紀夏季地面溫度及降雨影響之研究 

291

60 林昀靜  蘇聖中  卓盈旻 盧孟明 
運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化 － (1)方法介紹 

295

61 卓盈旻  林昀靜  盧孟明  蘇聖中 
運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化–(2)台灣溫度和雨量趨勢分析 

301

62 John Chien-Han Tseng, Hsing-Kuo Pao, Faloutsos Christos 

The Typhoon Track Classification in El Niño/La Niña Events 

307

63 李思瑩  盧孟明 

近三年（2010 -2012）東亞冬季季風特徵分析與比較 

313

64 吳宜昭  黃柏誠  張振瑋  朱容練 
2011/2012 年台灣春季降雨特性分析 

319

65 劉昭民 
2011 年 11 月台灣異常氣候之氣象分析 

323

66 林定宜 

台灣北部對流風暴之氣候研究 

329

67 謝佳穎  陳韻如  劉俊志  陳永明  朱容練  黃柏誠 

應用天氣衍生器評估台灣區域氣候變遷情境下之日資料極端特性 

335

68 蕭立朋 余嘉裕 

全球暖化對颱風活動之影響:西北太平洋與北大西洋之比較 

341

69 林宜穎 鄭兆尊 Masato Sugi 

以 MRI-AGCM 動力降尺度結果推估未來臺灣地區極端溫度之變遷 

346

70 陳淡容 鄭兆尊 Masato Sugi 

以 MRI-AGCM 的氣候模擬結果推估未來臺灣地區颱風降雨的變遷 

352

71 張振瑋 朱容練 吳宜昭 黃柏誠 

氣候變遷現象分析與推估之整合應用-以春季不降雨日為例 

358

72 紀雍華 盧孟明 

2009 至 2010 阻塞高壓特徵之分析 

364

73 劉邦彥 林沛練 莊漢明 

中央氣象局一步法海氣偶合氣候預報模式之 30 年 AMIP 積分測試以及大氣通量修正 

368

74 陳重功 羅存文 

CWB 短期風能動力統計預報模式的開發 

374

75 沈孟妍 呂金璋  李明旭 

應用短期氣候預報於春耕乾旱休耕決策之探討-以大漢溪供水系統為例 

380

76 徐葦茵 王玉純 李明旭 

應用季長期天氣預報推估高雄地區登革熱流行趨勢 

386

77 韓宛容  簡均任  李明旭 

應用氣候統計降尺度預報資料推估石門水庫入流量 

392

氣象防災與應用 

78 于宜強 張智昇 李宗融 王安翔 龔楚媖 

從 0610 豪雨水災應變談氣象服務 

399

79 張智昇 于宜強 

颱風路徑預報不確定性校驗法於氣象防災風險管理之應用 

405

80 李宗融 于宜強 龔楚媖 

鄉鎮降雨規模推估方法之研究 

406



 
 

v

81 李欣輯 魏曉萍 楊昇學 劉俊志 陳永明 林李耀 葉克家 

極端天氣模擬事件之災害衝擊分析 

412

82 蘇元風 劉俊志 鄭克聲 陳永明 

氣候變遷下颱風季節降雨事件特性之差異 

416

83 江申 蘇元風 朱容練 陳淡容 鄭兆尊 傅金城 

氣候變遷情境下臺灣水文設計之影響評估 

420

84 朱蘭芬 張靜貞 陳永明 

颱風與台灣稻作損失關聯之探究 

421

 海象測報與應用  

85 鄧中柱 

On measuring ocean surface waves 
427

86 方盈智 王冑 楊穎堅 郭天俠 唐存勇 

運用高頻雷達觀測臺灣東北海域表面海流研究 
429

87 陳昭銘 毛正氣 劉進順 黃韋豪 

中央氣象局浮標與衛星之觀測風浪特性比較 
435

88 張志強 

風湧浪觀測之分析研究 
439

89 謝佳穎 王冑 蘇國政 孫漢宗 王弼 

利用 X-Band 雷達研究暴雨事件下之回波物理機制 
442

90 施孟憲 饒國清 滕春慈 黃清晢 

從資料浮標觀測資料探討七股澎湖海域水溫特殊變化 
448

91 吳祚任 

臺灣海域近岸風暴潮溢淹預報模式之開發與與研究 
450

92 朱啟豪 

藍色公路海象資訊系統介紹 
452

93 于嘉順 尤皓正 陳琬婷 朱啟豪 滕春慈  

西北太平洋作業化海流模式之發展 
459

94 蕭登倨 陳昭銘 鍾天勝 

基隆-福州航路之海氣象特性分析 
463

95 許城榕 陳炫杉 陳陽益 

風浪及湧浪方向波譜劃分於海象預報的應用 
467

96 陳進益 

鄉鎮潮汐預報作業 
473

     高山氣象與應用 

97 劉清煌 
2011 年 11 月南湖山難期間之天氣分析 

476

98 廖純慧 呂國臣 顏香玉 
原鄉圓鄉氣象服務 

478

99 張譯心 林博雄 魏聰輝 謝新添 

雪山冬季降雪之微氣象觀測 
482

100 張振生 魏聰輝 賴彥任 沈介文 林博雄 張譯心 
雪山高山生態系山谷風分布特性 

488

101 賴彥任 洪志遠 魏聰輝 余瑞珠 莊振義 林博雄 蔡明哲 王亞男 

溪頭通量站通量來源貢獻區初探 
493

102 黃成健 林建寬 謝新添 

玉山氣象站人工及雷射式雪深計觀測資料分析 
499

103 宋紹良 李育棋 503



 
 

vi

由雪霸自動氣象站氣溫資料分析看高山氣象特徵 

104 Ching-An Chiu  Po-Hsiung Lin  Chun-Kai Hsu  Ze-Hao Shen 

A new bioclimatic index: Associating temperature sum with thermal seasonality 
507



 
 

vii

 

101 年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17 日(星期一)至 20 日(星期四)， 
于中央氣象局、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主辦單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氣象學會、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暨研究所 

2012 Conference 

 on 

Weather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Sep 17-20, 2012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pei 

議程大綱 General Agenda  

9 月 17 日    星期一 （Monday, Sep17, 2012）于氣象局 
會議室 

(Meeting Room)

下午 
13:30 – 14:00 

報到 (Registration) 

氣象局 
國際會議廳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I.C. 

Hall) 

下午 
14:00 –14:20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I.C. Hall 

全體合照 

下午 
14:30 – 15:10 

邀請關鍵議題講座一 (Keynote Speech 1)   I.C. Hall 

下午 
15:10 – 15:50 

邀請關鍵議題講座二 (Keynote Speech 2)   I.C. Hall 

休息（Tea Break） 

下午 
16:05– 16:35 

專題演講一           I.C. Hall 

下午 
16:35– 17:05 

專題演講二           I.C. Hall 

下午 
17:05– 17:35 

專題演講三           I.C. Hall 
 

9 月 18 日    星期二 （Tuesday, Sep 18, 2012）于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會議室 
(Meeting Room)

上午 

09:30—10:15 
氣候監測與預報(Ⅰ)    Monitoring and Prediction on Climate(Ⅰ) 

集思臺大會

議中心 
柏拉圖廳 

休息（Tea Break） 

上午 

10:45—12:15 
氣候監測與預報(Ⅱ)    Monitoring and Prediction on Climate(Ⅱ) 柏拉圖廳 



 
 

viii

  中餐休息（Lunch Break） 

下午 

13:30—15:00 
天氣模擬與預報(Ⅰ)    Weather Simulation and Forecasting(Ⅰ) 柏拉圖廳 

休息（Tea Break）   

下午 

15:30—17:00 
天氣模擬與預報(Ⅱ)    Weather Simulation and Forecasting(Ⅱ) 柏拉圖廳 

 

9 月 19 日    星期三 （Wednesday, Sep 19, 2012）于氣象局 會議室 
(Meeting Room)

上午 

9:00--10:30 

天氣模擬與預報(Ⅲ)    Weather Simulation and Forecasting(Ⅲ)   Room 310 

大氣監測與分析(Ⅰ)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n Atmosphere(Ⅰ)   Room 311 

休息（Tea Break） 

上午 

10:45--12:00 

天氣模擬與預報(Ⅳ)    Weather Simulation and Forecasting(Ⅳ) Room 310 

大氣監測與分析(Ⅱ)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n Atmosphere(Ⅱ) Room 311 

  中餐休息（Lunch Break）氣象局 

 

下午 

13:30--15:00 

天氣模擬與預報(Ⅴ)    Weather Simulation and Forecasting(Ⅴ) Room 310 

氣象防災與應用(Ⅰ)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s and Hazard Mitigation(Ⅰ) Room 311 

 海象測報與應用(Ⅰ)    Observation, Prediction, and Applications on Marine Meteorology(Ⅰ) Room 617 

休息（Tea Break）  張貼論文發表 

下午 

15:15—17:00 
天氣模擬與預報(Ⅵ)    Weather Simulation and Forecasting(Ⅵ) Room 310 

海象測報與應用(Ⅱ)    Observation, Prediction, and Applications on Marine Meteorology(Ⅱ) Room 617 

 
9 月 20 日    星期四 （Thursday , Sep 20, 2012）于氣象局 會議室 

(Meeting Room)

上午 

9:00--10:15 

高山氣象與應用(Ⅰ)    Mountain Weather Forecast and Applications(Ⅰ) Room 310 

氣候監測與預報(Ⅲ)    Monitoring and Prediction on Climate(Ⅲ) Room 311 

休息（Tea Break） 

上午 

10:30--12:00 

高山氣象與應用(Ⅱ)    Mountain Weather Forecast and Applications(Ⅱ)  

高山氣象論壇 
Room 310 

氣候監測與預報(Ⅳ)    Monitoring and Prediction on Climate(Ⅳ) Room 311 

 
張貼論文 

9 月 19 日 

（星期三）  

15:10— 

9 月 20 日 

（星期四）

12:00 

大氣監測與分析 

3 樓中庭 

 

天氣模擬與預報 

氣候監測與預報 

海象測報與應用 

高山氣象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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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17 日(星期一)至 20 日(星期四)， 
于中央氣象局、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主辦單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氣象學會、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暨研究所 

2012 Conference 

 on 

Weather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Sep 17-20, 2012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pei 

 

報告時間 議程   Agenda 
彙編

頁碼

9 月 17 日（星期一）   （Monday , Sep 17 , 2012） 

開幕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辛在勤局長 
（Opening Ceremon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I.C. Hall） 

13:30 – 17:00 報到  (Registration)  

14:00 – 14:20 開幕典禮   

全體合照 

邀請講座       主持人： 紀水上副局長 

14:30– 15:05 
邀請關鍵議題講座一 (Keynote Speech 1)：中央大學劉副校長振榮 

近代衛星觀測技術及氣象與防災應用 
 

15:05– 15:40 
邀請關鍵議題講座二 (Keynote Speech 2)：颱洪中心李主任清勝 

建構颱洪研發平台提升減災關鍵技術-颱洪中心任務與願景 
- 

休息（Tea Break） 

專題演講       主持人：葉天降副局長 

15:55– 16:25 
邀請專題演講一：中央大學廖宇慶教授 

氣象雷達觀測技術及應用 
 

16:25– 16:55 邀請專題演講二：中央大學楊舒芝副教授 
氣象資料同化技術發展趨勢及應用 

 

16:55– 17:25 邀請專題演講三：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林李耀副執秘 
氣象防災科技應用與伙伴關係-從 NCDR 的經驗談起 

 

9 月 18 日（星期二）   （Tuesday ,Sep 18 , 2012）于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氣候監測與預報 (I)      柏拉圖廳  主持人： 盧孟明  蕭志惠 

09:30 – 9:45 
林欣怡  蕭志惠 

中央氣象局動力區域氣候預報系統之預報能力分析 

264

9:45 – 10:00 吳慧玲  蕭志惠 269



 
 

x

中央氣象局動力區域氣候預報系統之氣候場更新計畫 

10:00 – 10:15 
李清縢、李思瑩、盧孟明 

中央氣象局全球氣候預報模式之亞洲與西北太平洋季風模擬技術評估 
273

10:15 – 10:45 休息 Tea Break  

氣候監測與預報 (II)     柏拉圖廳  主持人：林李耀  沈鴻禧 

10:45 – 11:00 
陳重功  羅存文 

CWB 2nd Week MOS 系集預報模式開發-降水部份 

279

11:00 – 11:15 
陳永明 林李耀 朱容練 張振瑋 黃嬿蓁 李惠玲 

從 TCCIP 計畫推動經驗談氣候資訊服務 

285

11:15 – 11:30 
朱容練 黃柏誠 張振瑋 吳宜昭 

統計降尺度技術於台灣春季乾旱之應用 

286

11:30 – 11:45 
沈鴻禧  汪建良  楊順欽  鄧子正  林淑卿 

周末效應對高屏地區半世紀夏季地面溫度及降雨影響之研究 
291

11:45 – 12:00 
林昀靜  蘇聖中  卓盈旻 盧孟明 

運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化 － (1)方法介紹 
295

12:00 – 12:15 
卓盈旻  林昀靜  盧孟明  蘇聖中 

運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化–(2)台灣溫度和雨量趨勢分析 

301

12:00– 13:30 午餐 Lunch Break  

天氣模擬與預報(Ⅰ)     柏拉圖廳  主持人：于宜強  洪景山   

13:30 – 13:45 
陳建河  陳雯美 沈彥志 曾建翰 汪鳳如 馮欽賜 

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的現況與未來 

88 

13:45 – 14:00 
陳雯美  曹伶伶 沈彥志  陳建河 曾建翰 馮欽賜 

全球數值預報系統 AMSUA 觀測資料之同化研究 

91 

14:00 – 14:15 
汪鳳如  馮欽賜 

Noah 地表模式於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的調整測試 

97 

14:15 – 14:30 
李志昕 洪景山 

區域系集預報系統強化之初步研究 

103

14:30 – 14:45 
洪于珺 洪景山 蔡佳伶 Michael  Barlage Fei Chen 

土壤資料同化系統之效能評估 

108

14:45 – 15:00 
魏士偉  洪景山 
    全球分析資料初始化為 WRF 初始場之過程探討 

114

15:00 – 15:30 休息 Tea Break    

天氣模擬與預報(Ⅱ)      柏拉圖廳  主持人：蕭玲鳳  陳建河 

15:30 – 15:45 
陳雲蘭, 劉欣怡 

高解析度統計降尺度預報方法研究 

119

15:45 – 16:00 
林欣弘  林沛練 

WRF 雷達資料同化對颱風短時定量降雨預報之效益評估 

125

16:00 – 16:15 
蔡金成 蕭玲鳳 陳得松 包劍文 

Hurricane WRF 模式於西北太平洋颱風預報之初步測試研究 

126

16:15 – 16:30 
謝銘恩 張龍耀 蕭玲鳳 李清勝 Ted Iwabuchi  郭英華  張昕林 
    WRF-Var 資料同化系統之 GPS 掩星折射率資料處理對颱風路徑預報之影響 

132

16:30 – 16:45 
王潔如  蕭玲鳳  Zhiquan Liu  Hui Liu  李清勝 
    HYBRID 資料同化系統對颱風預報之初步分析 

133

16:45 – 17:00 
江宙君  陳嬿竹  吳德榮 

定量降雨系集預報加值分析-以 2012 年 6 月梅雨鋒面為例 

171

9 月 19 日（星期三）   （Wednesday ,Sep 19 , 2012）于氣象局 



 
 

xi

天氣模擬與預報(Ⅲ)   會議室 310    主持人：張博雄  黃椿喜 

09:00 – 09:15 
黃椿喜 呂國臣 洪景山 

系集預報系統在氣象局鄉鎮精緻化預報之應用 
143 

09:15 – 09:30 
蔡宜珊  呂國臣 

鄉鎮預報初步校驗分析 
147 

09:30 – 09:45 
蔡禹明  陳姿瑾  呂國臣  黃椿喜 

應用 ARMOR 方法於台灣強降雨事件定量降水預報之研究 
153 

09:45 – 10:00 
葉世瑄  呂國臣 

    中央氣象局 1993～2011 期間降雨預報之校驗 
159 

10:00 – 10:15 
鄭安孺  李天浩  顧欣怡  陳怡彣 

    即時溫度資料品質檢覈 
165 

10:15 – 10:30 
馮智勇  劉家豪  陳雲蘭 

    客觀分析法地面溫度案例分析 
137 

 休息 Tea Break  

天氣模擬與預報(Ⅳ)   會議室 310    主持人：鳳雷  馮欽賜 

10:45 – 11:00 
江晉孝  馮欽賜  張昕 

觀測資料對中央氣象局 WRF 模式預報誤差影響之評估 
176 

11:00 – 11:15 
陳怡儒 林沛練 

    利用 WRF 3DVAR 同化雷達徑向風對 2011 年南瑪都颱風模擬之影響 
181 

11:15 – 11:30 
林忠義, 劉嘉騏 

雷達資料同化於極短期定量降雨預報之研究 
187 

11:30 – 11:45 

陳嬿竹  張龍耀  蕭玲鳳  江宙君  蔡金成  王潔如  鳳雷  李清勝  郭鴻基  楊明仁   

黃清勇 

台灣地區定量降雨系集預報技術 

192 

11:45 – 12:00 
林欣弘 林沛練 于宜強  

模式地形重建對颱風降雨模擬之影響 
198 

12:00 - 13:30 午餐 Lunch Break  

天氣模擬與預報(Ⅴ)   會議室 310    主持人：廖杞昌  蔡甫甸 

13:30 – 13:45 
郭閔超  李孟軒  蔡甫甸  

中央氣象局 2003~2011 年官方定量降水預報之分析與探討 
203 

13:45 – 14:00 
廖杞昌  顧凱維 

2011 年台灣北部區域環流之模擬研究 
209 

14:00 – 14:15 
艾寧靜  劉清煌 

颱風與季風共伴之環境場研究 
214 

14:15 – 14:30 

Mei-Hsin Chen  Yong-Run Guo  Chin-Tzu Fong 

Analysis of Balance/Unbalance Parts of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Option 3 and 

Option 5 

216 

14:3 0 – 14:45 
劉明禮 

盛夏至仲秋臺灣與近海強烈熱帶氣旋波動的分裂型波變 
219 

14:45 – 15:00 
劉明禮 

活躍於臺灣近海與山脈的熱帶氣旋波動波變特徵—複合、分裂與角動量守恆 
223 

15:00 – 15:15 
休息 Tea Break   

 張貼論文發表(3 樓中庭) 
 

天氣模擬與預報(Ⅵ)   會議室 310    主持人：葉大綱   



 
 

xii

15:30 – 15:45 
葉大綱 王傳盛 蕭棟元 洪景山 蔡雅婷 

利用 GPS 反演大氣可降水及年變化分析 
228

15:45 – 16:00 
張惠玲 楊舒芝 王溫和 陳嘉榮 

LAPS 系集降水機率預報之經濟價值評估 
234

9 月 19 日（星期三）   （Wednesday ,Sep 19 , 2012）于氣象局 

大氣監測與分析(Ⅰ)   會議室 311  主持人：蒲金標  張保亮 

09:00 – 09:15 
張保亮 林品芳 

雙都卜勒雷達合成風場在颱風環流之應用分析 
1 

09:15 – 09:30 
蒲金標  黃榮輝  邵勰 

西北太平洋颱風活動與月球赤緯變化之分析研究 
7 

09:30 – 09:45 
劉崇治  陳良德 

衛星影像處理技術在颱風強度估算之應用研究 
24 

09:45 – 10:00 
曾吉暉 鳳雷 

新型一維雷射式雨滴譜儀及二維光學式雨滴譜儀之雨滴譜粒徑分佈觀測比較 
28 

10:00 –10:15 
戴志輝 張培臣 林博雄 

台灣陸地閃電時空特性分析 
32 

10:15 – 10:30 
王安翔、陳泰然、張智昇、龔楚媖 

台灣梅雨季之北中南區降雨規模與水氣通量分析比較 
38 

 休息 Tea Break  

大氣監測與分析(Ⅱ)    會議室 311  主持人：李育琪  黃維智 

10:45 – 11:00 
許皓淳 黃維智 陳志鵰 

臺灣地區防災降雨雷達網建置計畫 
44 

11:00 – 11:15 
程維毅 林博雄  高述國 

以數位相機進行松山機場盛行能見度測定之探討 
51 

11:15 – 11:30 
梅可忠 林博雄 

利用台北 101 金融大樓探討都市邊界層特性之初探 
57 

12:15 - 13:30 午餐 Lunch Break  

氣象防災與應用(I）    會議室 311  主持人：陳永明  謝明昌 

13:30 – 13:45 
于宜強 張智昇 李宗融 王安翔 龔楚媖 

從 0610 豪雨水災應變談氣象服務 
399

13:45 – 14:00 
張智昇 于宜強 

颱風路徑預報不確定性校驗法於氣象防災風險管理之應用 
405

14:00 – 14:15 
李宗融 于宜強 龔楚媖 

鄉鎮降雨規模推估方法之研究 
406

14:15 – 14:30 
李欣輯 魏曉萍 楊昇學 劉俊志 陳永明 林李耀 葉克家 

極端天氣模擬事件之災害衝擊分析 
412

14:30 – 14:45 
蘇元風 劉俊志 鄭克聲 陳永明 

氣候變遷下颱風季節降雨事件特性之差異 
416

14:45 – 15:00 
江申 蘇元風 朱容練 陳淡容 鄭兆尊 傅金城 

氣候變遷情境下臺灣水文設計之影響評估 
420

15:00 – 15:15 
朱蘭芬 張靜貞 陳永明 

颱風與台灣稻作損失關聯之探究 
421

15:15 – 15:30 
休息 Tea Break    

張貼論文發表(3 樓中庭) 
 

9 月 19 日（星期三）   （Wednesday ,Sep 19 , 2012）于氣象局  



 
 

xiii

海象測報與應用(Ⅰ)    會議室 617  主持人：鄧中柱  林燕璋  

13:30 – 14:00 
鄧中柱 

On measuring ocean surface waves
427

14:00 – 14:15 
方盈智 王冑 楊穎堅 郭天俠 唐存勇 

運用高頻雷達觀測臺灣東北海域表面海流研究 
429

14:15 – 14:30 
陳昭銘 毛正氣 劉進順 黃韋豪 

中央氣象局浮標與衛星之觀測風浪特性比較 
435

14:30 – 14:45 
張志強 

風湧浪觀測之分析研究 
439

14:45 – 15:00 
謝佳穎 王冑 蘇國政 孫漢宗 王弼 

利用 X-Band 雷達研究暴雨事件下之回波物理機制 
442

15:00 – 15:15 
施孟憲 饒國清 滕春慈 黃清晢 

從資料浮標觀測資料探討七股澎湖海域水溫特殊變化 
448

15:15 – 15:30 休息 Tea Break  

海象測報與應用(Ⅱ)    會議室 617  主持人：吳祚任  楊穎堅 

15:30 – 15:45 
吳祚任 

臺灣海域近岸風暴潮溢淹預報模式之開發與與研究 
450

15:45 – 16:00 
朱啟豪 

藍色公路海象資訊系統介紹 
452

16:00 – 16:15 
于嘉順 尤皓正 陳琬婷 朱啟豪 滕春慈  

西北太平洋作業化海流模式之發展 
459

16:15 – 16:30 
蕭登倨 陳昭銘 鍾天勝 

基隆-福州航路之海氣象特性分析 
463

16:30 – 16:45 
許城榕 陳炫杉 陳陽益 

風浪及湧浪方向波譜劃分於海象預報的應用 
467

16:45 – 17:00 
陳進益 

鄉鎮潮汐預報作業 
469

12:00 – 13:30 午餐 Lunch Break  

9 月 20 日（星期四）   （Thursday , Sep 20 , 2012）于氣象局 

高山氣象與應用(Ⅰ)   會議室 310  主持人：劉清煌  林博雄 

09:00 – 09:15 
劉清煌 

2011 年 11 月南湖山難期間之天氣分析 
476

09:15 – 09:30 
廖純慧 呂國臣 顏香玉 

原鄉圓鄉氣象服務 
478

09:30 – 9:45 
張譯心 林博雄 魏聰輝 謝新添 

雪山冬季降雪之微氣象觀測 
482

09:45 – 10:00 
張振生 魏聰輝 賴彥任 沈介文 林博雄 張譯心 

雪山高山生態系山谷風分布特性 
488

10:00 – 10:15 
賴彥任 洪志遠 魏聰輝 余瑞珠 莊振義 林博雄 蔡明哲 王亞男 

溪頭通量站通量來源貢獻區初探 
493

10:15 – 10:30 休息 Tea Break  
高山氣象與應用(Ⅱ)   會議室 310  主持人：李育棋  呂國臣 

10:30 – 10:45 
黃成健 林建寬 謝新添 

玉山氣象站人工及雷射式雪深計觀測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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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都卜勒雷達合成風場在颱風環流之應用分析 
 
 

張保亮  林品芳 

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中心 

 

摘要 

本研究利用中央氣象局都卜勒雷達與空軍雙偏極化雷達資料，透過雙都卜勒雷達合成方法進

行颱風反演風場之應用分析。由分析結果發現，雙都卜勒合成風場對於颱風環流中心位置、颱風

近中心強度與外圍雨帶區域的環流強度之變化趨勢等，均能提供預報作業值得參考的資訊。 

由 2008 年辛樂克(Sinlaku)與薔蜜(Jangmi)颱風於與那國島(Yonagunijima)的風力垂直剖面分

析顯示，與那國島之陣風風速與高度 3 公里雙都卜勒反演風速接近，比值分別約 0.93 與 0.84，
而平均風速與高度 3 公里雙都卜勒反演風速比值則為 0.66 與 0.56。在颱風徑向剖面分析方面，

由 2010 年凡那比(Fanapi)颱風之徑向–時間風速分析，顯示颱風登陸前環流結構相當完整，具有

開放洋面上的特徵，颱風登陸後，近中心環流強度減弱快速，外圍環流部分的變化相對較為緩和，

颱風出海後，環流開始重整，最大平均風速開始增強，但最大風速半徑明顯較登陸前為大。 

 

一、前言 

颱風降雨與颱風環流及地形交互作用的

關係密不可分，若要提升颱風降雨預報的能

力，首先需了解颱風的環流結構，尤其是在台

灣複雜地形影響下，其局部環流所造成的局部

劇烈降雨往往是最難掌握的部分。然而，除了

陸地上的地面測站觀測分析外，要獲得大範圍

的颱風環流觀測資料，在實際作業中具有相當

的困難度，也影響了颱風風雨預報的準確性。

都卜勒雷達除了可提供具有較大空間尺度的

侵台颱風天氣系統之大範圍即時降雨觀測

外，亦能提供都卜勒速度的觀測。如何利用這

些觀測資料進行颱風環流的分析，一直以來都

是雷達氣象科學家努力的目標。 

地面都卜勒雷對於其它傳統觀測而言，對

於颱風鄰近陸地時之颱風環流強度能提供高

解析度的面的觀測，且可全天候作業，但受限

於雷達無法量測到近地面或近海面風的都卜

勒速度分量，在進行近地表風力預估時仍存在

不確定性。本研究目的為利用侵台颱風個案進

行雷達都卜勒風場反演分析，並與島嶼測站及

地面風力觀測的進行比較與相關分析，最後應

用於海面及地面風力的推估。 

台灣地區有完整的都卜勒雷達觀測網，現

階段作業化之氣象雷達除了包含中央氣象局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所屬之五分山

(RCWF)、花蓮(RCHL)、七股(RCCG)、墾丁

(RCKT)等四座 S–band 都卜勒氣象雷達外，另

包含空軍於 2008 年底完成架設之清泉崗

(RCCK)和馬公(RCMK)等兩座 C–band 雙偏極

化都卜勒氣象雷達，構成更完整之雷達觀測

網，其觀測範圍包括整個台灣地區及其鄰近海

域。雙都卜勒雷達風場合成雖能夠提供完整的

三維風場資料，但卻有最佳分析區域之限制，

因此透過環島雙都卜勒雷達合成分析風場之

整合，將可提供大量風場分析資料，有助於改

善台灣本島及鄰近海域風場觀測資料不足的

問題，以提升對於侵台颱風中心位置與整體環

流結構之特徵與變化的掌握，同時也可作為颱

風侵台時之風雨預報作業的重要參考依據。 
 

二、雙都卜勒雷達分析 

本研究之重要目標之一，為提供雙都卜勒

合成及整合風場做為預報作業時的重要參考

依據，藉由即時進行的雙都卜勒整合風場分

析，提供相關颱風環流的資訊，以應用於颱風

風雨預報之相關作業上。 
 

(一)、雙都卜勒雷達風場合成 

本研究雙都卜勒雷達風場的合成與計算

主要在卡式(Cartesian)座標下進行，根據克式

權重函數(Cressman weighting function)在影響

半徑 1 km 將徑向風場及回波場資料由極座標

內插至解析度為 1 km 之網格點座標，並藉由

幾何關係計算出三維風場，更進一步以變分法

調整風場，其原理及方法可參考 Ray et al. 
(1978)及 Ray et al. (1980)。 

1



 
 

為充份利用雷達風場資料，且考量其兩座

雷達距離過近會使最佳分析區域受限及過遠

將影響資料品質等因素下，本研究進行之都卜

勒雷達風場合成之雷達組為：RCWF-RCHL, 
RCWF-RCCK, RCCG-RCCK, RCCG-RCKT, 
RCCG-RCMK, RCCK-RCMK 及 RCKT-RCHL
等 7 組。由於雙都卜勒雷達風場合成最佳分析

區域之限制，藉由整合各雙都卜勒雷達合成風

場，可彌補當天氣系統位於任一組雙都卜勒雷

達風場合成之最佳分析區域外之不足。整合風

場時，由於各組雙都卜勒合成風場作業時間依

各雷達掃描時間並非一致，為降低風場隨時間

之變化量，整合雙都風場時間間距限定於十分

鐘內始進行風場整合。若有兩組以上雙都合成

風場對同一網格點皆有合成風速，將以較大合

成風速為主。 
 

(二)、合成風場校驗 

由於雙都卜勒風場合成是在部分物理條

件假設下所進行，包含假設兩雷達觀測之都卜

勒速度場為同時以及垂直速度場計算之相關

設定等，因此所反演推估出的合成風場必定與

實測值有所誤差，為評估其誤差範圍並了解未

來使用合成風場的不確定性，本研究也進一步

進行與其它觀測儀器之實測風場的比對。 

日本與那國島 (Yonagunijima)的剖風儀

(wind profiler)可以量測觀測點上空的大氣風

向及風速，因此可利用在 RCWF–RCHL 雙都

卜勒風場最佳分析區域內的合成風場與剖風

儀資料來驗證合成風場的正確性，並比較兩者

間的觀測差異特徵，以做為未來實際作業的參

考及實際風速的推估。同時，也將利用中央氣

象局板橋及花蓮探空站的高空風原始觀測資

料，進行與雙都卜勒反演風場的差異特性析。

此外，dropsonde 觀測也是比對雙都卜勒風場

相當好的資料來源，故本研究也選取 2010 年

SoWMEX/TiMREX 期間，在台灣海峽區域的

dropsonde 觀測資料，來進行雙都卜勒風場的

比對。本研究使用之探空站、剖風儀以及

dropsonde 觀測點如圖 1 所示，用以進行比對

校驗之資料筆數則如表 1 所示。 

本研究使用之剖風儀資料為日本氣象廳

所屬之與那國島站，距離台灣東部海岸約 125
公里(圖 1)，該剖風儀資料為每 10 分鐘觀測，

觀測高度自高度 424 公尺至高度約 9000 公

尺，垂直解析度約 300 公尺。同時利用雙都卜

勒風場分析得定高面資料(1 至 10 公里，垂直

解析度為 1 公里)做為比對基礎，由於雙都卜

勒風場在該站位置之最低可分析高度已達 3
公里左右，因此比對之資料為高度 3–10 公里

間。圖 2 為辛樂克(Sinlaku, 2008)、薔蜜(Jangmi, 

2008)及莫拉克 (Morakot, 2009)颱風於高度

3–10 公里間之雙都卜勒反演風速與與那國島

剖風儀風速觀測散布圖。圖中顯示為雷達反演

風場與剖風儀在東西風分量與南北風分量均

相當接近，其均方根誤差(RMSE)分別為 2.6 
m/s 與 3.2 m/s。此結果與 Park and Lee (2009)
相當類似，但本研究之 RMSE 明顯較低，可

能原因應與 Park and Lee (2009)研究中空間與

時間解析度不同有關，在 Park and Lee (2009)
的研究中以 1 小時取平均，空間解析度 5 公里

為比較基準，而本研究中則使用每 10 分鐘、

空間解析度約 1.3 公里的資料，因此有較佳的

比對結果。 

本研究所使用的探空觀測包括莫拉克

(2009)颱風期間中央氣象局板橋和花蓮探空站

資料，計有 26 筆不同高度之風場資料可供比

對；另有 2010 年 SoWMEX/TiMREX 期間空

軍馬公與屏東探空站資料，計有 67 筆可供比

對(表 1)。表 2 為總結雙都卜勒反演風場與剖

風儀、探空以及 dropsonde 之比較結果，整體

而言，雙都卜勒反演風場與其它觀測工具的風

速觀測值具有相當程度的一致性，特別是與剖

風儀的觀測比對，顯示本研究發展之雙都卜勒

風場反演具有相當的準確性，這有助於未來本

研究後續研究的進行，包括颱風風力垂直剖面

分析、海面風力的推估、颱風環流中心定位等

相關研究的發展。 
 

(三)、合成風場作業應用 

由於雙都卜勒合成風場及其整合過程計

算量相當龐大，其相關延伸產品的開發，均需

進行作業化的前期規劃與設計，以確保現行作

業系統能提供穩定的風場分析資訊。由 2010
年的上線測試發現，中央氣象局劇烈天氣監測

系統(QPESUMS)相關運算主機，在現有的都

卜勒雷達網連的密度下，其計算資源已能產生

即時每 10 分鐘更新之雙都卜勒風場分析產

品，同時傳送至政府單位的 QPESUMS 系統，

提供防、救災決策判斷使用。由 2010 年颱風

個案萊羅克(Lionrock)、莫蘭蒂(Meranti)、凡那

比(Fanapi)、2011 年南瑪都(Nanmadol)，以及

2012 年蘇拉(Saola)等颱風的作業測試顯示，雙

都卜勒風場合成分析提供颱風近中心、外圍雨

帶區域的環流特性，亦可提供颱風中心位置、

強度與暴風範圍的變化趨勢等值得參考的資

訊。測試同時也發現，當颱風強度超過都卜勒

雷達折錯速度以上時，如反折錯程序處理失

敗，將產生明顯不合理之風場分析。由於雙都

卜勒雷達合成風場作業化，徑向速度場的品質

控制為一項相當重要的資料處理過程。未來可

進一步配合 Rankine-vortex like 的假設，將中

心定位資訊與颱風都卜勒速度反折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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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整合，以進一步提升都卜勒速度場反折錯

處理的成功率。 
 

三、颱風環流之應用分析 

(一)、颱風風力垂直剖面分析 

由於雷達無法量測到近地面或海面風的

都卜勒速度分量，因此，雙都風場反演結果並

無法直接應用於近地面風力的推估，因此在實

際作業中，近地面或海面的風力預估仍存在不

確定性。近地表與海面風力的推估，最早始於

利用飛機飛行高度資料來進行海面風力的估

計，經由飛機飛行高度資料與海面測站之風力

觀測的統計分析，即可推導出兩者間之相關，

並可進一步應用於實際作業上(Powell et al. 
1996)。由已完成之 2008 年辛樂克與薔蜜颱風

的雙都卜勒風場合成風力，與日本與那國島剖

風儀地面風力觀測的個案關係分析(圖 3)顯
示，在辛樂克(2008)颱風侵襲期間，與那國島

的瞬間風力則與平均風力差距在 5–10 m/s 左

右，在最大陣風(63 m/s)發生時，兩者差距達

18 m/s (圖 3a)。而由與那國島上方的雙都卜勒

雷達的分析結果則顯示，整體而言，除了兩者

於高度 3 公里的觀測風速接近外，亦與與那國

島之陣風風速觀測相近，但隨時間有 5–10 m/s 
的偏差存在(圖 3a)。於薔蜜(2008)颱風個案

中，與那國島測站的陣風風速高於平均風速約

7 m/s 至 20 m/s 左右(圖 3b)，且隨風速的增加

而增加。而剖風儀高度 3 公里與與那國島之測

站之陣風風速觀測接近，但隨時間有 5–10 m/s
的偏差存在(圖 3b)，此與辛樂克(2008)颱風的

分析類似，此現象可能與眼牆隨高度的傾斜有

關，使得地面與高空觀測到的最大風速的差距

隨時間出現改變的現象。另外，剖風儀高度 3
公里的觀測資料與雙都卜勒分析之風力有很

好的相關，在辛樂克(2008)與薔蜜(2008)颱風

的眼牆與雨帶區都有很好的相關性，與那國島

測站之陣風風速與高度 3 公里雙都卜勒反演

風速接近，比值分別約 0.93 與 0.84，而平均

風速與高度 3 公里雙都卜勒反演風速比值則

分別約 0.66 與 0.56 (圖 4)。 

 

(二)、颱風環流中心分析 

一般而言，中等強度以上的颱風在登陸

前，經常呈現相當完整的眼牆或眼的結構，因

此，雷達回波可以提供相當準確的颱風中心定

位參考，利用妥善的方法設計更可進行自動化

中心定位。Chang et al. (2009)曾針對 1996 至

2008 年間共 14 個侵台颱風個案進行中心定

位，其研究結果發現，平均而言，可自動追蹤

颱風中心達十數小時，最長可達近 40 小時，

但在颱風登陸後，由於其結構受到破壞，利用

雷達降水回波進行颱風中心定位面臨很大的

挑戰。本研究利用雙都卜勒反演之颱風風場，

進一步透過不同高度的風場整合，提供台灣本

島及鄰近海域大範圍的風場資訊，對於颱風環

流中心的定位有很好的參考價值，特別是在颱

風登陸階段。此大範圍的反演風場，除可應用

於主觀的中心定位分析外，亦可發展環流中心

的自動定位技術來輔助作業的需求。圖 5 為凡

那比(2010)及蘇拉(2012)颱風登陸前後的各高

度整合之反演風場及環流中心，其中環流中心

為在颱風中存在最大風速半徑的基本假設

下，透過 GBVTD–simplex (Lee and Marks 2000)
的搜尋程序所求得。 
 

(三)、颱風徑向風力分析 

颱風徑向風力分析除了提供最大風速半

徑與環流強度外，亦可提供暴風範圍的大小，

透過時間上的變化分析，有助於對於颱風環流

強度演變趨勢的掌握，進而改善短時間的颱風

風雨預報。圖 6 為凡那比(2010)颱風登陸前(9
月 18 日 2200 UTC)之徑向剖面風速分析，由

圖中可見，在颱風登陸前，最大風速半徑約位

於半徑 30–40 km，最大平均風速值接近 60 
m/s，在半徑 < 80 km，不同高度之風速平均

差值大致 < 10 m/s，半徑 > 80 km 差異較大，

可達 20 m/s 以上。在颱風登陸(9 月 19 日 0000 
UTC)後，最大風速半徑明顯往外擴大至半徑 
> 100 km (圖 7)，且不同高度之風速平均差值

約 > 20 m/s (圖未示)，其風速在徑向上的分布

與登陸前後存在明顯差異，顯示登陸後，颱風

近中心的環流強度明顯減弱，外圍環流的強度

減弱則較為緩和。圖 7 為凡那比(2010)颱風登

陸前至出海階段高度 4 公里相對於颱風中心

之風速(m/s)分布圖，圖中可見登陸前最大風速

半徑約 40 km，最大平均風速約 55 m/s，在登

陸時已降至約 30 km，最大平均風速降至約 40 
m/s，颱風登陸後，最大風速半徑並不明顯，

半徑 80 km 以內之風速值明顯減弱，半徑 80 
km 以外之風速明顯較近中心區域為強，但最

大風速值並不強，約介於 20–25 m/s。颱風出

海(9 月 19 日 1030 UTC)後，最大風速半徑出

現在半徑約 120–130 km 附近，最大平均風速

值約 35 m/s，且最大風速半徑隨時間有些微減

弱的趨勢。此分析結果顯示，颱風登陸前環流

結構相當完整，具有開放洋面上的特徵，颱風

登陸後，近中心環流強度快速減弱，外圍環流

部分的變化相對較為緩和，颱風出海後，環流

開始重整，最大平均風速開始增強，但最大風

速半徑明顯較登陸前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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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與未來工作 

本研究利用中央氣象局都卜勒雷達與空

軍雙偏極化雷達資料，透過雙都卜勒雷達合成

方法進行颱風反演風場之應用分析。由分析結

果發現，雙都卜勒合成風場對於颱風環流中心

位置、颱風近中心強度與外圍雨帶區域的環流

強度之變化趨勢等，均能提供預報作業值得參

考的資訊。由 2008 年辛樂克與薔蜜颱風的風

力垂直剖面分析顯示，與那國島之陣風風速與

高度 3 公里雙都卜勒反演風速接近，比值分別

約 0.93 與 0.84，而平均風速與高度 3 公里雙

都卜勒反演風速比值則分別為 0.66 與 0.56。
顯示利用雷達反演之高空風場進行近地表的

風力推估，在作業上有其可行性。由 2010 年

凡那比颱風徑向–時間風速分析顯示，颱風登

陸前環流結構相當完整，具有開放洋面上的特

徵，颱風登陸後，近中心環流強度減弱快速，

外圍環流部分的變化相對較為緩和，颱風出海

後，環流開始重整，最大平均風速開始增強，

但最大風速半徑明顯較登陸前為大。 

在未來工作方面，本研究將持續進行颱風

環流中心之自動化定位技術的發展，並進行颱

風徑向與垂直風力剖面分析，同時透過高空與

地表風力經驗公式的建立，將雙都卜勒風場的

反演結果應用於海面與地面風力的推估，藉以

提供颱風風雨預報作業與數值模式資料同化

更多的風場參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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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雙都卜勒反演風場校驗所使用之剖風儀、探空站及 dropsonde 觀測資料筆數。 

Categories Sinlaku (2008) Jangmi (2008) Morakot (2009) Mei-yu (2010) Total 

Windprofier 295 221 523 113 1152 

Soundings - - 26 67 93 

Dropsonde - - - 25 25 

 

表 2 雙都卜勒反演風場與剖風儀、探空站及 dropsonde 觀測之均方根誤差(RMSE)與標準差(STD)
值。 

Categories Typhoons Mei-yu fronts 

 U  V U  V 

 
RMSE 
(m/s) 

STD 
(m/s) 

RMSE 
(m/s) 

STD 
(m/s) 

RMSE 
(m/s) 

STD 
(m/s) 

RMSE 
(m/s) 

STD 
(m/s) 

Windprofier 2.6 1.6 3.2 1.9 2.2 1.2 2.2 1.3 

Soundings 1.9 1.2 4.7 2.3 2.2 1.4 2.6 1.5 

Dropsonde - - - - 1.9 1.2 2.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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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單都卜勒觀測區域(細實線)與雙都卜勒風場合成較佳分析區域(粗實線)涵蓋範圍。三角形符號

表示雷達站位置，方形符號表示探空站，圓形符號表示 2010 年 SoWMEX/TiMREX 期間

dropsonde 觀測點，x 符號表示與那國島(Yonagunijima)剖風儀位置。灰階為地形高度。 
 

 
 

圖 2 辛樂克(2008)、薔蜜(2008)及莫拉克(2009)颱風所有分析高度之雙都卜勒反演風速與與那國島

剖風儀風速觀測散布圖，(a)為東西風分量，(b)為南北風分量。 
 

 

圖 3 2008 年(a)辛樂克與(b)薔蜜颱風期間平均風速觀測時間序列圖。綠色與藍色點分別為與那國

島測站之陣風與平均風力觀測，桃紅色與紅色點分別代表與那國島上方 3 公里高度之剖風

儀風速觀測與雙都卜勒之合成風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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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08 年(a)辛樂克與(b)薔蜜颱風高度 3 公里雙都卜勒反演風速與與那國島地面陣風(桃紅)與
平均風(綠色)觀測風速散布圖。 

 

圖 5 (a)凡那比(2010)與(b)蘇拉(2012)登陸前之風場合成圖。圖中分析範圍為 400×400 km，並以颱風

環流中心為顯示範圍中心。實心圓點代表雙都風場分析資料為 1–2 公里，三角符號為 3–4 公

里，圓形符號為 5–6 公里，符號 x 則代表高度 7 公里以上。風標長桿為 10 m/s，短桿為 5 m/s。
圖中颱風環流中心為利用自動定位方法 GBVTD–simplex (如內文所述)所決定。 

 

  

圖 6 凡那比(2010)颱風登陸前(9 月 18 日 2200 
UTC)之不同高度之半徑–風速剖面圖。圖中

不同符號與顏色代表不同之分析資料高度。

圖 7 凡那比(2010)颱風登陸前至出海階段高度 4
公里相對於颱風中心之風速(m/s)隨時間分

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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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北太平洋颱風活動與月球赤緯變化之分析研究 

蒲金標*  黃榮輝**  邵勰**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理研究所 

摘要 

    本文分析 1945-2010 年西北太平洋颱風活動與月球赤緯之相關，在西北太平洋整區、台灣、漳

北和漳南等區域，每年平均分別有 25.2 個、4.4 個、2.6 個和 6.3 個颱風形成或通過，其生命期或通過

時間分別為 5.3 日、1.1 日、0.8 日和 1.7 日。該等區域颱風活躍期(陽曆)分別為 4-12 月、6-10 月、6-10

月和 6-11 月；鼎盛期分別為 5-12 月、6-9 月、7-9 月和 6-11 月。 

 颱風觀測數波動振幅都隨颱風強度而增大，在西北太平洋整區、台灣和漳州以北都有明顯的倆

高和兩低波段現象，兩高波段多數落在朔望日，兩低波段多數落在上下弦日。但是在漳州以南(包括

中國南海)則相反。 

  朔望日與上下弦颱風觀測數之比較，在西北太平洋整區兩者相當接近，唯強烈颱風朔望日略多。

在台灣和漳州以北有大幅增多，且隨颱風強度增強而增多。在漳州以南兩者亦相當接近，但中度颱

風朔望日兩者反而略少。漳州以南與其他三個區域有很大的差異性，更說明南海地區的颱風有其特

殊性。 

    西北太平洋颱風活動觀測數之譜分析，沒有明顯的優勢振盪週期，而其 5 年移動平均有譜密度

接近標準譜。1966 年以後，台灣颱風年觀測數觀測波峰高區和赤緯波谷(低區)與赤緯波峰高區(低區)

一致，且其颱風活動的優勢週期為 20 年，它與月球赤緯的活動周期 18.6 年相近。 

    月球年最高和最低赤緯與颱風年觀測數間之關係，在西北太平洋、台灣、漳州以北和漳州以南

等區域分別呈現反比例、正比例(1969 年以後)、反比例(1950 年)/正比例(2006 年)和正比例關係。 

 

關鍵詞：朔望日、上下弦日、月球年赤緯、颱風觀測數 

 

一、 前言 

    大氣太陰潮在海平面比起其他天氣現象之振幅甚小，地面氣壓之太陰半日潮變化在赤道觀測到最大振幅約

為 0.07hPa，而在赤道之太陽半日潮是太陰半日潮的 20 倍，約為 1.4hPa。儘管如此，太陰潮振盪仍可比擬於低

邊界層大氣之振盪(Geller, 1970)。陰曆朔望月(the lunar synodical cycle month)與降水有相關且可估計其影響的大小

(Brier and Bradley，1964)，太陽大氣和太陰潮引潮力(the solar and lunar tidal force)雖小，但可能是扮演引發降水之

重要角色(Brier，1965)。王(1971)研究顯示月球引發引潮力與颱風及反常氣候有關。 

    Lethbridge(1970；1981)和 Markson(1971)研究顯示月相可調整雷雨頻率。同時又認為月球可能引發磁氣層的擾

動而影響到全球或廣大區域對流層的異常反應。Carpenter(1972)統計研究顯示北大西洋和西太平洋颱風形成頻率

在朔望日附近比在上下弦月多 20%。Hanson(1987)研究發現月相(the phase of the lunar)與美國降水空間分布有相關，

春季最大降水在美國西北部滿月時首先發生，隨後在中西部下弦月時發生，最後在東部新月時發生。Yaukey(2010)

研 究 顯 示 大 西 洋 颱 風 快 速 增 強 開 始 於 朔 望 月 之 頻 率 大 於 上 下 弦 月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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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2008)研究顯示朔日和望日颱風可能侵襲松山機場或颱風在其附近之機會比上弦和下弦者為大，前者約為

後者的 4 倍。蒲(2010)研究顯示颱風之形成、發展和路徑與月球的赤緯位置所引發的最大引潮力有相關，月球的

赤緯和最大引潮力緯度位置越高，颱風形成的緯度也越高；反之，颱風形成的緯度則越低。最大引潮力可以作

為改善預測颱風消長之指標。 

月球的赤緯最大變化在南北緯 28°35＇間，而最小變化在南北緯 18°17＇之間，其變動週期約為 18.6 年。而

太陽的赤緯的變化為 22.5°-24.5°間，其變動週期約 40,000 年，目前太陽的赤緯則維持在南北緯 23°26＇之間(郭與

林，1992)。月球的赤緯緯度越高，最大引潮力緯度位置越高，相反地，最大引潮力緯度則越低。本文資料採用

美國國家氣候資料中心 IBTrACS 資料，以 1884-2010 年西太平洋颱風歷史資料，分析颱風觀測數陽曆分布、陰

曆月相颱風觀測數分布、朔望日和上弦日颱風觀測數之比較以及月球年赤緯與颱風年觀測數相關分析。 

二、 研究成果 

(一) 陽曆颱風觀測數之月分布 

     颱風的生命期長短不一，用颱風個數來做統計，恐怕會失真，因此，以美國國家氣候資料中心 IBTrACS

資料中，颱風期間每日 0000, 0600,1200,1800UTC 颱風觀測數來統計，比較正確。本節分別分析 1945-2010 年朔望

日與上下弦日西北太平洋整區、台灣、漳州以北和漳州以南颱風觀測數分布，以期了解該等區域兩者之差異性。 

1945-2010 年西北太平洋整區共有 1,670 個颱風形成，觀測次數有 35,301 次，平均每年有 25.3 個颱風，

每個颱風觀測次數為 21.1 次，每個颱風生命期約為 5.3 日。66 年總計陽曆每個月份都有過颱風發生，其中

以 1 月、2 月和 3 月較少發生，各月份都少於 540 觀測數，又以 2 月僅 134 次為最少；4 月至 12 月各月份

都高於 1000 觀測數，是西北太平洋颱風活躍期，5 月至 12 月尤甚，各月都高於 1500 次，如圖 1a。 

1945-2010 年共有 291 個颱風影響到台灣，66 年颱風觀測數總計 1447 次，平均每年有 4.4 個颱風，每

個颱風觀測次數為 5.0 次，每個颱風影響台灣時間約為 1.2 日。66 年總計陽曆 1 月、2 月和 3 月不曾有颱風

影響到台灣；其餘各月份都有過颱風影響，其中以 4 月、5 月、11 月和 12 月較少，各月份都少於 70 觀測

數；6 月-10 月各月份都高於 120 次，是台灣颱風的活躍期，其中 7 月至 9 月尤甚，各月都高於月平均數

280 次，如圖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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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1945-2010 年陽曆西北太平洋颱風觀測數之月分布，橫坐標為陽曆月份，縱座標為颱風觀測

數。 

(a) 西北太平洋整區  (b) 台灣  (c) 漳州以北 (d) 漳州以南 

1945-2010 年通過漳州以北颱風共有 169 個，66 年颱風觀測數總計 561 次，平均每年有 2.6 個颱風，

每個颱風觀測次數為 3.3 次，每個颱風經過時間約為 0.8 日。66 年颱風總計，1 月至 4 月和 12 月不曾有颱

風經過漳州以北；其餘各月份都有過颱風通過，其中以 5 月和 11 月較少，各月份都少於 10 觀測數；6 月

-10 月各月份都高於 20 次，是漳州以北颱風的活躍期，7 月、8 月和 9 月尤甚，各月都高於 140 次，如圖

1c。 

1945-2010 年通過漳州以南颱風，包括中國南海，共有 419 個，66 年颱風觀測數總計 2911 次，平均

每年有 6.9 個颱風，每個颱風觀測次數為 6.9 次，每個颱風經過時間約為 1.7 日。1 月、2 月和 3 月不曾有

颱風形成或經過漳州以南；其餘各月份都有颱風形成或經過，其中以 4 月、5 月和 12 月較少，各月份都少

於 100 觀測數；6 月至 11 月各月份都高於 100 次，是漳州以南颱風的活躍期，6 月至 10 月尤甚，各月都高

於 280 次，如圖 1d。 

綜合而言，西北太平洋整區、台灣、漳北和漳南等區域，每年平均分別有 25.3 個、4.4 個、2.6 個和

6.9 個颱風形成或通過，其生命期或通過時間分別為 5.3 日、1.2 日、0.8 日和 1.7 日。該等區域颱風活躍期(陽

曆)分別為 4-12 月、6-10 月、6-10 月和 6-11 月；鼎盛期分別為 5-12 月、7-9 月、7-9 月和 6-11 月。 

(二) 陰曆颱風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分布 

1. 西北太平洋整區 

    1945-2010 年西北太平洋整區全部颱風共有 1,670 個形成，66 年總觀測次數為 35,301 次，

除了陰曆有三十日的觀測數 585 次之外，其餘觀測數為 34,716 次，平均陰曆初一至二十九

日每日觀測數為 1197.1 次，其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初一至二十九日)分布如圖 2a。圖中 2 日

移動平均曲線顯示兩段高距平(二十九、初一和初二；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和兩段低距平

(初五、初六、初七、初八和初九；二十三和二十四)現象，其中第一段最高距平(初二；正

距平；69.9)與最低負距平(初五；負距平；-78.1)，兩者差距為 148 次，占平均每日觀測數 1197.1

之 12.4%。 

    1945-2010 年西北太平洋整區中度(強烈)颱風總觀測次數為 11396 次(5946 次)，除了陰曆

第三十日觀測數 177 次(107 次)之外，其餘觀測數為 11219 次(5839)，平均陰曆初一至二十九

日每日觀測數為 386.9 次(201.3 次)，其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初一至二十九日)分布如圖 2b(圖

2c)。圖 2b 中 2 日移動平均曲線(中度颱風)顯示兩段高距平(初七至十五日(十一日除外)；二

十、二十一日和二十二)和兩段低距平(十六至十九日；二十六至初四)現象，其中最高距平(二

十一和二十二日；正距平；41.1)與最低負距平(二十八日；負距平；-64.9)，兩者差距為 106

次，占平均每日觀測數 386.9 次之 27.4%。圖 2c 中 2 日移動平均曲線(強烈颱風)顯示兩段高

距平(初一至初三；十日至十三日)和三段低距平(初五至初九；十四日至十八日)現象，其中

最高距平(初二；正距平；47.7)與最低負距平(初六；負距平；-31.3)，兩者差距為 79 次，占

平均每日觀測數 201.3 次之 39.2%。 

    以上分析顯示，西北太平洋整區颱風、中度颱風和強烈颱風觀測數最高與最低距平分

別相差小於 12.4%、27.4%和 39.2%。三者都有倆高和兩低波段觀測數，全部颱風和強烈颱

風之最高波段落在朔日，最低波段落在上弦日。且振幅隨颱風強度增大。 

 

9



 
 

12/09/03 

 
             圖 2  1945-2010 年西北太平洋颱風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分布， 

                  橫坐標為陰曆初一至二十九日，縱座標為颱風觀測數距平值。 

(a) 全部颱風   (b)中度颱風   (c)強烈颱風 

 

2. 台灣 

   1945-2010 年有 291 個颱風通過台灣，66 年總觀測次數為 1447 次，除了陰曆有三十日的

觀測數 15 次之外，其餘觀測數為 1432 次，平均陰曆初一至二十九日每日觀測數為 49.4 次，

其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初一至二十九日)分布如圖 3a。圖中 2 日移動平均曲線顯示兩段高距

平(二十九、初一和初二；十二至十六日)和兩段低距平(初三至十一日(初八除外)；二十至二

十四日(二十二日除外))現象，其中最高距平(初一；正距平；40.6 次)與最低負距平(二十日；

負距平；-23.4 次)，兩者差距為 64 次，占平均每日觀測數 49.4 次之 129.6%。 

    1945-2010 年台灣中度(強烈)颱風總觀測次數為 556 次(240 次)，除了陰曆有三十日的觀

測數 9 次(0 次)之外，其餘觀測數為 547 次(240 次)，平均陰曆初一至二十九日每日觀測數為

18.9 次(8.3 次)，其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初一至二十九日)分布如圖 3b(圖 3c)。圖 3b 中 2 日移

動平均曲線(中度颱風)顯示兩段高距平(二十九日和初一；初九至十七日(十一日和十四日除

外))和兩段低距平(初四至初八；二十至二十四日)現象，其中最高距平(二十九日；正距平

18.1 次)與最低負距平(初七；負距平；-11.9 次)，兩者差距為 30.0 次，占平均每日觀測數 18.9

次之 158.7%。圖 3c 中 2 日移動平均曲線(強烈颱風)顯示其分布比較凌亂，唯最高正距平(二

十六日；正距平 9.7 次)，最低負距平有初三、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都是負距平-6.3 次。

兩者差距為 16.0 次，占平均每日觀測數 8.3 次之 192.8%。 

    以上分析顯示，台灣全部颱風、中度颱風和強烈颱風觀測數最高與最低距平分別相差

分別為 129.6%、158.7%和 192.8%。前兩者都有倆高和兩低波段觀測數，兩高波段集中落在

朔望日，兩低波段多數落在上下弦日，且振幅隨颱風強度增大。但強烈颱風因觀測數少，

上述現象則不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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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1945-2010 年台灣颱風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分布，橫坐標為 

                    陰曆初一至二十九日，縱座標為中度颱風觀測數距平值。 

             (a) 全部颱風     (b)中度颱風    (c)強烈颱風 

 

3. 漳州以北 

    1945-2010 年漳州以北共有 169 個颱風形成，66 年總觀測次數為 561 次，除了陰曆有三

十日的觀測數 17 次之外，其餘觀測數為 544 次，平均陰曆初一至二十九日每日觀測數為 18.8

次，其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初一至二十九日)分布如圖 4a。圖 4a 中 2 日移動平均曲線顯示兩

段高距平(二十六至初二(二十八和二十九日除外)；十五至十六日)和兩段低距平(初三至初六；

十八至二十五)現象，其中最高距平(十六；正距平；21.2 次)與最低負距平(十九和二十日；

負距平；-8.8 次)，兩者差距為 30 次，占平均每日觀測數 18.8 次之 159.5%。 

    1945-2010 年漳州以北中度(強烈)颱風總觀測次數為 144 次(21 次)，除了陰曆有三十日的

觀測數 4 次(0 次)之外，其餘觀測數為 140 次(21 次)，平均陰曆初一至二十九日每日觀測數

為 4.8 次(0.7 次)，其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初一至二十九日)分布如圖 4b(圖 4c)。圖 4b 中 2 日

移動平均曲線(中度颱風)顯示兩段高距平(二十九日至初一；十四至十六日)和兩段低距平(初

四至初七；十八至二十三日)現象，其中最高距平(十五和二十九日；正距平；6.2 次)與最低

負距平(初六、十八和二十日；負距平；-3.8 次)，兩者差距為 10.0 次，占平均每日觀測數

4.8 次之 208.3%。圖 4c 中 2 日移動平均曲線(強烈颱風)顯示比較凌亂，唯最高正距平有初八

(正距平 4.3 次)，最低負距平有很多日子從來沒有強烈颱風通過或發生，其中以初九至十五

日為連續最長日子沒有強烈颱風觀測數。 

以上分析顯示，漳州以北全部颱風和中度颱風觀測數之最高與最低距平分別相差玩

159.5%和 208.3% 。兩者都有倆高和兩低波段觀測數，兩高波段集中落在朔望日，兩低波段

多數落在上下弦日，且振幅隨颱風強度增大。但強烈颱風因觀測數少，上述現象則不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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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1945-2010 年漳州以北颱風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分布，橫坐標為 

                    陰曆初一至二十九日，縱座標為中度颱風觀測數距平值。 

             (a) 全部颱風     (b)中度颱風    (c)強烈颱風 

 

4. 漳州以南(包括中國南海) 

    1945-2010 年通過漳州以南颱風，包括中國南海，共有 419 個，66 年颱風觀測數總計 2911

次，除了陰曆有三十日的觀測數 33 次之外，其餘觀測數為 2878 次，平均陰曆初一至二十九日

每日觀測數為 99.2 次，其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初一至二十九日)分布如圖 5a。圖 5a 中 2 日移動平

均曲線(全部颱風)顯示兩段高距平(初七至十一；十五至十六日)和兩段低距平(十二至十四日；

十七至十九日)現象，其中最高距平(十日；正距平；34.8 次)與最低負距平(十三日；負距平；-41.2

次)，兩者差距為 76.0 次，占平均每日觀測數 99.2 次之 76.6%。 

    1945-2010 年漳州以南，中度(強烈)颱風總觀測次數為 953 次(142 次)，除了陰曆有三十日的

觀數 8 次(4 次)之外，其餘觀測數為 945 次(138 次)，平均陰曆初一至二十九日每日觀測數為 32.6

次(4.8 次)，其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初一至二十九日)分布如圖 5b(圖 5c)。圖 5b 中 2 日移動平均曲

線(中度颱風)顯示兩段高距平(初四至十一日；十五至十六日)和兩段低距平(十二至十四日；二

十二至二十七日)現象，其中最高距平(初八日；正距平；22.9 次)與最低負距平(十三日和二十五

日；負距平；-15.6 次)，兩者差距為 38.0 次，占平均每日觀測數 32.6 次之 116.6%。圖 5c 中 2 日

移動平均曲線(強烈颱風)顯示兩段高距平(二十三至二十七日；初九至十五日，十二和十三日除

外)和兩段低距平(二十八至初八，初一除外；十六至二十二日，十九日除外)現象，其中最高距

平(二十六日；正距平；8.2 次)與最低負距平(二十一日；負距平；-4.8 次)，兩者差距為 13.0 次，

占平均每日觀測數 4.8 次之 270.8%。 

    以上分析顯示，在漳州以南(包括中國南海)全部颱風、中度颱風和強烈觀測數最高與最低

距平分別相差為 99.2%、116.6%和 270.8%。三者都有倆高和兩低波段觀測數，兩高波段不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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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在朔望日，兩低波段也不一定落在上下弦日，惟其振幅隨颱風強度增大。 

 

 
               圖 5  1945-2010 年漳州以南颱風觀測數之月相距平分布，橫坐標為 

                    陰曆初一至二十九日，縱座標為中度颱風觀測數距平值。 

                         (a)全部颱風     (b)中度颱風    (c)強烈颱風 

 

    綜合分析西北太平洋整區、台灣、漳州以北和漳州以南等區域颱風觀測數，顯見在前三

個地區都有明顯的倆高和兩低波段觀測數，兩高波段多數落在朔望日，兩低波段多數落在上

下弦日。但是在漳州以南波段則相反。其波動振幅，隨颱風強度而增大；在漳州以北者振幅

最大，台灣次之，漳州以南(包括中國南海) 次次之，最小者為在西北太平洋整區。 

 

(三) 朔望日與上下弦日颱風觀測數之差數比 

1. 西北太平洋整區 

 

    1945-2010 年西北太平洋整區共有 1,670 個颱風形成，觀測次數有 35,301 次，其中陰曆初一有 351

個颱風，佔總個數的 21.0%；觀測數 1252 次(3.2%)。初一和十五日(A2)觀測數為 2,445 次，初八和二

十二日(B2)觀測數為 2412 次，初一、初二、十五日和十六日(A4)觀測數為 4,922 次，初八、初九、二

十三和二十四日(B4)觀測數為 4,783 次，A2 比 B2 多 1.4%，A4 比 B4 多 2.9%，但兩者的比例接近；

其中中度颱風，A2 和 B2；A4 和 B4 兩者的比例分別為-5.1%和-3.9%，但同樣兩者亦相當接近，唯強

烈颱風，A2 比 B2 多 18.4%，A4 比 B4 多 17.6%，如圖 6a。 

    以上分析顯示西北太平洋整區颱風總觀測數和中度颱風觀測數，A2 和 B2，A4 和 B4 朔望日比

上下弦都相當接近，唯強烈颱風朔望日比上下弦多出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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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945-2010 年朔望日語上下弦日颱風觀測數之差數比，其中 A2 表示初一和十五日颱風觀測數之合；

B2 表示 初八和二十二日颱風觀測數之合；A4 表示初一、初二、十五和十六日颱風觀測數之合；B4 表示 初

八、初九、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颱風觀測數之合。 

        (a) 西北太平洋整區   (b) 台灣 (c) 漳州以北  (d) 漳州以南 

    

2. 台灣 

    台灣颱風的區域為 20°-27°N 和 118°-124°E，1945-2010 年陰曆初一台灣颱風的總觀測數 90 次。初

一和十五日(A2)總觀測數為 136 次，初八和二十二日總觀測數為 109 次，初一、初二、十五日和十六

日(A4)總觀測數為 254 次，初八、初九、二十二和二十四日(B4)總觀測數為 205 次，A2 比 B2 多 24.8%，

A4 比 B4 多 23.9%。中度颱風 A2 比 B2 多 86.2%，A4 比 B4 多 43.8%。唯強烈颱風，A2 比 B2 少 24.1%，

A4 比 B4 少 25.0%。強烈觀測數少，代表性不佳，如圖 6b。顯示台灣颱風觀測數，朔望日比上下弦多

出 24.8%，中度颱風分別多出 86.2%。 

3. 漳州以北 

    漳州以北的範圍為 24.5N 以北, 122E 以西，1945-2010 年陰曆初一漳州以北出現颱風的總觀測數

28 次。初一和十五日(A2)總觀測數為 52 次，初八加上二十二日(B2)總觀測數為 38 次，初一、初二、

十五日和十六日(A4)總觀測數為 113 次，初八、初九、二十二和二十三日(B4)總觀測數為 76 次，A2

比 B2 多 36.8%，A4 比 B4 多 48.7%。中度颱風 A2 比 B2 多 100.0%，A4 比 B4 多 66.7%。唯初一和十

五日(A2)強烈颱風僅出現 1 次，初八和二十二日(B4)強颱出現 7 次，代表性不佳，A2 比 B2 少 85.7%，

A4 比 B4 少 62.5%。顯示漳州以北總颱風觀測數，朔望日比上下弦多 36.8%，中度颱風多出 100%。唯

強烈颱風朔望日比上下弦少 85.7%，如圖 6c。 

 

4. 漳州以南(含中國南海) 

    漳州以南的範圍為 18-24.5N, 120E 以西，1945-2010 年陰曆初一漳州以南出現颱風的總觀測數 100

次。初一和十五日(A2)總觀測數為 217 次，初八和二十二日總觀測數為 211 次，初一、初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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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六日(A4)總觀測數為 434 次，初八、初九、二十二和二十三日(B4)總觀測數為 435 次，A2 比 B2

多 2.8%，A4 和 B4 觀測次數相同。中度颱風 A2 比 B2 少 16.9%，A4 比 B4 少 5.4%。唯初一和十五日

強烈颱風 A2 比 B2 多 75.0%，A4 比 B4 少 15.0%，如圖 6d。顯示漳州以南颱風朔望日比上下弦多 2.0%，

中度颱風少 16.9%。漳州以北和以南，有很大的差異性，更說明南海地區的颱風有其特殊性。 

    綜合以上分析顯示，西北太平洋整區颱風總觀測數和中度颱風，朔望日和上下弦之觀測數都相

當接近，唯強烈颱風朔望日比上下弦多出約 18.4%。台灣颱風觀測朔望日比上下弦多出 24.8%，中度

颱風分別多出 86.2%。漳州以北總颱風觀測數，朔望日比上下弦多約 36.8%，中度颱風多出 100%。漳

州以南颱風朔望日比上下弦多 2.0%，中度颱風少 16.9%。漳州以北和以南，有很大的差異性，更說明

南海地區的颱風有其特殊性。 

(四) 颱風與年赤緯 

本節以 1945-2009 年西北太平洋颱風歷史資料，來分析颱風觀測數與月球年赤緯變化相關情形。 

1. 西北太平洋整區颱風觀測數 

    美國國家氣候資料中心 1884-2010 年西太平洋颱風歷史資料中，包括熱帶性低壓，本節僅選擇颱風部

分來分析颱風觀測數與赤緯變化。由於 1945 年以前資料沒有中心最大風速，無法從資料中挑選颱風部分，

所以只能使用 1945-2010 年西北太平洋颱風觀測數，來分析兩者變化情形。 

    1945-2010 年西北太平洋颱風觀測數與月球年赤緯變化之分布，如圖 7。該 66 年月球年赤緯的變化有 4

個波數，而颱風觀測數的變化則有 2 個波數，2 個觀測波峰高區皆落在赤緯波低谷區，如圖 7a。強烈颱風

的變化亦然，唯強烈颱風觀測數變化波數振幅略有加大，如圖 6b。 

1970-2009 年間西北太平洋颱風活動觀測數之譜分析，雖然可以看到 40 年/20 年的週期上譜值達到峰值，

但是沒有通過標準譜檢驗，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其沒有明顯的優勢振盪週期，如圖 8。1970-2009 年西北太平

洋颱風觀測數功譜率分析，5 年移動平均有譜密度接近標準譜。 

 

 
    圖 7  1945-2010 月球年赤緯與西北太平洋颱風活動之分布 

(a)  整區所有颱風     (b) 整區強烈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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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1970-2009 年西北太平洋颱風觀測數功譜率分析(五點平滑) 

 

         1945-2010 年月球最大年赤緯 28.7N 的年代計有 1950, 1969, 1987, 2006 年，西北太平洋颱風觀測數

分別為 312, 380, 531, 474 次。月球最小年赤緯 18.6N 的年代計有 1959, 1978, 1997 年，其颱風觀測數分別為

536, 548, 793 次，如圖 9a。1945-2010 年西北太平洋月球最大年赤緯 1950, 1969, 1987, 2006 年強烈颱風觀測

數分別為 45,66,103, 91 次，如圖 9b。顯示月球最大年赤緯越高時，颱風觀測數越少，反之，年赤緯越低時，

颱風觀測數越多，成反比例。尤其是強烈颱風颱風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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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1945-2010 年間月球年赤緯最高和最低年代與 

     西北太平洋颱風年觀測數，月球最大年赤緯 28.7N 的年代 

     計有 1950,1969,1987,2006 年，月球最小年赤緯 18.6N 的年 

     代計有 1959,1978,1997 年。 

(a) 整區全部颱風年觀測數  (b) 強烈颱風年觀測數 

 

2. 台灣 

    1945-2010 年台灣颱風年觀測數與月球年赤緯之變化，如圖 9，月球年赤緯 4 個波數，而颱風觀測數僅有 3

個波數。前 1 個觀測波峰高區落在赤緯波谷低區，後 2 個(1966-2010 年)觀測波峰高區(低區)和赤緯波谷高區(低

區)一致，如圖 10a。強烈颱風的變化亦然，唯強烈颱風觀測數變化波數振幅略有加大，如圖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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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1945-2010 年月球年赤緯與台灣颱風年觀測數之分布。 

           (a) 全部颱風年觀測數  (b) 強烈颱風年觀測數 

 

    1970-2009 年台灣颱風觀測數功譜率分析顯示，台灣颱風活動的優勢週期為 20 年，這一點在最大滳譜分析

中可以看到，這與月球赤緯的活動周期 18.9 年相近，出現兩者間有密切相關，如圖 11。 

 

       圖 11  1970-2009 年月球年赤緯與台灣颱風年觀測數之分布。 

              上圖為 20 年颱風觀測數，下圖為 20 年颱風觀測數之最大墒譜分析。 

    1945-2010 年間月球最大年赤緯 1950,1969,1987,2006 年，其颱風觀測數分別為 7,28,28,21 次。月球最小年赤緯

1959,1978,1997 年，其颱風觀測數分別為 30,22,10 次，如圖 12a。顯示台灣颱風除了 1950 和 1959 年之外，月球最

大年赤緯，台灣颱風年觀測數多；月球最小年赤緯，颱風年觀測數少，成正比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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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1945-2010 年間月球年赤緯最高和最低年代與台灣颱風年觀測數， 

            月球最大年赤緯 28.7N 的年代計有 1950,1969,1987,2006 年，月球 

            最小年赤緯 18.6N 的年代計有 1959,1978,1997 年。 

(a) 全部颱風年觀測數  (b) 強烈颱風年觀測數 

 

3. 漳州以北颱風觀測數 

    1945-2010 年漳州以北颱風年觀測數與月球年赤緯之變化，如圖 12a。月球年赤緯 4 個波數，而颱風觀測數

僅有 3 個波數。前 1 個觀測波峰高區落在赤緯波谷低區，後 2 個觀測波峰高區和赤緯波谷低區一致。然而，因

強烈颱風年觀測數太少，不具代表性，未能分析兩者的關係，如圖 13b。 

 
         圖 13  1945-2010 年月球年赤緯與颱風漳北年觀測數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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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全部颱風年觀測數  (b) 強烈颱風年觀測數 

 

    1945-2010 年間月球最大年赤緯 28.7N 的年代計有 1950,1969,1987,2006 年，漳州以北颱風年觀測數分別為 0, 9, 

7, 14 次。月球最小年赤緯 18.6N 的年代計有 1959,1978,1997 年，其颱風觀測數分別為 21, 1, 10 次，如圖 13a。1945-2010

年西北太平洋月球最大年赤緯 1950, 1969, 1987, 2006 年強烈颱風觀測數分別為 0,0,0, 2 次，月球最小年赤緯

1959,1978,1997 年，其颱風觀測數分別為 2,0,0 次如圖 14b。強烈颱風年觀測數前者和後者分別為 0,0,0,2 次和 2,0,0

次。顯示漳州以北颱風，月球赤緯最高年(1950 年)時，颱風年觀測數少，月球赤緯最小年(1959 年)時，颱風年觀

測數多，成反比例關係。其餘或因年觀測數少，比例關係不明顯。 

 
圖 14  1945-2010 年間月球年赤緯最高和最低年代與漳州以北颱風年觀測數， 

       月球最大年赤緯 28.7N 的年代計有 1950,1969,1987,2006 年，月球最小 

       年赤緯 18.6N 的年代計有 1959,1978,1997 年。 

         (a) 全部颱風年觀測數  (b) 強烈颱風年觀測數 

 

4. 漳州以南颱風觀測數 

    1945-2010 年漳州以南的颱風共有 421 個，66 年總觀測次數為 2911 次，平均每年有 44.1 次。其颱風年觀測

數與月球年赤緯之變化，如圖 15。月球年赤緯 4 個波數，而颱風觀測數僅有 3 個波數。前 2 個觀測波峰高區和

赤緯波谷低區一致，後 1 個觀測波峰高區落在赤緯波谷低區，如圖 14a。強烈颱風年觀測數之變化亦然，如圖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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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945-2010 年月球年赤緯與颱風漳南(含中國南海)年觀測數之分布。 

           (a) 全部颱風年觀測數  (b) 強烈颱風年觀測數 

 

    這段期間月球最大年赤緯 28.7N 的年代之颱風年觀測數分別為 16, 8, 28, 35 次。月球最小年赤緯 18.6N 的年

代計有 1959,1978,1997 年，其颱風觀測數分別為 14, 51, 24 次。顯示 1950 年最高赤緯、1959 年最低赤緯、1997

年低赤緯和 2006 年最高赤緯，與其颱風年觀測數呈現正比例關係；而 1969 年最高赤緯、1978 年低赤緯和 1978

年最高赤緯，與其颱風年觀測數呈現反比例關係，如圖 16a。然而強烈颱風年觀測數與月球最高和最低年赤緯都

呈現正比例關係，如圖 16b。 

 
圖 16  1945-2010 年間月球年赤緯最高和最低年代與漳州以南(含中國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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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年觀測數，月球最大年赤緯 28.7N 的年代計有 1950,1969,1987,2006 

年，月球最小年赤緯 18.6N 的年代計有 1959,1978,1997 年。 

(a) 全部颱風年觀測數  (b) 強烈颱風年觀測數 

 

    綜合以上分析西北太平洋，其颱風活動觀測數之譜分析，沒有明顯的優勢振盪週期，而其 5 年移動平均有

譜密度接近標準譜。1966年以後，台灣颱風年觀測數觀測波峰高區和赤緯波谷(低區)和赤緯波谷高區(低區)一致，

且其颱風活動的優勢週期為 20 年，它與月球赤緯的活動周期 18.9 年相近。月球年赤緯與颱風年觀測數間之關係，

西北太平洋、台灣、漳州以北和漳州以南分別呈現反比例、正比例(1969 年以後)、反比例(1950 年)/正比例(2006

年)和正比例。 

 

三、 結論 

    本文分析 1945-2010 年西北太平洋颱風活動與月球赤緯之相關，獲得一些成果： 

(一) 西北太平洋整區、台灣、漳北和漳南等區域，每年平均分別有 25.2 個、4.4 個、2.6 個和 6.3 個颱風形

成或通過，其生命期或通過時間分別為 5.3 日、1.2 日、0.8 日和 1.7 日。該等區域颱風活躍期(陽曆)分

別為 4-12 月、6-10 月、6-10 月和 6-11 月；鼎盛期分別為 5-12 月、7-9 月、7-9 月和 6-11 月。 

(二) 颱風觀測數波動振幅都隨颱風強度而增大，在西北太平洋整區、台灣和漳州以北都有明顯的倆高和兩

低波段現象，兩高波段多數落在朔望日，兩低波段多數落在上下弦日。但是在漳州以南(包括中國南海)

則相反。 

(三) 朔望日與上下弦颱風觀測數之比較，在西北太平洋整區兩者相當接近，唯強烈颱風朔望日略多。在台

灣和漳州以北有大幅增多，且隨颱風強度增強而增多。在漳州以南兩者亦相當接近，但中度颱風朔望

日兩者反而略少。漳州以南與其他三個區域有很大的差異性，更說明南海地區的颱風有其特殊性。 

(四) 西北太平洋颱風活動觀測數之譜分析，沒有明顯的優勢振盪週期，而其 5 年移動平均有譜密度接近標

準譜。1966 年以後，台灣颱風年觀測數觀測波峰高區和赤緯波谷(低區)和赤緯波谷高區(低區)一致，且

其颱風活動的優勢週期為 20 年，它與月球赤緯的活動周期 18.6 年相近。 

(五) 月球年赤緯與颱風年觀測數間之關係，在西北太平洋、台灣、漳州以北和漳州以南分別呈現反比例、

正比例(1969 年以後)、反比例(1950 年)/正比例(2006 年)和正比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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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颱風雲系結構和颱風強度有直接的關係，一般來說當颱風雲系結構密實，並且具有軸

對稱的特徵時，颱風的中心最大風速常常較大，強度也越強。基於這個事實，本研究利用

地球同步衛星紅外線數據資料，發展一個可以用來描述颱風雲系結構及颱風強度的客觀參

考指標。本研究使用GMS-5_IR1及MTSAT_IR1 紅外線數據資料分析1996至2011年期間12
個強烈颱風的個案，並且利用Sobel’s template計算MTSAT_IR1影像的水平及垂直亮度溫度

梯度，然後以颱風中心為參考點計算衛星紅外線影像中每一個像元的位置向量，然後將梯

度向量與位置向量的角度差值定義為變異角度(Variantion Angle) ，最後透過分析此變異角

度在颱風各個強度階段的分佈特性，建立颱風強度的客觀判斷法。研究結果顯示：此客觀

指標和12個強烈颱風的JTWC最大風速值具有很高的相關性，由於此颱風強度判斷指標的產

生可以完全由計算機產出，非常具有客觀性，因此特別在當颱風還在海面上發展，一般傳

統觀測資料不足時，可以做為颱風作業單位研判颱風強度的參考。 

關鍵字：颱風、衛星遙測、變異角度 
 

一、前言 

颱風是最具破壞力的天然災害之一，大部份的

颱風都是位在海面上，然而海上的傳統觀測資料卻

很少(Gray 1979, McBride 1995, Liu et al 2009)，因此

具有高時空解析能力的衛星遙測資料便扮演著重要

的氣象觀測角色。早期Dvorak (1975, 1984)曾經利用

主觀的雲型識別技術來決定熱帶氣旋的強度，此法

後來被很多作業單位廣泛使用，不過其缺點是此法

是建立在所謂「T值」的經驗法則，因此太過主觀。

Olander and Velden (2007)則提出一個客觀的雲型識

別法。Mueller等人(2006)也利用衛星紅外線頻道發展

客觀方法，Kossin等人(2007)利用衛星紅外線資料推

導各級風(34, 50, and 64kts)的暴風半徑及地面之二

維風場。Pineros等人(2008)則利用衛星紅外線資料來

量化熱帶氣旋的對稱性，並發現此對稱性和熱帶氣

旋的強度有關。Liu等人(2009)觀察龍王颱風(2005)
高層雲系結構及其變化，發現其與颱風強度有很大

的關係。Piñeros 等人(2011)更進一步提出一個近似

即時的客觀方法來估算熱帶氣旋強度，此法以獨立

的兩個颱風進行驗證發現，可以得到13 kts 及15 kts 
的均方根誤差。本研究的目的是要發展一個無因次

的颱風強度(Typhoon Intensity; TI) 客觀指標，期望

對氣象作業單位在判斷海上颱風強度上提供一個參

考的因子。 

二、資料 

本研究所使用的衛星資料是地球同步衛星

GMS-5及MTSAT之紅外線長波觀測資料，資料時間

從1996至2011年，其間共包含12個發生在西太平洋

之強烈颱風，為了將研究的重點放在颱風發展階

段，衛星影像資料的收集時間從早期的熱帶低壓階

段到其發展到達強烈颱風階段為止，共計有1260筆

衛星影像。另颱風的觀測資料則使用美軍颱風聯合

預警中心(The Joint Typhoon Warning Center; JTWC)
之最佳路徑資料，然後利用差分技巧得到逐時觀測

資料。 

 

三、方法 

本研究利用邊緣偵測技術來客觀地找出衛星影

像中灰階有劇烈變化之邊界，在梯度之計算方面則

是透過遮罩對影像進行旋積而得到近似結果

(Gonzales and Woods, 2002)，其中遮罩分別表示如

下： 

 






















1      0      1

2      0     2

1      0      1

yM

  















 


1       2       1   

0      0       0  

1    2    1

xM

 

 

24



 

  

在計算的過程中，是以移動視窗的方式對影像中每

33 的小視窗進行旋積計算得到水平及垂直方向之

梯度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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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以颱風中心當作參考點，分別計算前述移動視

窗中心點相對於參考點的位置向量及梯度向量，並

定義此位置向量與梯度向量的夾角為變異角。最後

透過變異角與颱風強度的關係分析，建立颱風強度

客觀指標。 

 

四、討論 

將本研究12個強烈颱風個案，按照其強度分為

熱帶低壓、輕度颱風、中度颱風及強烈颱風四個階

段，並且以颱風中心為參考點，得到400x400km2範

圍內平均衛星紅外線影像圖(如圖1a~d)，由圖中可

知，颱風越強，颱風雲系結構越對稱，圖2是圖1a~d
四個颱風階段之平均變異角度分佈圖，由圖中可

知，颱風強度越強，變異角度之標準差越小，而其

出現之機率密度越大，因此本研究結合衛星紅外線

影像之變異角度分佈特性，推得標準差及機率密

度，進而建立客觀颱風強度估算指標(詳細討論將於

研討會中報告)。圖 3是客觀颱風強度與JTWC颱風

最佳路徑的颱風風速散佈圖，由圖可知兩者的相關

系數為0.89。圖4則是Typhoon Jangmi (2008)在到達輕

度、中度及強烈颱風階段時衛星紅外影像，圖5是由

變異角度分佈推估之颱風風速，JTWC的風速與變異

角度推估的風速差值分別為2.1 (輕度), -0.5 (中度), 
及 11.8 m/s (強烈)。 

 

五、結論 

本研究利用地球同步衛星紅外線數據資料，發

展一個可以用來描述颱風雲系結構及颱風強度的客

觀參考指標。研究結果顯示：此客觀指標和12個強

烈颱風的JTWC最大風速值具有很高的相關性，由於

此颱風強度判斷指標的產生可以完全由計算機產

出，非常具有客觀性，因此特別在當颱風還在海面

上發展且一般傳統觀測資料不足時，可以做為颱風

作業單位研判颱風強度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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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 12 個強烈颱風個案之平均衛星紅外線影

像圖。 (a)熱帶低壓 (b)輕度颱風 (c)中度颱風 (d)及

強烈颱風四個階段。 

 

 

圖 2 圖 1a~d 四個颱風階段之平均變異角度分佈圖。 

 

 

圖 3 客觀颱風強度與 JTWC 颱風最佳路徑的颱風風

速相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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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颱風 Jangmi (2008) (a) 9月24日0000UTC 強

度到達輕度 (b) 9月25日1200UTC 強度到達中度

(c) 9月26日0900UTC 強度到達強烈階段時衛星紅

外影像。及由變異角度分佈推估之颱風風速。 

 

 
圖5 颱風Jangmi (2008) (a) 9月24日0000UTC強度

到達輕度 (b) 9月25日1200UTC 強度到達中

度(c) 9月26日0900UTC強度到達強烈階段時

變異角度分佈及推估之颱風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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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一維雷射式雨滴譜儀及二維光學式雨滴譜儀之雨滴譜粒徑分佈觀

測比較 
 
 

曾吉暉    鳳雷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摘    要 

本文利用颱洪中心兩部一維雷射式雨滴譜儀(Parsivel)及一部最新一代二維光學式雨滴譜

儀(2DVD)於去年(2011)汛期間分別安裝至嘉義及阿里山等地區，並於十一月後全部架設於中

央大學觀測坪進行觀測實驗。期間經歷午後對流、南瑪都颱風、鋒面過境等多種天氣系統。

本文即利用上述觀測資料分析兩種新型雨滴譜儀所觀測到的雨滴譜粒徑分佈特性。 
綜合個案統計後發現，Parsivel及2DVD所觀測到的降雨率相當接近，但與傾斗式自記測

站之特性則有明顯不同。終端落速分析則指出在小雨滴時，Parsivel所觀測到的終端落速較高，

2DVD所觀測到的終端落速則較低。由於終端落速的差異使得兩者所觀測到的雨滴粒徑分佈有

著相當明顯的不同，Parsivel由於觀測到的小雨滴終端落速較大，使得單位空間中的雨滴數

(N(D))較少。2DVD則由於所觀測到的小雨滴終端落速小，使得單位空間中的雨滴數較多，與

Parsivel所觀測到的數目相距很大。 
由於單位空間中雨滴數的不同，應當會造成兩者所觀測到的降雨率產生相當的差異，然

而觀測結果卻沒有發現這樣的情形。同時，我們也發現Parsivel所觀測到的最大雨滴以及單位

空間中的大雨滴數通常都大於2DVD。這可能是兩者之間所觀測到之降雨率差異不大的原因之

一。 
雨滴譜儀是了解雨滴粒徑分佈的重要設備，透過雨滴粒徑分佈，我們可以瞭解雨滴譜的

變化，推測雲微物理的過程，甚至進一步判斷系統的發展。颱洪中心的雨滴譜儀亦將配合即

將建置完成的氣象雷達，對於台灣局部地區進行中長期的觀測，經由更多的個案資料蒐集，

希望能對於局部地區特定型態的天氣系統發展能有更佳的描述。 

關鍵字：雨滴譜、粒徑分佈、終端落速 

 

一、 前言 

雨滴譜(Drop Size Distribution)觀測是對雲及降

水物理觀測的重要項目之一。分析其微物理結構特

徵，對於降水機制能更加瞭解，對於進行人工增雨，

可以進行驗證，對於數值模式，也可以提供合宜的數

值內容進行模擬。因此，其分析工作有重要的實用價

值，如 Zhang et. al(2011)。 

雨滴譜研究有兩個主要的應用。一是對於特定地

區不同時間採取多次降雨過程的雨滴譜資料進行分

析研究。這對於瞭解一個地區的降雨特徵與形成機制

有重要的幫助。另一是對特定的天氣系統進行分析研

究，通常經由相同的天氣系統在不同水平地點的雨滴

譜儀觀測資料分析，對於整個系統的微物理變化過程

可以有所瞭解。 

颱洪中心於 2011 年中起投入兩部一維雷射式雨

滴譜儀(Parsivel)及一部最新型二維光學式雨滴譜儀

(2DVD)進行觀測，本文即對於此些雨滴譜儀之觀測

資料進行初步分析。 

二、 資料來源與處理 

從一部 Parsivel 雨滴譜儀及一部 2DVD 於 2011

年 5 月底至 7 月初架設於氣象局嘉義氣象站開始，至

2011 年 10 月底之後則架設於中央大學觀測坪至今。

雨滴譜儀經歷過多種天氣系統的觀測，包括有午後對

流、南瑪都颱風及鋒面過境等。雨滴譜儀觀測資料的

取樣頻率均設定為 1 分鐘，參數有雨滴粒徑分佈及終

端落速。原始資料經過過濾排除較明顯的非氣象資料

後，用以計算降雨率及統計雨滴譜與終端落速分佈。 

三、 降雨率觀測資料 

利用雨滴譜分佈可以計算出降雨率，圖 1 是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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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個案的降雨率比較，可以看出兩種雨滴譜儀所統

計出來之降雨率相當類似。圖 2 則是加入了傾斗式雨

量計的比較，將雨滴譜儀的取樣時間放寬為 10 分鐘

來比較，可以發現利用雨滴譜儀推算之降雨率與傾斗

式雨量計之資料有較大的差距。傾斗式雨量計有明顯

的變化反應較晚且變化趨勢較緩的情況。 

 

圖 1(a) 2012/02/25 Parsivel 及 2DVD 降雨率變化圖 

 

圖 1(b) 2012/05/10 Parsivel 及 2DVD 降雨率變化圖 

原因可能在於傾斗式雨量計需要累積一定量的降雨

量之後才會有反應之故。在使用這兩種觀測設備的降

雨率資料，尤其是統計較短時間的降雨率時，應注意

此差異的存在。 

 

圖 2(a) 2012/05/19 雨滴譜儀及傾斗式雨量計降雨率

變化圖 

 

圖 2(b) 2012/05/20 雨滴譜儀及傾斗式雨量計降雨率

變化圖 

四、 雨滴譜觀測資料 

雨滴譜分佈是雨滴譜儀最重要的觀測資料之

一。由於兩種雨滴譜儀設計上的不同，2DVD 的雨滴

粒徑觀測並無分類，而 Parsivel 的雨滴粒徑觀測則由

小到大分為 30 類。因此，本研究中將 2DVD 的雨滴

粒徑觀測資料彷照 Parsivel 分為 30 類，同時捨棄觀

測粒徑值小於 0.25mm 的資料。換算為單位空間中的

數量(N(D))後，圖 3(a)及(b)分別是 2012/02/25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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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2 的雨滴譜分佈比較。由圖中可以看出

2DVD 觀測到的小雨滴數比 Parsivel 觀測到的多很

多，中間粒徑部份的數量類似，大雨滴部份則 Parsivel

觀測到較多的數量。 

 

圖 3(a) 2012/02/25 Parsivel 與 2DVD 雨滴譜分佈圖 

 

圖 3(b) 2012/05/02 Parsivel 與 2DVD 雨滴譜分佈圖 

圖 4 顯示以不同降雨系統的雨滴譜分佈，由圖中

可以看出，冬天鋒面降水靠最左側，亦即其雨滴分佈

偏小。南瑪都颱風期間於阿里山山麓量測到的雨滴譜

分佈較中間，發現的最大雨滴在 4mm 左右。夏天午

後對流降水則分佈偏向右側，有較大的雨滴存在，發

現的最大雨滴約 5-6mm。 

 

 

圖 4 不同天氣系統的降雨率分佈 

五、 終端落速觀測資料 

雨滴的終端落速是另一個重要的觀測量，亦是影

響降雨率的因素之一。與雨滴譜資料類似，兩種雨滴

譜記錄的方式也因為設計上的關係而不同，因此，本

研究中終端落速亦使用如同雨滴譜的處理方式，將

2DVD 的終端落速觀測資料分為與 Parsivel 相同的 32

類。圖 5 是 2012/05/02 的終端落速比較。由圖中可以

看出，在小雨滴時，Parsivel 所觀測到的終端落速較

高，甚至高於 Gunn et. al.(1949)與 Atlas et. al(1973)

等兩種理論值。2DVD 所觀測到的終端落速則較低，

甚至低於理論值。 

由於終端落速的影響，使得雨滴譜也有相對的變

化。Parsivel 所觀測到的小雨滴終端落速較大，使得

其單位空間中的雨滴數較少。2DVD 則由於所觀測到

的小雨滴終端落速較大，使得其單位空間中的雨滴數

較多。兩者之間常有相當大的差距。由於單位空間中

雨滴數的不同，應會造成兩者所觀測到降雨率不同的

情況，然而實際觀測中卻沒有發現這樣的狀況。另一

方面，雖然 Parsivel 觀測到的小雨滴數少很多，卻也

同時發現到其所觀測到的最大雨滴粒徑及大雨滴數

通常都較多。這可能是兩者之間所觀測到之降雨率差

異不大的原因之一。 

六、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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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12/05/02Parsivel 與 2DVD 終端落速分佈 

Parsivel 與最新型 2DVD 都是現今最好的雨滴譜

儀之一，經過多個不同天氣系統的觀測資料統計後發

現。兩種雨滴譜儀所觀測到的降雨率相近，但是與傾

斗式雨量計的資料則有較大的不同。雨滴譜資料則發

現 2DVD 觀測到的小雨滴數量較多，而 Parsivel 觀測

到的小雨滴數量較少。終端落速資料分析則指出

Parsivel 所觀測到小雨滴終端落速偏高，而 2DVD 所

觀測到的小雨滴終端落速偏低。由於終端落速的差異

使得兩者所觀測到的雨滴粒徑分佈有著相當明顯的

不同，Parsivel 由於觀測到的小雨滴終端落速較大，

使得單位空間中的雨滴數(N(D))較少。2DVD 則由於

所觀測到的小雨滴終端落速小，使得單位空間中的雨

滴數較多。Parsivel 所觀測到的小雨滴數較少，但同

時大雨滴的數目通常較多，這可能是使得 2DVD 與

Parsivel 觀測得的降雨率相近的原因之一。 

雨滴譜儀是了解雨滴粒徑分佈的重要設備，透過

雨滴粒徑分佈，我們可以瞭解雨滴譜的變化，推測雲

微物理的過程，甚至進一步判斷系統的發展。如圖

6(a)是 2012/05/02 19:00-19:10 的 Parsivel 雨滴譜變

化，圖 6(b)則是相對應的降雨率變化。該個案是一個

向後建造(back-building)機制的中尺度強降水個案。

由圖中可以看出小雨滴變少但大雨滴變大且數量變

多，表示雨滴有碰撞結合的情況發生，對應降雨率則

發現此時降雨率同時變大。 

 

圖 6(a) 2012/05/02 19:00-19:10 雨滴譜變化 

 

圖 6(b) 2012/05/02 19:00`19:10 降雨率變化 

颱洪中心的雨滴譜儀將配合即將建置完成的氣

象雷達，對於台灣局部地區進行中長期的觀測，經由

更多的個案資料蒐集，希望能對於局部地區特定型態

的天氣系統發展能有更佳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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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午後對流閃電空間特性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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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電力公司的全閃電偵測系統（Total Lightning Detection System，TLDS），可記錄在

對流發展前期的雲中及雲間（Intra / Inter Cloud，IC）閃電，以及在對流成熟階段才出現的雲

地（Cloud to Ground，CG）閃電，這意味著還未發展至成熟階段的對流，也可以被系統補捉

到，這使得全閃電資料適合用來診斷對流系統。針對2007至09年間，共計248個午後對流個案，

初步分析結果及未來可進行之調查為：（一）中央山脈左側坡地上，存在4處IC熱區及2處CG
熱區，山脈東側雖少有閃電出現，但仍存在2處IC相對熱區，其原因可就各區平地面積大小及

綜觀氣流風向調節兩方面進行調查；（二）個案全閃電總次數的差異，應與對流分布的空間

範圍有關；（三）一般建議CG與IC之比值為0.053~0.111，調查中約26％符合此範圍，小於0.05
者約為61％，過半數午後對流個案出現低CG與IC比值的意義值得調查。 

 
關鍵字：午後對流閃電、TLDS、熱區、CG與IC之比值 

 

一、前言 

相對於其他天氣系統，午後對流的時、空間尺度

較小，可預報度也較低，預報人員在面對午後對流的

潛在威脅時，多以即時的診斷與預警為主；閃電、雷

達回波及短時距累積雨量等資料，因具有相當高的時、

空解析度，成為即時分析午後對流所不可或缺的工具；

儘管閃電與降水的物理過程不同，但由過去的研究成

果，午後對流、雲對地閃電與降雨參數之間的關連性，

是已經被建立起來的(洪，2002；林，1999）。 

2003年，台灣電力公司以全閃電偵測系統（Total 

Lightning Detection System，TLDS）取代了舊系統之

後，除了雲地（Cloud to Ground，CG）閃電之外，又

多了雲中及雲間（Intra / Inter Cloud，IC）閃電訊息可

供參考。一般而言，伴隨對流的IC，多在初生至成熟

階段，也就是在發展過程中出現，在對流的成熟至消

散階段，CG的出現頻率顯著增高，而IC迅速減少；而

IC就會逐漸減少，因此，診斷出IC的趨勢，就相當於

了解發展中的對流；這個想法，使得全閃電較CG更具

有應用上的價值。類似TLDS的系統早就廣為其他國家

建置，並且運用於改善對超級胞這一類危害天氣的預

警（Goodman et al. 2005）；最近的研究認為，藉由全

閃電趨勢的判讀，伴隨雷暴的嚴重天氣現象，預警時

間可以獲得大幅的提前（Schultz et al. 2011；Gatlin and 

Goodman 2010）。 

國內全閃電資料的應用研究雖不多，但在敏督利

颱風侵襲期間，全閃電與雨量的相關性相當高（Liao 

and Wang，2006），而台灣北部午後對流閃電與綜觀尺

度氣流風向也有相關性（戴等，2008）等，均說明全

閃電資料不論對於即時的災害性天氣預警，或是午後

雷暴的中尺度氣候之探討，都較單獨使用CG具有更好

的效果。本文使用空軍氣象聯隊所提供之TLDS資料。 

二、個案選擇 

將2007至09年間的5至10月份，每ㄧ天都區分為本

地時間00至06、06至12、12至18及18至24 LST等第1
至第4個時段，再比較同一天內各時段內的全閃電空間

分布情況，以決定該日是否可歸類為午後對流日；被

標記為午後對流的個案需滿足以下條件：（一）在第

二時段內必須沒有自海面上移向陸地的記錄，以排除

直接受其他天氣系統影響的個案；（二）如果第三時

段內在海面上也有記錄，這些記錄必須是自陸地上移

出去的；（三）第四時段後陸地上仍有記錄的個案也

要考慮（若僅在第四時段內的陸地上有記錄，則可能

是受其他較為複雜的機制激發，這類個案均去除）。 
經過以上條件的篩選，2007至09年間共計有248

個午後對流個案，其中2007、08及09年各有81、98及

69次個案，受限於篇幅，本文省略個案日期的逐一表

列，直接於下一章分析與討論TLDS資料，在這些個案

所呈現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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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分析 

(一)全閃電的空間分布 

以1 2km 為單位（1 km 為TLDS偵測範圍內，解析

閃電位置的最大誤差），針對每一個午後對流個案，分

析在此1 2km 內出現的次數，若在此1 2km 內，某個案

出現1次（含）以上的閃電次數，就將此1 2km 特別標

記起來，意義為在此1 2km 範圍內曾出現過1次午後對

流個案；圖1為2007至09年之間，針對雲間、雲中及雲

地閃電，所計算出的午後對流個案數分布。 

雲中及雲間閃電（圖1左、中）均顯示，有4處午

後對流熱區，自北向南沿著中央山脈左側坡地分布，

分別位於（1）新竹-台北、（2）台中-苗栗、（3）彰嘉

-南投及（4）台南-屏東等四塊區域。雲地閃電則有2
處午後對流熱區，分別位於（1）新竹-台北，以及（2）

彰投-屏東等兩塊區域。此外，中央山脈右側是午後對

流甚少出現的區域，但（1）蘭陽平原週邊坡地及（2）

花東縱谷的南段，仍是在中央山脈右側是相對較常出

現午後對流的位置，可視為2處相對熱區。 

比對IC與CG的熱區，可以看出在新竹-台北這一

塊區域，CG的熱區位置較IC略向北延伸，嘉義-屏東

也有類似情形；此外，在台中-苗栗及彰嘉-南投兩區，

儘管是IC的熱區，但幾乎看不出CG具有熱區特性。 

(二)CG與IC之次數 

將248個案依全閃電總次數大小排列（圖2）顯示，

個案間IC次數的差異性十分明顯，從最少的28次到最

多可達36,182次，CG也有類似情況，但最少（0次）

與最大（2,188次）差距縮小；雲中/雲間放電的相關係

數為0.96，雲中/雲地放電的相關係數為0.68，雲間/雲

地放電的相關係數為0.65；此外，IC的Q3、Q2、Q1
及平均值分別為5,429、2,279、574及4,592次，CG的

Q3、Q2、Q1及平均值分別為196、69、23及170次（表

1），不論是IC或是CG的次數，其平均值均遠大於Q2，

顯然大部分個案的閃電次數並不多，但卻有少數個案

伴隨了相當高的閃電次數。 

(三)CG與IC之比值 

一般而言，在對流的生命期裡，CG與IC的比值（比

例），約略為0.053至0.111（5：95至10：90）之間。

在本文感興趣的248次午後對流個案中，CG與IC的比

值界於0至0.628之間；觀察CG與IC比值之頻率分布

（圖3，比值放大100倍），比值落在0.05至0.11之間者，

共計有64次（約26 ％）個案，比值小於0.05的個案數

為152次（約61 ％），即比值偏小的個案為數不少；又

CG與IC比值之平均值約為0.058。 

四、討論 

現有TLDS的資料，經常受到輕微的干擾（圖1），

最明顯的是在台南-屏東之間，存在一條狹長的資料空

窗帶，另在東北部、新竹、南投、台南、屏東及花蓮

等外部監測站附近，也有圓形的資料空窗。其原因雖

未經確認，但範圍有限，應不影響判讀，以下對前一

章各節的分析結果進行綜合討論。 

平坦海島的午後對流，會在兩側向內陸推進的海

風鋒面之間出現（Crook 2001）。在臺灣，海風應無法

在內部輻合，但谷風卻會被建立；因此，平地與山區

的比例（圖4），可能是臺灣午後對流熱區存在的原因

之一。圖4依熱區及相對熱區將臺灣劃分6塊區域，並

標示海拔500公尺以下(平地)，佔全區面積之百分比。 

比對圖1、4，對IC而言，百分比越大（小）處越

具（不具）熱區特徵；而在IC的熱區裡，百分比最高

的南、北2處，則具有CG的熱區特徵。以上特徵的合

理推測是，平原越寬闊，平地-山地熱力對比越明顯，

越有利於坡地午後對流的發生與發展，IC數量也越多；

百分比最大的區域，平地-山地熱力對比最明顯，對流

發展至成熟的可能性最大，CG數量也就最多。 

逐一觀察個案閃電，有時廣布於西部，如2008年8
月15日，但部分僅限於局部，如2008年6月16日在新竹

-台北、2007年9月11日在台南-屏東、2009年9月15日

在台中-嘉義；此4例綜觀氣流分別為西南、南、北及

東向風（圖5）。以上差異性的推論是，臺灣附近的綜

觀氣流風向，會隨太平洋高壓調整而改變，致過/繞山

及分/合流行為也跟著變動，並與熱力驅動的局部環流，

共同調節午後對流的發生及發展（林與郭，1996；戴

等，2008）。可見對午後對流空間分布的討論，不能忽

略動力因素。而綜觀氣流的平流作用，可能是CG熱區

偏離IC熱區的原因，未來需藉由時間分析加以釐清。 

(二) CG與IC之次數 

上節所列2008年8月15日，閃電遍布4個熱區，IC
及CG各為15,492及1,265次，均遠高於Q3；本文逐一

審視全閃電總次數排序位於前20的個案，都具有閃電

分布範圍廣（跨越3處以上熱區）的特性，且部分個案

時間持續至第4時段。但另3例局部性的個案，2008年6
月16日的IC及CG各為1,858及13次、2007年9月11日的

IC及CG各為1,899及111次、2009年9月15日的IC及CG
各為4,941及9次，均位於Q3至Q1間或低於Q1；經審視

全閃電總次數排序位於Q2前20的個案，大致上都只分

布在1至2處熱區內。另觀察全閃電總次數排序位於後

20的個案，則多半僅集中於單一熱區內的某個小範圍

內。又閃電的演變與對流內部垂直運動的發展有關，

故應有機會找出全閃電總次數與對流強度的連結，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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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如依空間分布情況，歸納分類閃電次數的規律性並

進行大氣環境的合成，應有助於午後對流分布與強度

影響因素的了解。 

(三) CG與IC之比值 

在所調查的248次個案中，有39％個案的CG與IC
比值符合建議值。上節所列的2008年8月15日，IC與

CG比值為0.089；但在全閃電總次數排序位於前20的

個案中，IC與CG比值小於0.05（0.0017至0.0424）多

達19次，如2009年6月27日，CG與IC分別為92與20,993
次，比值約為0.004（總數為21,085次，在248個案中排

序第8）。上一節所列的另外3次局部性個案，其中2007
年9月11日，IC與CG比值各為0.0585；而審視全閃電

總次數排序位於Q2前20的個案，其中12次個案之比值

小於0.05（0.0041至0.0444）。至於全閃電總次數排序

位於後20的個案，其中8次個案的比值小於0.05，不過

在總次數較低的情況下，比值對CG數量的變動十分敏

感，討論較不具意義。 

當對流內部的垂直運動加強，冰相過程出現以後，

CG便開始活躍，所以高頻率CG的出現，可被當作是

對流發展進入成熟階段的指標；但有些發展劇烈的氣

團雷暴，IC數量很大但CG數量極少，以致表現出偏低

的CG與IC比值（Lang and Rutledge 2002），這類系統

的結構，是閃電應用研究頗感興趣的對象之一。本文

討論的個案中，有多少可歸類於未發展成熟的對流？

又有多少是屬於Lang and Rutledge所提醒的類型？在

何種大氣環境下會有這樣的結果？這也是區別午後對

流類型所必需瞭解的。 

五、未來展望 

午後對流在台灣十分常見，在可預報度尚未獲得

有效提高以前，中尺度氣候的了解十分重要，而全閃

電資料的應用是不錯的選擇。本文運用2007至09年的

TLDS資料，初步分析結果及未來可進一步調查之建議

如下： 

（一）中央山脈左側坡地上，存在4處IC熱區及2處CG
熱區，山脈東側雖少有閃電出現，但仍存在2處

IC相對熱區；其原因可就各區平地面積大小及綜

觀氣流風向調節兩方面進行調查。 

（二）個案全閃電總次數的差異，初判應與對流分布

的空間範圍有關。 

（三）一般建議CG與IC之比值為0.053~0.111，調查中

約26％符合此範圍，小於0.05者約為61％；過半

數午後對流個案出現低CG與IC比值的意義值得

調查。 

以上若得到具體成果，則可應用於： 

（一）了解有利於各區域發生午後對流的天氣型態與

大氣環境，甚至有機會根據季節、強度來分類。 

（二）針對午後對流施作人工增雨的地面暖雲增雨站

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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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7至09年248次午後對流個案之IC、CG、IC+CG次數與CG/IC比值統計數據 

IC CG IC+CG (CG/IC)*100 

avg 4,591.569 170.3347 4,761.903 5.82843905 

max 36,182 2,188 37411 62.7906977 

Q3 5,428.75 196 5,754 6.8817829 

Q2 2,279 69 2,378 3.89133455 

Q1 574 22.75 620.5 2.17829211 

min 28 0 34 0 

 

   
圖1  2007至09年間，針對(左)雲中、(中)雲間及(右)雲地閃電所分析之午後對流個案數；注意右圖色階間距與左、

中2圖不同。 

 

  
圖2  2007至09年248次午後對流個案之全閃電(紫色)總次數排序。紅、藍及綠色各為相伴的雲間、雲中及雲地閃

電次數(縱軸，對數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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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07至09年248次午後對流個案之CG/IC比值(橫軸，放大100倍)與次數(縱軸)分布；紅色點線為平均比值。 

 

 
圖4  臺灣午後對流熱區(棕色:新竹-台北、橘色:台中-苗栗、藍色:彰投-嘉義、綠色:台南-屏東) 

及相對熱區(黃色:宜蘭、紫色:花蓮-台東)範圍示意。數字為各區海拔500公尺以下(平地) 
面積佔全區域面積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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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左上)2008年8月15日、(右上)2008年6月16日、(左下)2007年9月11日及(左下)2009年9月15日之925 hPa 重

力位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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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梅雨季之北中南區降雨規模與水氣通量分析比較 

王安翔 1  陳泰然 2  張智昇 1  龔楚媖 1 

1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 國立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摘    要 

本研究分析 1993‐2010 年台灣地區梅雨季 5、6 月大豪雨等級個案之降雨規

模、低對流層水氣通量，及降雨分佈差異。使用地面雨量觀測資料和地面天氣圖，

及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ECMWF)之熱帶海洋全球大氣(TOGA)1.125°x1.125°網格

資料進行個案挑選、降雨規模訂定、北中南區上游低對流層水氣通量分析，及各

分區前後期降雨分佈比較。 

依據平均日降雨規模統計，將 1993‐2010 年分為前期(1993‐2001 年)和後期

(2002‐2010 年)，並進行前後期降雨規模、水氣通量及降雨分佈比較。結果顯示

北區之前後期的降雨規模與 850hPa 水氣通量，並沒有明顯差異，但在南區後期

之降雨規模、水氣通量和風速，較前期有明顯增加趨勢。而中區降雨規模和水氣

通量變化不如南區為大。同時，前後期之降雨分佈差異分析顯示，各分區在平地

和山區降雨都有增加之趨勢。 

 

一、 前言 

近年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對於台灣天

然災害之損失統計，顯示梅雨季豪大雨事件導

致的經濟損失僅次於颱風，佔第二位。而今年

發生的 610 豪雨淹水事件，就造成農業損失逾

5 億 434 萬以上(資料來源：消防署災害應變處

置報告)。 

而 Liu et al. (2009)的研究指出因全球氣溫

上升，使降雨有增加的趨勢。同時，陳與王

(2010)對於梅雨季台灣西南部的降雨分析研

究，顯示台灣西南部豪(大)雨發生頻率與強

度，在近年有增加的趨勢。而張等(2008)之研

究顯示劇烈降雨事件與水氣通量有相當關聯

性。 

因此，本研究選取 1993‐2010 年在台灣地

區梅雨季達大豪雨等級之劇烈降雨個案依據

氣象局所定義之北中南區，進行各分區降雨規

模與上游低對流層水氣通量，及降雨空間分佈

差異分析，希冀相關研究成果可做為防災預警

之參考。 

二、 資料來源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氣象局 1993‐2010 年 5、6 月

之地面雨量觀測資料和每天 4 次之地面天氣

圖做為日累積雨量計算和梅雨鋒面位置分

析，而北、中、南分區是依據氣象局之分區定

義。另外，定義可用測站為 1993‐2010 年皆有

觀測資料之測站，各區測站數量與分佈(表 1

和圖 1 所示)，此結果將做為各區降雨規模計

算與個案選取使用。 

網格資料則使用 1993‐2010年之歐洲中期

天 氣 預 報 中 心 (European  Center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每天 4 筆之

1.125 ° × 1.125 ° 熱 帶 海 洋 全 球 大 氣 (Tropical 

Ocean and Global Atmosphere, TOGA)經緯網格

資料進行水氣通量計算。而其中 1994 年的資

料為 1.0°×1.0°網格和 1998 年為 0.5°×0.5°網格，

皆使用數值方法(距離反比平方法， 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重置為 1.125°×1.125°網格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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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以方便計算與分析。 

在個案選取方面，有下列 2 項定義，同時

滿足者，才納入個案進行分析： 

1. 先進行日累積雨量計算，若日累積

雨 量 大 於 200mm 以 上 ( 含

200mm)，則定義當天為大豪雨個

案，並記錄當日達到 200mm 以上

之測站數。 

2. 採用陳(1988)所定義之鋒面影響範

圍(21°‐26°N，118°‐123°E，如圖 2 中

A 區所示)。由地面天氣圖所分析出

之梅雨鋒面在此範圍內持續存在

12 小時，則定義當天為受鋒面影響

之個案。 

而 Chang and Chen (1995)判定西南風爆發

以 850hPa 風場來定義。因此，選用 850hPa 高

度層之每日 00Z和 12Z平均風場與比濕計算水

氣通量，式 1 中 Mf 表水氣通量(g kg‐1 m s‐1)，q

為比濕(g kg‐1)，v 表風速(m s‐1)。 

Mf=q‧v                                                  (1) 

另外，北、中、南各分區之上游水氣通量

區域的選取，是由符合各分區選取個案之平均

水氣通量分佈減去受梅雨鋒面影響時間之平

均水氣分佈所得的距平結果，進行各區水氣通

量上游之選取範圍(圖 2 所示)。 

降雨規模之計算，如式 2 所示，RS 表降

雨規模(%)，Re 表符合個案選取之測站數量，

Rt 為各分區中可用測站總數。 

RS=(Re/Rt)  ×100%                                  (2) 

在時間前後期之劃分方面，採 1993‐2010

年 5‐6 月期間，符合個案選取標準之當日測站

數與日雨量達 200mm 之天數進行平均計算，

再 以 距 平 計 算 迴 歸 趨 勢 。 由 此 結 果 定 義

1993‐2001 年為前期，2002‐2010 年為後期(圖

3 所示)，表 2 為各區符合個案選取定義之天數

統計表。最後，在降雨空間分佈則使用各測站

累積雨量，再經由數值方法計算降雨空間分

佈。 

三、 分析結果 

各分區在前後期之日雨量大於 200mm 的

天數(表 2)，沒有明顯的前後期差異，但在降

雨規模上(圖 3)，後期之平均日降雨規模較前

期為大。在趨勢分析上，中區和南區之平均日

降雨規模都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唯北區不明

顯。 

而各分區之前後期的降雨規模與水氣通

量比較(圖 4)，顯示北區前後期的降雨規模與

850hPa 水氣通量，並沒有明顯差異，但在南

區後期降雨規模和水氣通量，較前期有明顯增

加趨勢，而中區降雨規模和水氣通量變化不如

南區為大。由於南區前後期的差異最大，因

此，進一步分析南區之比濕和風場差異(圖

5a‐c)，結果顯示在後期之風速明顯增強，而水

氣場之變化不大。 

表 3 為各分區前後期之水氣通量、比濕及

風場平均，顯示在各分區後期皆較前期為大。

唯水氣場以中區增加量較大外，其他物理量皆

以南區增加量較北區與中區為高。因有此差異

存在，而各分區前後期之降雨空間分佈又將有

何差異性？圖 6a 為北區前後期之平均日降雨

差異分佈，結果顯示北區後期之平均降雨較前

期為高，但在苗栗平地之平均降雨為負值，且

山區降雨又有明顯增加的情況。中區的降雨增

加較大區域分別在台中與嘉義山區(圖 6b)，平

地地區也有增加但不如山區為多。在南區之前

後期平均日降雨差異中(圖 6c)，降雨極值分佈

在台南與高雄山區，南區平地地區則在台南有

明顯增加，而在恆春半島則出現減少的情況。 

北區與中區的前後期降雨規模和水氣通

量分析，顯示不論水氣通量多寡，其降雨規模

多在 30%以下，僅中區有一個案降雨規模接近

90%，而南區存在明顯的降雨規模與水氣通量

差異。因此，為了解其所造成的降雨分佈差

異，選取南區之後期平均水氣通量值(166.4 

gkg‐1 ms‐1)和降雨規模 30%做為門檻值，進行降

雨空間分佈差異比較。圖 7a 為降雨規模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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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且低於平均水氣通量個案之平均日降雨

分布，而圖 7b 為降雨規模大於 30%且高於平

均水氣通量個案之平均日降雨分布。比較圖

7a 與 b，顯示前者之降雨極值分布在台南、高

雄及屏東山區，平地降雨則集中在高雄平地地

區。而後者在山區之降雨明顯較前者為高，且

分佈區域更廣。同時，平地降雨區域除了高雄

外，台南之平地地區與靠近沿海的地區雨量也

增加許多。圖 7c 為兩者之降雨分佈差異，與

圖 6c 所示之南區前後期降雨差異分佈情形類

似，但平地與山區之降雨差值較高。由上述分

析，顯示水氣通量增加，不僅是山區降雨增

加，在平地降雨也相對提高，且降雨範圍也從

高雄地區擴張至台南地區。 

四、 結論 

本研究分析 1993‐2010年台灣地區梅雨季

5、6 月北、中、南區大豪雨個案之降雨規模

與低對流層水氣通量，及降雨分佈差異。使用

地面雨量觀測資料和地面天氣圖，及歐洲中期

天氣預報中心(ECWMF)之熱帶海洋全球大氣

(TOGA)1.125°x1.125°網格資料進行個案挑選、

降雨規模訂定和北中南區上游低對流層水氣

通量分析，以及各分區前後期降雨分佈比較，

主要結論歸納如下： 

1. 由前後期降雨規模與水氣通量比

較，結果顯示北區之前後期的降雨

規模與 850hPa 水氣通量，並沒有

明顯差異，但在南區後期降雨規模

和水氣通量，較前期有明顯增加趨

勢，而中區降雨規模和水氣通量變

化不如南區為大。 

2. 南區在後期之風速明顯較前期為

大，但水氣場沒有明顯變化。 

3. 前後期之降雨分佈差異顯示，各分

區在平地和山區降雨都有增加之

趨勢。 

4. 在南區之水氣通量與降雨規模的

降雨分佈差異比較，顯示當水氣通

量增加時，不僅是山區降雨增加，

在平地之降雨也相對提高，且降雨

範圍也明顯增大。 

而在防災應用上，未來可透過預報模式結

果，先對於南區上游區域之水氣通量變化進行

監測，以推估可能之降雨規模或分佈範圍，做

為預警之參考。另外，由各分區之水氣通量、

水氣場及風場分析發現，在後期各物理量都有

明顯增加的趨勢，而苗栗平地與山區平均降雨

之增減現象，這些議題都值得日後進一步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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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地區北、中、南區可用測站數 

  北區 中區 南區 

測站數 47 90 72 

 

表 2    1993‐2010 年 5、6 月北、中、南區達到大豪雨之日數統計 

  北區 中區 南區 

前期 7 23 19 

後期 9 20 19 

總計天數 16 43 38 

 

圖 1    台灣地區之各分區可用測站分佈，圖中

○表北區，＋表中區，及●表南區測站位置，

地形高度如色標尺所示。 

 

圖 2    梅雨鋒面選取範圍(A 區)與台灣北中南區水氣通量

選取區域，N、M 及 S 區，分別表示北、中及南區。 

 

 

 

圖 3    1993‐2010 年台灣

地區之北、中、南區降雨

規模距平。灰色、藍色及

紅色分別表北、中，及南

區之結果。圖中縱軸為日

降雨規模距平值，橫軸為

年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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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南區個案之(a)比濕(g kg‐1)，(b)東西向平

均風(m s‐1)，及(c)南北向平均風(m s‐1)。圖中＋

表前期個案，●表後期個案。 

表 3    各分區之前後期物理參數平均和差異比較 

(表中 mf 表水氣通量，q 表比濕，U、V 表風場) 

區域 物理參數 前期 後期 後期-前期

mf 74.5 85.1 10.6

q 12.3 13.0 0.7

U 2.9 4.4 1.5

V 1.9 2.6 0.7

mf 104.7 142.0 37.3

q 13.0 14.3 1.3

U 5.4 8.8 3.4

V 3.3 3.6 0.3

mf 104.7 166.4 61.7

q 13.7 14.2 0.5

U 6.0 10.2 4.2

V 2.3 4.5 2.2

北區

中區

南區

 

 

 
 

 

圖 4    水氣通量與降雨規模分佈，(a)北區，(b)

中區，及(c)南區。圖中＋表前期個案，●表後

期個案。 

(a)  (b) 

(c)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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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南區後期降雨分佈比較，(a)降雨規模

<30%，且水氣通量小於後期平均值(b)降雨規

模>30%，且水氣通量大於後期平均值，(c)為

圖(a)與圖(b)之差異比較。地形等值線分別為

200m、500m 及 1500m。 

 

 

 

 

 

 

 

 

圖 6    各分區前後期之個案平均日降雨

差異分析，(a)北區，(b)中區，及(c)南區。

降雨差異值如色標尺所示，地形等值線

分別為 200m、500m 及 1500m。 

(a)  (b) 

(c)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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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防災降雨雷達網建置計畫 

許皓淳 1   黃維智 2、陳志鵰 2 

中央氣象局 

氣象衛星中心 1、第四組 2 

摘 要 

行政院於 99 年 11 月 8 日核定經濟部水利署提報之「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100~104 年)」，預計以 5

年期程執行五項目標。其中第一項計畫：「建置區域降雨雷達網及水災災情監控網，精進降雨及淹水預警能

力」中，有關「防災降雨雷達站規劃、測設與興建(含用地取得)」乙案，奉行政院函示由中央氣象局辦理。 

行政院復於 100 年 5 月 25 日舉行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18 次會議中，主席特別裁示：「北、中、南三

區域 3部防災降雨雷達及雲嘉南、宜蘭低漥地區建置 2部雷達，請同步進行，經費行政院全力支應，因為水

為重中之重，儘早完成，把好事辦好最重要，此部分請交通部依計畫進度建置」，是以建置臺灣地區 5部區

域防災降雨雷達已是政府既定政策。 

本文將簡略說明整個計畫期程、5個防災降雨雷達預計建置的地點及其涵蓋範圍，並針對防災降雨雷達

的特性及掃描策略的設計做進一步的說明，提供氣象學界將來接收資料、分析研究、後端衍生產品規劃時之

參考。 

關鍵字：防災降雨雷達、雙偏極化都卜勒雷達、掃描策略。 

 

一 、前言 

依據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之台灣地區天然

災害損失統計顯示，近 10 年來颱洪災害之生命與

財產損失合計有 1169 人死亡、251 人失蹤、1975

人受傷及6217棟房屋倒塌。其中97年即有卡玫基、

鳳凰、辛樂克及薔蜜颱風等颱風釀成重大災害，全

台多處地區嚴重淹水及橋樑斷橋；而 98 年 8 月，

莫拉克颱風在台灣中、南、東部帶來近 3000 毫米

的雨量，導致嚴重災情，造成 675 人死亡、24 人失

蹤、45 傷，更是讓人始料未及。在在顯示颱風豪雨

災害嚴重威脅臺灣地區民眾的生命與財產安全。 

中央氣象局目前位於五分山、花蓮、墾丁及七

股等 4部 S波段都卜勒氣象雷達，其主要功能係針

對台灣地區及鄰近海域、半徑 460 公里內之颱風、

梅雨、豪大雨等天氣系統進行大範圍的監測作業。

在站址的選擇上必須盡可能屏除地形阻擋，且可與

鄰近 S波段雷達相互涵蓋、彌補觀測死角。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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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址的選擇上，盡可能分布在台灣東南西北等四個

角落，其中五分山雷達站則受限於地形而不得不設

於海拔 750 公尺高的五分山頂。 

中央氣象局 4部 S波段都卜勒氣象雷達掃描仰

角均由0.5度起，依不同掃描策略規劃，抬升至19.5

度。完成一次體積掃描(CV)的時間約在 6~7.5 分鐘

之間，雷達解析能力則在250公尺~1100公尺之間。

雷達資料及其衍生產品則透過網路提供防救災單

位加以利用。 

 

然而，近年來由於天然災害頻傳，各級防救災

單位深感目前的研判資料密度仍顯不足，紛紛透過

各種管道希望相關單位能提供更精密的雷達分析

研判資料，以加強防救災之預警能力。 

 

因此，主辦水利防災之經濟部向行政院提報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100~104 年)」，並獲行

政院 99 年 11 月 8 日以院臺經字第 0990059939 號

函復准予執行。預計以 5年期程執行五項目標，以

策進水災防救工作，包括： 

 

(一)建置區域降雨雷達網及水災災情監控網，精進

降雨及淹水預警能力。 

(二)各水情中心維護與擴充、落實移動式抽水機與

防汛器材管理，俾強化地方防汛管理及應變指

揮調度功能。 

(三)推動「全民防災」觀念，提昇社會大眾防災意

識與知識，建立正確的風險觀念，於災害來臨

時能自救與救人。 

(四)更新水災災害緊急應變作業系統，深化跨部會

防災資訊傳遞與防汛整備工作。 

(五)透過相關法令之增、修訂，加強土地使用管制、

建築物防洪能力補強及集水區洪水出流管制

等作為，俾使人民遠離水患之威脅等五項工

作。 

其中第一項目標，「建置區域降雨雷達網及水

災災情監控網，精進降雨及淹水預警能力」中有關

「降雨防災雷達站規劃、測設與興建(含用地取得)」

乙案，奉行政院函示由中央氣象局辦理。 

 

另一方面，台灣四面環海，海平面上升造成海

岸線後退加劇、低窪地區遭海水淹没、海岸水利構

造物損壞機率增加，又因海岸濕地生態平衡破壞、

海水入侵範圍加劇、地下水超抽導致地層下陷及土

壤鹹化範圍加大等因素，均使海岸災害擴大加劇。

例如 99年 10月梅姬颱風伴隨著東北季風在北臺灣

降下豪雨，造成宜蘭地區淹水、土石流及蘇花公路

多處坍方等嚴重災情，計有 38 人死亡，農損逾 13

億元。因此，於雲嘉南及宜蘭低漥地區建置相關即

時監測系統與正確、迅速的傳遞氣象資訊，亦屬防

災、減災戰役中，刻不容緩且最關鍵的環節。 

 

是以行政院於 100 年 5 月 25 日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第 18 次會議中，主席特別裁示：「北、中、南

三區域 3部防災降雨雷達及雲嘉南、宜蘭低漥地區

建置 2部雷達，請同步進行，經費行政院全力支應，

因為水為重中之重，儘早完成，把好事辦好最重要，

此部分請交通部依計畫進度建置」。 

 

二 、防災降雨雷達站址規劃 

依據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的規劃，「水災災

害防救策進計畫」所建置之北、中、南三部防災降

雨雷達將以都會區防洪、減災為主要目標，至於雲

嘉南、宜蘭兩部防災降雨雷達則以低窪地區淹水預

警為主要目標。 

依據以上需求，中央氣象局規劃之 5部防災降

雨雷達站址有以下幾項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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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雷達站址以愈貼近目標區地表愈佳，最高以不

超過海拔 300 公尺為原則。 

(二) 雷達涵蓋半徑以 60~75 公里為原則，並盡可能

涵蓋鄰近河川流域及災害潛勢區。 

(三) 完成一次體積掃描(CV)的時間必須控制在 120

秒內完成，才能提供幾近自動雨量測站之數據

資料。 

(四) 為提供精密之雨滴型態觀測能力，雷達儀將採

購 C波段雙偏極化都卜勒氣象雷達。 

(五) 雷達資料解析能力必須能達到 150 公尺，並能

提供多種資料格式。 

(六) 雷達站台採無人進駐、遠端遙控、多路傳遞之

模組化雷達設計，以減輕未來維護經費及人

力。 

站址選勘過程包括初勘、定位、套圖、電腦模

擬、複勘、蒐集地籍資料、民情探訪等，並透過水

利署了解當地河川局對入水利及水文需求意見後，

整理出一份完整建置計畫後，再正式向當地縣市政

府做簡報並聽取縣市政府各局處首長的意見。 

5 個區域防災降雨雷達預定站址、涵蓋範圍及

模擬圖分述如下： 

(一) 北部雷達：站址位於新北市樹林區。預計有效

涵蓋範圍為大台北盆地，包括台北市全區，新

北市之淡水、蘆洲、五股、樹林、永和、中和、

新店及三峽局部地區。 

圖 1：北部防災降雨雷達涵蓋範圍模擬圖 

(二) 中部雷達：站址位於台中市大肚區。預計有效

涵蓋範圍為大台中盆地(北至豐原區，南至烏

日區，西至臺灣海峽，東至大坑山區)，以及

烏溪流域，大甲溪部分流域。 

 

圖 2：中部防災降雨雷達涵蓋範圍模擬圖 

(三) 南部雷達：站址位於屏東縣新園鄉。預計有效

涵蓋範圍為北屏東主要地區，包括高屏溪、荖

濃溪、林邊溪、東港溪及下游易淹水之林邊鄉、

佳冬鄉等地區。次要涵蓋範圍包括高雄市林園

區及旗山溪流域。  

 

圖 3：南部防災降雨雷達涵蓋範圍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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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宜蘭雷達：站址暫定於宜蘭縣頭城鎮。預計有

效涵蓋範圍為蘭陽平原全部，蘭陽溪上游部分

及蘇花公路北段局部地區。 

 

圖 4：宜蘭地區防災降雨雷達涵蓋範圍模擬圖 

 

(五) 雲嘉南雷達：站址暫定於雲林縣四湖鄉與口湖

鄉濱海交界處。預計有效涵蓋範圍包括彰化縣、

雲林縣及嘉義縣濱海地區，台南市北端部分地

區。 

 

圖 5：雲嘉南地區防災降雨雷達涵蓋範圍模擬圖 

三 、雷達站房規劃 

5 個防災降雨雷達均採無人駐守之站房規劃，

在空間設計上亦採用模組化概念。除非當地環境不

許可，否則 5個站房均以同樣空間及樓層配置方式

設計，僅在必要之雷達塔上做高度變化，以節省將

來站房維護經費及人力。 

站房主要空間配置說明如下： 

(一) 雷達發射/接收機房(不設於 1 樓)，地板平整

度需在 0.5% 以下，空間面積：8 ~ 10 坪。 

(二) 通訊/監控機房(不設於 1樓)，空間面積：8 ~ 

10 坪。 

(三) 地震室(含地震台)，空間面積：5 坪。 

(四) 自動氣象觀測資料接收/監控室(不設於1樓)，

空間面積：3 坪。 

(五) 機電設施 (需含配電室、發電機室、空調室、

UPS 室及其他應有機電設備空間)，空間面積：

主設施地板面積 × 3 倍。 

(六) 備用空間室，空間面積：10 ~ 16 坪。 

(七) 廁所面積(男、女生各 1間)，空間面積：3 ~ 5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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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模組化雷達站房及雷達塔外觀示意圖。 

雷達重要輔助機電設施說明如下： 

(一) 照明設備優先採用單相220V電源之照明設備。

插座則一律採用接地型插座。 

(二) 天線罩、電信、電力避雷設備需分開，並採

用放電式避雷設施。 

(三) 設置 30KW 柴油發電機組兩部，並採用專用迴

路設計。 

(四) 發電機儲油槽容量可連續供應 7 天運轉，並

能外接運油車卸油。 

(五) 空調設備使用有自動除濕功能之分離/氣冷

式空調機組。且雷達發射/接收機房需設有獨

立兩組空調設備，可將溫度調控到攝氏 18 度

以下，濕度維持在 40% ~ 60% 之間。 

(六) UPS容量為20 KVA，至少能提供30分鐘電源。 

 

四 、雷達儀功能需求 

防災降雨雷達預計採購 C波段、雙偏極化都卜

勒氣象雷達儀，採公開招標採購方式辦理。其主要

之功能需求簡述如下： 

(一) 系統定義：雙偏極化都卜勒 C-band coherent 

chain (STALO/COHO)脈波氣象雷達，角分辨率

小於/等於 1 度。雙偏極化電磁波發射的方式

必須是水平及垂直電場偏極化電磁波同時發

射模式(STAR , Simultaneous Transmit and 

Receive)。 

(二) 資料輸出模式：包括回波場(Z), 亂流場 (W) 

速度場  (V), 差異回波場 differential 

reflectivity (ZDR), ` 傳 播 相 位 差 異 場

differential propagation phase (PhiDP),

比差相位場 specific differential phase 

(KDP) 及 相 關 係 數 場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hoHV)。 

(三) 資料品質要求： 

1、 單一 PRF 錯折風速至少達 24 m/sec 。 

2、 使用相參的相位調變技術來清除一次回波距

離(1st trip distance)內之二次折返回波或三

次折返回波(2nd trip echo and 3rd trip echo)

影響。 

3、 使用 GMAP (Gaussian Model Adaptive Filter)

來清除地形回波，或其他使用頻譜方式來清除

地形回波並能保留最多氣象回波，並能定義不

做清除地形回波區域的設定。 

4、 使用雙偏極化參數做回波 Z衰減校正。 

(四) 雷 達 產 品 包 含 基 本 氣 象 產 品 (Basic 

Meteorological Products)、雙偏極化產品

(Dual Polarization Products)、水文-氣象

產品(Hydro-meteorological Products)、亂

流及風切產品 (Turbulence and Combined 

Shear Products)、預報及現象檢測產品 

(Forecasting and Detection Products)、以

及整合其他氣象觀測產品(Integ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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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meteorological sensors)等至少 38

項。 

五 、雷達掃描策略 

由於在雷達偵測上將以「防災降雨」為任務目

標，因此在設計掃描策略時，也特別考慮了水利、

水文計算上的需求，因此規劃了以低仰角、短時距、

高密度資料為主的雷達掃描策略。 

(一) 3~4 個仰角：將一次完整體積掃描(CV)時間控

制在 105 秒內，以期能在每 2分鐘提供一筆雷

達資料供下游產品或使用者計算之用。 

(二) 採用單一 PRF 作業模式：僅採用一組 High PRF

進行水文模式掃描。 

(三) 掃描範圍：最大範圍不超過 75 公里，提供高

解析、高密度之雷達數值資料。 

(四) 水文模式掃描策略請參閱附件一。 

六 、結論 

在行政院經濟部水利署原先規劃的期程，是希

望中央氣象局能協助於 104 年年底前完成北、中、

南 3個都會區的防災降雨雷達建置案。中央氣象局

在陳報雲嘉南及宜蘭兩個低漥地區建置防災降雨

雷達案，則配合水利署計畫的推動，希望能於 106

年年底前完成臺灣地區防災降雨雷達網的建置。 

不過有幾個因素將會影響整個計畫是否能順

利完成： 

(一)土地取得：預定站址雖已優先選定公有地，但

地目變更編定，公有地撥用、開發，建築物建

蔽率、容積率等等相關法令規章仍必須遵守。

這些困難必須逐一克服才能取得土地開發許

可及房屋建築執照。 

(二)民意溝通：一般民眾「談磁變色」，必須透過

當地民意領袖，結合地方政府，舉辦「建站說

明會」，透過與當地民眾的面對面溝通，來消

除民眾對雷達電磁波的疑慮，並取得民眾的支

持。 

(三)預算編列：近年來國家財政相對窘迫，各項重

大建設均需大批經費支持。另一方面，防災降

雨雷達網除了硬體的建置外，還需要編列未來

20 年的作業及維護經費。倘若無法適時編列各

年度所需建置及維護經費時，防災降雨雷達網

勢必無法達成原先計畫之目標。 

(四)人力進用：近年來政府進行組織再造，並精簡

人力。然而，中央氣象局以現有人力維護 4部

S 波段都卜勒氣象雷達，已呈現窘迫狀況。倘

若無法適度增加適當的防災降雨雷達網維護

人力與操控人力，將難以達到預期之防災降雨

雷達測報妥善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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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雷達掃描策略  VCP 1.1(水文模式) 

VCP 1.1(水文模式) Elevation 1 Elevation 2 Elevation 3 Elevation 4 
Estimate sweep time (sec) 26 27 26 26 

Estimate time (sec) 26 53 79 105 

sweep time/Rotation time 1.27 1.27 1.27 1.27 

Angel  0 deg 1.0 deg 2.0 deg 3.0  deg 

transmit mode  H/V  H/V H/V H/v 

1st Range 75km  75km 75km 75km 

2nd Range 150km(option) 150km(option) 150km(option) 150km(option)

Range Step 0.15km 0.15km 0.15km 0.15km 

Range Sampling  2 2 2 2 

High PRF  2000 2000 2000 2000 

Low PRF NONE NONE NONE NONE 

Staggering mode NONE NONE NONE NONE 

Pulse Width  > 0.8μs > 0.8μs > 0.8μs > 0.8μs 

Clutter Filter Mode GMAP GMAP GMAP GMAP 

Clutter bypass map Yes Yes Yes Yes 

Bypass map Generation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FFT- Clutter filter NONE NONE NONE NONE 

FFT- CF width NONE NONE NONE NONE 

Antenna Speed 17.6 deg/sec 17.6 deg/sec 17.6 deg/sec 17.6 deg/sec 

Selection Time sampling 64 64 64 64 

Data Az-Angle step 0.5 deg 0.5 deg 0.5 deg 0.5 deg 

CSR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SQI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LOG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User define 

Coherent phase code SZ phase code SZ phase code SZ phase code SZ phase code

Estimate velocity range  ±25 m/sec ±25 m/sec ±25 m/sec ±25 m/sec 

Spectrum width Range 0.1 to 25 m/sec 0.1 to 25 m/sec 0.1 to 25m/sec 0.1 to 25m/sec

Streaming Rays Raw data ON ON ON ON 

PPI Raw data  ON ON ON ON 

Volume Raw data ON ON 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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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數位相機進行松山機場盛行能見度測定之探討 

程維毅1    林博雄1    高述國2 

1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2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台 

 

摘要 

        氣象測站現行盛行能見度觀測是經由觀測員目測並佐以能見度目標圖加以目視記錄，或是

使用能見度儀(Visibility meter)透過水氣或氣膠對於陽光散射程度來推估能見度。本研究首先探討

松山機場氣象台之人工觀測能見度和AWOS系統能見度儀數位記錄的一致性程度，接著藉由本研

究在松山氣象台所架設的RECONYX戶外型數位相機，進行10號跑道方向影像自動拍攝之影像，嘗

試建立一套影像分析方法來測試數位影像中指定建築物輪廓之辨視能力，透過人工觀測之紀錄加

以驗證。 

        在人工觀測與AWOS系統能見度儀數位記錄一致性比較方面，後者的效益顯著偏低，因此在

本文影像分析比對時，是採用人工觀測能見度資料作為主要參考依據，不過我們也發現人工觀測

紀錄有某幾類能見度距離的群集現象。 

數位影像分析方面，本研究分別在頻域 (frequency  domain)上使用Gaussian  High‐Pass 

Filter(GHPF)以及在時域(spatial domain)上使用Sobel Mask(SM)作用在影像中選定的建築物區塊上，

擷取出高頻的像元資訊來計算其能見度指標(index value)，最後將這指標和同時間的人工觀測能見

度距離進行比對。分析結果發現，兩者的線性相關係數約在0.4~0.6之間，其中以太陽天頂角對於

影像記錄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在適當時間(天頂角小)的最佳相關係數可達0.8或更高。若能在相機

架設時改善太陽天頂角影響問題，並透過GHPF和SM參數值的更改，將能提高影像分析的能見度

指標和實際能見度的相關性。 

關鍵字:  數位相機、松山機場、能見度 

 

一、前言 

大氣能見度是影響人們生活品質最直接

的參數之一，對於公路交通以及飛航起降等安

全議題都是相當重要的參數。中央氣象局以及

民用航空局盛行能見度(prevailing  visibility)主

要仍透過人工目視觀測，配合當地能見度目標

圖比對參考的方式加以紀錄，這種方法相當耗

費人力也很主觀，現今的能見度儀(visibility 

meter)透過一對光學感測器偵測大氣懸浮微

粒和水氣等對於光學能量接收的散射或衰減

來推算視障物濃度與對應的能見度距離

(Williams et al.,1981)；雖然能見度儀逐漸被採

用，但由於設備昂貴且時有誤判，能見度的客

觀觀測方法仍有改進空間。 

由於近年來數位影像技術不斷進步，若

能建立一套空間影像處理機制，將數位影像自

動拍攝記錄與分析，藉以取代人眼辨別目標物

的流程，是一種值得測試與簡便客觀的能見度

觀測方式。Lou  et  al.  (2005)提出利用 Sobel 

Operator和傅立葉濾波的方法，擷取出數位影

像中高頻的資訊而得到 index value，來與能見

度進行比對。但由於影像分析常會和其影像中

的建築物距離、顏色、陰影以及太陽天頂角有

關(Horvath,1981)，個案差異可能很大。 

本研究引用 Luo  et  al.  (2005)的方法，測

試 Sobel  Mask  (SM)和 Gaussian  High‐Pass 

Filter(GHPF)概念，但進一步擷取影像中某些特

定建築物再進行分析，最後和同一地點的人工

觀測能見度資料進行比較，以了解數位影像分

析的適用性與改進方向。 

 

二、資料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節說明本研究所引用的能見度資料來

源，包括台北松山機場松山氣象台 AWOS能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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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儀，氣象台人工觀測能見度流程和本研究安

裝的 RECONYX 數位相機影像記錄。影像處理

方面，本研究參考採用 Luo et al.  (2005)的 SM

以及 GHPF 方式來進行影像邊緣檢測，最後所

換算出的 index  value 再與人工目視觀測(能見

度距離)進行比對。 

2.1能見度資料來源 

2.1.1 AWOS 

松山氣象台航空氣象觀測系統(Aviation 

Weather Observing System，AWOS)結合了氣象

觀測儀器自動感測紀錄與傳輸展示，每秒鐘輸

出的氣象參數包括風向、風速、陣風、能見度、

跑道視程、背景光、天氣現象、雲高、溫度、

露點、濕度、高度表撥定值、氣壓高度、海平

面氣壓、降水之發生與累積等。能見度儀是

Vaisala PWD20 visibility sensor，有效觀測範圍

是 10 m ~ 20 km。     

2.1.2 RECONYX相機 

本研究自 2010年 11月 1日起至 2011年

6 月 30 日為止，在松山氣象台陽台欄杆架設

一套 300 萬像素 RECONYX 戶外型數位相機，

鏡頭面向  10 號跑道端(280 度方位)，自每天

06:00LST到 18:00LST進行每 5分鐘間距自動拍

攝。 

2.1.3  能見度人工觀測 

  松山氣象台觀測員使用能見度目標圖

(氣象台周圍建築物的對照參考位置距離)，依

照以下規範進行盛行能見度觀測與記錄： 

 早上六點到晚上十二點每半小時記錄一

次 

 凌晨零點至早上六點每一小時記錄一次 

 能見度有顯著變化時視情況追加紀錄 

2.2數位影像分析 

  數位影像是將圖像以畫素(pixel)方式記

錄，每一個畫素都含有R、G、B三個參數，分

別表示影像中三原色紅、綠、藍色彩深淺之影

像資訊。在進行影像分析之前，首先將影像

(M*N 矩陣)上的每一畫素RGB值透過以下公式

轉換成灰階值： 

Gray 0.299 ∗ R 0.587 ∗ G 0.114 ∗ B        

‐‐‐‐‐‐‐‐‐‐‐‐‐‐‐‐‐‐‐‐‐‐‐‐‐‐‐‐‐‐‐‐‐‐‐‐‐‐‐‐‐‐‐‐ (1) 

轉換完後之此一 M*N 灰階影像矩陣 可表示

如下： 

,

0,0 ⋯ 0, 1
⋮ ⋱ ⋮
1,0 ⋯ 1, 1

               

‐‐‐‐‐‐‐‐‐‐‐‐‐‐‐‐‐‐‐‐‐‐‐‐‐‐‐‐‐‐‐‐ (2) 

矩陣第一個元素定義為 0,0 ，以方便接下來

在運算時的符號表示。這一 , 矩陣再利用

以下方法進行運算得到 index value，最後與能

見度距離進行比對。 

2.2.1 Sobel Operator 

  Sobel Operator是由 SM以 2D convolution

方式作用在要處理的灰階影像上。SM 分為水

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分別估算影像矩陣的水平

和垂直方向的數值梯度： 

1, 1 0, 1 1, 1
1,0 0,0 1,0
1,1 0,1 1,1

1 2 1
0 0 0
1 2 1

        ‐‐‐‐‐‐‐‐‐‐‐‐‐‐‐‐ (3) 

1, 1 0, 1 1, 1
1,0 0,0 1,0
1,1 0,1 1,1

1 0 1
2 0 2
1 0 1

              ‐‐‐‐‐‐‐‐‐‐‐‐‐‐‐‐ (4) 

M*N矩陣R是灰階影像矩陣 A經過 SM運算的

結果，可表示為： 

m,n m, n ∗ A m, n

∑ ∑ , ∙ ,   ‐‐‐‐‐‐‐‐ (5) 

m, n m, n ∗ A m, n

∑ ∑ , ∙ ,   ‐‐‐‐‐‐‐‐ (6) 

其中  0 m M 1, 0 n N 1。 

影像每一個畫素的(橫向及縱向_梯度值，再用

以下公式來估算： 

T m,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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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中T m, n 表示位於影像矩陣中 m, n 處之

影像梯度值，最後計算出矩陣T之所有元素之

算術平均數作為 index value。 

2.2.2 Gaussian High‐Pass Filter 

  首先將原始的灰階影像透過 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將時域上的資訊轉換到頻域上，

並將低頻資訊平移到圖形中央(稱之為頻譜平

移)。之後再利用 Gaussian High‐Pass Filter轉移

函數作用在頻域的影像上： 

, 1 , /                                                                    

‐‐‐‐‐‐‐‐‐‐‐‐‐‐‐ (8) 

其中 是濾波半徑，可以藉由 控制需要擷取

的高頻資訊範圍，而 , 則是轉移函數。而

D是指距離影像中心位置距離的函數，可以表

示為： 

,                                                    

‐‐‐‐‐‐‐‐‐‐‐‐‐‐ (9) 

藉此函數可以表示出所濾掉的波頻資訊

是隨頻率增加而呈現 exponential  衰減，最後

從影像矩陣中計算出算術平均數作為 index 

value。 

 

三、資料分析 

    本節我們將討論AWOS資料中的跑道能

見度(RVR)、能見度(V)和人工觀測記錄能見度

(Vo)三種紀錄之間的差異與相關性，另外也會

針能見度人工觀測(Vo)的特性、日變化等趨勢

加以分析。 

3.1 AWOS資料分析 

AWOS 資料 RVR 數據大都在 1600以上，並

且幾乎不太變動，我們向民航局氣象中心求證

後，發現 RVR只用於能見度(V)低於 2 km時的

輔助資訊，因此兩者無法探討相關性，僅確認

V 值偏低時，對應的 RVR也會偏低。 

  當我們進一步比對人工記錄能見度(Vo)

與 AWOS 能見度(V)時，可以觀察出在兩資料

間相當離散且沒有相關性，因此我們選取其中

部分個案透過數位影像來判斷何種資料紀錄

後，我們認為人工觀測記錄比 AWOS 能見度紀

錄較為符合現況，因此之後的影像分析是以人

工觀測之能見度資料做為真實大氣能見度的

依據。 

3.2  人工觀測能見度資料分析 

我們討論松山氣象台所觀測之能見度在

一日內的週期性變化情形，其中白天的能見度

一般是優於晚上的，並且此一特性在冬季時更

為明顯。此外，一天內能見度最差的時候通常

在清晨時段。   

  在能見度季節變化特性方面，夏季的能

見度普遍高於冬季，日平均能見度在夏季時較

集中於 10000  m 以上，並且日平均能見度在

18000 m以上的天數也較多。一般而言，影響

能見度變化之季節因子主要是來自中尺度天

氣系統。 

 

四、影像分析能見度 

  第二節所說明的影像分析流程，是將原

始數位影像透過 Sobel  Operator 和 Gaussian 

High‐Pass  Filter轉換成只保有邊界資訊和高頻

資訊的影像。為使數位影像能見度分析方法逼

近人工目視觀測，本研究並不選取整張影像，

而是比照能見度目視圖概念，針對不同距離的

建築物影像區塊計算 index value，以評估該建

築物之輪廓是否足以被影像分析流程所分辨。

選取的建築物目標具有以下特性： 

 建築物在影像上佔據較大的空間。 

 影像上建築物背景為天空、且建築物顏

色與天空之反差明顯。 

 盡量位於同一方位。 

從這些條件我們從數位影像中選取了三棟不

同的建築物，如表 1的 S1、S2、S3。 

  由於本研究架設於松山氣象台之數位相

機在 12 月份進入冬季之後受到強風侵襲而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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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晃動，以及該相機鏡頭也因長期陽光曝曬與

降水影響開始出現影像邊緣模糊現象，因此以

下分析只先針對 11 月份影像資料進行處理和

討論。圖 1是 S1~ S3的 index value與人工觀測

能見度(Vo)的散佈圖，相關係數分別是 0.51、

0.52、0.54；若以 Gaussian High‐Pass Filter擷取

S1~ S3高頻資訊並計算其 index value，其與 Vo

相關係數則分別是 0.57、0.44和 0.65(圖 2)。 

  S1~  S3 不同建築物之間的相關係數表現

有所不同，本研究中 S1 的表現最為穩定，這

是因為 S1 在影像中所佔據的畫素面積最大，

使得在計算 index value的過程中最為穩定，反

之 S2在濾波的表現上則較不理想。整體而言，

S3 的區間大小在三者之中是最合適影像分析

的；此外，S3的環境背景相較於 S1和 S2有更

多的天空背景，因此這也可能造成影像分析上

的優勢。 

另外圖 1和圖 2的 index value對 Vo的散

佈圖具有以下特性： 

(1)該圖顯示 Index Value  之上限略呈線性分佈，

即此一方法所計算之 index  value 與能見度可

能有單向相關：index value高則 Vo高，index 

value低則 Vo未必低。 

(2)散佈圖上在 Vo=20000時的 index value下限

常較低，通常較 Vo=18000 or 19000時的底限

更低。 

由此推斷其可能是由於光影之變化，致使在能

見度極佳時，反而因受陽光曝曬，影響演算法

對於影像中建築物之輪廓之辨識。為了確認光

影變化之影響，我們再分析不同白晝時間的

index value與 Vo相關係數變化(圖 3)，發現相

關係數在中午時表現最佳，常可到達 0.8以上，

而在清晨時表現最差；推斷可能是因清晨時背

陽，放大了影像中建築物和背景之間的差異，

使得此時 index value時常過高，這一現象與第

三節所闡述的松山機場能見度在清晨較差的

事實並不吻合，也因此造成相關係數明顯偏低。

當太陽位置過午逐漸西移，造成影像有向光現

象，此時亦可能因鏡頭過分曝光造成畫面中的

建築物邊緣難以辨識。這兩種情形下 index 

value 都不能反應人工目視所記錄的能見度情

形。 

 

五、總結 

為了能利用數位影像鑑別能見度，本研究

分 別 採 用 了 Sobel  Mask 以 及 Gaussian 

High‐Pass  Filter擷取出影像中之邊界及高頻資

訊，且為了使分析時之影像區域能更具代表性，

也從影像中選取出較符合條件之建築物，而非

直接對整張影像進行影像分析，但此舉之缺點

在於一般建築物在數位影像上所佔據之畫素

格數少，使得所架設之相機在因外力晃動的情

形下建築物邊界易有移位的情形，對於影像分

析相當不利。因此從數據中觀察，可知所選取

之建築物影像區間越大，在分析上越具有穩定

性，但若選取過大之區間，仍有可能增加誤差

的來源。此外，影像容易受到太陽天頂角的日

變化而有不同的誤差，其中兩種主要的誤差是

在相機處於背光情境(本研究的清晨時段)，當

日照強烈時會放大建築物邊界與天空的對比；

其次是相機鏡頭受到陽光直射(本研究的下午

時段)，使得建築物輪廓會因為過分曝光而顯

得模糊。光強度(晴天或陰天)也會造成影像分

析建物邊緣的效果，因此 index value用以鑑別

真實大氣能見度的過程，仍有改進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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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1、S2、S3之建築物名稱、距離以及在畫面中所佔據之畫素。 

編號  目標物名稱  距離(m)  畫素 

S1  磚色大樓  3530  15*56 

S2  明日帝國大樓  4940  8*22 

S3  長庚醫護社區  16700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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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Sobel Operator分別作用在 S1、S2、S3上所得出之 index value與人工觀測能見度的散布圖。 

 

 

圖 2: Gaussian High‐Pass Filter 分別作用在 S1、S2、S3上所得出之 index value與人工觀測能見度的

散布圖。 

 

 

 

圖 3: Sobel Operator和 Gaussian Hugh‐Pass Filter 運算後所得之相關係數的日週期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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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台北 101 金融大樓探討都市邊界層特性之初探 

梅可忠  林博雄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摘要 

高層建築與摩天大樓是都市的地標，也是都市微氣象研究可利用的平台。從 2011 年 1 月開始，

本研究在台北 101 大樓的 34F（151 公尺）和 82F（352 公尺）的露台上安裝 WXT520 微型氣象感

測器，進行長時間的都市垂直方向的定點密集觀測。此外，我們也在臺灣大學校園施放了 34 次

探空氣球觀測（距台北 101 金融大樓 3 公里）加以同步比較。數據分析結果顯示，34F 和 82F 之

間的逐時氣象差值顯示了日變化和季節變化特徵，並觀測到 34F 層風速大於 82F 風速；從相同高

度的探空氣球資料也發現，自由大氣的風速大於 101 大樓的風速。除此之外，不少的探空資料確

實顯示台北盆地 350 公尺處有低層強風的現象，同時，我們也分析了 2011 年的近地面逆溫現象

與個案。本研究也透過 AutoCAD 軟體以及高空間解析度的計算流體力學數值模式（Cradle Stream 

Model）來模擬 101 大樓周圍大規模的風場。模擬結果顯示，建築群會使得迎風面與背風面風速

降低，而在大樓的兩側與上方風速增加，但是觀測和模擬的風速遞減比例有所不同。 

關鍵字:台北 101、都市邊界層 

一、前言 

 針對都市大氣邊界層的研究在台灣並不

多見，除了垂直方向的定點氣象資料不易取得

之外，數值模式在空間上的解析度也是一大考

驗。本研究藉由國科會計畫「台灣巨型城市環

境研究(I): 二次有機氣膠之環境衝擊－都市

與郊區邊界層大氣環境剖面量測分析」，自

2011 年 2 月起，在台北 101 金融大樓的 34 樓(標

高 151.2m)與 82 樓(標高 352.8m)架設微型氣象

站進行觀測，同時也藉由在臺灣大學無線電探

空儀施放進行比較。另一方面，本研究使用日

本 CRADLE 公司 STREAM model，設定 40m 的

地形空間解析度，並利用 Auto CAD 軟體在模

式中加入建築物，以進行高解析度的風場模擬，

比起一般的中尺度天氣數值模式，STREAM 

model 有更高的解析度且更能呈現局部地形與

建築物對於風場分布的情形，希望藉由觀測跟

模擬的配合，來呈現台北 101 金融大樓周遭環

境的大氣邊界層特徵。 

 Cermak(1974)曾經針對都市風場進行風

洞煙流擴散模擬研究，利用工程風洞設備來模

擬都市模型的風場變化，可是這類工程風洞實

驗當時並沒有加入熱力效應，也無法和天氣與

氣候議題上有所聯結。Barlow et al. (2010)在英

國倫敦電信塔(BT-tower)高度 190 公尺架設氣

象儀器觀測長達兩年進行。無論是氣候測量或

是風工程的研究上，高解析度的風場資料是必

須也是罕見的，Barlow 等人藉由定點觀測大樓

頂端風場的三維變化並與風洞實驗結果比較，

解釋風洞實驗可全面解釋風場運動情形。前述

這些文獻報告的都市微氣象觀測,儀器架設高

度偏低，尚無法超越邊界層高度(~300m以上)，

對於都市邊界層議題的討論上尚有不足之處。

此外，高塔或是高樓的單點觀測，無法完整呈

現整個城市氣候的垂直結構與變化。 

Chen et al.(2006)曾經利用台北 101 金融大

樓的建築模型進行周邊的風洞實驗。主要結果

表明 101 大樓梯形部分的不連續性設計使得建

築物表面氣壓有震盪與跳動的情形，周圍建築

物的相對位置對 101 大樓的風場也有強烈影響。

但單純的風洞實驗議題並未能與台北盆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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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議題聯結，本研究將以台北 101 金融大樓

的 34 樓與 82 樓為觀測基地，收集長時間的定

點氣象觀測資料，嘗試探討 101 大樓附近的風

場情形以及台北盆地近地面逆溫發生頻率，透

過這一摩天高樓的地標建物做為台北盆地邊

界層現場(in situ)觀測的基礎。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 2011 年 1 月開始，在 101 金融

大樓的 34 樓(標高 151.2m)與 82 樓(標高 352.8m)

架設芬蘭 Vaisala 公司出產的 WXT-520 微型氣

象站。WXT-520 微型氣象站所能觀測到的參數

包括風向、風速、氣壓、氣溫、相對濕度、累

積雨量、降雨時數、降雨強度。本研究同時也

藉由在臺灣大學以及中央氣象局板橋測站的

氣球探空無線電探空儀觀測資料進行比較。 

   本研究利用 AutoCAD 繪製台北 101 金融大

樓及鄰近建築物的立體圖形，將高度有可能影

響 101 金融大樓周遭風場的建築物一併考慮進

去。其中，鄰近建築物包括中國信託大樓，ATT 

4 FUN 大樓，世貿三館，君悅飯店，世貿中心

以及最高的世貿大樓。考慮到建築物之間以及

模擬範圍內的比例問題，本文先以固定比例的

二維地圖當作底圖，再將三維建築物置放在地

圖上面，以求得正確的相對位置與相對距離，

之後將建築物模型與地形匯入模式裡，並調整

成合適的比例來當做 STREAM model (CFD 流

體力學模式)的地表邊界條件。 

    本研究使用日本 Cradle 公司 STREAM 

Model，空間網格解析度和地形解析度在個案

中皆為 40m，水平方向有 200 x 200 個網格點；

垂直方向則為 75 層，但在敏感度測試中則會

提高網格點數來進行不同的比較。邊界條件的

設定，則以真實或理想的風場垂直剖面輸入模

擬邊界以進行高解析度的風場模擬。 

 

三、觀測資料與分析 

    台北 101 金融大樓所進行的長期氣象紀錄

是從 2011 年 1 月 20 日開始，本研究將分析 2011

年 2 月至 2012 年 1 月完整一年的資料；期間

由於位於 34F 感測器在 2011 年 11 月中旬遭煙

火施工人員撞毀維修 2 個月，因此我們以 82F

的氣象資料來分析各項氣項參數的逐時與逐

月變化特徵。 

 觀測結果顯示 82F 的逐時氣溫在日出之

後開始升高，並在中午達到極值，不同月份最

高氣溫出現的時間軸隨季節有些微傾斜；此外，

由於儀器架設在 101 大樓東北角，使得冬季太

陽易受到 101 自身遮蔽，使得冬季的最高溫發

生時間比夏季延遲。兩層樓高度(相差 200m)

在日出前有最小的溫差，日出之後持續受到日

照影響，在接近中午時刻出現溫差最大值。82F

逐時相對濕度有明顯日低夜高的日變化；夏季

中午氣溫較高，相對溼度降低的幅度大於冬季

白晝，兩層樓面的相對濕度逐時差值也有顯著

的日變化。風速方面，無論 34F 還是 82F 高度，

夏季風速較低而冬季風速較高。82F 所量測的

逐時風向變化在經過月平均之後沒有明顯的

日變化，主要的風系為東風偏南。夏季風向較

不規則，主要為東北風或是北風。由於氣象儀

器架設位置位在 101 大樓東北角落，因此西南

風分量會受到建物顯著影響。101 大樓與探空

氣球兩層高度的氣溫與風速相關係數分別為

0.98~0.99(圖 1)以及 0.71~0.88(圖 2)。其中，探

空資料風速又比 101 大樓風速觀測來的大，34F

與 82F 的迴歸曲線斜率分別為 0.54 與 0.58。 

個案分析方面，我們透過 2011 年 2 月 8

日以及 2 月 23 日這兩天的密集施放探空資料

加以討論。2 月 8 日為晴天微風之天氣個案，2

月 23 日則是冬季典型陰天風速較大的天氣個

案；四套探空儀升空時間分布為 00UTC、

04UTC、08UTC及12UTC。資料分析結果發現，

無論是 2 月 8 日與 2 月 23 日，在黃昏(08UTC)

與夜間(12UTC)的探空風速剖面都顯示 150m

高度(101 大樓 34F 高度)有低空強風現象；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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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的 00UTC 和 04UTC 仍然有低空較強風速

的現象，這與 101 大樓的風速觀測一致。 

 從台北 101 上下兩層氣溫資料可發現不

少逆溫現象，我們再次探討 2011 年 2 月 8 日

以及 2 月 23 日資料，來分析台北都市冬季逆

溫(2 月 8 日)與非逆溫(2 月 23 日)天氣情境下的

微氣象與 PM2.5 空間分布特徵。結果顯示，2

月 8 日 350m 高度(00UTC)和 200m 高度(12UTC)

都有發生明顯逆溫，2 月 8 日 12UTC 甚至還有

貼近地面的輻射冷卻逆溫；相對地，2 月 23

日 500m 高度以下全天都沒有明顯逆溫。相對

溼度剖面也可以明顯看到，由於 2 月 8 日

00UTC 和 12UTC 低空逆溫現象使得大氣相對

穩定，水氣(相對溼度)梯度和逆溫高度相當吻

合。2 月 23 日由於是密雲陰天天氣狀況，近地

面水氣均勻混合，相對溼度一致地隨高度而遞

增，低空500m上下都沒有顯著濕度梯度發生。

風速剖面部分，無論 2 月 8 日或是 2 月 23 日，

在夜晚(08UTC 與 12UTC)的探空剖面皆可看到

在 150m 附近有強風軸出現；風向剖面方面，

由於 2 月 8 日近地面風速較小，使得風向較為

凌亂；反觀 2 月 23 日 400 公尺高度以下的風

向，整日大多集中在東風。 

 

四、數值模式模擬 

4.1 理想流場模擬 

風場與邊界的條件部分，本研究考慮台灣

北部冬季是盛行東北季風，並且架設在台北

101 大樓上的 WXT520 感測器所收集到的風向

也大多是東風偏北，因此本節乃以東北風流場

來進行流場模擬。輸入的風速為 5ms-1，東面、

西面、南面及北面的邊界皆為東北風，上邊界

為自由邊界，網格解析度與地形相同為 40 公

尺，模式在建築物附近會自動增加網格數以提

高解析度，網格點最細可切至邊長為 1m。至

於地表邊界處理則假設 STREAM Model 內所

有地表植被均為一致，各處摩擦力也相同；其

中，摩擦風速=0.44 ms-1，粗糙長度=3.14m，作

為地表摩擦處理，讓近地面的風速模擬更接近

真實情況。 

當東北風從邊界吹進模式範圍時，會受到

地形影響而有加速或是減速的情形，從模式結

果可以清楚看到在建築物的迎風面與背風面

都有減速的情形(圖 3)，而在建築物的兩側則

有加速的情形。另一方面，風場在距離建築物

一段距離便開始減速，背風面風速遞減較迎風

面大，近地面則是受到地表摩擦而風速偏低，

建築物頂端則有加速的情形發生。 

4.2 探空真實流場模擬 

我們選用了 2012 年 2 月 8 日以及 2 月 23

日的探空資料加以匯入 Stream Model，這兩個

案(2 月 8 日與 2 月 23 日)當天都施放了四顆探

空氣球，其時間分別為 00UTC、04UTC、08UTC

及 12UTC。真實流場模擬的邊界設定與上一節

大致相同，差別只在於邊界風場部分，改成將

探空氣球所得到的真實風場匯入模式。模式的

上邊界仍為自由邊界，網格解析度與地形相同

為 40 公尺，地表邊界處理仍假設模式內所有

地表植被均為一致，各網格點摩擦力全部相

同。  

在真實流場模擬之中分別以 2 月 8 日和 2

月 23 日進行模擬比較；2 月 8 日當日晴天，白

天時太陽加熱顯著，近地面混和均勻，因此

z=150m 與 z=350m 的風場模擬大致接近。其中，

00UTC 的風場較為零亂，風速也較弱，在 101

大樓附近的風向為西南風；受到太陽加熱影響，

04UTC 以及 08UTC 的風場就較為一致，風速

也較大，在 101 大樓附近的風向轉為西風；到

了夜晚 12UTC 時，風場又變得較為零亂，風

速也有下降的趨勢，在 101 大樓附近的風向再

轉為南風。2 月 23 日為陰天，太陽加熱偏低，

在 z=150m 截面上，風場呈現較 2 月 8 日來的

零亂，但整體的風速較 2 月 8 日大了許多。由

於 2 月 23 日混合層高度較低的影響，兩層樓

面的風場特徵差異也較 2 月 8 日明顯，這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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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場都有向上逆轉的情形發生。在比較探空氣

球、101 大樓觀測資料與模式模擬的風速時，

探空氣球所量測到的風速大致都比 101 大樓觀

測資料數值來的大，建築物對於風速的影響在

模式的模擬表現上則不盡一致；在 2 月 8 日中

可以看出模式輸出的建築物東北角風速比 101

大樓來的大，但在 2 月 23 日中卻反而比 101

大樓來的小，這樣的現象可能來自於模式對於

熱力的模擬尚未成熟，使得晴、陰兩天的情況

相差甚遠，也可能是受到電腦效能影響，解析

度不足，無法有效呈現單點資料。 

4.3 理想流場模式敏感度測試 

 為了了解不同的風向受到建築物的影響

之後在東北角所呈現的情形，因此本節將設定

八種方位的風向，分別以 5ms-1 與 10ms-1 兩種風

速進行流場模擬，並且不匯入地形以簡化問題。

若將匯入的風速因次視為 1(V=10 ms-1)，我們

利用內插計算出不同風向的均勻流場在建物

東北角所得的風速相對比例值。結果顯示，匯

入西北風(或東南風)的比值最大(0.75~0.9)，西

風與南風的比值最小(0.07~0.17)。當測試風速

降低成 5ms-1，其結果與匯入 10ms-1 風場的結果

相當接近。整理歸納之後可看出，迎風面的東

北風與背風面的西南風對於東北角風速的貢

獻並不大，西風與南風則貢獻最小，至於東風、

北風、西北風與東南風則能有效貢獻在東北角

的風速數值。由此可知，東北角的氣象感測器

對於風速資料的收集與實際風向有密切的關

係。當提高 Stream Model 網格解析度之後，不

論是迎風面或是背風面的迴流都相當明顯，而

迴流對 34F 與 82F 兩個高度皆有影響；這一結

果或許能夠解釋為何 34F 的觀測風速幾乎都

大於 82F 數值，其原因可能是受到了建築物後

方渦流撥離與風場鞍點形成的因素，使得建築

物下方樓層的特定區域風速反而偏大。 

 

五、總結與展望 

本研究透過盆地地形的台北城市地標台

北 101 金融大樓的 34F(151m)與 82F(353m)，進

行一整年的定點氣象觀測來藉以探討摩天大

樓應用在巨型城市大氣邊界層研究的可行性。

2011 年秋天到 2012 年夏天密集觀測期間，在

臺灣大學總校區收集了 34 筆可用探空資料，

與 101 大樓的氣象資料比對後，發現 101 大樓

與探空氣球兩層高度的風速相關係數分別為

0.71 以及 0.88，顯示自由大氣的風速在建築物

邊緣會受到影響而降低。在一整年氣象資料當

中，利用兩層樓高度的分鐘平均氣溫的差距來

探究都市邊界層逆溫現象，結果顯示 151m 到

353m 之間的逆溫現象相當頻繁。利用 2 月 8

日以及 2 月 23 日兩天分析台北都市冬季逆溫

(2 月 8 日)與非逆溫(2 月 23 日)邊界層特徵，結

果顯示 2 月 8 日 350m 高度(00UTC)和 200m 高

度(12UTC)都有發生明顯逆溫；相對地，2 月

23 日 500m 高度以下全天都沒有明顯逆溫。 

 

為了討論都市邊界層的日夜變化，本文選

用 2011 年 2 月 8 日以及 2 月 23 日這兩天密集

施放的探空資料加以分析。資料分析結果發現，

無論是 2 月 8 日與 2 月 23 日，在黃昏與夜間

的探空風速剖面都顯示 150m 高度(101 大樓

34F 高度)有低空強風現象；2 月 8 日的 00UTC

和 04UTC 仍然有低空較強風速的現象，這與

101 大樓的風速觀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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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北 101 大樓氣溫與無線電探空儀觀測的散布圖(左，34F；右，82F) 

 

 

 

 

 

 

 

 

 

 

 

圖 2: 台北 101 大樓風速與無線電探空儀觀測的散布圖(左，34F；右，82F) 

 

 

 

圖 3: STREAM 輸出結果，可看出台北 101 大樓與周遭建物迎風面與背風面的迴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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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氣象觀測網的日射量觀測 
            

        柳再明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本文整理農業氣象觀測網1987～2011約25年的日射量（全天空日射量;Global radiance）月觀

測資料。日射量之月觀測資料，可過濾短時間中小系統雲遮的影響清楚呈現季節變化，7月是極

大值（約600～700 Mj/m
2
）、12～1月是極小值（約200～300 Mj/m

2
），全年夏季與冬季有2～3倍

的差距。初步結果指出，就桃園、臺中及高雄三站而言，北部的桃園其日射量有較大的季節變

化（約200～600 Mj/m
2
），臺中與高雄2站的日射量月觀測資料數值相近，其季節變化較北部的

桃園為小（約250～450 Mj/m
2
）。若再加上苗栗與臺南2站，就這5站日射量月觀測資料數值而言，

日射量不若溫度的觀測資料有明顯的南北分佈。 

    相對溫度而言，日射量的觀測數值較不為我們所熟悉，我們較無法洞悉觀測數據的誤差，

基於這個因素，我們校驗臨近測站的數值，我們假定緯度相近、高度相近且距離不遠的測站，

其日射量月觀測資料數值應相近。基於這樣的假設，我們在（桃園區農業改良場、茶業改良場）、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農業試驗所）與（臺東區農業改良場斑鳩分場、臺東區農業改良場賓朗

果園）這3組測站得到和假設十分接近的結論。然而（高雄區農業改良場、水產試驗所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與（畜產試驗所、臺南區農業改良場）這2組測站雖然距離相近符合我們的假定，然

而資料分析結果迥異，其中東港生技研究中心位於海邊，可能是其資料和高雄區農業改良場全

然不同的主因。另外對於無地緣關係的測站，我們發現（臺中區農業改良場、高雄區農業改良

場）、（畜產試驗所、臺南區農業改良場雲林分場）與（臺東區農業改良場斑鳩分場、花蓮區

農業改良場）兩兩數值相近，其中臺中區農業改良場與高雄區農業改良場2者直線距離有150 公

里之遠、臺東區農業改良場斑鳩分場與花蓮區農業改良場2者直線距離超過百公里，而畜產試驗

所與其北面的臺南區農業改良場雲林分場，2者直線距離也有50公里，相隔如此遙遠的測站，確

有相近的日射量月觀測資料數值，原因值得再進一步探討。 

    如此的資料比對，是基於日射量的觀測空間分佈不足。因此如何就現有日射量的觀測，進

一步廣泛應用在沒有日射量觀測的地區，是本文的重點課題。初步我們認為臺灣東部地區，可

運用台東區農業改良場斑鳩分場與花蓮區農業改良場2者的資料。 

關鍵字：全天空日射量 

 

一、前言 
本文整理農業氣象觀測網1987～2011約25年的日射量（全天空日射量;Global radiance）月觀

測資料。日射量月觀測資料可過濾短時間中小系統雲遮的影響，清楚呈現季節變化，7月是極大

值（約600～700 Mj/m
2
），12～1月是極小值（約200～300 Mj/m

2
）有2～3倍的差距。相對溫度而

言，日射量的觀測數值較不為我們所熟悉，我們較無法洞悉觀測數據的誤差。 

國內有關日射量的研究有姚銘輝等（2002）溫度估算日射量之可行性評估。其文中說明作物

模擬模式的開發或驗證常需要日射量此項氣象資料，但受限於感測器較昂貴及自動紀錄等因

素，日射量的累積資料或各測站點的分布均不如溫度密集，因此，其文探討利用日最高溫及最

低溫的溫差推估日射量的可行性。以農業試驗所氣象站資料分析溫差及輻射量在不同年際及季

節間的差異，發現降雨狀態會影響溫差估算日射量的準確度，尤其是每年6月至10月較多雨的

季節，但若將降雨量納入迴歸式可降低誤差值。依據不同氣候狀態及海拔高度分別選取6 個測

站的資料作分析，利用迴歸式估算日射量，在均值平方根偏差的範圍為1.02-6.08 MJ m-2 day-1，

均值偏差為2.33 MJ m-2 day-1。另外蕭鋒等（2011）由MTSAT衛星影像和數位地形資料估算臺灣

地表太陽輻射量。其研究結果發現，由晴空個案之下的SDEM（Satellite-Based DSI Estimation 

Model；其中DSI為向下太陽輻射通量(Downward Solar Irradiance)）估算值與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

中心DSI地面觀測值進行比對，兩者相關係數可達0.93以上，有雲個案之相關係數也達0.81以上。

SDEM估算值與中央氣象局氣象站觀測之DSI小時累積量比對，在低海拔的測站之相關係數可超

過0.9，與高海拔測站的相關係數稍低(~0.8)，MTSAT pixel解析度以及次網格的雲霧都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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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EM估算DSI失準的原因。以上所引用的參考文獻，都明白指出日射量的觀測站不足的事實，

針對此項事實本文也將提出幾個具體建議。 

 

一、結果分析 
圖1 是桃園、臺中及高雄3個農業改良場1987~2012日射量月觀測資料，北部的桃園其日射量

有較大的季節變化（約200～700 Mj/m
2
），臺中與高雄2站的日射量月觀測資料數值十分相近，此

結果值得進一步探討，臺中與高雄2站的季節變化較北部的桃園為小（約250～450 Mj/m
2
）。由這

3站而論，沒有明顯的南北變化。日射量和溫度的氣象觀測因子特性迥然不同，日射量僅是白天

短波幅射的觀測，而溫度是24小時日夜變化的觀測數值。圖1明顯指出夏季時，北部的桃園農業

改良場較之中南部的臺中及高雄2個農業改良場，有較大的日射量觀測，隨年份不同差距不同，

2003年之前差距約50～150 Mj/m
2
，2004年之後差距擴大約200～300 Mj/m

2
。冬季時，3個農業改良

場日射量觀測的差距很小，尤其是2004年之後差距不明顯。中南部的臺中及高雄2個農業改良場，

20多年來的日射量觀測有些微逐漸減少的趨勢。 

1987~2012日射量月觀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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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是桃園、臺中及高雄 3 農業改良場 1987~2012 日射量月觀測資料。 

 

圖2 是桃園、苗栗、臺中、臺南、高雄及花蓮6個農業改良場2011年日射量月觀測資料。在

夏半年6站之間有明顯差距，大致上北部的桃園其日射量數值最高，苗栗與臺南2站夏季之後的

季節有相近的數值，臺中與高雄2站數值最小，在6~8月夏季時其數值約為其他4站的一半（300

與600 Mj/m
2
）。花蓮 站有較大的季節變化，夏季約和苗栗與臺南2站相近，其他季節與臺中與高

雄2站相近。圖1與圖2的分析結果迥異於預期，我們懷疑臺中農業改良場能否代表中部地區，然

而同樣位於中部地區之臺中區農業改良場，與農業試驗所的日射量月觀測資料十分相近的結

果，又打消我們的懷疑。因此初步我們認為臺中與高雄地區有相近的日射量月觀測。 

相對溫度而言，日射量的觀測數值較不為我們所熟悉，我們較無法洞悉觀測數據的誤差，

基於這個因素，我們校驗臨近測站的數值，我們假定緯度相近、高度相近且距離不遠的測站，

其日射量月觀測資料數值應相近。這樣的假設，我們在（桃園區農業改良場、茶業改良場）、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農業試驗所）與（臺東區農業改良場斑鳩分場、臺東區農業改良場賓朗

果園）這3組測站得到和假設十分接近的結論。然而（高雄區農業改良場、水產試驗所東港生技

研究中心）與（畜產試驗所、臺南區農業改良場）這2組測站雖然距離相近符合我們的假定，然

而資料分析結果迥異，其中東港生技研究中心位於海邊，可能是其資料和高雄區農業改良場全

然不同的主因。另外對於無地緣關係的測站，我們發現（臺中區農業改良場、高雄區農業改良

場）、（畜產試驗所、臺南區農業改良場雲林分場）與（臺東區農業改良場斑鳩分場、花蓮區

農業改良場）兩兩數值相近，其中台中區農業改良場與高雄區農業改良場2者直線距離有15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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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之遠、台東區農業改良場斑鳩分場與花蓮區農業改良場2者直線距離超過百公里，而畜產試驗

所與台南區農業改良場雲林分場2者直線距離也有50公里，相隔如此遙遠的測站，確有相近的日

射量月觀測資料數值，原因值得再進一步探討。 

    如此的資料比對，是基於日射量的觀測空間分佈不足。因此如何就現有日射量的觀測，

進一步廣泛應用在沒有日射量觀測的地區，是本文的重點課題之一。初步我們認為臺灣東部地

區，可運用台東區農業改良場斑鳩分場與花蓮區農業改良場2者的資料。 

2011年日射量月觀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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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是桃園、苗栗、臺中、臺南、高雄及花蓮 6 個農業改良場 2011 年日射量月觀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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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年之氣象局探空觀測與資料初步檢視 
 

 

張儀峰1   陳世嵐2 

氣象科技研究中心1   花蓮氣象站2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近二十多年來全球暖化現象明顯，氣候變遷受到科學界及社會大眾的普遍重視，對探空觀測資

料的需求越來越大，但有關探空資料的完整性與正確性之紀錄不多，為協助使用者對資料有一概略

了解，本文針對中央氣象局第三組保有之臺北1985-2011年及花蓮1987-2011年探空觀測原始資料進

行初步檢視，結果發現(1)花蓮無論在作業停工或各定壓層缺漏情形均較臺北為高；(2)兩地在

1993-1997間為探空作業缺漏現象最少的時期；(3)夜間12Z比日間00Z較易遭受信號干擾；(4)近地

層1000hPa資料漏失情形反比850及700hPa為多；(5)近幾年100hPa高度層干擾較其上下層嚴重；(6)

高空風速過大或為0之極端現象集中在2000年以後某一時期出現；(7)部份時期250hPa高度以上露點

因設定不予計算而無資料。 

目前探空資料主要用在數值天氣預報，建議氣象局資訊中心對臺灣地區探空電碼品控結

果，及探空站的自我修正結果能交由第三組隨原始檔提供使用者參考。此外，建議儘早開始規劃並

進行1984年以前探空資料數位化，以有助於氣候研究。 

關鍵字：臺北探空、花蓮探空、空軍探空站 
 

一、前言 

氣象科學使用高空觀測起始於 1749 年蘇格蘭利用風箏

攜帶儀器進行高空溫度觀測，及至 1895 年美德法等國發明

和改進探空氣象儀，才開始利用氣球載送儀器實施觀測，次

年在歐洲組織國際間的探空氣球探測試驗，是高空氣象觀測

站網的雛型。1918 年嘗試讓氣球攜帶發報機將觀測之氣象紀

錄轉為電波訊號發送到地面，可惜未能成功。1923 年美國陸

軍氣象學家布賴爾繼續試驗，地面收到 20 分鐘的訊號，這

是無線電探空第一次獲得成功。1927年德國氣象學家艾德拉

格首次收到發自平流層的訊號。1932年芬蘭維薩拉發明了著

名的無線電探空儀，即便在惡劣天氣影響下，也可獲得不同

高度的氣象資料，此探空儀現今已廣為世界各國所採用。 

為方便資料的整合，世界氣象組織規範各探空觀測站每

日於00Z 及12Z 進行常態性觀測作業，觀測結果透過通用的

傳輸程序和格式與國際間進行交換，以分享觀測結果；遇有

颱風等劇烈天氣系統臨近或影響時，抑或進行研究性實驗觀

測時，各國得自行視需要增加探空作業之時間或空間密度。 

目前全球探空觀測站約有900 餘個，其中約三分之二每

天進行00、12Z 兩次觀測，100-200 個測站每天觀測一次，另

有100 個測站可依需求臨時加入觀測網。因此透過全球氣象

通信系統GTS（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每次可獲得

約620 -650 不等的探空觀測資料。 

臺灣地區的高空探測先有經緯儀氣球測風（高空風觀

測），再發展到無線電探空。前者始於1931年的花蓮，臺北

則在8年後的1939年開始，迄於1971年。其他澎湖、臺東、

恆春、臺中、永康等地於1961至1968年間亦曾有氣球測風

的觀測任務。無線電探空觀測開始於 1940 年的臺北測站，

花蓮則遲自1987年8月才開始執行探空作業。 

空軍在1949年由大陸轉進來臺後，為因應噴射機航行

需求，將二次大戰末期在大陸因故尚未完成架設之美軍軍援

探空裝備轉運來臺，設置桃園、馬公、恆春等3處探空站，

於1952-1953 年陸續觀測。恆春站於1957 年遷往東港。此

外，空軍於1950-1999年間在臺中、嘉義、臺南、屏東、花

蓮、金門、馬祖等地機場執行經緯儀高空風觀測。 

目前臺灣地區有8處無線電探空站，屬於中央氣象局的

有臺北、花蓮、臺南永康、東沙島及南沙島等5處，其中永

康不定期觀測，東沙及南沙委託海軍執行觀測。空軍則有馬

公、屏東及綠島等3處。前述中央氣象局及空軍探空站遞嬗

及裝備演進概況彙整詳如表1及表2。 

臺北、花蓮每次探空觀測之「即時資料」透過高空壓溫

電碼（TEMP）經全球氣象通信系統對外廣播，「原始資料」

則送至中央氣象局第三組資料處理科永久保存，並自 1955

年開始編印高空觀測報告，數位資料也自 1985 年開始建立

迄今。測站原始資料及月報資料在觀測系統電腦化初期，採

製成 3.5 碟片每月寄達氣象局；隨著電腦科技與通信進步，

數位化發展至今，觀測同時已同步將資料即時送到氣象局相

關的作業中心。 

探空作業所觀測的資料是否精準無誤，牽涉的因素很

多，例如氣球灌製後淨浮力影響上升速率，對氣壓與溫度就

有所影響；又如探空儀施放前的地面基線校驗，訊號強弱穩

定的檢測，甚至收接系統頻率的校準，皆能決定觀測資料是

否精準。探空儀在空中飄行的過程中，遇低溫結冰問題、探

空儀感測元件風力過大受損…等，其在研發製造過程均已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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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慮，預先均有對應之作為與防範；然而天氣狀況卻是無

法意料的，例如探空儀進入雷雨區，或颱風外圍環流時，相

對濕度驟降、驟升，甚至因下沈氣流產生氣壓未降反升，或

長時間持平，此時觀測作業人員，必須依經驗判斷資料是否

正確，是否持續作業或保存資料，都是極大的考驗。 

以往探空資料的主要用途在天氣分析與預測，但近二十

多年來全球暖化現象明顯，氣候變遷受到科學界及社會大眾

的普遍重視，臺灣地區上空之各種氣象因子是否也因而發生

變化，影響之高度及程度有多少，都是極為重要的問題，高

空觀測資料是最重要的儀器探測紀錄，欲確保獲得正確之研

究結果，資料的完整性與正確性自是決定關鍵。為協助研究

者在使用資料之前對於探空觀測與歷史紀錄有一了解，本文

針對中央氣象局第三組保有之臺北 1985-2011 年及花蓮

1987-2011 年高空觀測原始資料的一些明顯問題進行整理，包

括資料的缺漏、極端風速及露點紀錄的檢查，本文亦嘗試推

測可疑資料發生原因，並提出建議作法。 

二、臺灣地區高空觀測與資料 

2.1 探空觀測儀器與作業時間 

無線電探空系統分為探空儀（俗稱發射機）及接收機二

大部分，探空儀發射機內有氣壓、溫度、濕度 ( 即P.T.U ）

等感應元件。發射機攜在填充氦氣之探空氣球上，以每分鐘

300-350 公尺之速度上升，測得各高度之氣壓、溫度、濕度資

料，依序發出信號，由地面之接收機接收。風向及風速則由

氣球之移動方位角及仰角計算而得。 

早期作業之無線電探空系統，須由人工抄收無線電探空

儀發送之模爾斯符號所代表的觀測資料，之後發展出可接收

資料之地面裝備及記錄器，由人工透過記錄器上之軌跡進行

核算，並轉換為絕熱圖，以做為定壓層、特性層及對流層頂

選面與編碼等工作，風場資料則經由飄行軌跡圖計算而得。

1982 年 3 月換裝為半自動高空氣象探測系統；1984 年 7 月

再更新為全自動高空氣象觀測系統，可於升空過程中同時以

文字及圖形顯示各要素的垂直變化，並具有自動繪製絕熱

圖、列印報表、分析特性層、定壓層、自動編送電碼、調整

觀測層密度等功能。2004 年以前探空系統將碟形天線接收之

訊號轉換為8 位元數據，經作業主機處理運算。2005 年換裝

矩陣式天線，接收信號數位化之高空氣象觀測系統。2010

年7 月起採用加裝GPS 定位之接收系統，直接將GPS 定位

資料無線數位化傳送至系統進行處理，以提高資料之準確

度。 

由於探空觀測之發射機耗材昂貴，臺北站 1955 年至

1956 年每日於03Z 觀測一次， 1957 年配合國際觀測年每日

觀測4 次(00,06,12,18Z)，1960 年起減為2 次，1970-1974 年

間12Z 之觀測資料較不完整，自1975 年6 月至1984 年每日

施放一次，以12Z 之資料為主，1985 年起迄今均有一日兩次

之完整觀測紀錄。花蓮站1987 年8 月開始作業迄今也保有每

日00,12Z 兩次觀測紀錄（蕭長庚,2007）。另依不成文的規定，

若探空觀測高度未達100hPa，但仍在規定時間之內，則須重

新施放。 

空軍曾於1954 年間每日觀測4 次，1955 年起減為2 次，

當時馬公探空站執行09,21Z觀測，桃園及恆春則執行03,15Z

之觀測。1957 年 4 月起桃園執行 00,12Z，馬公執行 06,18Z

觀測，恆春當年 9 月遷至東港後改為 00,12Z 觀測。馬公於

1967 年8 月至1970 年12 月只執行00Z 觀測，1971 年1 月起

才執行00,12Z 觀測。桃園於1975 年1 月起只執行00Z 觀測，

1981 年馬公與東港只執行12Z 觀測，1982 年起又恢復00,12Z

二次觀測。此外，1981 年中央氣象局鑒於板橋探空站與桃園

探空站位置接近，與空軍協議當（1981）年3 月起板橋只執

行 12Z 觀測，桃園仍維持 00Z。此項分攤協議於 1984 年 12

月 20 日桃園探空站移編綠島而告終止。空軍氣象聯隊資料

組（現稱氣候科）除每年印製各探空站高空觀測資料年報表

外，自 1967 年起並以人工輸入之方式將探空觀測資料數位

化之前各探空站每日之TEMP 電碼建立電子檔儲存運用，但

因建檔過程並沒有優先考慮資料品控，日後氣候研究之需，

使用資料之前仍須謹慎評估資料品質。上述中央氣象局與空

軍所屬探空站歷年觀測時間易動概況彙整於表3。 

2.2 作業停工及資料中斷 

探空作業中，各站偶有接收系統故障維修，或零組件缺

件待料，導致時有停工數天甚或數月未觀測的資料空缺現象

發生，例如花蓮1998年11月換裝為美製8065型裝備前，

日製明星系統即因老化干擾故障頻仍而在1998年9-11月間

暫停觀測 61 天，等待汰換，創該站停工最長紀錄。空軍除

前述因素造成作業停工外，也常因探空儀（俗稱發射機）、

氫氣、氣球等耗材之採（外）購流程冗長緩慢、外島測站後

勤運補受天候延宕而導致停工。 

除停工未觀測外，觀測時隨探空氣球上升之探空儀所發

射之感測信號偶有遭受干擾，或信號因電池電力不足而減

弱，導致地面探空站接收系統無法受信而造成某些層資料中

斷空缺之情形。此外，當上升中之探空氣球因故提早爆破而

升空結束時，也會導致爆破點以上各層之資料空缺。圖1為

臺北 1985-2011 年與花蓮 1988-2011 年間停工未作業天數，

臺北00,12Z分別停工76及66日，其中以2008年停工最長，

00,12Z分別停工39及30日；花蓮00,12Z分別停工176及

177日。兩地停工日期詳見附錄之附表1及附表2。 

2.3 資料整理步驟 

目前中央氣象局（第三組資料處理科）保有之探空資料

有1940-1954年高層氣象原簿，1955年迄今之高空氣候資料

年報，及 1985 年迄今之逐日高空數位資料。本次整理之探

空觀測資料，係使用氣象局前科技中心技正蕭長庚先生在

2007年進行「1987-2006台北與花蓮上空對流層頂之氣候分

析」時所蒐錄2006年以前之資料，2007-2011年資料也經由

局網「氣候資料查詢系統」下載補上。1984年及以前之資料

因為需由紙本高空氣候資料年報中以人工逐一轉錄，故本文

未予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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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空資料包括定壓層及特性層兩項，本次整理僅針對定

壓層，計有1000、925、850、700、500、400、300、250、

200、150、100、70、50、30、20、10hPa等16層，找出每

一層資料空缺之日期並予以登記，再以Excel工作表分年逐

日標記並統計，表4為臺北及花蓮各定壓層缺漏百分比，兩

地在200hPa到850 hPa之間的漏失率不大，除臺北站300hPa

漏失率在 2.18-2.35% 相對較高之外，其餘各層大都在

0.84-0.98%之間，花蓮站則約在2.12-3.13%之間。當氣球飄

昇至2萬公尺50hPa以上高度時，訊號因距離拉長而相對微

弱，資料中斷情形趨於顯著，尤其在3萬公尺以上之10hPa，

常有高達75-80%的資料中斷漏失，甚至有全年365天缺收之

現象。整體觀之，花蓮除了在1000 及10hPa 兩層缺漏情形

較臺北為低之外，其餘各定壓層缺漏情形均較臺北為高，

100hPa以下平均約高出1.54%，100hPa以上約高出8.43%。

兩地各定壓層資料缺漏日數統計表詳見附錄之附表3至附表

6。 

臺北與花蓮兩地在1993-1997的5年探空作業缺漏現象

最少，以100hPa 以下而言，一年當中頂多1-2次缺漏，甚

至有連續 3-4 年無缺漏者。此時期臺北使用美製

Weathertromics 8065接收系統第9-13年及RSⅡ80MB探空

儀，花蓮則使用日本明星 MOR-22 接收系統第 6-10 年及

RS2-80MB/RS2-85MB 探空儀。由於探空儀每年採購，兩站開

始探空觀測以來未曾因探空儀中斷而停工作業，經與觀測人

員討論結果，此與當時裝備性能與妥善狀況正達高峰，加以

觀測人員未異動，對探空作業及儀器操作穩定熟練一定有

關，惟在相同裝備妥善及人員熟練之狀況下，某些年卻有較

多之缺漏，是否與自然因素有關，是一值得深入探討之課題。 

三、資料缺漏與不合理 

在資料整理中除針對資料缺漏探查原因外，也發現一些

不合理之處，包括部分高空風風速過大或為零之極端現象，

此外，也發現 250hPa 及以上高度層露點與相對濕度設定不

予計算，臺北花蓮兩地各有2個不同起迄的時期。 

3.1 信號中斷漏失方面 

探空信號中斷漏失除因施放距離拉長訊號相對微弱所

造成外，其他客觀因素還包括天線形狀、周圍環境、電池電

力不足、探空儀自身結構、組裝是否確實牢固、特殊天候等

因素。傳統碟形天線有接收角度的限制，易使信號中斷漏

失；周圍建物能使信號產生反射現象或強風、碰撞等干擾，

在昇空飛行中遇不可測之外力，亦將使探空儀受損信號減弱

或消失；此外，如遭遇積冰、雷雨、下爆氣流…等特殊天氣

現象，皆可使感測元件受損或脫落，造成資料中斷。 

檢視缺漏日數統計表及逐日標記圖發現，兩地測站中高

層300hPa以上均有夜間12Z比日間00Z較易遭受信號干擾

之情形。據作業人員表示，夜間溫度一般都比白天低，探空

儀在 300hPa 以上空域遭遇積冰機率亦較大，故而信號干擾

較多。 

另發現在近地層 1000hPa 資料漏失情形反比 850 及

700hPa還多（參閱表4），經與觀測人員討論後認為應該是

在開始放球時，因氣球急速升空而天線一時追蹤不到，無法

鎖定探空儀所致，此現象在臺北站較花蓮略多，是否與當地

近地風的特性或測站周圍地形建物有關，尚待查證。 

值得注意的是，花蓮 2005-2011 年和臺北 2010-2011

年間，在 100hPa 高度層的干擾情形特別嚴重，導致該層資

料缺漏情形較其上下層顯著增多（如圖2），單就與其上層

70hPa及50hPa比較，約高出4-6倍，甚而有高達12倍者。

造成此現象之原因不明，由於 100hPa 附近正好是對流層頂

所在之高度，是否與對流層頂高度的變動有關，尚待有興趣

者進一步深究探討。 

3.2 部分高空風風速過大 

冬季位於華中、日本一帶的高空西風噴流，高度約在

250-200hPa（1-1.2萬公尺），最大風速可達200-300kts，

華南一帶也有一支噴流，但其最大風速較北支小，約在

150-200kts之間，劉廣英等（1985）利用1956-1981年探空

資料作出桃園站逐月高空風場氣候平均時空分布圖顯示，高

空西風最強的時間約在12月至1月之間，強風中心高度約

在200hPa。檢視臺北和花蓮兩地高空風場，發現部分風速高

達 300m/s（600kts）甚至有 485m/s（970kts）者，且風速

大於200m/s的資料將近90%出現在400hPa以下，超乎常理。

兩地風速達 150m/s（300kts）以上者共 24 筆，風速在

120-149.9m/s（約240-300kts）者17筆，100-120m/s者也

有25筆，詳如表5及表6。 

單就兩地高達 100m/s 以上超大風速而言，臺北的 32

筆中有75%（24筆）集中在2004年，次為2003年7筆、2010

年1筆；花蓮的34筆超大風速則分布在1999-2007年間，

其中2003年最多，有16筆幾佔總數的50%，其他年份分別

出現1-4筆不等，詳如圖3所示。 

此外，也有風速太低未達100m/s的可疑資料，例如台

北2000年12月3日925hPa及2003年6月4日500hPa的

風速分別為84.6m/s 與 93.6m/s；花蓮1990 年 6 月 10 日

850hPa及2002年11月26日700hPa的風速分別為77.3m/s

與96.8m/s等均屬此類現象，相對其高度層而言，該風速顯

然是突兀而不合常理的。推測造成高空風風速過大之可能原

因如下： 

(1)傳統軌跡追踪的MOR-22、芬蘭…等探空設備，皆須在氣

球施放升空後的1至2分鐘以輔助追踪器牽引天線追上

探空儀，鎖定目標後才能自動追踪。開始放球之前，判

斷氣球上升之際將吹往那一方位極為重要，若判斷正

確，追踪器可先行轉到正確的方位等待，讓天線不須大

幅度驅動追踪，否則就會在近地層出現風速過大的資料。 

(2)天氣差雲層低厚時，無法追到已入雲的探空儀，追尋過

程中會大幅度轉動輔助追踪器，因而造成近地層風速過

大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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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空中之探空儀若信號減弱或消失，會改由手動方式，

將天線重新追踪鎖住後，再改回自動追踪，此其間也會

出現風速過大等之不合理資料。 

(4)類此誤差集中在某些年發生的奇特現象，是否與當時裝

備狀況、程式設定或觀測作業人員之操作經驗（例如新

手）有關，尚待進一步探討。 

3.3 部分高空風風速為零 

除部份高空風速過大之外，另發現兩地都有高空風速為

零之情形，臺北89筆，花蓮則高達531筆。花蓮有96%（510

次）出現在2005-2011年間；臺北有60.7%（54次）出現在

2010-2011 年間，27%（24次）出現在1985-1992 年間，詳

如圖4所示。 

請教幾位有實務經驗之前輩，均表示1000hPa因近地層

尚有可能出現風速為零，其餘各層幾乎不可能為零，在他們

的工作經驗中也未曾見過高空風速為零之資料。推斷高空風

速出現0.0值之可能原因如下： 

(1)1987年日本明星探空儀係以4~6秒之間隔依序傳送觀測

資料，探空系統的風速計算是前後30秒內差平滑算得；

反觀2005年芬蘭VIASALA系統，風速的計算則採以2秒

前後計算，且兩者計算小數是不同的，前者小數1位，

後者小數2位；再者，由後者的接收原始資料可見，又

因四捨伍入進位，因此後者易得0.0的值。 

(2)在檢視風速出現 0.0 時之上下層風向，有些是呈現明顯

的反向改變，而出現的位置並無特定高度，所以當探空

儀遇風向改變時，由遠離施放地點反轉成回頭朝施放地

點接近，造成所謂探空儀「過天頂」的現象，此時則易

出現風速0.0值。 

3.4 部份時期250hPa及以上露點與相對

濕度設定不予計算 

臺北和花蓮1992年9月以前，及臺北2002年1月至

2010年7月、花蓮2002年2月至2004年12月探空系統均

設定在 250hPa 及以上高度水氣稀少空域不計算露點及相對

濕度。露點資料兩度不予計算，又兩度恢復計算，經比對相

關時期之探空觀測系統，顯示與探空系統之換裝並無關聯，

純屬人為主觀決定。臺北和花蓮兩地 250hPa 以上定壓層露

點及相對濕度之概況請參見附錄之附表9及附表10。 

四、探空資料品質檢定 

4.1 氣象資訊中心之品控 

江火明等（1984）指出，氣象資料的錯誤可分為系統性

錯誤、隨機錯誤、粗糙錯誤等三類，系統性錯誤主要是觀測

儀器誤差，特殊地理環境或作業過程的持續錯誤所造成，這

類誤差值不大，但需長期仔細分析才能歸納出來；隨機錯誤

值也不大，故不易偵測；粗糙錯誤主要是人為疏失所造成，

出現頻率雖不高，但錯誤值卻很大且離譜，容易被偵測修

正，故一般品控系統主要目的即在偵測粗糙錯誤。 

針對粗糙錯誤資料之修正，可分成「可肯定修正」及「不

可肯定修正」兩大類，後者因資訊不夠而無法肯定修改，故

只標示有問題或錯誤的品控指示碼，而不修正。 

中央氣象局資訊中心數值預報小組每日針對全球探空

資料進行品控，何傳忠等（2009）表示，2009年新版探空資

料品控系統CQCHT（Complex Quality Control of rawinsonde 

Height and Temperature）正式上線取代舊版品控系統CHQC

（Comprehensive Hydeostatic Quality Control），新系統

除包含過去既有的偵錯與修正錯誤外，主要改進是透過不同

檢定反覆偵測修訂，使原先無法肯定修改的資料儘可能變成

可確定或修改。新舊系統均提供資料狀況統計之功能，除即

時提供資料品控狀況，並可做為爾後資料品控系統改進之參

考。 

此外，何傳忠等將探空資料的誤差型態區分為通訊誤

差、計算誤差及觀測誤差三種型態，CQCHT 針對不同的資料

層型態歸納出七種不同之資料誤差型態，檢定2008年11月

全球探空資料顯示，錯誤型態發生最多的是觀測錯誤，其錯

誤發生比率佔錯誤總數的57.6%，亦即探空資料最可能發生

的錯誤是觀測錯誤，此類型錯誤皆不可被修正，只標示有問

題或錯誤。 

4.2 探空站自我檢查 

探空作業結束後，系統可產生絕熱圖(P,T)、高空風徑

圖及飄行軌跡圖，若有類似風速過大等不合理之錯誤資料，

可經由該等圖中查出，也可由系統列出之觀測原始資料挑檢

出錯誤之部分。 

例如，臺北2004年2月13日00Z觀測原始資料（見附

錄圖1）近地層1000hPa風速為386.4m/s，850hPa風速更高

達485.2m/s，至300hPahPa 風速也還有197.7m/s，這些出

現在中低層，甚且在近地層的超大風速，明顯與常理不合，

觀測人員於檢視風徑圖及觀測原始資料時便能輕易挑出，並

判定其為錯誤。又如花蓮2003年1月14日00Z觀測原始資

料（見附錄圖2）在200、150、100、70、50hPa等定壓層之

超大風速隨高度由105.3m/s增強到200.9m/s，然而其上下

高度之特性層風速卻都在50m/s以下，顯然那些超大風速都

是錯誤的，這可由臺北同時間同空域之風速比對而獲得確

認。 

在高空風速為0方面，舉花蓮2006 年4月12日00Z

為例，由該次觀測之原始資料（見附錄圖3）發現，由517.7hPa

開始直到80.8hPa氣球爆炸結束，風向風速都呈現一成不變

的靜風（00000），此種不合理現象觀測人員應該會判定其

為錯誤資料。 

由於觀測資料原始檔無法以人工手動進行錯誤資料之

修改，但是所編發之 TEMP 高空壓溫電碼（探空電碼）則允

許觀測作業人員將該筆錯誤資料改以「不明」（/////）編報，

以避免發送廣播之後被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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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與建議 

本文針對臺北與花蓮高空觀測原始資料進行整理，除列

出作業停工及各定壓層缺漏之日期外，並發現以下現象：(1)

花蓮無論在作業停工或各定壓層缺漏情形均較臺北為高；(2)

兩地在 1993-1997 間為探空作業缺漏現象最少的時期；(3)

夜間12Z比日間00Z較易遭受信號干擾；(4)近地層1000hPa

資料漏失情形反比850 及 700hPa 為多；(5)近幾年100hPa

高度層干擾較其上下層嚴重；(6)高空風速過大或為 0 之極

端現象集中在 2000 年以後某一時期出現；(7)部份時期

250hPa高度以上露點因設定不予計算而無資料。 

上述現象有些是作業中無可避免的，有些應可改進。對

於一些誤差集中在某些年發生的特殊現象，是否與當時裝備

狀況、程式設定、或觀測作業人員之操作經驗（例如新手）

有關，值得業務主事者進一步探究原因，了解有無避免發生

的可能。 

雖然中央氣象局資訊中心數值預報小組於日常作業中

已針對含括臺灣地區在內的GTS全球探空電碼即時資料進行

品控及修正，以做為數值預報之初始場資料，但負責對外提

供研究所需氣象觀測資料之氣象局第三組保存的僅有未經

品控之原始資料檔，若資訊中心可彙整臺灣地區探空站品控

資料，包括修正過的結果及無法肯定修正的標示資料，交由

第三組隨原始檔提供使用者參考，對於研究工作將有莫大助

益。 

此外，若各探空測站於自我檢查時發現觀測原始檔內有

錯誤資料，並在編碼時有做了修改，亦應彙整一份報表隨原

始檔送氣象局第三組，以便提供給使用者參考。目前這些由

測站修改過的電碼僅提供至GTS，資訊中心品控收到的是修

改過的電碼，但氣象局資料處理科保存的原始檔內仍是修改

前的錯誤資料。 

再者，氣象局之探空觀測雖起自1940年，但數位資料

卻直到 1985 年才開始，對氣候研究而言，二十多年的資料

似嫌不足，建議儘早開始規劃並進行 1984 年以前探空資料

數位化，以有助於氣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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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央氣象局台北與花蓮氣象站無線電探空裝備之演進概況表 

項目 
易動時間 

台 北（1972 年 3 月遷至板橋） 花 蓮 
接收系統 探空儀 接收系統 探空儀 

1955 X 日製 COM S50-L X X 
1974 芬蘭 VIASALA RS2-56T 及 RS2-76T X X 
1982 年 3 月 日本明星 D55B RS2-56T X X 

1984 年 7 月 美 Weathertromics 8065 RS2-80MB X X 
1987 年 8 月 --- --- 日本明星 MOR-22 RS2-80MB/ RS2-85MB
1988 --- --- --- RS2-80MB 

1998 --- --- 美 Weathertromics 8065 RS2-80MB 
2005 日本明星 RD-65A3 RS2-80MB 芬蘭 VIASALA RT20A RS80-67 
2010 年 7 月 --- --- 芬蘭 VIASALA MW31(GPS) RS92-SGPD(數位) 

註 1：X表示無； ---表示同上 
註 2：引用蕭長庚(2007)，並增列 2007 年以後之異動 
 
 

表 2   空軍桃園、馬公、東港、屏東、綠島探空站無線電探空裝備之演進概況表 

項目 
 
易動 
時間 

桃 園 
1952-1984 

遷移綠島 

馬 公 
1952-迄今 

恆 春 
1953-1957 

遷移東港 

東 港 
1957-1999

遷移屏東 

綠 島 
1985-迄今

屏 東 
1999-迄今

 
探空儀 

（俗稱發射機） 

接收系統 接收系統 接收系統 接收系統 接收系統 接收系統

1952 美援裝備 美援裝備 X X X X 1072-12 
1953 --- --- 美援裝備 X X X --- 
1957 --- --- --- 美援裝備 X X --- 

1958 AN/GMD-1 AN/GMD-1 X AN/GMD-1 X X RS80-15N/16N 
1985 X --- X ART-1 AN/GMD-1 X RS80-15N/16N 
1988 X 明星RD-65A X 明星RD-65A 明星RD-65A X RS80-15N/16N 

1992 X AIR X --- --- X RS80-15N/16N、MK-2 
1993 X --- X AIR AIR X MK-2 
1999 X --- X --- --- AIR MK-2 

2007 X 芬蘭 RT20 X X 芬蘭 RT20 芬蘭 RT20 RS80-67 
2012 X --- X X --- --- RS80-92 

註 1：X表示無； --表示同上 
註 2：1952 及 1953 年由大陸轉運來台之美軍軍援探空裝備型號不詳 
註 3：AN/GMD-1 為美軍制式探空裝備，其記錄器為 AN/TMQ-5 
註 4：ART-1 為 AN/GMD-1 之改良型，係運用 GMD-1 之天線，並將接收機真空管改為 IC 
註 5：部分資訊參考劉廣英(1992) 空軍氣象聯隊史蹟文獻集 

 
 

表 3   中央氣象局與空軍所屬探空站歷年觀測時間易動概況表（世界時） 
年/月 臺 北 桃 園 馬 公 恆 春 東 港 花蓮 綠 島 屏 東 備  考 

1952 03 03,15 09,21 03,15 X X X X 1.空軍曾於 1954年間

實施每日 4次觀

測，惟另 2次觀測

時間不詳 

 

2.1972 年 3 月臺北高

空觀測施放點由市

中心公園路遷至板

橋大觀路 

1957/4 00,06,12,18 00,12 06,18 00,12 00,12 X X X 

1960 00,12 --- --- X --- X X X 
1967/8 --- --- 00 X --- X X X 
1968 --- --- -- X --- X X X 

1971 --- --- 00,12 X --- X X X 
1975/6 12 00 --- X --- X X X 
1981 --- --- 12 X 12 X X X 

1982 --- --- 00,12 X 00,12 X X X 
1985 00,12 X --- X --- X 00,12 X 
1987 --- X --- X --- 00,12 --- X 

1999 --- X --- X X --- --- 00,12 

註 1：參考喬鳳倫等 1985 台灣地區氣象資料目錄之編纂，國科會 NSC74-0414-P052-02 研究報告 143 號，p26 

註 2：參考空軍氣象中心各探空站逐日高空風垂直變化剖面圖，1955-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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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北及花蓮探空各定壓層資料缺漏百分比 

定 
壓 
層 
hPa 

台北 1985-2011 年總觀測日數為 9861 天 花蓮 1988-2011 年總觀測日數為 8676 天 

00Z 12Z 00Z 12Z 
缺漏 
筆數 

缺漏 
百分比 

缺漏 
筆數 

缺漏 
百分比 

缺漏 
筆數 

缺漏 
百分比 

缺漏 
筆數 

缺漏 
百分比 

10 7537 76.43% 7983 80.96% 6069 69.23% 6917 78.91% 

20 2259 22.91% 3536 35.86% 2705 30.86% 3897 44.46% 

30 1211 12.28% 2513 25.48% 1733 19.77% 3075 35.08% 

50 575 5.83% 1854 18.80% 969 11.05% 2390 27.26% 

70 374 3.79% 1157 11.73% 665 7.59% 1672 19.07% 

100 448 4.54% 560 5.68% 1484 16.93% 1677 19.13% 

150 114 1.16% 116 1.18% 283 3.23% 319 3.64% 

200 97 0.98% 90 0.91% 235 2.68% 274 3.13% 

250 86 0.87% 89 0.90% 221 2.52% 250 2.85% 

300 215 2.18% 232 2.35% 257 2.93% 262 2.99% 

400 94 0.95% 80 0.81% 209 2.38% 214 2.44% 

500 95 0.96% 90 0.91% 214 2.44% 206 2.35% 

700 93 0.94% 83 0.84% 196 2.24% 200 2.28% 

850 95 0.96% 84 0.85% 190 2.17% 186 2.12% 

925
註
 82 1.17% 70 1.00% 187 2.66% 181 2.57% 

1000 295 2.99% 325 3.30% 243 2.77% 235 2.68% 

註：925 hPa 於 2003 年 10 月 1 日開始編報，至 2011 年觀測日數共計 7031 天 
 
 

表 5  臺北高空風大於 100 m/s（200kts）一覽表 

年份 日期 時間 定壓層（風速 m/s） 筆數

2003 07.24 00Z 30（126.5）、20（184.9） 2 
08.01 12Z 150（109.1）、100（153.5）、70（117.0） 3 
10.05 00Z 925（148.9）、850（193.2） 2 

2004 01.13 12Z 150（121.7） 1 
01.14 00Z 150（152.9） 1 

12Z 150（105.3） 1 
01.20 00Z 150（140.1） 1 
01.24 00Z 250（118.9） 1 
01.27 12Z 250（111.1） 1 
01.28 00Z 200（100.8） 1 
01.29 00Z 200（103.8） 1 
02.13 00Z 1000（386.4）、925（276.4）、850（485.2）、700（259.5）、500（379.6）

400（295.5）、300（197.7）、50（159.6） 
8 

02.29 12Z 200（105.5）、100（122.0） 2 
03.04 00Z 200（100.8） 1 
03.05 00Z 250（112.7） 1 

12Z 150（102.1） 1 
04.02 12Z 500（172.8）、300（133.5） 2 
12.31 00Z 850（166.9） 1 

2010 02.19 12Z 150（103.3） 1 
合  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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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花蓮高空風大於 100 m/s（200kts）一覽表 

年份 日期 時間 定壓層（風速 m/s） 筆數
1999 06.06 00Z 400（101.0） 1 

10.19 12Z 925（170.6） 1 
2001. 03.01 12Z 925（135.7）     1 
2002. 11.26 00Z 925（190.5）、850（186.1）、500（151.9）、400（124.7） 4 
2003 01.14 00Z 200（105.3）、150（126.0）、100（154.1）、70（177.8）、50（200.9） 5 

01.17 12Z 200（128.4） 1 
01.18 00Z 250（101.4） 1 
03.13 12Z 400（147.4） 1 
03.15 00Z 200（108.5） 1 
03.23 00Z 200 （114.4）  1 

12Z 250（104.8）、200（137.3） 2 
03.24 00Z 150（108.1） 1 
04.06 12Z 70（163.9）、50（147.7） 2 
08.29 12Z 925（244.3） 1 

2004. 12.27 12Z 100（142.1） 1 
2005 01.01 12Z 400（121.2） 1 

11.12 00Z 150（104.9） 1 
12.03 12Z 300（108.0） 1 
12.09 00Z 300（106.7） 1 

2006 01.10 12Z 400（104.7） 1 
02.21 12Z 250（104.9）、200（162.2） 2 

2007 01.18 12Z 400（128.7） 1 
04.23 00Z 200（102.6） 1 
08.12 00Z 50（134.1） 1 

合  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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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北 1985-2011 年(左)與花蓮 1988-2011 年(右)未施放探空（未作業）天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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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北 2010 年起(左)與花蓮 2005 年起(右) 100hPa 高度層干擾較其上下層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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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北與花蓮高空風速達 100 m/s 以上之次數    圖 4 臺北與花蓮高空風速為 0 m/s 之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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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表 1   1985-2011 年台北站未施放探空（未作業）日期 

 00Z 12Z 
年 天數 未 施 放 日 期 天數 未 施 放 日 期 
1985 6 9/25；10/8；10/10～13 3 9/24；10/10、12
1986 1 7/18 
1987   
1988   
1989   
1990 1 8/19 
1991   
1992 1 7/20 3 5/11；7/19、20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 5/31 2 5/30、31
1998   
1999 7 10/22～28 6 10/22～27
2000   
2001 8 9/18；12/25～31 9 6/12；12/24～31
2002 9 1/1～4；2/20；3/7、20、22；11/29 7 1/1～5；3/7、19
2003 3 1/29；10/3；12/14 2 10/3、12
2004 1 2/29 2 1/20；11/14
2005   
2006   2 10/2、4
2007   
2008 39 8/20～28；12/1～6、8～31 30 12/1～5；12/7～31
2009   
2010   
2011   
合計 76  66

 
附表 2   1987-2011 年花蓮站未施放探空（未作業）日期 

 00Z 12Z 
年 天數 未 施 放 日 期 天數 未 施 放 日 期 
1987  8 月 1 日開始正式作業 8 月 1 日開始正式作業 
1988   
1989   
1990 1 9/8 
1991   
1992   
1993 1 11/20 
1994   1 7/10
1995   
1996   
1997 2 8/15、29 
1998 59 9/7～11/4 61 9/6～11/5
1999 28 1/1～5；2/18～3/9、28；4/1、7/14 30 1/1～4、6；2/18～3/8、26、28、29；6/22；7/12、13
2000 9 8/3；9/12～15、18；10/10、31 

12/26 
4 9/11～14

2001 4 2/3、27；12/1、17 5 3/8；5/25；6/20；9/25；11/13 
2002 11 1/30、31；4/27；6/26；11/9、12/19、27～31 11 1/31；6/6、25；11/26；12/16；26～31 
2003 26 1/11、13、15、16、19、21、24、25、28、29、

31；2/3～7、11～13；3/7、8；9/19；10/4、5；12/28、
29 

25 1/4、5、14、21、27；2/2、4、5、10、11、12；3/6、
7、8；8/21；9/18、24、29、30；10/2、3、4、7；12/27、
28

2004 18 6/12～26；12/15、17、30 18 6/12～25；9/27；12/16、19、29 
2005 5 1/14；3/31；6/28；7/18；10/2 4 1/9；6/27；8/19；9/24
2006 2 2/14；6/25 4 2/8；5/16；6/16、24
2007 5 2/25；5/16；8/17；9/5；11/23 4 4/24；5/12；9/4、6
2008 2 9/6；12/19 2 6/6；9/22
2009   1 12/8
2010 3 1/29；6/25；9/19 3 3/5、10；5/27
2011   4 2/21；3/27；5/2、29
合計 176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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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台北探空 00Z 各定壓層資料缺漏日數統計表 

10 355 339 315 273 262 285 269 256 242 162 200 184 286 262 256 292 354 342 293 299 295 325 321 353 317 236 164

20 135 118 68 40 27 93 69 77 56 26 49 44 75 104 109 88 180 156 105 151 101 73 44 65 44 90 72

30 48 64 43 32 14 49 30 45 27 11 25 20 44 57 59 37 110 75 58 83 55 36 29 52 23 43 42

50 21 22 18 24 8 19 6 18 11 7 10 7 16 25 29 17 46 36 31 47 22 23 12 47 17 16 20

70 18 14 9 15 4 12 7 10 3 6 8 4 9 14 18 6 20 27 19 26 17 15 7 44 8 18 16

100 12 4 5 3 2 5 1 4   2 2 2 4 2 8  8 16 8 19 10 1 3 39 3 86 199

150 9 4     2 3   1   1   1 2 7  8 11 4 10 2 1 3 39   4 2

200 7 5 1     1   1       1 1 7  8 9 4 7 1 1   39 1 1 2

250 6 2     1 1   1       1  7  8 9 4 3 1 1   39   1 1

300 40 21 11 4 4 2 7 4     1  1  7  9 13 8 10 6 4 8 43 7 5  

400 6 1     1 1 1 1       1  7  8 9 4 2 1 1   40 4 3 3

500 7 2       1 1 1       2  7  8 9 5 1 1 2 1 40 2 5  

700 7 2   2 2 1   1       1  7  8 9 5 2  1   40 1 2 2

850 8 2 1     2 1 1       1  7  8 10 3 3 2 1 1 39 2 3  

925                       1  7  8 11 3 3    2 40 3 3 1

1000 17 4 9 6 11 13 6 11 2 8  4 6 1 20 8 15 20 7 16 12 12 16 50 12 5 4

西元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附表 4   台北探空 12Z 各定壓層資料缺漏日數統計表 

10 360 341 330 314 310 314 305 282 278 201 248 239 315 305 302 318 356 339 306 312 305 292 262 326 276 229 218

20 187 127 126 138 118 123 110 123 131 65 109 83 149 217 190 146 213 186 115 199 165 88 77 66 54 111 120

30 95 79 91 124 93 99 55 77 93 43 83 65 112 169 145 105 152 117 69 155 113 57 62 58 40 75 87

50 68 60 63 113 78 77 44 57 79 34 61 45 90 115 102 75 98 70 35 102 73 41 48 53 31 67 75

70 43 39 34 81 48 56 24 35 55 17 22 21 72 62 67 34 61 46 17 68 46 27 25 44 25 34 54

100 11 15 7 27 10 9 5 9 14 5 2 4 21 14 16 2 13 23 7 30 10 5 1 31 3 86 180

150 8 8   2 1 2 2 4 1   1 1 3  6  10 9 3 12  3 1 31 1 3 4

200 7 4       2 1 4       2  7  9 8 2 8  2   31 2   1

250 5 3   2   1   3       2  7  9 8 2 6  2   31 1 2 5

300 45 24 15 4 3 6 5 9     1  2  7  9 15 9 8 7 7 7 35 7 4 3

400 3 1         1 3       2  6  9 8 2 3  3 1 32 1 2 3

500 5 3 2   1   1 3       2  6  9 8 3 3  3   33 1 3 4

700 5 2 1         5       2  6  9 7 2 2 1 6   32   1 2

850 6           1 3       2  6  9 8 4 2 3 3   31 1 4 1

925                      2  6  9 9 3 2 1 3 1 32 1   1

1000 24 5 9 4 14 15 10 13   11 1 6 11 5 26 13 18 19 4 16 11 17 16 40 15 2  

西元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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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花蓮探空 00Z 各定壓層資料缺漏日數統計表 

10 317 244 238 212 235 190 218 233 278 281 341 364 365 335 365 365 326 287 140 127 185 209 190 165 176

20 227 13 22 59 28 66 39 34 45 70 127 279 313 126 216 305 224 117 120 74 93 86 51 95 103

30 221 6 8 30 16 31 25 19 26 31 61 199 243 79 124 170 126 79 92 52 64 64 52 59 77

50 215 6 6 14 6 12 12 5 10 17 26 108 121 40 26 63 74 56 78 39 49 48 41 49 63

70 213 3 1 6 3 4 8 2 7 7 12 79 70 21 15 29 61 46 69 34 38 33 33 33 51

100 213     2   2 1      1 3 60 37 12 4 19 48 41 121 197 200 195 167 182 192

150 213     3    1      2 59 29 9 4 14 43 34 11 10 20 12 5 14 13

200 212     2    1      2 59 28 9 4 11 34 24 7 8 12 8 5 11 10

250 212     2    1      2 59 28 9 4 11 28 18 7 10 11 9 4 9 9

300 214   2 7 5 3 2      2 59 28 9 4 18 36 27 5 7 13 7 3 12 8

400 212   2 2 1 1 1      2 59 28 9 4 12 29 18 5 6 10 7 2 5 6

500 212   1 3 1  1      2 59 28 9 4 11 27 18 6 8 10 8 1 8 9

700 212   1 1 2  1      2 59 28 10 4 12 26 19 6 4 7 3   3 8

850 212 1 2 1 1  1      2 59 28 9 4 13 26 18 6 5 6 4 1 3  

925       1      2 59 28 9 4 11 28 18 6 3 5 2 1 4  6

1000 212     2 3 1 1      2 59 28 9 4 25 33 41 9 6 5 3 1 4 7

西元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附表 6   花蓮探空 12Z 各定壓層資料缺漏日數統計表 

10 332 295 309 293 321 278 270 307 330 312 354 364 365 347 364 365 337 284 192 170 207 201 193 214 245

20 245 89 93 110 124 126 97 101 125 114 189 321 335 190 222 322 268 165 151 122 137 111 100 134 151

30 234 72 69 81 102 87 75 82 92 71 148 269 308 148 160 222 213 125 138 92 112 95 81 117 116

50 228 63 60 64 85 60 50 58 67 50 111 213 235 123 82 129 169 97 119 75 99 80 85 103 113

70 224 38 38 42 54 31 27 32 30 26 61 156 177 93 46 86 136 74 93 58 78 67 67 77 85

100 214 3 3 2 2 1 1 3 1 1 10 75 74 25 17 39 90 52 122 179 195 179 185 205 213

150 212 1   1 1    1     61 30 5 5 17 65 36 6 12 19 15 15 17 12

200 212            1     61 30 5 5 16 45 33 8 11 13 10 13 14 9

250 213     1 1    1     61 30 5 5 12 35 24 6 11 18 11 10 11 8

300 213 4 6 4 6 6 2 1     61 30 5 5 17 33 23 6 9 11 11 5 11 6

400 212 1          1     61 30 5 5 12 26 19 8 11 9 6 8 4 8

500 212 1 1     1   1     61 30 5 5 13 26 18 7 8 8 5 6 4 6

700 212 1 1   2 4   1     61 30 4 5 12 26 19 7 6 5 3 3 6 4

850 214   2   1    1     61 30 4 5 12 25 19 4 5 5 3 1 4 4

925        1 1     61 30 4 5 11 27 18 5 4 4 2 1 3 4

1000 212 2 1   2  1 1    1 61 31 4 5 28 32 37 5 4 4 4 4 3 5

西元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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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臺北各定壓層高空風為 0 m/s 之歷年（1985-2011）年份分布，「/」左右側分別為 00,12Z 次數 

 1000 925 850 700 500 400 300 250 200 150 100 70 50 30 20 10 
00/12Z
小計 

合
計

1985   0/1 0/1 0/1 0/1 0/1 0/1 0/1 0/2 0/1 0/1   0/11 11
1986       1/0   1/0 1
1987 0/1        0/1 1
1988 1/0        1/0 1
1989 1/0      1/0 0/1   2/1 3
1990 1/0      0/1   1/1 2
1991       1/0   1/0 1
1992       0/1 0/1 1/1 1/0   2/3 5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3/0        3/0 3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1/0     0/1   1/1 2
2005          
2006          
2007 1/2        1/2 3
2008 0/1        0/1 1
2009 1/0        1/0 1
2010 5/3 0/1  0/1   1/0   6/5 11
2011 16/6 3/5 0/3 0/1  1/1 2/1 1/0 0/1 2/0   25/18 43
小計 29/13 4/6 0/4 0/3 0/1 1/2 3/3 2/2 2/3 2/2 0/1 0/4 2/0   45/44 
合計 42 10 4 3 1 3 6 4 5 4 1 4 2     89

 
 
 

附表 8  花蓮各定壓層高空風為 0 m/s 之歷年（1988-2011）年份分布，「/」左右側分別為 00,12Z 次數 

 1000 925 850 700 500 400 300 250 200 150 100 70 50 30 20 10 
00/12Z
小計 

合
計

1988 0/1        0/1 1
1989          
1990       1/0   1/0 1
1991          
1992          
1993          
1994       1/0 1/0 1/0 1/0 1/0 1/0   6/0 6
1995          
1996          
1997       0/1 0/1   0/2 2
1998       0/1 0/1 0/1   0/3 3
1999          
2000   1/0      1/0 1
2001          
2002          
2003 0/1        0/1 1
2004  0/2 0/3    1/0  1/5 6
2005 0/1 13/7 12/9 0/1  2/0 0/1 0/1 1/1 1/1 1/1  29/33 62
2006 0/8 19/19 19/18 7/4 3/2 3/2 1/1 1/0 2/1 4/1 1/0 0/1 3/0 0/2   63/59 122
2007 0/8 10/15 7/11 4/7 0/3 2/2 2/0 1/1 2/0 0/1  0/1 28/49 77
2008  10/15 17/13 4/2 1/1 1/0 1/0 0/1 3/0 0/3   37/35 72
2009  12/10 13/7 4/2 0/1 1/0 1/0 1/0 1/0   33/20 53
2010  17/15 20/10 0/1 0/1  1/0 1/0 1/1 0/1   40/29 69
2011  11/11 10/10 1/4 2/0 0/1 0/1 0/1 2/1   26/29 55

小計 0/29 92/94 99/81 20/21 6/8 9/5 4/4 4/4 3/3 5/3 2/0 8/1 6/3 5/8 2/1 0/1 265/266
合計 29 186 180 41 14 14 8 8 6 8 2 9 9 13 3 1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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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臺北站 250hPa 以上定壓層露點及相對濕度無資料一覽表 

       
9/30 

以前缺 

  1/1 
以後缺

    
7/31

以前缺

10 X X ○ ○ ○ ○ ○ ○ ○ ○ ○ ○ ○ ○ ○ ○ ○ X X X X X X X X X/○ ○

20 X X ○ ○ ○ ○ ○ ○ ○ ○ ○ ○ ○ ○ ○ ○ ○ X X X X X X X X X/○ ○

30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X X X X X X/○ ○

50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X X X X X X/○ ○

70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X X X X X X/○ ○

100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X X X X X X/○ ○

150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X X X X X X/○ ○

200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X X X X X X/○ ○

250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X X X X X X/○ ○

西元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附表 10   花蓮站 250hPa 以上定壓層露點及相對濕度無資料一覽表 

      
10/5 

以前缺 
   

2/1 

以後缺

12/14
以前缺

    

10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 ○ ○ ○ ○ ○ ○

20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 ○ ○ ○ ○ ○ ○

30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 ○ ○ ○ ○ ○ ○

50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 ○ ○ ○ ○ ○ ○

70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 ○ ○ ○ ○ ○ ○

100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 ○ ○ ○ ○ ○ ○

150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 ○ ○ ○ ○ ○ ○

200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 ○ ○ ○ ○ ○ ○

250 X X X X X X/○ ○ ○ ○ ○ ○ ○ ○ ○ ○ ○/X X X/○ ○ ○ ○ ○ ○ ○ ○

西元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附圖 1  臺北 2004 年 2 月 13 日 00Z 300hPa 以下之探空資料，此等出現在中低層，甚且在近地層的

超大風速，觀測人員於檢視觀測原始資料時便能挑出，並可判定其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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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花蓮(上) 2003 年 1 月 14 日 00Z 300hPa 以上之探空資料，定壓層超大風速與其上下之特性

層風速對比顯然不正常，再與臺北(下)同時間同空域之風速比較應可確認該資料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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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花蓮 2006 年 4 月 12 日 00Z 地面至 80.8hPa 間的探空資料，由 517hPa 開始直到 80hPa 球炸

結束，風向風速都為靜風(00000)，此不合理現象觀測人員應該會判定其為錯誤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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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結合衛星微波穿透雲層直接觀測降雨及紅外線高觀測頻率的優點，將TRMM衛星之

TMI微波資料及AQUA衛星之AMSR-E微波資料結合MTSAT-1R衛星的紅外線資料，建立微波資料反

演之降雨強度與紅外線觀測之亮度溫度值兩者的關係式。以每 30 分鐘一筆的紅外線亮度溫度

觀測值，利用關係式估算即時降雨量。估算之降雨量，使用日本小島測站地面雨量觀測資料

及TRMM衛星之PR降雨雷達估算值，進行比較分析。 

結果顯示，上述方法在定性上，可成功反演出強降水區域之螺旋雲雨帶、外圍之弱降水

區域，及颱風眼之未降雨區域，但是普遍具有強降水區域低估，弱降水區域高估之現象。而

在定量降水驗證分析上，與地面雨量觀測及PR降雨雷達估算值之相關係數，最佳可達 0.79，

但亦出現相關係數不到 0.1 的個案。這有可能是受到估算值時間內插、颱風降水特性、以及

視場不均勻降水的影響。雖然，本文所提供之方法，在定量降雨估算上，尚有待後續研究提

昇其準確性，但已可提供約每 30 分鐘一筆降雨強度分布資料，達到即時估算降水之目的。 

 

 

一、前言 
1.1 動機 

現今，全球降雨觀測可以從各種儀器來獲得，

其中包括地面測站、地面雷達，衛星上的觀測資料

等。雖然台灣地區在陸地上有綿密的自動雨量觀測

站，以及涵蓋台灣及臨海地區密集的雷達觀測網，

但是影響台灣地區的天氣系統往往來自外海，因此

缺乏實際觀測資料，使得有助於預報的資料是相當

不足的；精進的方法是增加外海的觀測，但廣大海

洋地區的觀測不是傳統降雨觀測方式所能夠勝任的

（包括地面雨量筒之量測、船舶資料等），只有衛

星可以對外海之降雨系統進行觀測及追蹤，是唯一

可以穩定且長期提供大範圍降雨分佈資訊的方式。

此外，台灣地區在偏遠山區的降雨觀測站其分布密

度，相對於平地之降雨觀測網絡而言明顯不足，而

台灣地區所有土地都覆蓋在密集觀測的雷達網下，

但是在山區中氣象雷達易受地形影響，產生地物雜

訊，出現觀測上的死角。因此，利用氣象衛星觀測

範圍廣，並可提供海上觀測資料之優點，再加上其

觀測方式為由上而下之觀測，不受地形影響之特

性，消除觀測死角，使得衛星成為估算降雨量的最

佳工具。 

1.2 文獻回顧 

在大氣遙測技術中，微波與紅外線技術來比較

的話，微波的優點是以波長較長來忽略雲中冰晶和

微小粒子的信號，而使得微波可以透過雲層而觀測

雲底下的降雨狀況。衛星上所接收到的微波輻射，

主要來自地表和大氣向上輻射的貢獻，在低頻率

時，主要是利用微波的窗區頻道其輻射強度受雨滴

吸收再放射的原理，由於向上之輻射能量在傳遞過

程中，因為雨滴本身放射率與海面放射率的差異，

使得雨滴吸收與放射效應造成微波輻射量改變所發

展 出 來 的 反 演 法 稱 為 放 射 法 (Emission 

Algorithm)，適用於較弱的層狀性降雨區域；而在

高頻率時，是藉由觀測大氣中冰晶粒子及大雨滴的

散射作用使輻射量減弱的原理，不受背景輻射作用

影響，間接估算地面降雨的反演法稱為散射法

(Scattering Algorithm)。尤其是在強降水的對流

降雨區中，當對流降雨系統發展越高，使得凍結高

度層以上的冰晶層厚度增加，而高頻微波亮度溫度

就越低。因此從輻射能量的變化即可反演出降雨強

度，進一步被廣泛利用在降雨強度的反演。 

利用微波頻道估算降雨的方法，大致上可分為

物理法及統計法兩種，物理法是利用在降雨情形下

的微波輻射傳遞方程來推算降雨強度，統計法的方

式是組合所收集的衛星亮度溫度值和匹配的降雨資

料，利用統計的方式，來建立亮度溫度與降雨強度

的迴歸方程式，其特點是係數不是從輻射傳遞模式

(Radiative Transfer Equation)推導而來，而是實

際觀測資料迴歸而來。比較不同降雨反演法時，統

計反演法的優點是在特定的區域或季節有較好的降

水估算表現，並且在利用統計的特性來估算降水的

特徵時，可以忽略複雜的變數關係，藉由統計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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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特性來估計降雨，因此不需要輻射傳遞模式，

而不受模式誤差的影響。而物理反演法在建立降雨

強度與亮度溫度之關係時，亮度溫度均依照輻射傳

遞方程來計算而得，所以物理法的優點是明確了解

降雨強度與亮度溫度值的物理關係，因此可藉由研

究或實際觀測來修正關係式。 

統計法之缺點在於發展的反演法只能應用在特

定感應器。舉例來說，由SSM/I發展出來的反演法不

能應用在AMSR-E上，除非是以輻射傳遞理論為背景

的SSM/I反演法，則可以經由些微的調整應用在

AMSR-E儀器上 。而在Kidd et al. (1998)  [1]研究

中指出，統計法的缺點還有：在低降雨率時表現較

佳，而在強降雨的表現較差，因為在缺少強降雨發

生的情況下，統計法所反演的強降雨，和實際發生

的強降雨之間的關係是薄弱的。 

從微波開始使用後，就一直被氣象學者用於降

雨強度的估算。但因微波演算法時間解析度過低，

使紅外線演算法較微波演算法在長期的降雨量估算

表現較佳。Adler et al. (1993) [2]為了使演算法估算降

雨量之準確度增加，而開始結合兩種不同類型之資

料進行研究。在結合微波與紅外線遙測技術方面，

雖然紅外線與降雨關係並非具有直接性，但因其時

間及空間解析度皆較微波資料為高，所以結合微波

及紅外線資料個別優點的策略，在衛星降雨反演應

用上可獲得最大的效果。 

1.3 目的 

由於微波資料可穿透雲層直接觀測降雨情形，

使得衛星微波資料反演降水的研究，已有相當的成

果，但其缺點為微波輻射儀均搭載於繞極軌道衛星

(Polar Orbiting Satellite) 或 低 軌 道 衛 星

(Low�Earth�orbiting Satellite)，因此同一區域之觀測

頻率約為 12 小時觀測一次，時間解析度十分不足；

而地球同步衛星MTSAT-1R其優點為空間解析度高

且時間解析度為每 30 分鐘一筆，但其缺點為所觀測

的物理量為雲頂之溫度與降雨量無直接關聯，因此

結合兩衛星之優點，紅外線資料具有觀測頻率高、

空間解析度高，微波資料直接觀測降雨，兼顧觀測

降雨量之準確度及即時性，成為提供防災、救災時

所需要的重要資訊。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研究方法主要是利用Chris Kidd之累積直方圖匹

配法(cumulative histogram matching technique)來結合

亮度溫度與降雨強度，因此簡稱CHM。 

2.1 研究方法 

    衛星資料之首選為 TRMM 衛星上的 TMI 及 VIRS

資料，因為其搭載於同一顆衛星，因此為同一時間、

同一地點觀測同一系統，所以得到之關係式理論上最

為準確，但是因為 TRMM 衛星所提供之資料須由網

路下載，且其最新資料通常為兩、三天前之資料，無

法運用在實際作業，因此退而求其次，使用 AQUA 衛

星之 AMSR-E 微波資料結合 MTSAT-1R 紅外線資料，

因為在中央氣象局這兩種資料都有接收其即時的資

料，但是因為搭載於不同之衛星，因此同時觀測同一

系統之機率相當低，所以需將 AMSR-E 觀測時間之前

後各一筆 MTSAT-1R 觀測資料以時間差為權重利用

內插法，合成與 AMSR-E 觀測時間同時之 MTSAT-1R

觀測資料，再進行 Chris Kidd 之累積直方圖匹配法。

以上使用 TRMM 衛星上的 TMI 及 VIRS 資料的研究方

法簡稱 CHM-1，而使用 AQUA 衛星之 AMSR-E 微波

資料結合 MTSAT-1R 紅外線資料的研究方法簡稱

CHM-2。 

2.1.1 CHM-1 

   首先結合TMI微波反演降雨強度及VIRS紅外線亮

度溫度值，因為位於同一顆衛星，所以可視為同時間

觀測，且觀測之物體亦相同，不至於發生觀測同一地

點卻因為不同衛星之觀測角度不同而有觀測到不同

之天空狀況的情形發生。將TMI微波資料所反演的降

雨率，及VIRS所觀測之紅外線亮度溫度值結合，建立

降雨率與亮度溫度值兩者的關係式。雖然MTSAT-1R

的IR1紅外線頻道為10.20~11.20 μm，與VIRS之第4 

頻道其波長為11 μm其頻率相近，但是搭載於不同衛

星，其衛星高度、觀測角度等都不相同，故要將TMI

反演之降雨率與MTSAT-1R衛星的紅外線亮度溫度結

合，首先要建立MTSAT-1R與VIRS紅外線亮度溫度值

之關係式（如圖2.1），將幾乎每30分鐘一筆資料的

MTSAT-1R之紅外線亮度溫度值透過MTSAT-1R與

VIRS紅外線亮度溫度值之關係式，轉換為VIRS之紅外

線亮度溫度值，再代入TMI降雨強度與VIRS亮度溫度

值兩者的關係式，得到幾乎每30分鐘一筆的降雨強度

圖(流程如圖2.2)。等到下一次TRMM衛星通過時，更

新關係式，希望能更接近實際降雨強度。 

 
圖2.1 MTSAT-1R紅外線亮度溫度值與VIRS紅外線亮 

度溫度值之對照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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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CHM-1降雨量估計流程圖 

 

2.1.2  CHM-2 

    因為 CHM-1 所使用之 TRMM 衛星資料，在台灣

地區沒有即時接收之設備，均需透過網路在 NASA 網

站內下載，所得到之資料均是兩三天前之舊資料，不

符合災害防治之需求，故 CHM-2 （如圖 2.3）採用

AQUA 衛星之 AMSR-E 資料來直接結合 MTSAT-1R 之

紅外線亮度溫度值，因為此兩種資料在中央氣象局均

有即時接收，透過合作協議之方式，可獲取其即時之

衛星資料。CHM-2 之主要缺點為結合兩顆不同的衛

星，非同一時間觀測，因此有時間和空間之誤差，所

以利用 AMSR-E 觀測時間之前後兩筆 MTSAT-1R 之紅

外線資料，以時間差為權重，使用內插法得到 AMSR-E

觀測時間之 MTSAT-1R 之紅外線亮度溫度值，來結合

AMSR-E 資料反演之降雨率，得到兩者之間的關係

式，期望能降低誤差。再利用後續每 30 分鐘一筆

MTSAT-1R 之紅外線亮度溫度值透過此關係式，得到

降雨強度分布圖。等到下一次 AQUA 衛星通過時，更

新關係式，希望更接近實際降雨強度。 

 
圖 2.3 CHM-2 降雨量估計流程圖 

 

2.2 進行步驟 

以 2009 年莫拉克颱風為例進行說明:     

2.2.1 CHM-1 

(1)運用一筆通過北緯10~30度，東經110~140度之TMI

微波資料，利用其降雨率演算法，求取其降雨強度

(TMI_RR)，再將微波資料反演之降雨量重新取樣

(resampling)，解析度由9.1 km取樣為10 km（0.1度，

一個網格點）。 

(2)使用同一路徑之VIRS紅外線資料，先將紅外線資料

之亮度溫度重新取樣，解析度由2.2 km取樣為10 

km（0.1度，一個網格點），然後利用Tb11-12 >4.5 

K 且Tb11 < 218 K 之條件來判定該區域是否受到

卷雲影響，若受影響則剔除該筆資料，以除去卷雲

之影響，再接下來計算每一個網格點中的VIRS資

料其亮度溫度之標準差，若亮度溫度標準差≧

8K，則判定該點為視場不均勻之網格點，再將該

點資料剔除，以去除視場不均勻之問題(beam filling 

error)。  

(3)將重新取樣後，相同網格點的微波估算之降雨量及

VIRS紅外線資料進行結合。 

(4)由衛星微波資料演算而得之降雨強度，由零到最大

依序排列，形成降雨強度直方圖（如圖2.3），並

計算其出現機率且進行累加，使得降雨強度由零到

最大其累加機率介於0與1之間，形成降雨強度累積

直方圖（如圖2.4）。 

(5)由去除卷雲影響及不均勻視場後的VIRS紅外線資

料由亮度溫度值最高者依序排列到最低者，形成亮

度溫度直方圖（如圖2.5），同樣計算其出現機率

並進行累加，使得亮度溫度由最高到最低之累加機

率介於0與1之間，形成亮度溫度累積直方圖（如圖

2.6）。 

(6)運用Kidd之累積直方圖匹配法，將兩者之累加機率

相同者做匹配，得到一個紅外線亮度溫度值與降雨

強度之關係圖（如圖2.7），且其關係為較低之亮

度溫度對應到較大之降雨強度。 

(7)將最新之MTSAT-1R紅外線資料帶入MTSAT-1R與

VIRS之關係式(如圖2.1)，透過此關係式轉換為相對

於VIRS之亮度溫度值，才將此資料代入VIRS與降

雨強度之關係式，而得出每30分鐘一次之降雨強度

分布圖。 

 
圖2.3 2009/08/05 0530 UTC莫拉克颱風由微波資料反

演之降雨強度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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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2009/08/05 0530 UTC莫拉克颱風之降雨強度累

積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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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2009/08/05 0530 UTC 莫拉克颱風之紅外頻道亮 

度溫度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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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2009/08/05 0530 UTC莫拉克颱風之紅外頻道亮

度溫度累積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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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紅外線亮度溫度值與 TMI 所估算之降雨強度值

之對照關係圖 

2.2.2 CHM-2 

(1)本研究考量相同的解析度及可用頻道，使用經由處

理後的（內插）二級產品AE_L2A，其最新版本為

V08版。產品的空間解析度為21 km（表示為

AE_L2A.Res3），而將其重新取樣為 25 km （ 0.25 

度，一個網格點），使用AMSR-E降雨率演算法，

求取其降雨強度(AMSR-E_RR)，並形成降雨強度直

方圖及降雨強度累積直方圖。 

(2)利用AMSR-E觀測時間前後兩筆之MTSAT-1R紅外

線資料，使用內插法求出AMSR-E觀測時間之紅外

線亮度溫度值，再從新取樣由解析度4km取樣為

25km（0.25度，一個網格點），並形成亮度溫度直

方圖及亮度溫度累積直方圖。  

(3)運用 Kidd 之累積直方圖匹配法，將兩者之累加機

率相同者做匹配，得到紅外線亮度溫度值與降雨強

度之關係圖。將後續之 MTSAT-1R 之紅外線資料代

入此關係式，而得出每 30 分鐘一次之降雨強度分

布圖。 

三、分析結果 
    本文以不同大小之網格點解析度進行估算降雨

強度過程，並使用TRMM衛星之PR降水雷達近地面

降雨資料及日本南方島嶼測站累積降雨資料來驗證

衛星資料反演降雨量的結果，期望能證明此方法能

準確估算降雨強度，並找出何種大小之網格點其結

果較能接近真值。 

3.1 定性分析 

    使用 2007 年柯羅莎颱風之衛星資料以進行估算

降雨強度，並使用TRMM衛星之PR降水雷達近地面

降雨資料，來進行比較。 

    柯羅莎颱風發展期間，TRMM衛星共掃描過柯

羅莎颱風 3 次，其軌道號碼分別為 56299（如圖 3.1）、

56304（如圖 3.2）、56330（如圖 3.3），其中圖 3.1

顯示本文反演降雨強度之方法可明確反演出螺旋雲

雨帶之位置及颱風眼之位置，但是強降雨區其降雨

強度明顯低估。而圖 3.2 顯示反演降雨強度之方法可

大約反演出降雨區之位置，圖 3.3 顯示反演降雨強度

之方法可明確反演出螺旋雲雨帶之位置及颱風眼之

位置，且其降雨強度與PR雷達觀測值相近。 

 
圖 3.1 2007 年 10 月 3 日 0940-0946 UTC 降雨強度分 

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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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2007 年 10 月 5 日 0113-0122 UTC 降雨強度分 

布圖 

 
圖 3.3  2008 年 9 月 25 日 2044-2053 UTC 降雨強度 

分布圖 

3.2 定量分析 

    使用 2007 年柯羅莎颱風之衛星資料進行估算降

雨強度，並使用TRMM衛星之PR降水雷達近地面降

雨資料及日本南方島嶼測站累積降雨資料，來進行

比較。 

3.2.1 以PR降水雷達近地面降雨資料為真值 

    因PR降水雷達之水平解析度為 5 km，而本研究

之水平解析度為 10、25、50 km，所以本研究之網格

點內會有 4 ~ 100 筆PR降雨雷達之觀測資料，因此若

網格點內之降水雷達其觀測降雨資料若是不均勻降

水其相關係數越差，而降雨資料若是越均勻其相關

係數越好。此現象隨著解析度增加而有相關係數降

低之現象。2007 年柯羅莎颱風如表 3.1 及 3.2。 

表 3.1 以CHM-1 反演科羅莎颱風之降雨強度與PR所

得降雨強度之分析 

 
表 3.2 以CHM-2 反演科羅莎颱風反演之降雨強度與

PR所得降雨強度之分析 

 
3.2.2 以日本南方島嶼測站累積降雨資料為真值 

    基於海面上缺乏降雨量資料，因此利用島嶼測

站來取代，搜集 2007 年柯羅莎颱風通過期間沖繩縣

附近 11 座島嶼測站雨量計所提供每十分鐘一筆降雨

觀測資料，本研究使用島嶼測站 1 小時累積降雨量

來進行定量驗證，在整個颱風通過期間，每 30 分鐘

產生一筆對照資料，累積成對照圖（如圖 3.4），兩

者之相關係數為 0.536，可是還是顯示有弱降水高

估，而強降水低估之現象。 

R2 = 0.2873

R = 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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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007 年柯羅莎颱風通過島嶼測站時衛星資料反

演之降雨強度與島嶼地面雨量計之累積雨量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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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整體結果分析 

    定性驗證結果，估算降雨強度可以掌握降雨區

域之分布，甚至是降水強度較強之螺旋雲雨帶和不

會降水之颱風眼均可明顯標示，但是有明顯的低估

降雨強度之現象，而且反演之降雨強度與真值之關

係會因為關係式而有明顯的變動。 

    定量驗證結果柯羅莎颱風之相關係數可達 0.5，

導致相關係數不佳其可能原因如下: 

(1) MTSAT 衛星與 TRMM 衛星和 AQUA 衛星之觀測

時間不同，導致有時間差出現，雖然使用時間差

為權重，將 MTSAT 降雨強度圖內插出微波儀器

觀測時間之降雨強度圖，但是畢竟還是模擬而

得，存在一定程度之誤差，且颱風為一個會平

移、會旋轉的系統隨著時間差的增加，差異程度

越大。而且以 PR 降雨強度為真值，僅能驗證 PR

降雨強度大於 0.7mm/hr 的地區，為相關係數不佳

的原因之ㄧ。 

(2) 求出 MTSAT-1R 之紅外線亮度溫度與微波資料反

演之降雨強度兩者的關係式，再利用後續時間的

MTSAT 紅外線資料帶入此關係式而得到降雨強

度，因此是以紅外線資料為基礎，而紅外線資料

所觀測之資訊為雲表面特徵，與降雨較無直接的

關聯，為了融合密集觀測之優點，犧牲部分準確

度是無可避免的。 

(3) 所使用的降雨強度演算法均為統計法，在低降雨

率時表現較佳，而在強降雨的表現較差，因為在

缺少強降雨發生的情況下，統計法所反演的強降

雨，和實際發生的強降雨之間的關係是薄弱的。 

四、結論與展望 
4.1 具體結果 

   本研究結合衛星微波資料反演之降雨強度與紅

外線資料之亮度溫度，進行即時降雨強度之估算，得

到之結果如下： 

(1) 可以即時反演出降雨區域，甚至是螺旋雲雨帶及

颱風眼之位置，由於每 30 分鐘可得到一筆觀測

資料，因此對於颱風中心之定位有所幫助，而且

可以得到海上之降雨區域之分布，降雨強度之大

小，對於防範災害之工作有所助益。 

(2) 所運用的微波反演降雨強度反演式是針對颱風

所發展出來的，因此，若更換反演式使用針對梅

雨鋒面或是使用物理法所發展出來反演式，即可

針對梅雨鋒面或其他降雨現象做即時之觀測。 

(3) 所運用的微波反演降雨強度反演式統計法，因此

有高估弱降水，低估強降水之現象，而且網格點

之解析度越低，此現象越明顯。 

(4) 每次衛星微波所觀測之範圍有限，若能涵蓋各種

強度之降水現象，則該次之觀測與紅外線資料所

發展出來的關係式，其用來反演降雨強度較能接

近真實狀況，反之，若未能涵蓋各種強度之降水

現象，則該次之觀測與紅外線資料所發展出來的

關係式，會影響反演結果，與真實狀況之差異變

大。 

4.2 未來展望 

   對本研究而言仍然有許多未克服之問題，例如

同樣之亮度溫度可能是層狀降雨，亦有可能是對流性

降水，其降雨強度就大不相同，可是本文卻無法分辨

此種差異。而且單一顆衛星只有兩次之觀測次數，以

此與紅外線資料匹配得到之關係式，無法掌握天氣系

統之日夜變化，惟有增加其他衛星之微波觀測資料，

方可解決此問題。目前能即時使用 Aqua 上的 AMSR-E

資料，未來若是能搭配日本 AMSR 微波資料，或是增

加其他衛星之微波觀測資料，對於估算降雨強度及監

控颱風生命期的發展，相信會有更好的結果。 

    由於微波衛星之時間解析度低，且就一顆衛星

而言，同一區域之觀測頻率一天最多兩次，最差可

能不到一次，而且當次的觀測可能僅觀測到部份降

雨，而大部分之降雨在觀測範圍之外，如此觀測結

果所獲得之關係式，其效果會因此而有相當大的差

異程度，因此將嚴重影響降雨之結果，為此需求得

一個較穩定之關係式，故未來將以作業校正法 

(operational calibration) 或 歷 史 氣 候 校 正 法

(climatological- historical calibration)來修正關係式。作

業校正法為使用從當天（d日）到 4 天前（d-4 日）

的資料，並且利用[d1.0，(d-1)0.8，(d-2)0.6，

(d-3)0.4，(d-4)0.2]此線性權重函數方程式，來使紅

外線亮度溫度值與被動式微波演算之降雨率之間有

一個穩定的關係。歷史氣候校正法為使用前一年的d

日的 2 天前到 2 天後的資料，並且利用一個權重函

數方程式((d-2)0.6，(d-1)0.8，(d)1.0，(d+1)0.8，

(d+2)0.6)，來使紅外線亮溫與被動式微波演算之降

雨率之間有一個穩定的關係。同時比較作業校正法

與歷史氣候校正法分別在何時使用較能接近實際降

雨。

［1］Kidd, C., Kniveton, D.R., Barrett, E.C.,“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tatistically derived–empirically 

calibrated passive microwave algorithms for rainfall estimation,＂ 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Vol. 

55, Issue 9, pp. 1576–1582,1998. 
［2］Adler, R. F., Negri, A. J., Keehn, P. R., and Hakkarinen, I. M.,“Estimation of monthly rainfall over Japan and 

surrounding waters from a combination of low-orbit microwave and geosynchronous IR data,＂J. Appl. Meteor., 
Vol.32, pp.335-356,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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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氣象局氣象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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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模式（簡稱 CWBGFS）為 T319L40（水平解析度度約 0.375

度經緯度，垂直解析度 40 層，sigma 坐標），隨著超級電腦的升級，將於 2013 年提升至

T512L60（水平解析度度約 0.234 度經緯度，垂直解析度 60 層，sigma-pressure hybrid 

坐標，簡稱 T319L60），模式的頂層將由原來的 1mb 提高至 0.1mb。除了模式解析度的提

高之外，還做了一些模式動力、物理及植入虛擬颱風資料模組的調整，包括水平擴散

(horizontal diffusion）模組、模式頂層的牛頓冷卻（Newtonian cooling）模組、地形重力波

拖曳(orographic gravity wave drag)模組、行星邊界層模組等。未來(2014 年)也將加入非地形

重力波拖曳(non-orographic gravity wave drag)模組。最終(2015 年)將模式的動力架構改變為

semi-lagrangian，而分析模組也將改為 gsi-ensembel hybrid 分析系統，同時將納入更多未始

使用的衛星資料。 

目前已完成 T319L60sp 的平行測試，該模式於分析資料品質較佳之 post run 環境下，

經過 2011 年 2 月至 5 月共 3 個月的平行測試，整體 CWBGFS T319L60sp 的執行成效相當

良好，從第 5 天預報的垂直各層高度距平相關(anomal correlation)得分顯示比作業模式高。

至於 semi-lagrangian 模式的發展，目前也已完成鋼體旋轉(solid-body rotation)及淺水方模式

測試，而 gsi-ensembel hybrid 分析系統也完成單點資料的測試。 

 關鍵詞: 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 

 

一、 前言 
目前中央氣象局作業中的全球預報作業系統（簡稱

CWBGFS），該系統的資料同化方法於 2010 年 7 月之前

使用 3-D VAR 分析方法，之後便改為 GSI 分析方法。而

預報模式的動力架構為三角形截斷波譜模式，於 2011

年至今，其水平解析度為 T320（0.5 度經緯網格），垂

直採用 座標，解析度有 40 層，使用半隱式時間積分

及跳蛙法，時間積分間距為 225 秒，為使模式積分穩定

分別採用 8 階水平擴散係數及 Robert 時間過濾方法，而

模式所使用的物理參數化方法計有（1）地表通量參數

化：參考 Businger et al.（1971），以相似理論經驗式估

算地表通量，（2）土壤模式：參考 Mahrt and Pan（1984）

發展之二層土壤模式，預報二層土壤溫度及單位體積含

水量，同時預報植物表面承水量，（3）大氣垂直紊流

混合參數化：考慮非局部（nonlocal）紊流通量之一階閉

合邊界層參數法(Troen and Mahrt 1986)，（4）淺積雲對

流參數化：採用 Li （1994）提出之方案，詳細說明及

測試可參考 Li and Wang（2000），（5）積雲對流參數

化：Pan and Wu（1995）的簡化 A-S 積雲對流參數法

（Simplified Arakawa- Schubert scheme），（6）網格尺度

降水參數化：採用 Zhao and Frederick(1997)提出之預報方

案，預報雲水（雲冰），並透過雲物理過程決定降水，

（7）重力波拖曳參數化：依據 Palmer el al.（1986）提

出的概念為基礎，（8）輻射參數化：短波及長波輻射

模式均建立在二向式(two-stream)之計算結構，但長波方

面使用 Fu et al.（1997）的二向\四向混合法以提高其精

確性。關於大氣氣體吸收係數與雲光學特性的參數化乃

參考 Fu an Liou（1992；1993）。 

本文共分三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為模式現

況，介紹作業中的預報模式 T319L40(垂直為 sigma 坐

標共 40 層)與改進後的預報模式 T319L60(垂直為

sigma-pressure hybrid 坐標共 60 層)的模擬結果及比

較，第三節則敘述 CWBGFS 系統的未來發展。 

 

二、 CWBGFS 之現況 
在前言已簡單敘述作業中的 CWBGFS T319L40 之

現況，相較於世界其他國家作業中心的作業模式(表一)

相對落後很多，為加強 CWBGFS 的競爭力，該系統於

2012 年進行相當多的改進，本文綜合整理該預報系統於

最近的改進，包括：（1）加入減少緯度圈之東西向網

格點數目（reduce Gaussian grid）選項，（2）提升預報

模式的解析度，由原來的 T319L40 提高至 T319L60，垂

直坐標由 座標改為 -P 的 hybrid 坐標，垂直層數也

由 40 層提升至 60 層，模式層頂由 1mb 提高至 0.1mb，

（3）將水平擴散(horizontal diffusion)由 8 階(4-order)改為

4 階(8-order)，（4）將模式第一層的牛頓冷卻(Newtonian 

cooling)由 4 階(2-order)改為 2 階，（5）調整物理過程中

的重力參數化，(6)增加 GSI 模組中同化衛星資料的種

類。GFS T319L60 -P 模式在 postrun 的環境下，經過

數個月的平行測試，顯示整個 GFS 系統的執行相當穩

定，且成效優於現行的作業模式 T320L40，圖 1 及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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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顯示 2012 年 7 月份兩個模式的北半球 500MB 與海

平面氣壓的第 4、5 天距平相關(AC)得分。 

圖 3 則是 2012 年 10 個颱風個案的路徑誤差比較，

大致上 T319L60 於前 72 小時的路徑誤差小於 T319L60，

但之後的 96 及 120 小時預報誤差則大於 T319L60。 

三、 GFS 未來的發展 

相關的研發改進工作正在配合新超級電腦的建置

而積極地展開中，在第一期新超級電腦建置完成的第 2

年 (2013 年 ) ， 預 報 模 式 將 提 升 其 水 平 解 析 度 至

T512L60(水平解析度度約 0.234 度經緯度)，同時物理參

數模組中的土壤模式及 Raylei friction 模組也將被 Noah 

地 表 模 式 及 Nonorographic gravity wave drag 

parameterization 所取代。另外 GSI 分析模組也會新增同

化 2 個新的衛星資料(AIRS(AQUA),  IASI(METOP-A))。 

其次，GFS 小組也正積極引進美國 NCEP 新一代的

GSI 分析模組，該模組具有結合分析與系集預報的功

能，被認為對於提升預報準確有極明確的貢獻，目前該

模組已經成功地引進並完成單點資料的測試，希望能夠

在 2014 年上線作業。另外有關模式的動力架構，也將

由原來的波譜方法改為 semi-lagrangian 方法，該數值方

法的發展是採自行發展的方式進行，在原有 CWBGFS

預 報 模 式 的 架 構 下 去 變 更 ， 目 前 已 完 成 鋼 體 旋 轉

(solid-body rotation)及淺水方模式測試，該預報模式希望

能夠在 2015 年上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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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2 年 7 月預報模式 T319L60 與

T319L40 之北半球 500mb 高度場距平(AC)
於第 4 天及第 5 天的得分 

圖 2: 2012 年 7 月預報模式 T319L60 與

T319L40 之北半球 500mb 高度場距平(AC)
於第 4 天及第 5 天的得分 

圖 3:預報模式 T319L60 與 T319L40 於

2012 年 10 個颱風個案之路徑預報誤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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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衛星觀測資料具備時間的連續性與空間的全球性，已成為數值天氣預報系統資料同化的重要觀測資料來

源，根據世界主要數值預報中心的經驗，其中的新一代微波探空儀 A( AMSU-A)的亮度溫度觀測是衛星觀測資

料中對全球數值預報模式的預報成效有最顯著的貢獻者。本文將探討 AMSU-A 亮度溫度觀測資料的同化及其

對中央氣象局作業之全球數值預報系統分析及預報的影響，研擬其同化策略以提升預報成效。結果顯示對目前

作業系統而言，AMSU-A 平流層頻道及窗區頻道的同化率較對流層頻道低，且與背景場的平均誤差也較大；增

加 AMSU-A 的同化對分析場的影響以 100hPa 以上的平流層最為明顯，對流層的部分南半球較北半球的影響明

顯，以南極地區最明顯；以探空資料檢視分析場顯示上對流層至平流層有較大的誤差，且 AMSU-A 資料的同

化強化了近地層冬半球偏暖、夏半球偏冷的偏差。以 NCEP 分析場檢視分析場顯示在傳統探空資料較匱乏的南

半球地區，風場東西分量的平均誤差時間序列呈現由平流層向下傳遞至對流層的異常誤差分布型態，這主要是

平流層頻道資料的同化所造成；對預報的影響則新增 AMSU-A 的同化對北半球的預報成效為持平，南半球則

略偏負效應；取消平流層 AMSU-A 頻道的同化對南、北半球的預報成效均略有提升。 

關鍵字：AMSU-A 衛星觀測資料，資料同化，全球數值天氣預報 

 

一、 前言 

數值天氣預報模式根據大氣運動與物理原理由

數值資料同化提供的初始分析場來進行未來大氣狀

況的預報，因此要提升數值預報的預報成效除了加強

數值預報的動力及物理之外，初始分析場品質的提升

也是非常重要的。初始分析場的品質決定於分析的方

法以及觀測資料，自 1950 年代數值天氣預報開始發

展以來，分析方法與觀測資料也不斷的改善。分析方

法從逐次修正分析法、最佳客觀分析法、變分分析法

到目前世界各主要數值預報中心均積極發展的系集

卡爾曼濾波器(Ensemble Kalman Filter)資料同化法及

其與變分分析合成的混合分析法(Hybrid 

Variational-Ensemble Data Assimilation) ，不斷改善精進。

觀測資料也由早期以傳統探空、高空風、地面、船舶

等等觀測資料為主，進展到飛機、衛星導出風，到衛

星輻射觀測資料以及 GPSRO 掩星觀測資料，觀測技

術日益進步，資料量不斷增加。對資料同化而言如何

妥善運用各類觀測資料以提升初始分析場的品質，提

高數值預報模式的預報成效是最重要的課題。 

衛星由太空觀測地球系統各個地區的輻射，可以

不分日夜、不侷限於地形、國界，定時進行觀測，因

此衛星觀測資料具備時間連續性與空間全球性的特

質，在數值資料同化進入變分分析法後，可以直接同

化各類衛星觀測資料之後，近年來已成為數值天氣預

報資料同化重要的觀測資料來源，尤其對傳統觀測資

料分布匱乏的沙漠、高山及廣大洋面而言，衛星觀測

資料更是扮演重要的角色。新一代的微波探空儀

A(AMSU-A；Advanced Microwave Sounding Unit-A)最早

搭載於美國 1998 年 5 月發射的 NOAA15 繞極衛星，

目前搭載此儀器且觀測資料仍可用的衛星尚有

NOAA18、NOAA19、AQUA 以及歐洲的 METOP-A 衛

星。AMSU-A 儀器的設計目的是探測大氣溫度的垂直

結構，藉由數值同化變分分析可以直接同化此觀測資

料，在世界主要數值預報中心如歐洲中期預報中心、

美國海軍等的作業應用上均顯示 AMSU-A 觀測是各

類衛星資料中對提升數值預報成效最為顯著的。 

中央氣象局作業全球數值預報系統的資料同化

系統採用自美國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tion；NCEP)的三維變分分析系

統 –格點統計內插分析系統(GSI；Grid Statistic 

Interpolation system，Wu et al. 2002)，目前同化的資料

以傳統觀測資料為主，衛星資料的部分僅同化衛星反

演風、GPS-RO 掩星以及 NOAA15 衛星 AMSU-A 亮度

溫度觀測資料(陳等，2000)，因此加強衛星觀測資料

的同化以提升數值預報的成效是目前系統發展的重

要課題。 

本文的目的在探討 AMSU-A 衛星觀測資料的同

化對中央氣象局全球數值預報系統的影響，以擬定作

業的同化策略。第二部分為 AMSU-A 觀測資料的同化

實驗，第三部分為 AMSU-A 平流層頻道資料的敏感性

測試，最後為結論與討論。 

二、 AMSU-A 觀測資料的同化實驗 

(一) 全球數值預報系統 

本研究使用中央氣象局作業的全球數值預報系

統進行各項測試，預報模式為解析度 t320l40 的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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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水平解析度約 42 公里，垂直 40 層採用 σ 座

標(陳等，2011)，模式頂為 1hPa。資料同化部分採用

自 NCEP 引進的三維變分分析系統 – 格點統計內插

分析系統。作業為 6 小時同化更新，也就是進行同化

分析時採用前 6 小時的 6 小時預報作為分析的初始猜

測場，觀測資料部分目前同化的資料包括探空、高空

風、飛機、ECMWF 格點資料及颱風期間颱風虛擬資

料，衛星資料的部分則包括衛星反演風、GPS-RO 掩

星以及 NOAA15 衛星 AMSU-A 觀測資料(陳等，

2000)。 

(二) AMSU-A 觀測資料 

AMSU-A 現為美國航空及大氣總署(NASA)繞極

衛星 NOAA15-19 及歐洲氣象衛星發展組織

(EUMETSAT)繞極衛星 METOP-A 搭載的微波探空儀。

繞極衛星在離地表 800 公里左右的高度繞地球運行，

繞地球一圈約需 90 至 120 分鐘，因此一天對同一地

區可以有兩次的觀測；觀測方式為垂直衛星運行方向

進行掃描，形成寬幅為 1650 公里的帶狀觀測，而由

於地球由西向東的自轉，衛星每繞地球一圈帶狀觀測

區會向左偏移經度 20 度左右，因此觀測資料的分布

如圖一(a)所示，其中不同的顏色代表以小時為單位不

同時間的觀測。 

AMSU-A 所觀測的不同於一般觀測溫度、風、溼

度等氣象要素，而是所謂的亮度溫度，同化的方式必

須借助變分分析法中的觀測運算子，藉由輻射傳遞方

程轉換背景場微量度溫度，以得到背景場與觀測亮度

溫度的差值，來同化不同於分析變數的衛星亮度溫度

觀測資料。AMSU-A 共有 15 個觀測頻道，水平解析度

約為 50公里。各頻道權重函數(weighting function)

如圖二所示，表一列出各頻道的觀測中心頻率、權重

函數峯值所在垂直位置，依各頻道權重函數峯值

(peak)位置可將其分成三組：頻道 1-4 及 15 峯值接

近地表，為窗區頻道，AMSU-A 偵測到的輻射主要來

自近地層大氣及地表的輻射，受地表特性的影響很大；

頻道 5-8 的峯值位於對流層，輻射主要來自對流層大

氣，為對流層頻道；頻道 9-14 峯值在平流層，輻射

主要為平流層大氣的貢獻，歸類為平流層頻道。根據

歐美及日本各數值預報中心的經驗，同化窗區頻道及

平流層頻道分別因對地表特性了解有限及平流層預

報偏差較大，困難度較高。 

以作業版系統做為控制組實驗，藉由個案來了解

同化各別衛星的 AMSU-A 觀測資料對分析的影響。個

案為 2009 年 12 月 1 日 12Z，分別進行增加 NOAA18、

METOP-A 及 AQUA 衛星的觀測資料的實驗。圖一(a)(b)

分別為作業版所同化的AMSU-A及新增的AMSU-A觀測

資料的水平分布。同一時間不同衛星的資料分布是錯

開的，新增 AMSU-A 觀測資料可以彌補原本觀測資料

分布稀疏地區的大氣狀況。 

圖三為σ=0.3847、接近 400hPa，約為頻道 6(表

一)權重函數峯值所在高度層，各實驗與控制組分析

場的差值分布。基本上分析差植的分布與圖一(a)各

衛星觀測資料的分布一致，比較不同實驗的分析差值，

在資料位置重疊地區，觀測資料對分析的影響是一致

的，例如衛星 METOP-A 及 AQUA 在西經 120-180 度間

帶狀觀測區分析差值的正負配置、衛星 NOAA18 與

METOP-A、AQUA 在澳洲東方及東南方一帶的資料重疊

的正負配置為一致，代表各衛星觀測資料對分析場影

響是一致的，顯示資料的可信度，且對觀測資料較缺

乏的廣大洋面的分析有一定程度的影響，差值介於

-1.3 到 1∘間，對中、高緯度地區的影響較低緯地

區明顯。 

(三) 平行測試 

初步的實驗設計是以目前的作業做為控制組實

驗(實驗 pcntl)。同化實驗則是參考 NCEP 目前同化

AMSU-A 觀測資料的策略，包括同化的頻道及觀測誤

差，增加上述三衛星 AMSU-A 觀測的同化(實驗

p3amua)。各衛星頻道的使用如表二。測試時間為北

半球的冬季 2009年 12月 1日至 2010年 1月 15日，

以 12月 16日至 2010年 1月 15日的結果進行預報成

效的校驗。 

圖四為 2009 年 12 月 16 日至 2010 年 1 月 15 日

平均實驗 pamua 與 pctl 溫度及風東西分量分析場差

值的緯向平均垂直剖面圖。溫度差異顯示主要的差異

出現在 100hPa 以上的平流層以及高緯度地區，高緯

度地區對流層也有明顯的差異，南極地區的差異最為

明顯，南半球中緯度的對流層亦有一些差異，相對而

言北半球中緯度地區的差異就較不明顯，無法顯示在

平均圖中，可能原因是北半球有較完整的傳統探空觀

測資料。AMSU-A 亮度溫度觀測主要影響的是溫度場

的分析，風場的影響主要來自分析系統中背景場誤差

所提供的質量場與風場間平衡關係調節而來，因此圖

(b)風場東西分量的差異同樣顯示 100hPa 以上的差

異最為明顯，且範圍低至 200hPa，且南半球

300-500hPa 間的對流層也存在風場的差異。圖五為

探空觀測資料與分析場北、南半球垂直各層溫度及風

場東西分量觀測資料與分析場的平均偏差及均方根

誤差。溫度的部分，南北半球的偏差均顯示分析場在

對流層頂附近有明顯的偏暖，近地層則正逢冬季的北

半球偏暖，逢夏季的南半球偏冷，AMSU-A 觀測資料

的同化強化此偏差；溫度最明顯的偏差出現在平流層，

AMSU-A 觀測資料對此下平流層嚴重偏暖情形略有

改善。溫度均方根誤差則顯示 250hPa 以上各層誤差

有較大的差異，300-700hPa 間的均方根誤差變大，南

半球尤其明顯。風場的部分與溫度場呼應，150hPa 以

上各層均方根誤差變大。因此，AMSU-A 資料的同化

使得上對流層至平流層的分析與傳統觀測資料有較

大的差異。圖六是南半球分析風東西分量場與 NCEP

的分析場平均誤差的時間序列，實驗 pctl 的分析與

NCEP 的分析差異在上對流層及平流層較明顯，實驗

pamua 的偏差明顯更大且呈現隨時間由上往下傳的誤

差分布異常情形，北半球並無此情形(圖為示)。 

上層大氣分析場的差異對預報的影響並不明顯，

由圖七南、北半球 500hPa 高度場以 NCEP 分析場為校

驗場，1 到 5 天預報的平均距平相關顯示北半球實驗

pamua 與 pctl 的幾乎一致，但南半球的 5 天預報實驗

pamua 較 pctl 略差，顯示增加觀測資料的同化反而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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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了預報成效。 

三、 平流層頻道的敏感性測試 

衛星儀器由外太空向下偵測地球輻射，觀測到的

輻射是地面及整層大氣輻射的積分結果，資料本身具

有明顯的偏差，必須做偏差的修訂(bias correction)。模

式預報系統性誤差明顯的平流層，往往增加偏差修訂

的困難度，而影響資料同化的效果，因此不同的數值

預報系統必須仔細分析並調整其同化策略。相較於傳

統觀測資料，衛星觀測資料的同化較為複雜，如果同

化的方式不恰當，大量衛星觀測資料的同化不但對數

值預報成效沒有幫助，可能影響模式的預報成效。 

圖八(a)是 NOAA18 平均各頻道的觀測與背景場

亮度溫度差的平均偏差，尚未偏差校的平均偏差(黑

點)顯示各頻道均有一定的偏差值，其中又以權重函

數峯值近地面的頻道 1、2 及平流層頻道 12 的最大，

尤其頻道 12 偏差值將近 7°，違背變分分析中觀測誤

差及背景場資料為無偏差的基本假設。事實上，平均

偏差所呈現的系統性誤差來源可能是觀測本身的誤

差、背景場以及觀測運算子中輻射傳遞方程的簡化造

成背景場轉換成亮度溫度過程中引進的誤差，必須做

偏差修正才能有效的發揮衛星觀測資料的功能。GSI

對衛星觀測資料偏差修定的方法分為兩部分，一為掃

描角偏差修訂，一為氣團偏差修訂，主要是做觀測資

料及觀測運算子的偏差，修訂過的偏差如圖八(b)符號

X 所示，所有頻道的平均偏差均非常接近 0，代表修

訂後幾乎沒有偏差，但當背景場也有明顯偏差時，可

能被視為觀測資料及觀測運算子的偏差來修訂，使觀

測資料無法發揮其功能。圖八(b)為各頻道的平均同化

率，同樣顯示相對於多數對流層頻道同化率接近

100%而言，窗區頻道(1-4及15)之同化率介於60-70%，

對流層頻道 5 之同化率也是較低的，約為 70%，平流

層頻道的同化率頻道 10、11 約為 90%，頻道 12 則約

為 50%，而權重函數峯值接近模式頂(表一)的頻道 13

則幾乎完全被排除。因此，窗區頻道及平流層頻道的

同化可能較為困難。 

前一節所討論的同化 AMSU-A 觀測後，分析風

場與探空觀測結果較不一致，且相對於 NCEP 的分析

場的時間序列顯示的異常情形，是否與平流層頻道的

同化有關，又是否影響預報的成效，為此進行了實驗

poff9to13，即關閉所有平流層 9-13 頻道的同化實驗。

圖六(c)是實驗 poff9to13 南半球分析風東西分量場與

NCEP 的分析場平均誤差的時間序列，實驗 pamua 在

上對流層及平流層的偏差明顯更大且呈現隨時間由

上往下傳的異常情形(圖六(b))在關閉頻道 9-13 後不再

存在，顯示該異常誤差分布為平流層頻道資料造成。

圖 五 以 探 空 觀 測 檢 視 分 析 場 的 結 果 也 顯 示 實 驗

poff9to13 均方根誤差(綠線)變得比實驗 pamua 小，與

控制組接近，也就是與探空資料較一致。圖七 500hPa

高度場的平均距平相關顯示南北半球在關閉頻道

9-13 後都有較佳的預報表現，北半球 5 天預報略有改

善，南半球則由原來的持平偏負效果變為持平偏正的

效果。因此，就目前的系統而言，關閉平流層頻道的

同化是較佳的同化策略。根據 ECMWF、加拿大數值

預報的經驗，對平流層大氣又較好的掌握對對流層的

預報是有幫助的（C. Martin et al,2012），因此如何有效

發揮平流層頻道觀測資料的效能以提升預報的成效

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四、 結論與討論 

數值天氣預報中資料同化的角色為提供預報模

式所需的初始分析場，而善用每一種觀測資料以提升

預報模式的預報成效則是資料同化的主要任務。衛星

觀測資料已成為目前數值天氣預報重要的觀測資料

來源，對中央氣象局全球資料同化系統而言，目前同

化的種類有限，因此加強衛星觀測資料的同化以提升

數值預報的成效是目前系統發展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以目前中央氣象局作業的全球數值天氣

預報系統為基礎，探討新增同化 NOAA18、METOP-A

及 AQUA 三顆衛星的 AMSUA 觀測資料的影響。實驗

結果發現 

(1)個別衛星AMSUA觀測資料對分析場的影響在資料

位置重疊區是一致的，影響的程度以中高緯度較大，

對觀測資料較缺乏的廣大洋面的分析有一定程度的

影響。 

(2)窗區頻道與平流層頻道觀測與背景場有較大的平

均偏差，同化率也較對流層低，同化的困難度較低。 

(3)AMSU-A 對分析的影響以 100hPa 以上的平流層較

顯著；對流層的部分以南半球較為明顯，南極地區有

最顯著的影響；南半球的中緯度地區的影響較北半球

的明顯，可能原因是北半球有較完整的傳統探空觀測

資料。 

(4)AMSU-A 觀測的同化造成上對流層至下平流層間

分析場較偏離探空觀測，南半球尤其明顯。此現象主

要來自平流層頻道資料的同化。同時也強化了近地層

冬半球偏暖、夏半球偏冷的偏差 

(5)對預報成效的影響部分，同化所有 AMSU-A 觀測

對預報的影響在北半球為持平偏正，南半球維持平偏

負的影響；關閉平流層頻道的實驗則北半球有較為明

顯的正效應，南半球也有持平偏正的影響。 

就目前的系統而言，關閉平流層頻道的同化是較

佳的同化策略，可能原因是目前預報系統在平流層的

解析度不夠且模式頂高度不夠高，以致影響權重函數

同時涵蓋對流層與平流層或平流層以及接近模式頂

的資料的同化效能，如何有效同化平流層頻道的觀測

以提高預報成效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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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AMSU-A 個頻道觀測中心頻率、權重函數峯值所在垂直位置 

AMSU-A 頻道 中心頻率(GHz) 權重函數峯值

所在位置 

AMSU-A 頻道 中心頻率(GHz) 權重函數峯值

所在位置 

1 23.8 地表 9 57.290 90hPa 

2 31.4 地表 10 57.290 ± 0.217 50hPa 

3 50.3 地表 11 57.290 ± 0.3222 ± 0.048 25hPa 

4 52.8 900hPa 12 57.290 ± 0.3222 ± 0.022 10hPa 

5 53.596  ± 0.115 600hPa 13 57.290 ± 0.3222 ± 0.010 5hPa 

6 54.4 400hPa 14 57.290 ± 0.3222 ± 0.0045 2.5hPa 

7 54.94 250hPa 15 89.0 地表 

8 55.5 150hPa    

表一:各衛星同化之 AMSUA 頻道。 

衛星 同化的頻道 

NOAA15 1-10,12 

NOAA18 1-8,10-13,15 

METOP-A 1-6,7-13,15 

AQUA 6,8-13 

 

(a)                             (b) 

      
圖一：(a) NOAA15 衛星 AMSU-A 觀測資料分布。顏色代表以小時為單位，觀測與分析時間的差值。(b) NOAA18、 

METOP-A 及 AQUA 衛星的 AMSU-A 觀測資料分布，依序為紅、綠、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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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AMSU‐A 各頻道的權重函數。(a)頻道 3‐15 (b)頻道 1 及 2。(http://amsu.cira.colostate.edu/) 

(a)                                               (b) 

 

 

 

 

圖三：為σ=0.3847 各實驗與控制組分析場的差值分

布。新增同化(a) NOAA18 AMSU-A 觀測(b)METOP-A 

AMSU-A 觀測。(c)AQUA AMSU-A 觀測。藍色為負值，

紅線為正值。

 

 

圖四：2009 年 12 月 16 日至 1 月

15 日平均增加同化所有 AMSU-A

觀測之實驗 pamua 與控制組實驗

分析場差的緯向平均垂直剖面(a)

溫度(b)風場東西分量。 

(a)                  (b)                 (c)                  (d) 

 

圖五：北、南半球垂直各層溫度及風場東西分量探空觀測資料與分析場的平均偏差及均方根誤差。(a)北半球溫

度 (b)北半球風東西分量 (c)南半球溫度 (d)南半球風東西分量。黑、紅、綠線分別為實驗 pctl、pamua 及

poff9to13。 

(b) 

(a)  (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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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六：南半球各實驗分析風東西分量場與 NCEP 分析

平均誤差時間序列，實驗 (a) pct l(b) amua (c) poff9-13 

   

圖七：2009.12.15 至 2010.1.15 500hPa 高度場以 NCEP 分析場為校驗場，1 到 5 天預報的平均距平相關 (a)北半球 

(b)南半球。黑、紅、綠線分別為實驗 pctl、pamua 及 poff9to13。 

(a)                                (b) 

 

圖八：10010100-10011512 NOAA18 各頻道(a)平均觀測與背景場亮度溫度差的平均偏差，黑․為偏差修訂前，紅

x 為修訂後。(b)平均同化率。橫軸為頻道。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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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h 地表模式於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的調整測試 

 

汪鳳如        馮欽賜   

中央氣象局科技中心        中央氣象局資訊中心 

摘    要 

 

本研究針對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去年引進之 Noah 地表模式進行調整測試，根據去年初步評估測試結

果，Noah 地表模式對於模式低層大氣有普遍增溫的影響，此影響雖然減緩了冬季原有的冷偏差，但對於夏季原

本已過暖的低層大氣，則有加強其暖偏差的負面影響。為進一步瞭解導致模式低層大氣暖偏差的原因，參考

EC-interim 重分析資料對 2010 年七月之模式地表能量收支進行診斷，發現地表對太陽短波輻射淨吸收量過大，

同時地表傳至大氣的平均可感熱與潛熱比值偏大。這些均為導致低層大氣趨暖的原因，但前者為地表模式更新

前即潛在之問題，後者才和更新 Noah 地表模式直接相關，因此本研究以二個方向之調整測試，試圖調降可感熱

與潛熱之比值，進而改善低層大氣之暖偏差現象。 

關鍵字： 地表模式，可感熱，地表能量收支 

 

 

一､前言 

在地球大氣系統中，為維持整個系統的能量平衡，

地表與大氣的能量交換扮演了的重要角色。藉由地表

可感熱和潛熱的傳遞，地表和低層大氣進行能量交換，

直接影響低層大氣的溫度和濕度，再經由對流和平流

過程將影響傳至整層大氣，透過大氣環流將能量重新

作分配。因此正確的估算地表可感熱與潛熱，不僅有

助於低層大氣溫度與濕度的預報，同時能增進全球大

氣環流的合理運行。所以近一、二十年來，有關地表

過程對大氣影響的相關議題，日漸受到重視。GEWEX

（Global Energy and Water Experiment）為一全球性的能

量及水資源問題研究實驗，亦將地表模式之研究、發

展及應用列於規劃內，Noah 地表模式（Noah LSM）（Ek 

et al. 2003）為此實驗計畫支持下的一個發展項目，此

模式在有關地表模式評估的研究計畫 GSWP（Global 

Soil Wetness Project）中，與眾模式評比下亦得到不錯

的評價（Dirmeyer et al 2006）。 

中央氣象局現行全球作業模式使用之 OSU 地表

模式（Mahrt and Pan 1984）為 Noah 地表模式的前身，

二者之架構極為相似，因此若要進行模組更新，其過

程相對較為簡單。而就物理考量而言，Noah 地表模式

特別針對冰及雪的處理作了加強（Koren et al 1999），

另外在蒸發量各分量的計算也有細部調整，所以中央

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已於去年將 Noah 版本引進，希

望能藉此增進模式對地表過程的掌握，進而改善模式

的預報能力。 

針對 Noah 地表模式的引進，去年已進行了冬夏

季節各一個月的評估測試，測試結果發現，較完整的

冰雪處理對亞洲大陸的冬季冷偏差有顯著的改進。但

是蒸發量計算的調整，間接影響了可感熱；蒸發量普

遍減弱使得可感熱顯著加強，此影響在夏季尤其明顯。

為進一步瞭解模式對可感熱與潛熱之模擬狀況，於是

參考 EC-interim 重分析資料，對 2010 年七月之地表能

量收支進行診斷，發現模式中地表的太陽短波輻射淨

吸收量有偏多的趨勢，此偏差是導致低層大氣偏暖的

原因之一，為氣象局全球模式長期潛在的問題，亦為

模式研究關注重點之一。除此之外，北半球陸面的能

量收支同時顯示了可感熱過強及潛熱過少的分配比例，

此為更新 Noah 版本地表模式之後特別凸顯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針對此問題進行二個方向的調整測試。一

個方向是熱力粗糙長度（thermal roughenss）的導入，

此調整直接影響可感熱的計算；另一個方向則是針對

影響植物蒸散量的植物最小阻尼係數作調整，此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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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響總蒸發量，透過地表能量收支平衡假設，對

可感熱的傳送亦會產生間接影響。 

本論文第二節將針對此次調整測試項目作進一

步說明，包含引進的熱力粗糙長度（thermal roughenss）

計算方式及植物最小阻尼係數（minimum stomatal 

resistence）的新舊設定差異，第三節為為導入熱力粗

糙長度及調整植物最小阻尼係數的測試結果，第四節

為診斷分析。 

 

二､調整項目說明 

（一） 熱力粗糙長度（thermal roughness） 

 

在模式的地表可感熱計算式中，有一個重要的關

鍵參數為粗糙長度，此粗糙長度決定了部分的傳送效

率，粗糙長度值愈大其傳送效率愈高，在原模式中採

用了下邊界計算動量傳遞（消散）所參考的粗糙物高

度為其設定值。但是下邊界的動量傳遞主要和風場遇

粗糙物引起之壓力場擾動相關，而熱量傳送則主要決

定於分子擴散運動，二者傳遞過程的核心機制大不相

同（Wei and Zheng et al. 2010），因此下邊界熱量與動

量的通量計算不宜使用相同的粗糙長度，有研究指出

於沙漠區之可感熱計算，若考慮與動量傳遞不同的熱

力粗糙長度，甚可導致地表溫度增加 10 度的差異

（Zeng and Dickinson 1998）。 

本研究的調整測試中採用了 Zeng and Dickinson

（1998）提出適用於有部份植物覆蓋地上的有效粗糙

長度（Zoe）概念： 

 

 ln Zoe 1 σ ln Zog  

    1 1 σ ln Zof        （1） 

並以此有效粗糙長度計算地表動量通量，（1）式中 Zog

和 Zof 分別表示裸地和植物覆蓋地的粗糙長度，σ 為

植物覆蓋率。另外同時引用了 Wei and Zheng et al.（2009）

所提出的有效粗糙長度（Zoe）和熱力粗糙長度（Zot）

關係式，  

ln 1 σ C k ∗
.

   （2） 

透過此關係式計算出熱力粗糙長度（Zot），（2）式中u∗

為地表摩擦速度，k 為 Von Karmant 常數（0.4），v 為

空氣運動黏滯係數（1.5 10  m s），C 係數為 0.8。 

 

（二） 植物最小阻尼（minimum stomatal resistence） 

 

在 Noah 地表模式中，地表蒸發（蒸發之水氣凝

結後釋放之熱量即為潛熱）的計算包含了三個部分，

分別是裸地上的直接蒸發、植物葉面承接之雨水的再

蒸發，以及透過植物根部吸收的土壤水分再經由植物

莖部傳輸至葉面的蒸散（Et, transpiration）。在植物覆

蓋率（σ ）高的格點，蒸散所佔比例會相對提高，蒸

散量的計算也就更形重要，而蒸散過程的實際運作相

當複雜，在 Noah 地表模式是以參數化方式來模擬蒸

散： 

Et σ E B 1   （3） 

其中主要概念是以飽和狀態的潛在蒸發量（E ）為最

大蒸散量，再考慮植物覆蓋率（σ ）及阻尼效應（B ）

等因素產生的減緩作用，另外（3）式括弧內的 W S⁄

是以葉面承接之雨水（W ）與最大可承接容量（S）

之比值來區劃出植物覆蓋區中葉面再蒸發與蒸散的權

重。若葉面承接的水達最大容量（S），則植物覆蓋區

的蒸發全部為葉面再蒸發，蒸散量則為零；相反的，

如果葉面上無任何水，則植物覆蓋區的蒸發全由植物

莖部傳輸至葉面的蒸散主導。 

    蒸散作用在蒸發總量的三個組成項目中，具有一

個不同於其他二項的特性，在其蒸散計算中必須考慮

阻尼效應（B ），而阻尼效應的減緩作用將蒸散過程的

時間尺度拉長。所以大雨過後，植物覆蓋區的土壤水

分可以保持數個禮拜甚至更久，而不會像裸土在短時

內即被蒸乾。Noah 地表模式的阻尼效應是參考 Ek and 

Mahrt （1991）及 Jacquemin and Noilhan（1990）的參

數式，考慮了植物最小阻尼（minimum stomatal 

resistence）、太陽輻射、空氣溫度、水氣壓力差及土壤

含水量之飽和度等因子，其中植物最小阻尼在模式中

是依植物種類給一固定值，此值的大小直接影響蒸散

量及總蒸發，在植物覆蓋率高的區域尤為明顯。當植

物最小阻尼係數值愈大，產生的阻尼效果愈強，最後

表現於阻尼效應（B ）的值因此會愈小，使得蒸散也

減小。但植物最小阻尼係數為一個表示物理特性的參

數，其值大小潛藏很大的不確定性，也因此增加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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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的調整空間。 

此次研究的第二項調整測試，便是針對植物最小

阻尼係數進行調整，十三種植物的的最小阻尼係數調

整前後對照如表一。 

 

表一 植物最小阻尼係數調整對照表 

植物種類（vegetation type） 
植物最小阻尼係數

調整前 調整後

1 Tropical forest 300 300 

2 Broadleave-deciduous trees 175 175 

3 Mixed forest 175 175 

4 Needleleave-evergreen trees 300 300 

5 Needleleave-deciduous trees 300 70 

6 Broadleave trees with ground 

cover 

70 70 

7 Ground cover 45 20 

8 Broadleave shrubs with perenial 

ground cover 

225 70 

9 Broadleave shrubs with bare soil 225 70 

10 Dwarf trees and shrubs with 

ground cover 

225 70 

11 Bare soil 400 70 

12 Cultivations 45 20 

13 Glacial 150 70 

 

三､測試結果 

（一）實驗設計 

本研究測試採用 2011年上線作業的中央氣象局

全球預報模式，此版本解析度為 T320L40，為一典型

波譜模式，垂直為 sigma（    topsfctop p-pp-p ）

座標，模式預報變數包含渦度場、幅散場、虛位溫、

比濕、雲水及地面氣壓。模式的物理模組包含多層土

壤模式（Mahrt and Pan 1984），相似理論地表通量參

數法（Businger 1971），非局部邊界層參數法（Troen and 

Mahrt 1986），淺積雲參數法（Li 1994），Simplified AS

積雲參數法（Pan and Wu 1995），雲水預報決定網格

尺度降水參數法（Zhao and Frederick 1997），重力波拖

曳參數法（Palmer et al 1986）及輻射參數法（Fu 

1997 ;Fu and Liou1992;1993）。模式之客觀分析採用 3

維變分方法，此方法源自 NCEP‐GSI版本(Wu et al. 

2002)。 

此次調整測試目的是為改善夏季低層大氣之暖

偏差，因此測試規劃選取了 2010年 7月，進行夏季

時段的一個月擬作業程序測試。所謂擬作業程序亦即

模擬實際作業的程序，每天進行四次（00 UTC，06 UTC  ，

12 UTC，18 UTC  ）資料同化分析及預報，除了於 12 UTC

和 00 UTC進行 120小時預報，其餘二個分析時間（06 

UTC ,18 UTC）則僅預報 6小時，每一次 6小時預報場

並提供為下一次（6小時之後）觀測資料同化分析之

猜測場。此測試架構設計，可將預報的影響藉由 6小

時預測場帶入下一次分析，以此累積模式調整產生的

影響，最後再以整個測試期的平均預報得分進行評比，

其結果將較單一個案具代表性。   

本研究測試的控制組（noah）為作業版模式加上

Noah地表模式，調整測試分二階段進行，第一階段於

控制組導入熱力粗糙長度（noah_zt），第二階段再加

上植物最小阻尼係數的調整（noah_ztrsm），其餘則維

持與控制組相同。 

 

（二）實驗結果 

1 熱力粗糙長度測試 

階段一（noah_zt）的調整項目為導入熱力粗糙

長度，此調整版本進行一個月的積分測試後，將第五

天預報結果的月平均和控制組相減作比較，圖（1a）

圖 1 熱力粗糙長度測試（noah_zt）與控制組於 2010

年七月的五天預報平均差值，（a）為地表可感熱

（ W/m2）（b）為 850hPa 溫度場（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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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表可感熱的差異分佈，可以清楚看到美洲西岸的

沙漠區，北非的撒哈拉沙漠區，阿拉伯半島以及沿著

北緯 30度南北二側從東經 60度一直延伸到 110度的

裸土區，可感熱均顯著減少，呈現‐10 W/m2至‐40 W/m2

的差異，從陸面整體平均數值來看，可感熱從控制組

（noah）的 58.49 W/m2降為 53.31 W/m2。850hpa溫度

場差異分佈（圖 1b）則呈現可感熱減少對溫度場的影

響，對應於可感熱減少區域，其 850hPa溫度場亦呈現

明顯的降溫。 

此階段測試結果顯示，熱力粗糙長度的引進顯

然對裸土及沙漠區的可感熱計算有特別顯著調降作用，

同時也對此區低層大氣產生一定的降溫作用。 

 

2. 植物最小阻尼係數測試 

第二階段測試（noah_ztrsm）調整是架構於階段

一的測試（noah_zt）版本之上，因此將此階段調整之

模式積分一個月的結果與第一階段測試結果作比較，

其差異即來自植物最小阻尼係數的調整。 

圖（2a）的可感熱差異分佈和階段一測試完全

不同，其主要差異分佈於亞洲大陸的北緯 60 度以北，

此區域同時涵蓋二個重要條件，其一為植物覆蓋率大

於 0.6，其二為植物(type=5)最小阻尼係數減少比例達

300/70。因為蒸散作用發生於植物覆蓋區，所以必須

有較大植物覆蓋率才能看到調整的效果，在其餘幾個

阻尼係數調整比例相當的植物種類分佈區，因為植物

覆蓋率偏小，所以並未呈現明顯的反應。溫度場的反

應顯示於圖（2b），配合可感熱的減少，於相同區域的

850hPa 溫度場亦呈現明顯的降溫。 

此階段測試顯示植物最小阻尼係數的調降，透

過潛熱增加，間接有效地調降了地面至大氣的可感熱

傳送，但其主要影響範圍在植物覆蓋率較高的區域。 

 

圖 3 北半球（20N-80N）第五天預報（a）距平相關

（b）溫度場平均偏差（c）溫度場均方根誤差。實

線為作業版，空心圓線為控制版，實心圓線為調整

版。 

 

接著進一步從預報得分（score）的結果進行比

較評估，圖（3a）為北半球（20N-80N）第五天預報距

平相關（anomaly correlation），以目前作業版本為參考

標準（實線），則控制版（空心圓線）的預報得分和作

業版不分軒輊，但低層稍微落後，而二個調整版（實

心圓線）的表現非常相近，均較控制版顯著進步，低

層也超越了作業版。 

圖（3b）為溫度場平均偏差（mean error），作業

版（實線）的溫度場平均偏差在北半球整體平均為冷

偏差，雖然陸面上為暖偏差，但海面上為冷偏差，所

以平均之後在 850 hPa 有大約 0.25 度的冷偏差，但是

更新 Noah 版本地表模式之後，控制版本（空心圓線）

的陸面增暖，使得北半球 700hPa 以下轉為暖偏差，850 

hPa 的暖偏差將近 0.35 度。經過二階段的調整後（實

心圓線），暖偏差明顯減少，最後溫度平均偏差減為

0.15 度。 

 

圖 2 植物最小阻尼測試（noah_ztrsm）與階段一測試

（noah_zt）於 2010 年七月的第五天預報平均差值，

（a）為地表可感熱（W/m2）（b）為 850hPa 溫度場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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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c）為溫度場均方根絕對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可以看到控制版（空心圓線）更新 Noah

版本地表模式後，誤差較作業版（實線）顯著的增加，

850hPa 的絕對誤差值從作業版的 2.65 度，增加至 2.9

度。但經過二階段調整後，850hPa 的絕對誤差降為 2.7

度，已非常趨近作業版，而中高層誤差亦同時減弱，

其值甚至小於作業版。 

所以從整體預報得分而言，本研究二個階段的

調整對預報為正面影響，且整體預報得分是可以和作

業版模式相抗衡的。 

四､診斷分析 

為對可感熱通量的變化作一較客觀的評估，以

歐洲預報中心（ECMWF）的 ERA-Interim 重分析計畫

（Reanalysis project）所提供之 1.5 度資料為參考，針

對與本實驗相同測試月份的地表可感熱作估算，估算

方式是先以每日 00Z 及 12Z 的 12 小時預報累積量相加

作平均得到日平均，再以 31 天平均計算得到月平均。 

 ERA-Interim 資料估算 2010 年 7 月的全球陸面平

均可感熱為 33.5W/m2，以此為標準則發現控制組模式

第一天預報的平均可感熱，幾乎在全部陸面都顯著較

高（圖 4a），整個陸面平均高出 36.0 W/m2，經過熱力

粗糙長度及植物最小阻尼的調整後，可感熱雖仍然偏

高，但差值降為 19.3 W/m2（圖 4b）。 

圖 5 第二階段測試組（noah_ztrsm）於 2010 年七月第

一天預報之（a）潛熱月平均及（b）地表吸收太陽短

波月平均與 ERA‐Interim 計畫提供資料的全球差異

（CWB ‐ ERA_Interim）。單位為 W/m2。 

 

若進一步比較潛熱（圖 5a）的分佈可發現，於

亞洲及北美陸塊上的潛熱仍明顯偏少，若以參數

Bowen ratio（可感熱/潛熱）作參考指標，ERA-interim

資料估算陸面上的 Bowen ratio（＝33.5/56.2）約為 0.6，

本研究經二階段調整後版本的 Bowen ratio（＝52/55）

約為 0.9，表示可感熱所佔比例仍然偏高，潛熱所佔比

例偏少，因此將潛熱提高為一值得繼續努力的方向。 

另外太陽短波輻射（圖 5b）普遍過高也是造成

可感熱偏大的另一不可忽視問題。因此有關雲與輻射

的調整將是改進模式的另一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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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系集預報系統強化之初步研究 

李志昕、洪景山 

中央氣象局氣象資訊中心 

摘   要 

中央氣象局建立了一套以 WRF 區域模式為基礎之系集預報系統，此系統使用 WRF 三維變

分資料同化技術製造初始場擾動，再搭配邊界擾動和物理參數法擾動，產生系集預報成員，期望

能涵蓋最大之預報不確定性。然而此系統之離散度稍嫌不足，因此系統強化之工作仍需持續進

行。WRFV3.3 版中，新增了隨機動能後向散射法（Stochastic Kinetic Energy Backscatter 

scheme，SKEBs）之功能，此法能描述由於次網格尺度所造成之模式預報不確定性，因此能產

生旋轉風場和位溫場之相關擾動。本研究於區域系集預報系統中，新增使用 SKEBs，以了解此

法對於系統之影響，並期望能改善系統之預報離散度。 

 

本研究進行 2011 年 6 月，為期兩週之預報實驗。實驗結果指出，使用隨機動能後向散射法

確實能增加預報離散度，但呈現離散過度之情形。此外，在 500 hPa 高度場和海平面氣壓場之

校驗顯示，其系集平均之預報誤差較大。未來欲透過 SKEBs 之參數調整，以減小其產生之擾動

程度，找出最佳之離散度表現之設定，用以強化區域系集預報系統。 

 

一、 前言 

數值天氣預報系統中存在著許多不確定

性，包含初始資料的誤差或是模式物理參數法

的不足，可能造成模式預報結果的不確定性。

系集預報的發展藉由多個不同的系集成員預

報，期望能包含模式預報的不確定性，並且將

不確定性量化，以提供未來的預報機率。現今

國際各主要的數值天氣預報中心，不論就全球

模式或區域模式，莫不極力發展系集預報系

統。 

中央氣象局亦致力於區域系集預報之發

展，李等人（2011）針對模式物理參數法擾動，

進行實驗和校驗分析。經過研究和發展，中央

氣象局建立了一套以 WRF 區域模式為基礎之

系集預報系統，此系統使用 WRF 三維變分資

料同化技術製造初始場擾動，再搭配邊界擾動

和物理參數法擾動，產生系集預報成員，期望

能涵蓋最大之預報不確定性。然而此一系統之

離散度表現仍有改善空間，因此，系統強化仍

需持續進行。 

WRF 區域模式 3.3 版中新增了隨機動能

後向散射法（ Stochastic Kinetic Energy 

Backscatter scheme，SKEBs）之功能，此法

能描述由於次網格尺度所造成之模式預報不

確定性，能產生旋轉風場和位溫場之相關擾

動。本研究將新增使用隨機動能後向散射法進

行測試實驗，欲了解此法對於區域系集預報的

影響，也期望能改善系統之預報離散度不足之

問題。 

二、 實驗設計 

本研究使用中央氣象局區域系集預報系

統為基礎進行研究，此系統是以 WRF 區域模

式為基礎所建立之系集預報系統，使用之

WRF、WPS 和 WRFDA 版本皆為 3.3.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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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三層巢狀網格，而模式範圍如圖 1 所示，

水平解析度設定為 45/15/5 km，垂直解析度設

定為 45 層，模式頂層為 30 hPa。 

本研究進行了三組預報實驗，預報實驗期

間為 2011 年 6 月 1 日 00 UTC 至 2011 年 6

月 14 日 12 UTC，共 28 個預報個案。三組實

驗皆使用初始場擾動、邊界條件擾動和模式擾

動產生系集預報成員。初始擾動使用 NCEP 

GFS 資料，透過 WRF 三維變分法加入隨機亂

數，產生 20 組擾動初始場；邊界擾動是由

NCEP 全球系集預報系統（NCEP GEFS）獲

得擾動邊界條件；模式擾動則依據跟組實驗有

所不同。 

第一組實驗使用不同的物理參數法，產生

模式擾動，物理參數法之設定如表一，此實驗

以下簡稱 CTR 實驗；第二組實驗使用 SKEBs

法，產生模式擾動，物理參數法僅使用一組，

土壤模式使用 Noah Land-Surface Model，微

物 理 參 數 法 使 用 Goddard Cumulus 

Ensemble Model，邊界層參數法使用 Yonsei 

University (YSU) PBL，積雲參數法使用

Kain-Fritsch scheme。此實驗以下簡稱 SKEB

實驗；第三組實驗之設計大致和 SKEB 實驗一

致，但調整 SKEBs 於旋轉風場和溫度場之擾

動振幅參數，調整至原本的一半，此實驗以下

簡稱 SKEB.5 實驗。 

三、 預報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 NCEP GFS 資料作為校驗真

值，並進行三組實驗之預報結果分析。 

圖 2(A)~(C)為 CTR 和 SKEB 實驗之離散

度校驗結果。圖 2 中顯示，SKEB 實驗於三個

層場之 SPRD 值皆大於 RMSE，表示過度離

散；而 CTR 實驗則是 SPRD 值小於 RMSE，

表示離散不足。此外，若比較兩組實驗系集平

均之 RMSE，在 500 hPa 高度場和海平面氣

壓場，以 SKEB 實驗之 RMSE 值較大。 

圖 3(A)、(B)分別為 CTR 和 SKEB 實驗於

500 hPa 高度場之 Rank Histogram 校驗結

果。結果指出，SKEB 實驗之圖形為 A 型，表

示其預報離散度過大，和 SPRD 校驗結果一

致。此外，CTR 和 SKEB 實驗之圖形皆有偏

左的情形，真值落在較大預報值之頻率很低，

表示兩組實驗皆有預報過大的情形；圖 2(C)、

(D)為 850 hPa 溫度場之校驗結果，圖形顯示

CTR 實驗略呈現 U 型，而 SKEB 實驗之結果

呈現 A 型，表示 CTR 實驗之離散度不足，而

SKEB 實驗之離散度過大；圖 2(E)、(F)為海

平面氣壓場之校驗結果，分析結果和 850 hPa

溫度場一致。 

校驗結果顯示，使用 SKEBs 法，確實能

提高系集預報之預報離散度，但是其產生之預

報離散度過大，此外，其預報誤差也較 CTR

實驗大。為了改善 SKEB 實驗預報離散度過大

之情形，將調整 SKEBs 法之於旋轉風場和溫

度場之擾動振幅參數，調整至原本的一半，期

望能產生較為合適之預報離散度。 

圖 4(A)~(C)為 CTR 和 SKEB.5 實驗之離

散度校驗結果。圖中顯示，SKEB.5 實驗之

SPRD 大於 RMSE，為過渡離散，但是和圖 2

相比，SPRD 和 RMSE 之差異減小，表示調

整擾動振幅參數確實能降低 SKEBs 法所產生

之預報離散度。然而在 500 hPa 高度場和海

平面氣壓場，SKEB.5 實驗之 RMSE 值仍較

CTR 實驗之 RMSE 大，但較 SKEB 實驗小。 

 

 

四、 結論與未來展望 

本研究使用 WRF V3.3 新增之隨機動能

後向散射法（SKEBs）進行區域系集預報系統

強化之測試實驗，期望能改善區域系集預報系

統之預報離散度不足的問題。 

實驗結果顯示，使用 SKEBs 法確實能增

加預報離散度，但是卻呈現離散度過大的情

形，此外，預報誤差也較大。為了了解 SKE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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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參數的影響，且期望能改善過度離散，因

此縮小 SKEBs 法中之擾動振幅參數，並進行

測試。結果顯示，當縮小擾動振幅，能有效的

減小預報離散度，使離散度能較為合適。 

未來將持續進行 SKEBs 擾動振幅參數之

調整測試，期望能找到最佳的參數設定，以產

生離散度和預報表現最佳的系集預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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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模式的預報範圍。 

 

 

           
圖 2、(A)至(C)分別為 500 hPa 重力位高度場、850 hPa 溫度場、海平面氣壓場的 

RMSE 和 SPRD 的比較圖。黑色實線為 CTR 實驗之 RMSE 值，黑色虛線為 CTR 實驗之 SPRD 值，紅色

實線為 SKEB 實驗之 RMSE 值，紅色虛線為 SKEB 實驗之 SPRD 值。 

 

         

 

圖 3、CTR 和 SKEB 實驗之 Rank Histogram 分析圖。(A)、(B)分別為 CTR 和 SKEB 實驗於 500 hPa

高度場之分析圖；(C)、(D)分別為 CTR 和 SKEB 實驗於 850 hPa 溫度場之分析圖；(E)、(F)

分別為 CTR 和 SKEB 實驗於海平面氣壓場之分析圖。 

(A) (B) (C)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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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A)至(C)分別為 500 hPa 重力位高度場、850 hPa 溫度場、海平面氣壓場的 

RMSE 和 SPRD 的比較圖。黑色實線為 CTR 實驗之 RMSE 值，黑色虛線為 CTR 實驗之 SPRD 值，紅色

實線為 SKEB.5 實驗之 RMSE 值，紅色虛線為 SKEB.5 實驗之 SPRD 值。 

 

表一、CTR 實驗之物理參數法設定 

組別 1 2 3 4 5 6 

積雲參數

法 

Betts-Miller Grell  New KF Tiedtke Old SAS New SAS 

邊界層參

數法 

YSU YSU YSU YSU YSU YSU 

組別 7 8 9 10 11 12 

積雲參數

法 

Betts-Miller Grell  New KF Tiedtke Old SAS New SAS 

邊界層參

數法 

MYJ MYJ MYJ MYJ MYJ MYJ 

組別 13 14 15 16 17 18 

積雲參數

法 

Betts-Miller Grell  New KF Tiedtke Old SAS New SAS 

邊界層參

數法 

MYNN2 MYNN2 MYNN2 MYNN2 MYNN2 MYNN2 

組別 19 20 21 22 23 24 

積雲參數

法 

Betts-Miller Grell  New KF Tiedtke Old SAS New SAS 

邊界層參

數法 

ACM2 ACM2 ACM2 ACM2 ACM2 ACM2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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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析土壤資料同化系統之效能評估 

洪于珺 1、洪景山 1、蔡佳玲 1、Michael Barlage2、Fei Chen2 

1中央氣象局資訊中心 

2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摘   要 

大氣與海洋、陸地之交互作用在數值天氣預報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大氣與陸地之交互作用過程複雜，

土壤會影響大氣，如土壤溫度、溼度及植被會影響地表可感熱、潛熱通量，進而影響大氣邊界層之能量、高

度，以及局部環流的發展；而大氣亦會透過太陽輻射、地面溫度、溼度、風及降水等影響土壤溫度、土壤溼

度。中央氣象局引進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NCAR）所發展之高

解析土壤資料同化系統（High Resolution Land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HRLDAS），嘗試同化觀測之降水以

及地面的大氣溫度、溼度、風場和輻射等，以期得到較好的土壤溫度和土壤溼度。 

 

本研究分析 2008 年 1 月 1 日至 2011 年 4 月 30 日 HRLDAS 每日每小時之土壤溫度和土壤溼度分析場，

並與台灣地區之土壤溫度觀測值作比較，評估 HRLDAS 之效能。評估結果顯示，經過三年的模式起轉（spin 

up），土壤模式已與大氣之迫使資料（Forcing data）達能量平衡；HRLDAS 土壤溫度分析場和觀測相當接近，

相較之下，作業模式之土壤溫度分析場則有顯著的暖偏差。未來將進行 HRLDAS 與 WRF 區域模式之偶合測

試，將 HRLDAS 之土壤溫度、溼度分析場取代 WRF 初始場中進行預報，並評估置換土壤資訊後對 WRF 模

式地面預報效能之改進。 

 

一、前言 

前人研究指出，大氣與陸地之交互作用是短期

天氣預報及區域氣候變遷的重要因素之一（Chen et 

al. 2001）。大氣給予陸地降水、輻射等迫使資料

（Forcing Data）給予陸地水氣及能量來源，在土壤

中則藉由擴散作用將能量往下傳遞；陸地再藉由表

面之可感熱、潛熱通量或植物蒸散作用等過程，與

大氣交換水氣及能量，這樣的過程便會影響大氣局

部環流的發展。而 Betts et al. (1997)的研究亦指出，

地表特性及初始土壤分析場對模式短期預報之邊界

層發展、雲、降水等之表現息息相關。 

現行中央氣象局作業模式使用之土壤分析場來

自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NCEP）之全球模式（Global 

Forecast System，GFS），其解析度較區域模式低。為

了得到高解析度之土壤分析場，中央氣象局引進美

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所發展之高解析資料

同化系統（HRLDAS），以期得到較好的土壤溫度、

土壤溼度分析場。本研究將評估 HRLDAS 之土壤溫

度分析場之效能，未來將持續研究 HRLDAS-WRF

偶合後，對模式預報之改善。 

二、研究方法 

（一）高解析資料同化系統 

中央氣象局與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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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引進其所發展之高解析資料同化系統

（HRLDAS），HRLDAS 是一個以 NOAH（四個字首

分別代表 N：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O：Oregon State University，A：Air Force，

H：Hydrologic Research Lab - NWS）土壤模式為核

心的土壤資料同化系統。 

由於目前土壤觀測有限，直接同化觀測資料不

易，然而，土壤模式的上邊界就是大氣模式的下邊

界，因此在無法取得足夠的觀測資料進行土壤資料

同化的情況下，HRLDAS 利用近地面的大氣資料，

包括溫度、水氣、風、壓力、輻射、降水等資料，

藉由土壤模式之物理過程，由上邊界的大氣觀測資

訊，透過長時間的積分使資料逐步影響至深層土

壤，進而調整土壤溫度與土壤溼度。 

HRLDAS 使用與現行中央氣象局作業模式

（WRF）相同的土壤模式和網格設定、土地利用資

訊、土質資料、反照率……等，因此在預報模式中

使用 HRLDAS 的土壤分析場會比使用一般全球模式

提供的土壤分析資料要來的有一致性。目前中央氣

象局已完成 HRLDAS 於 5 公里網格之準平行作業

（網格設定如圖 1），每日進行四次土壤溫度、土壤

溼度之分析。而 HRLDAS 所需之溫度、水氣、風、

壓力、輻射等資料，來自氣象局之作業模式 7 至 12

小時預報場，而降水資料使用 QPESUMS 雷達估計

降水觀測資料。 

 

（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進行兩組實驗：(1) 中央氣象局 WRF 作

業模式每日 00、06、12、18 時之土壤溫度分析場（以

下簡稱 WRF），在此選取模式網格最接近觀測站之格

點的四層（深度：5、25、70、150 公分）土壤溫度。

(2) HRLDAS 每日逐時之土壤溫度分析場（以下簡稱

HRLDAS），其土壤分層與 WRF 模式相同，格點的

選取方式亦與 WRF 模式相同，本研究使用之

HRLDAS 資料經 3 年模式起轉，再取其逐時之土壤

溫度分析場。 

研究中，將評估此二實驗於 2008 年 1 月 1 日至

2011 年 4 月 30 日土壤溫度分析場之效能。進行評估

時所使用的觀測資料為台灣地區台中測站每日人工

及自動觀測之土壤溫度，並將觀測值內插至模式四

層土壤深度。其中，人工觀測於每日當地時間 5、14、

21 時觀測淺層土壤溫度（0、5、10、20、30 公分），

而 9 時觀測深層土壤溫度（50、100、200、300、500

公分）；自動觀測則為各層逐時之資料。 

三、分析與討論 

圖 2 為 2009 年 HRLDAS 於台北地區第二層（25

公分）之土壤溫度分析場，其中，紅線為 HRLDAS

自 2008 年起開始模式起轉（spin up），黑線為自 2009

年開始起轉。圖中顯示，約在 2009 年 11 月之後紅線

與黑線幾乎貼近，這顯示土壤模式是一長時間積分

後之結果，故模式需要一段時間才可與大氣之迫使

資料（Forcing Data）達到能量平衡。根據 Chen et. al. 

(2006) 指出，此調整之時間長短與土壤種類有關，

實驗結果顯示，要使 HRLDAS 與迫使資料達能量平

衡，至少需要經過 6 個月以上的模式起轉。 

由於研究中使用兩種不同的觀測資料，故首先

須了解自動觀測及人工觀測之差異。圖 3 為台中站

於當地時間 5、9、14 及 21 時兩種觀測之溫度差異。

結果指出，兩種觀測之溫度差約在±2°C 之間，自動

觀測值較人工觀測值冷，且溫度於 14 時差異最大。 

圖 4 為台中站四層土壤溫度隨時間序列圖。圖

中顯示，WRF（紅線）較人工觀測值（藍點）高，

而 HRLDAS（黑線）則較為貼近人工觀測值。由此

時間序列圖，亦可看出 HRLDAS 可將土壤溫度之年

變化完整呈現出來，且此年變化隨著土壤深度有相

位延遲之情況。WRF 土壤溫度分析場有不連續之現

象，此為中央氣象局作業模式版本更替所導致，尤

其在 2011年 4月底WRF模式之同化策略由 full cycle

改為 partial cycle 後，土壤溫度下降約 3 度左右。若

每日只取當地時間 14 時來看（如圖 5），HRLDAS

之土壤溫度分析場與自動觀測值十分接近，而 WRF

土壤溫度分析場，在 2011 年 4 月底前，土壤溫度分

析場較自動觀測值暖。WRF 使用 partial cycle 後，是

否使土壤溫度大幅下降，未來仍須持續分析與評估。 

為評估 HRLDAS 之效能，在此將 HRLDAS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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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F 土壤溫度分析場做月平均絕對差值之計算（如

圖 6）。結果顯示，HRLDAS 於淺層（5、25 公分）

之表現較 WRF 土壤溫度分析場好；於深層（70、150

公分）則兩者之表現差不多。 

四、總結與未來展望 

本研究使用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所

發展之高解析資料同化系統（HRLDAS），分析 2008

年 1 月 1 日至 2011 年 4 月 30 日台灣地區之土壤溫

度，並與台中站之人工、自動土壤溫度觀測值做比

較。結果顯示，HRLDAS 經過三年模式起轉後，已

與大氣迫使資料達能量平衡，並且其土壤溫度分析

場表現良好，相較之下 WRF 土壤溫度分析場於 full 

cycle 的同化策略下，則有偏暖的情形。 

由於目前土壤溫度觀測仍然有限，且土壤溼度

尚未有觀測值，因此未來將進行 HRLDAS-WRF 模

式之偶合測試，將 HRLDAS 土壤分析場取代 WRF

模式之初始場，希望藉由模式預報表現之結果，間

接評估 HRLDAS 在台灣地區土壤分析場之效能，也

期待 HRLDAS 對模式預報能有正面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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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HRLDAS 之模式範圍，網格解析度為 5 公里，

色階為地形高度。

 

圖 2、2009 年 1 月 1 日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台北地

區第二層（25 公分）土壤逐時溫度隨時間序列

圖。紅線為 HRLDAS 由 2008 年開始模式起轉，

黑線為 2009 年開始起轉，藍點為 NCEP GFS 之

土壤分析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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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10 年 5 月 1 日至 2011 年 4 月 30 日台中站於每日當地時間(A) 05 時，(B) 09 時，(C) 14 時，(D) 21 時

自動觀測與人工觀測之土壤溫度差異（自動減去人工）。其中，(A)、(C)、(D)由上自下分別為第一層（5 公分）、

第二層（25 公分）；(B)則為第三層（70 公分）、第四層（150 公分）。 

 

 

 

 

 

圖 4、2008 年 1 月 1 日至 2011 年 4 月 30 日台中站土壤深度(A) 5 公分，(B) 25 公分，(C) 70 公分，(D) 150 公

分之逐時土壤溫度隨時間序列圖。其中，黑線為 HRLDAS 土壤溫度分析場，紅線為 WRF 土壤溫度分析

場，藍點為當地 5、14、21 時之人工觀測值。 

(A) 

(B) 

(C) 

(D)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Jan   Feb  Mar  Apr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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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10 年 5 月 1 日至 2011 年 4 月 30 日台中站土壤深度(A) 5 公分，(B) 25 公分，(C) 70 公分，(D) 150 公

分於當地時間 14 時土壤溫度隨時間序列圖。其中，黑線為 HRLDAS 土壤溫度分析場，紅線為 WRF 土

壤溫度分析場，藍點自動觀測值。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Jan    Feb    Mar   Apr 

2010                                                      2011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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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10 年 5 月 1 日至 2011 年 4 月 30 日台中站土壤深度(A) 5 公分，(B) 25 公分，(C) 70 公分，(D) 150 公

分當於地時間 14 時，HRLDAS（灰色）與 WRF（紅色）土壤溫度分析場與自動觀測值之絕對差值。 

(A) (B) 

(C) (D) 

113



 

  

全球分析資料初始化為 WRF 初始場之過程探討 

魏士偉  洪景山 

氣象資訊中心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NCEP GFS 的全球分析場初始化為 WRF 模式初始場後，其重力位高度以及溫度場

在高層便與 NCEP GFS 分析場有著明顯的差異。本研究著重於分析與探討 WRF 模式初

始化過程的誤差來源，並嘗試改善此過程以降低偏差。 

初步研究顯示初始化過程的誤差主要是來自於垂直內插的過程，垂直解析度與垂

直內插方法均會影響偏差量。因此，我們進一步改變模式的垂直解析度以及內插方法測

試在實際個案中的影響。從實驗結果得知，提高模式的垂直解析度以及使用二次方程式

進行垂直內插均能有效地降低模式高層的誤差。 

 

 

一、前言 

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casting）模式是

現在被廣泛使用在研究及作業領域的有限區域模式，

但是 NCEP GFS 全球分析場初始化成為 WRF 模式初

始場後，其高度場以及溫度場在高層便與全球分析資

料有著明顯的差距。因此，我們想透過本研究了解

WRF 模式將全球分析資料經過初始化產生模式初始

場的過程中產生的誤差，並且尋求降低誤差的改善方

法。 

WRF 模式將全球分析資料初始化為模式初始場

的流程如圖（一）簡示，WRF 前處理系統（WPS）中

的 ungrib 將 GRIB2 格式的全球分析資料解碼後，透過

metgrid 水平內插至模式層的水平網格上，接著使用

real 進一步將氣壓層（Pressure Level）的資料垂直內

插到模式層（Eta Level），便能得到 WRF 模式的初始

場與邊界條件，即可進行模式的積分運算。在這當中

會產生誤差的主要是在 metgrid 的水平內插與 real 的

垂直內插中，本篇研究便是著重於 real 的探討。 

在 real 的過程中，許多不會隨時間變化的變數並

不會被 Real 所改變，但是垂直方向上分佈的參數，如

U、V、T、Q 及 P 都會被 Real 垂直內插轉換到模式層

上，Real 的詳細流程如圖（二）所示。 

 為了進行垂直內插，我們需要知道兩個座標，其

中一個是全球分析資料的原始等壓層座標，另外一個

則是模式 Eta 層的目標座標。為了得到這兩個座標，

Real 先透過等壓層的高度、地形高度與海平面氣壓計

算得到模式的地面氣壓（Psfc, Surface Pressure），並用

氣壓層上的相對溼度計算得到混合比換算等壓面上的

水氣壓，進而算出每個等壓層的乾空氣壓（Pd）與乾

空氣柱質量（μd=Psfc-Ptop-累積水氣壓）。接下來，透過

μd與給定的 Eta（η= (Pd-Ptop)/μd）值計算得到模式 Eta

層上的乾空氣氣壓 Pd |η（Pd |η=μd*η+ Ptop）。至此，Real

擁有了原始全球分析資料的所處的乾空氣氣壓（Pd）

與模式 Eta 層的乾空氣氣壓（Pd |η），接著便可以開始

進行各項參數的垂直內插。其中重力位高度場（H）

內插至 Full Eta Level，溫度場（T or θ）、相對溼度

（RH）、氣壓（P）、風場（U&V）則是內插至 Half Eta 

Level。最後 Real 會再處理土壤與地表資料，並且減

去基本狀態場（base state）得到氣象參數的擾動場

（perturbation term）。 

 從 Real 的流程簡述中，我們可以了解到垂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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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會是造成 WRF 模式初始場與全球分析資料有差異

的主因，所以我們必須先了解 Real 的垂直內插內容，

並且透過理想化的實驗探討垂直內插造成的誤差，才

能設計改善 WRF 初始化誤差的方法。因此第二部分

我們針對 Real 中的垂直內插進行了解，並設計簡單實

驗進行誤差來源的探討。第三部分則是根據的第二段

的實驗結果，設計新的垂直分層與使用不同的垂直內

插方法應用在實際個案上以期望能實際改善模式在高

層的誤差。最後一部分是總結此研究的結果並思考其

他未來的改善方案。 

 

二、垂直內插誤差探討 

 Real 的垂直內插方法是使用 Lagrange Polynom 

-ial Interpolation，以下為此方法的計算式： 

 

P(x)為內插得到的數值，可以透過兩點(x1,y1)、(x2,y2)

做線性內插或者三個點做二次式內插，甚至是更多點

做更高次的內插。不過在 WRF 的預設中，至多做到

二次式內插，更高次方的內插必須改寫 Real 程式。 

 為了了解以上方法在進行內插時造成的誤差，我

們利用原始探空資料做出高度與溫度隨 X=ln(P)變化

的近似方程式 Yt(Xt)作為真實場（Truth），取 NCEP

全球分析資料 26 層等壓層（Xori）及數值（Yori），內

插至 Xnew得到代表模式 Eta 層的新座標之數值（Ynew）

後與 Yt(Xnew)相減，即可得到從氣壓層內插至模式層

後造成的誤差。為了探討誤差來源與尋找降低誤差的

方法，因此設計了不同的 Xnew、不同垂直層數的三組

新座標，並且搭配四種垂直內插方法以了解垂直內插

造成的誤差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其實驗設計如圖

（三）所示，其中 mid25 代表的是 Xnew位在於兩層

Xori的中間，350 則是在兩層 Xori之間三分之一與三分

之二的位子上，1050 的意思是 Xnew分佈在兩層 Xori

間十分之一與十分之九的地方。另外，Wee 等人（2012）

的文章指出 WRF 在初始化過程中將分析資料的溫度

場轉為位溫後進行內插，再轉回溫度，此一過程會在

溫度場的內插過程中產生誤差，為了減少誤差的來

源，此處我們直接使用溫度場進行垂直內插的測試。 

 首先我們透過 Lmid25、L350、L1050 三組線性

內插的實驗分析垂直層數不同造成的差異，雖然 L350

與 L1050 有著相同的垂直層數，但是 L1050 的新座標

位置較 L350 更為靠近原始資料的等壓層，從圖（四）

中可以明顯的看見層數自 25層的Lmid25變為兩倍 50

層的 L350，內插結果與真實場的差異的確有所下降，

但是如果是模式 Eta 層較為接近原始分析資料的氣壓

層實驗 L1050 的誤差又更小。因此，垂直解析度越高

也就是模式分層越多的確有助於解析大氣的垂直結

構，但是除了垂直解析度，模式 Eta 層與原始氣壓層

的距離也是影響內插誤差的因素之一。 

搭配原始探空資料比較就可以觀察誤差是出現

在哪個高度。由於高度場隨 ln(P)的變化較為接近直

線，因此我們改以斜率的方式，也就是高度場函數一

次微分
)ln(Pd

dH 的結果呈現，當 ln(P)增加高度是逐

漸下降，所以圖中的數值皆為負值，但可從斜率的變

化得知在 ln(P)小於 4.5，斜率是越變越大表示下降幅

度越來越小，所以高度場隨 ln(P)變化是一上開的曲

線，而 ln(P)大於 4.5 的部分則是一下開曲線，此一曲

線形式有點類似於 x 介於 0 到 π之間的 cot(x)。因此，

高度場的線性內插結果在 ln(P)小於 4.5 會有正偏差，

大於 4.5 是負偏差。 

 由於溫度場的轉折相當明顯，因此溫度場直接使

用原始探空資料繪製，可以發現溫度在 ln(P)約等於4.5

時，溫度達到最低點，這在大氣的垂直分層裡是對流

層頂的特徵。而誤差最大的地方正好也出現在 ln(P)

約 4.5 的地方，而在更高的地方 ln(P)約 3.6 也有較大

的誤差，在溫度的分布中也能看到在此附近溫度曲線

有彎曲的情況（斜率改變）。從高度場及溫度場垂直內

插結果與真實場的比較，我們便可以了解到在進行線

性垂直內插時，誤差主要會出現在參數場隨高度的變

化出現轉折之處，也就是斜率發生改變的地方。 

 根據第一部分的測試，在三種解析度中與真實場

誤差最小的是 1050 這種垂直分層，因此以此為基準，

我們使用Real內建的一次方至三次方的Lagrange poly 

-nomial 內插法，以及 Cubic Spline 內插法，四個實驗

代號分別為 L、Q、3、S，測試使用不同垂直內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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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差別。測試結果如圖（五），高度場及溫度場的結

果相當類似，誤差最小的實驗都是 S1050，其次是

31050 接著是 Q1050，誤差最大的是 L1050。從此處

測試可以知道 Cubic Spline 的垂直內插效果最好，能

比 Lagrange polynomial 更為接近真實場，但是此處的

真實場是一近似曲線，或許 Cubic Spline 因此能有較

小的誤差。所以我們直接從原始的探空資料中取出 16

層標準層的溫度與高度資料，使用這四種垂直內插方

法得到模式Eta層的值後再將其內插回 16層的標準層

上比較其誤差。 

 圖（六）為高度以及溫度場資料經三種垂直內插

方法內插到模式層後，再以線性內插回到標準氣壓層

上與原始資料相比的誤差結果。同樣地可以發現使用

Cubic Spline 內插至模式層的結果誤差最小，比使用

Lagrange polynomial 一次、二次內插的結果還要小了

許多。另外，我們也測試了使用二次方程式內插回氣

壓層，此結果比線性內插的誤差更小，如圖（六）所

示。 

 由於校驗對象是在等壓層上的全球分析資料，因

此要將模式層上的資料內插回全球分析資料的等壓層

上才能進行校驗，那麼除了從全球分析資料經過第一

次垂直內插成為模式初始場後，還需經過一次垂直內

插回等壓層，與全球分析資料相減才是我們所見之誤

差。在這裡我們利用 mid25 與 1050 兩組垂直分層及

線性與二次方程式兩種內插方式來觀察誤差主要是來

自於哪個階段的垂直內插。由於高度場與溫度場所得

結論相似，所以此處僅討論溫度場。 

圖（八）中，在解析度足夠且模式層與等壓層距

離夠小的 1050 分層實驗下，不論是用線性（L1050）

或者是二次方程式（Q1050）內插的結果顯示第一階

段的內插（等壓層內插至模式層）是誤差的主要來源，

第二階段透過線性或者二次方程式內插回等壓層就不

會增加太多的誤差。但是如果模式層的解析度較低且

與等壓層距離過遠的 mid25 實驗，這時第一階段使用

線性內插造成的誤差依然是主要來源，但是使用二次

方程式內插的 Qmid25 的誤差來源則是第二階段的內

插，從圖中即可發現若是使用線性內插誤差會增大許

多，使用二次方程式內插造成誤差就不會增加太多。 

 透過此理想化的實驗探討我們得知垂直內插過

程的誤差主要發生在參數隨高度的函數其斜率改變的

地方。而影響誤差大小的因素是由模式層與全球分析

資料等壓層之間的距離以及垂直內插方法所決定，距

離越小以及使用越高次方的內插方法得到的誤差越

小，反之越大。另外，在解析度足夠且模式層距離等

壓層夠近的情況下，使用線性內插或者二次方程式內

插回等壓層上的誤差，兩者之間的差異很小。 

 

三、實際個案測試結果 

 在前述的理想化測試中可以發現垂直解析度、模

式 Eta 層與全球分析資料等壓層間的距離以及垂直內

插方法都會影響誤差的大小。由於在一個廣大的積分

區域內每個格點上的 Psfc都不一樣，導致每一點上的

Eta 層與等壓層的分佈關係也不同，因此無法固定模

式 Eta 層與全球分析資料等壓層之間的距離，所以此

處的實驗設計只改變垂直解析度以及垂直內插方法進

行討論。 

以增加垂直解析度為目標，我們設計了一個垂直

上有 55 層的新垂直分層，此分層以氣象局現行作業模

式 45 層模式分層為基礎，將模式層頂提高至 10 百帕，

並且在 300 百帕至 10 百帕之間新增 10 層以提高高層

的垂直解析度，300 百帕以下則保持與原始 45 層的模

式分層相同。接著我們使用這兩種模式分層進行個案

測試不同垂直解析度與垂直內插的方法對於初始場及

預報的影響。 

 

四、結論 

 在本篇研究中我們對於 WRF 初始化全球分析資

料的過程中會造成明顯誤差的垂直內插深入了解，並

且進行誤差來源的探討以及加入新的垂直內插方法以

期改善垂直內插帶來的誤差。 

 不論使用哪一種垂直內插的方法，只要在參數隨

著高度變化出現明顯的轉折時（例如：溫度場接近對

流層頂處），便會出現明顯的誤差，內插方法中尤以線

性內插的誤差為大。但是增加垂直解析度與減少模式

分層與分析資料的等壓層之間的距離，都有助於降低

內插造成的誤差。不過在實際個案中，由於 WRF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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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設定 Eta 層的數值得到每個格點上模式層的垂直

位置，因此我們並不能直接減少模式層與等壓層的距

離，只能透過增加模式的垂直解析度以達到降低與等

壓層間的距離。另外，我們測試的四種垂直內插方法

中，以 Cubic Spline 內插法進行垂直內插的誤差最小。

而透過內插回等壓層上的比較，我們可以了解到在足

夠的垂直解析度以及模式層與等壓層距離不會太遠的

情形下，使用線性或者二次方程式內插回等壓層不會

增加太多誤差，但是在解析度不足又距離等壓層太遠

的垂直分層使用線性內插就會造成更多的誤差，而二

次方程式內插誤差增長的幅度就小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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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全球分析資料轉換成 WRF 模式初始場流程

圖。 

 

 

 

 

 

 

圖（二）WRF 模式初始化程序 Real 細部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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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探討垂直內插誤差來源的理想化實驗設計。 

 

圖（四）左上：原始探空資料高度場隨 ln(P)變化的函

數一次微分曲線。右上：mid25、350、1050 三組實驗

高度場經線性內插（L）的垂直誤差分布。左下：原

始探空資料溫度場隨 ln(P)變化的分布。右下：同右上

三組實驗，溫度場經線性內插（L）的垂直誤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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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實驗分層 1050 經四種垂直內插方法的垂直誤

差分布，L：線性內插，Q：二次式內插，3：三次式

內插，S：Cubic Spline 內插。上圖：高度場，下圖：

溫度場。 

 
圖（六）取原始探空 16 層標準層的資料，在實驗分層

1050 的情況下，分別進行 L、Q、S 三種內插方法，

再內插回標準層上的誤差分布。左側：高度場（上）

與溫度場（下）用線性內插回標準層的誤差分布。右

側：高度場（上）與溫度場（下）用二次方程式內插

回標準層的誤差分布。 

 

 

 

 

圖（七）溫度場在實驗分層 1050（左側）與 mid25（右

側）經過線性內插（上方）與二次式內插（下方）至

模式分層後，再以兩種內插法（線性、二次式）內插

回等壓層之誤差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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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局於民國 99 年至100 年所執行的「發展鄉鎮逐時天氣預報」(FIFOW)計畫中，為了先架構起統計預報系統雛型並

提供初步指引的產製，先採用「理想模式預測法」(PP)的統計降尺度預報策略。相較於另一種使用動力數值天氣預報模式

(NWP)預報資料來建模的「模式輸出統計法」(MOS)策略，PP 的設計並不處理 NWP 模式的預報誤差，但因通常可使用

較長期的觀測或分析資料進行經驗模型的建置，理論上可獲得較為穩健的關係式。本報告說明目前使用PP 的情形及可能

問題，並提出未來改善做法。另外，針對所需高解析度格點統計預報，本文比較了先內插再預報推估以及先預報再內插2

種方法的校驗結果，初步分析顯示差異不大，表示以測站點預報配合適當的內插工具可以是取得高解析度格點預報值的替

選方法。 

 

一、前言 

天氣預報乃依賴於準確的動力數值預報模式(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NWP)，而所謂統計降尺度預報是對於動

力數值天氣預報模式的產出值以統計方法進行後處理，使其

轉換至一般所被關心的地面天氣預報，例如特定地點的地表

氣溫、溼度、雲量、降水等，並且經由此種後處理的調校，

亦能在原本動力模式具有的預報力上再加值，進一步提高準

確度。根據取用 NWP 資料的方式，這種統計後處理有 2 種

常見做法，第一種稱為「理想模式預測法」(Perfect-Prog；PP)，

乃以實測資料或動力模式分析場建立大氣與地面天氣關係，

再將動力模式所預測的大氣狀況套入該關係式，求得未來幾

天的地面天氣預報值，也就是完全相信動力模式的預測，不

考慮其可能誤差。另一種是「模式輸出統計法」(Model Output 

Statistic；MOS)，其詮釋過程參照了模式預報能力的特性，

被認為可改進 PP 的缺點，做法是分別就動力模式每個預報

時距(tau)的產出和所對應的地面天氣建立統計關係，如此將

能處理動力模式在各預報時距的系統性誤差。 

使用 MOS 的代價是需建置及運算的方程式較多，增加

維運的繁複性。但對於是否採用MOS，最讓人遲疑的原因是

必須要有特性穩定的動力模式並且還要有已累積足夠長時間

資料才能發揮這種設計的長處。如果動力模式更新，因為物

理參數化或資料同化等方式改變使得模式的特性改變，此時

就必須以新資料重新產製 MOS 統計後處理關係式。若是因

此想要求有長時間的凍結模式以發展 MOS 降尺度預報系

統，可說是不太實際的想法，因為動力模式必須不斷從提高

解析度或改善模擬物理過程等等方面改進其預報能力，而且

只有動力模式進步，統計後處理也才能跟著有顯著的進步。 

即便如此，在沒有發展系集預報之前，MOS 仍是比 PP

更被擁護的統計降尺度方法。通常只要有累積2 年長度的模

式資料，即可被接受用來發展 MOS 預報。而且在過去還沒

有發展地面高解析天氣預報之前，模式統計後處理只針對測

站點建立預報方程，而所面對的測站數量往往是只有幾百或

至多數千個，因此雖然每個預報時距皆需分別處理，處理量

也還不致成為太大問題。 

不過，近年包含系集預報的一些發展，使統計後處理方

法開發者有一些新的思考與做法。加拿大對系集預報結果進

行降尺度預報(Bertrand and Verret，2004)，認為使用PP 方式

應比 MOS 更為合適。由於系集預報的精神是模擬出各種可

能性的預報成員，使能含蓋最後真正實現值的範圍，每一個

預報成員應被視為都有發生的可能,性，而不會因為與實現值

不符而失去其價值，因此並不一定適合以 MOS 的概念來進

行動力模式的統計後處理。反之，PP 方式只根據已實現的模

式分析場與地面天氣建立統計關係，並據以對各個系集成員

的預報資訊轉換成地面天氣預報，可以較完整保留系集預報

對預報目標所預測的可能分布區間及機率資訊。 

本局於民國 99 年至100 年執行「發展鄉鎮逐時天氣預

報」(FIFOW)計畫，其中一項工作目標是希望以 2 年時間架

構起統計預報系統雛型並提供地面高解析格點預報初步指引

的產製。在該計畫我們採用較為經濟的 PP 統計降尺度預報

策略，雖然當時動力模式資料累積時間仍太短的確限制了採

用MOS的可行性，但決定選擇PP策略並非只為了暫代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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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簡化系統以滿足時程要求，而是真正想藉由 PP 的長處

來幫助鄉鎮逐時天氣預報流程的建立。在 FIFOW 計畫的設

計中，希望統計降尺度後處理能忠實反應動力模式的預測資

訊，其用意與前面所提為何採用 PP 來處理系集模式是相同

的。如此，不論是多模式或是某一特定模式的多系集成員，

皆只根據分析場與觀測值的關係來對預報資訊進行轉換。當

預報人員以主觀或藉由智慧辨識等客觀方式判定出一特定最

佳參考模式或系集成員時，即可直接由該對應的統計後處理

值決定地面天氣預報。透過 2 年的 FIFOW 計畫，我們使用

水平解析度為0.5度的歐洲中心模式與網格水平距離約15公

里的本局NFS模式的分析場資料來分別建立未來3天逐3小

時預報及未來7 天逐12 小時預報的PP 方程，完成對本局預

報作業經常參考的幾個模式的統計降尺度預報系統，這些模

式包含本局區域及全球天氣預報模式及日本、美國、歐洲等

國外模式。本文的目的之一，是在FIFOW 的PP 統計預報系

統建置完成之後，想說明目前對此應用的一些檢討及未來改

進方向。 

不論是採用PP 或是MOS，氣象上對NWP 進行統計後

處理已具有數十年經驗，是相當成熟的技術(陳，2000)，雖

然近幾年我們仍對於如何更優化統計模型及詮釋資料間的關

係持續做了一些努力(陳等，2009；王與陳，2009；2010；

2011)，但FIFOW 所真正面臨的統計降尺度新挑戰是預報目

標要細緻至 2.5 公里的高解析度網格地面預報。這首先需要

有足夠好的 NWP 預報模式，同時也要有足夠細緻的地面觀

測資料作為預報基礎。對於後者的實現，在FIFOW 計畫中，

已另外規劃並執行發展高解析度網格地面分析技術，重製最

近至少 5 年以上的高解析度網格地面分析值(Ground Truth, 

簡稱 GT)。如此一來，統計預報的發展可根據 GT 值直接在

高解析度格點上建立方程，不過，考慮效率及二次估計等問

題，我們另外也嘗試透過測站統計預報值以客觀分析方法內

插求得格點預報值，為了對這2 種製作高解析度網格統計預

報方法的成效有所了解，本文也將以2012 年1 月至6 月的實

作資料來說明分析結果。上述過程中使用的客觀分析工具是

克利金方法(李，2009)，此法的長處及其與其他氣象上常用

工具的比較，在本研討會有另一報告給予介紹(馮等，2012)。 

二、資料及方法 

本文建立單一 PP 模型的發展資料乃使用取自

TIGGE(THORPEX Interactive Grand Global Ensemble)的歐洲

中心模式資料(本文簡稱 ECTIGGE 或 ECT)，這是在執行

FIFOW 計畫期間，根據將以PP 策略建置模式大氣分析場與

地面天氣觀測值關係的需求，考慮需要有分析品質夠好、解

析度夠細、資料量夠長的模式資料而尋找並決定的。當時適

逄 TIGGE 資料釋出，可在其服務網站取得 2006 年 10 月以

來的EC 資料。我們以2007 至2009 年共3 年資料建立統計

模型，2010 年以後的資料則用來作為預報校驗。本文建模使

用的大氣變數僅為基本層場，包含925 百帕、850 百帕、700

百帕、500 百帕、200 百帕的高度、溫度、風場及溼度(H、T、

U、V、Q)等共25 種。 

本文所討論上線預報作業模式包含日本(JMA)、美國

(NCEP)、歐洲高解析(ECA1)模式及本局 NFS 區域模式共 4

種。其中JMA 及NCEP 的水平解析度約50 公里，歐洲高解

析模式約為12.5 公里，NFS 用的是15 公里版本。由各模式

各別發展PP 模型時，受限於資料長度，乃使用2008 年起的

3 年資料，其中近年新接收的ECA1 則只用2011 年的1 年資

料建模。本文建模及預報計算皆使用已完成的 FIFOW 統計

預報發展系統，本系統建模的預報因子選取方法可選用

Forward(陳等，2009)或LASSO(王與陳，2009)，亦可因應資

料型態選擇邏輯斯迴歸與線性迴歸。本文主要以氣溫預報為

例來做說明，在此是選用Forward 方法建立多元線性迴歸式。 

對於評估氣溫這種連續型變數的預報成效，本文使用 3

種校驗指標做為代表，(1) 相關係數，本文記為COR：用以

觀察預報值對實際變化趨勢的掌握度。(2) 平均偏誤，本文

記為 Mean Bias：乃預報值相對於實測值的誤差平均值。(3)

均方根誤差(RMSE)與預報對象的氣候標準變異量(YSD)的

比值，本文記為 RMSE/YSD。與直接使用 RMSE 相比，改

用此比值的好處是可以利用各預報目標的變異度來對照，了

解預報誤差值是否過大，是納入一個標準化的概念，幫助對

於不同氣候特性預報點的比較(陳等，2009)。RMSE/YSD 比

值愈小表示預報愈好，當比值為1 是指預報誤差已大到與氣

候標準變異量相當，本文認為比值在 0.5 以下已可算是不錯

的預報，0.8 以上則不理想，應列為日後優先調校目標。 

三、理想預報法的預報表現與檢討 

如前所述，本局預報作業常用模式包含國外模式及本局

模式，FIFOW 計畫希望能對這些模式都進行統計預報的後處

理。FIFOW 在民國99 年(2010 年)建置統計預報雛型系統後，

當年即使用ECTIGGE 2007 至2009 年共3 年長度的資料完

成單一模型理想預報方程組，對所有模式以同樣的 PP 預報

方程轉出各模式的地面測站預報值，並接續在隔年(2011 年)

完成高解析度格點預報值。由於建置上線系統的時間緊迫，

工作多以資料處理、系統流程設計、建置為主，預報優化則

是在系統完成後才得以逐步開展，而其首要之務即是藉由產

製的預報數值觀察 PP 的預報表現。本系統預報的地面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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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氣溫、日間高溫、夜間低溫、溼度、降水機率、雲量,、

風向、風速等，需觀察的資料眾多，先簡單以一些校驗經驗

來說，大致上可見降尺度的結果能抓住天氣變化趨勢，但各

模式在定量數值的預測上則各有誤差。以下主要想探討 PP

應用的問題，說明將以氣溫預報為例。 

3.1.使用單一模型理想預報法的潛在問題 
讓我們先來觀察 PP 在發展模式與套用模式相同下的預

報表現，亦即同樣使用 ECTIGGE 資料來套用統計預報方

程。以對台北2012 年1 月份早上8 點正點氣溫的預報為例，

從不含NWP 預報誤差的 tau=0 模式輸出來看，PP 預報值與

實測值的相關高達0.95，RMSE/YSD 的比值只有0.39，圖1

上方所示2 組資料的散布圖與時間序列都顯示吻合程度相當

高。其中時間序列圖同時標列直接使用 ECTIGGE 模式地面

2 公尺預報資料對相同地點的溫度預報內插值，顯示直接使

用動力模式輸出的預報數值偏冷，而 PP 的統計後處理的確

做了很有效的調整，同時也間接驗證本系統所建置統計預報

系統的可靠性。另外對於提前3 天的預報，PP 的掌握也很好

(未附圖)，預報值與實測值的相關係數分別為 0.93、0.93、

0.92，RMS 與YSD 的比值也都仍維持在0.5 以下。倘若以平

均偏誤值來看，ECTIGGE 對於 2012 年1 月份的 PP 預報有

0.54 度的冷偏誤，這可能是因為預報時期的資料特性與建模

時期不同有關，此點將在3.3 小節再做討論。 

從上面我們證實了 PP 預報方法的可參考性，接下來將

繼續說明此單一模型 PP 預報對於其他 4 家動力模式的應用

效果。圖1 的中下圖分別表示對於 tau=0 及 tau=72 小時的各

模式預報校驗指標比較情形。以不含動力預報誤差的 tau=0

來看，包含 JMA,NCEP 及NFS 等 3 個模式所得校驗相關值

都有0.9 以上，表示各模式套用此PP 方程確實能抓住氣溫變

化起伏趨勢，同時RMSE/YSD 比值亦在0.5 以下，不過在平

均偏誤方面，各模式則各有不同，JMA 為零偏誤，NCEP 及

NFS 則有0.5 度以上的正偏誤，說明模式之間是存在差異的。

這在ECA1 可以看的更清楚，ECA1 的平均偏誤高達8 度以

上，這個結果提醒我們，如果 PP 的基準發展模式與套用模

式所模擬的大氣資料有不同的特性，PP 的運用必須留意合適

性的問題。例如套用模式的平均背景如果較溼或較冷，或是

因為模式的地形不一樣，而影響近地面層的變數值，皆可能

引入一些系統性或甚至是非系統的誤差。在此例中，ECA1

出現明顯高誤差，我們判斷可能是因為模式地形不一樣造成

的影響。當應用至預報時距較遠的資料時，PP 在各模式的差

異還包含了預報能力的誤差，參考圖1 下所示 tau=72 小時的

比較圖，PP 的基準模式ECTIGGE 表現最好，NFS 表現最差，

其相關已下降至0.8 以下。而 JMA、NCEP 的平均偏誤也放

大，其中 NCEP 3 天預報的平均偏誤相對於 tau=0 已成長 1

倍以上，RMSE/YSD 比值也超過了0.8。 

由以上分析，我們透過使用ECTIGGE 模式對未來3 天

的預報實例，知道 PP 的後處理的確可以成功修正模式的直

接預報，給予相當不錯的地面預報準度。而且在目前模式對

3 天內預報有高掌握度的情形下，利用PP 統計法可以進行相

當好的轉換。不過，使用單一 PP 模式套用至其他模式，似

乎應考慮模式之間的可能差異性。我們認為可以有3 種因應

方式：(1)可直接套用單一 PP 模式，但需對套用結果去除系

統性誤差，不過此系統性誤差顯然需要經過累積一段時間來

獲得，並且亦需要有可辨認的穩定性系統誤差。(2)可嘗試將

各模式先對PP 基準模式做相關校準，再套入該PP 方程。(3)

改以各模式來進行 PP 的建置。上述第 1 種作法可能比較經

濟，但並不確定能掌握問題。比較簡單有效的方式是以第 3

種作法來進行改善。以各模式來建置符合自家特性 PP 方程

的做法已有 MOS 的概念，差別在於各個預報時距仍皆套用

分析場的關係式。客製化的前提是每個動力模式皆需要有足

夠的資料，最好至少要有2 年的樣本。FIFOW 自民國99 年

經過 3 年的發展，目前各動力模式資料的累積量也有所增

長，JMA 與NCEP 的0.5 度模式資料已有4 年，ECA1 高解

析模式也逐漸接近2 年。FIFOW 在計畫啟動後第3 年的統計

預報系統建置工作中，開始加入了 MOS 的發展設計，除了

可真正進行MOS 方法外，對於所需PP 策略，亦可藉由此系

統將其改為以客製化各模式PP 模型來進行。以下3.2 節將對

單一模型 PP、客製化各模式 PP 及 MOS 方法的應用情形，

給予一些範例式的比較。 

3.2. 理想預報法與模式輸出統計法的比

較 
本節繼續以 1 月份的預報實例來觀察並說明單一 PP 模

型(PP_ECT)及改用對各模式客製化 PP(PP by model)的結果

差異，並且我們也同時比較真正引用 MOS 的結果。首先從

不含動力模式誤差的 tau=0 資料套用來看，圖2 上表現使用4

家作業模式客製化 PP 的預報情形，可與圖 1 下的 PP_ECT

來對照，將可見PP by model 明顯解決了原本單一PP 模式的

問題。不過注意到 ECA1 在套用客製化 PP 後雖使統計結果

得到改善，但其校驗相關仍不夠佳，這表示仍需再從其他層

面去了解該模式的資料特性，例如不使用內插點，而改以臨

近最佳相關點等方式來個別調校統計關係式等等探究各種改

進模型的可能。 

再來我們比較含有動力模式預報誤差的時距，以 tau=72

小時為例，PP by model 同樣比PP_ECT 略佳(圖略)。至於PP 

by model 與MOS 的比較，可參考圖2 中、下圖的校驗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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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 MOS 的平均偏誤如預期略有縮小，顯示能除去一些屬

於系統性的誤差。由 PP by model 的結果看來，4 個模式在

tau=72 的預報皆偏暖，透過 MOS 則可修正一些回來。為了

更整體性的比較 PP 與 MOS 的差異，我們另外以 NCEP 為

例，觀察未來 7 天預報的比對。圖 3 可見不論是使用 PP 或

MOS 方法，平均偏誤皆隨 tau 增加，再一次顯示NCEP 模式

對2012 年1 月份有預報偏暖的情形。如果使用MOS 則可以

有修正作用，但也並不表示能完全去除平均偏誤。值得留意

的是，從RMSE/YSD 來看，在5 天預報(120 小時)以內2 個

方法並沒有太大差異，尤其是在 tau=72~120 小時，此時模式

其實已出現較大的平均偏誤，改用 MOS 卻並沒有特別優於

PP，甚至以預報校驗相關值來看，PP 在此段時間的表現反而

優於MOS！表示以此個案來說，PP 的預報並不比MOS 差。

經過檢查更多預報實例的時間序列圖，我們注意到有一些例

子是 PP 能很好反應天氣系統的起伏變化，也常能精準掌握

定量的數值，不過在特定的系統，例如大陸冷氣團影響時，

可能氣溫預測不夠低而增加了平均偏誤的正值，在這種情況

下，如果以 MOS 給予系統性的預報調校，雖可能校正偏暖

預報的日子，但也可能會將原本準確預報的天氣下拉為過冷

的預報。MOS 的方法因為傾向朝平均值靠攏，尤其對預報力

較差的長預報時距而言，統計處理的預報值會傾向氣候平均

值，而較不能真實反應動力模式的預測資訊。雖然對於根據

長時間樣本校驗的統計預報競賽，MOS 常可得到相對較佳的

成績，使得被認為是好策略。不過，如果降尺度的目的是希

望保留動力模式的預測資訊，PP 不只較能勝任，並且也不見

得比MOS 差。 

由3.1 及3.2 節，我們以1 月份的例子說明PP 確實是一

個可採納的做法，但建議需將現行的單一模型 PP 改為對各

作業預報動力模式的客製化 PP 模型。若以單純提供直接指

引而言，MOS 的方法亦具價值，但如果統計後處理的目的是

希望提供預報人員對 NWP 所做預報的降尺度資訊，則 PP

也許會較為合適。 

3.3. 理想預報法對台灣氣溫預報的表現 
以上說明皆使用台北站為例，乃因主要目的是要強調出

統計資料使用策略的差別，所以選取具高預報度的代表站來

說明，以避免掉統計關係本來就不好的問題。但事實上並不

是每個站點都能如此順利得到好的統計關係來進行對未來時

間的預報關連。在 FIFOW 統計發展過程，在設定好 PP 或

MOS 的策略、開發合適的建模工具之後，是否能有好的預報

應用仍受多項因素影響，例如，可靠的關係式是否存在就是

關鍵問題。對於是否存在可取得的有效預報因子，目前只從

現有動力模式的產出內容來尋找，但一些地區或是特定天氣

可能還是會有非 NWP 能正確詮釋的控制因子，這些都將限

制統計預報的能力。以2012 年1 月為例，不考慮動力模式的

預報能力，使用 ECTIGGE 模式 tau=0 的統計預報來觀察，

我們從圖 4 可見台灣以北部的預報效果較好，許多測站

RMSE/YSD 的比值多在0.4 以下，而中南部則相對較差，這

是因為冬季時期北部天氣與大氣綜觀系統關連性高，而影響

中南部天氣的因子則相對較不單純。另外，從個別站來看，

以阿里山為例，1 月份的預報非常不錯，但在 3 次寒冷天氣

系統影響期間，卻出現較大的誤差，也拉低了校驗統計成績，

在統計預報過程中想改善預報，上述範例說明需特別再去了

解天氣個案對局地的影響。 

詮釋統計預報成效的不容易還可能表現在預報期與校驗

期的背景場有明顯差異的例子，以 2012 年的平均偏誤來看

(圖略)，西部有冷偏差，東部則為暖偏差，這個情形也出現

在2011 年。簡單從動力模式近地面大氣溫度與實測地面溫度

關係式來檢查，2011 年及 2012 年的截距項調整量與建模所

用的2007 至2009 年果然有顯著性的差異。以上說明要針對

統計預報成效進行分析，需有許多面向來了解問題。目前

FIFOW 的作法，暫時是先採集體製作方式建模，再逐步針對

預報成效較差的站點來進行問題診斷，如何更好更快地進行

優化調校，仍需思考有效途徑。 

四、高解析度格點預報方法結果比較 

對於高解析格點統計降尺度預報的產製，FIFOW 計畫的

設計是先利用高解析格點分析技術得到地面網格分析值，再

使用此分析資料與 NWP 模式建立統計後處理關係式，然後

依各格點預報方程逐一計算預報值，這種先內插再推估的方

式在此先簡稱為Gridded PP。考慮效率及避免估計誤差等問

題，我們另外也嘗試先推估再內插的方式，亦即只對測站進

行統計後處理，先預報測站點的天氣再根據其值對高解析網

格點進行內插估計，此法在此簡稱為PP-Gridded。 

目前上述2 個方法所需要的內插工具皆使用相同的克利

金方法，假設不考慮內插數值處理的誤差，對於2 者的比較，

PP-Gridded 的好處雖然是可以大量減少資料處理量，但因為

高解析網格點預報決定於範圍內所有觀測點的預報值，因此

對每一個測站的建模品質與預報成效的把關就變得非常重

要。為了避免影響內插面化的合理性，應先剔除預報力不佳

或預報明顯有誤的測站參考點。至於先內插再推估的

Gridded-PP 方法，因為每一個格點為獨立計算預報值，並不

受其他點預報品質的影響，對希望提供一特定區域的預報資

訊而言，大量的格點統計後處理有類似增加預報系集成員的

效果，也少了因為僅依賴少數特定參考點預報資訊而可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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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風險。不過Gridded-PP 方法的重要前提是需要有可靠的

GT 分析場，另外，面對大量格點的統計後處理，也需注意

處理效率問題。再者，對於眾多高解析格點方程(本島格點約

6 千點)的調校工作，可說實屬不易。 

在完成預報系統建置後，我們也透過實例逐步觀察上述

2 種方法的表現，在此仍以氣溫預報為例，說明比較結果。

基本上來說，2 種方法在空間上的型態是差不多的，也都能

清楚反應出天氣系統冷暖的變化。為了進一步以量化的方式

來觀察差異性，我們從高解析格點預報取出台灣368 個鄉鎮

預報值做為參考點，分析預報校驗所得 RMSE/YSD 指標值

的差異(圖5)，結果顯示2 者的數值在大多數地區差異不大，

多在 0.1 之間，不過正值差異略多於負值差異，亦即

Gridded-PP 的預報誤差大於PP_Gridded，其中在中部山區，

RMSE/YSD 差值甚至達到0.3 以上，檢查實際數值可注意到

此區預報能力較差，Gridded-PP 的比值很多超過 1，亦即預

報變異比標準偏差還大。從更多範例來看，仍類似上述結果，

2012 年 2 月至 6 月的分析(圖 6)都顯示 2 個方法的校驗值差

異大多在 0.1 以內，但正值偏差多於負值，顯示 Gridded-PP

的預報誤差大於PP_Gridded。 

以上的分析說明為了減少維運成本，使用PP_Gridded 來

替代Gridded_PP 進行預報也許是可行的，雖然如此，Gridded 

PP 的發展仍有其必要性，我們仍將持續進行更多範例觀察2

者差異的穩定度。 

五、未來方向 

經過 3 年的工作，我們已逐步建置好統計預報作業環

境，繼之起步的重要任務是優化及調校統計模型以提供具參

考意義的預報指引。如同以上所分析及檢討，我們計劃自民

國 102 年起改為使用客製化 PP 來建置各作業模式的降尺度

預報方程，以使能夠,更正確地表現各模式所模擬大氣與地面

天氣的關係。選擇 PP 策略是因為本計畫設定的目標是要忠

實反應動力模式的預測資訊，使預報人員以主觀或藉由智慧

辨識系統等客觀方式判定出一特定最佳參考模式或系集成員

時，即可直接由該對應的統計後處理值決定地面天氣預報。

雖然如此，我們也將同時提供MOS 預報，除了作為對PP 的

評估比較，也能具體再提供一個經過預報力調校的客觀指

引。在資源有效運用的考慮下，目前規劃將只在測站點上建

置 MOS 方程，再由測站所作的預報值透過內插面化得出高

解析格點預報值。由各種方法產出的預報指引很多，統計預

報下一個挑戰是如何整理這些資訊，我們目前正在探索貝氏

方法等工具對結合各種方法的可應用性，初步認為有發展價

值。例如我們可用多年的資料建立 PP 模型，將得到的參數

估計值作為近2 年MOS 模型的先驗資料，如此來結合PP 及

MOS 的優點。另外，對於各種方法產生的指引，亦可用貝氏

平均模型方式，得出類似系集預報的概念，整合各預報結果。

每種指引或預報方法皆有其特性及估計誤差，如何善用及有

系統地歸納這些眾多資訊，去蕪存菁，是我們接下來需面對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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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使用 ECTIGGE 資料發展單一模型 PP 法，以台北 2012

年 1 月份早上 8 點正點氣溫的預報為例，圖示校驗數據及成

效。(上)：左圖為 PP 預報值與實測值的散布圖，右圖為時間

序列圖，並加入動力模式直接輸出值以與統計後處理值比

較。(中)5 個動力模式套用此單一模型的校驗數據比較圖，

tau=0。(下)同中圖，但為 tau=72 小時。 

 

圖 2：以台北 2012 年 1 月份早上 8 點正點氣溫的預報為例，

圖示 4 個預報作業模式的統計預報校驗比較圖。(上)使用對

各模式客製化 PP 法，tau=0。(中)同上圖，但為 tau=72 小時。

(下)使用 MOS 法，tau=72 小時。 

 

圖 3：使用客製化 PP 法與 MOS 法的校驗比較圖。以 NCEP

模式對台北 2012 年 1 月份早上 8 點正點氣溫的未來 7 天預

報為例。 

 

圖 4：單一模型 PP 法對台灣 151 個代表站的氣溫預

報 RMSE/YSD 校驗分布圖。以 ECTIGGE 模式對 2012

年 1 月份早上 8 點正點氣溫的預報為例，tau=0。 

 

圖 5：Gridded-PP(Ygrid)與 PP_Gridded(Ys2g)高解析

網格降尺度方法氣溫預報 RMSE/YSD 校驗差異分布

圖。以 ECTIGGE 模式對 2012 年 1 月份早上 8 點正

點氣溫的預報為例，tau=0。 

圖 6：Gridded-PP 與 PP_Gridded 高解析網格降尺度

方法氣溫預報 RMSE/YSD 校驗差異分布直方圖。預

報範例由上而下，分別為 2012 年 1 月至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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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F雷達資料同化對颱風短時定量降雨預報之效益評估 
 
 

林欣弘
1
         林沛練

1, 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     

國立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2 

   
   

摘    要 

    多樣的氣象觀測資料同化已經廣泛的被使用於改善數值天氣預報的準

確性，其中雷達觀測資料擁有高時間與空間解析度特性，可以隨時將所觀測

的雷達資料用於修正模式的初始場或預報場，並重新預報一組更新的結果，

透過這樣的方式，將可隨時修正預報誤差，以獲得更準確的即時天氣預報結

果。 

    本研究針對2011年侵台的南瑪都颱風進行雷達資料同化對短時降雨預

報的評估實驗。資料同化使用WRF資料同化系統WRFDA(WRF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 中的三維變分資料同化方法(3D-VAR)，並同化雷達徑

向風資料。透過此颱風個案的研究，企圖了解WRF 3D-VAR的雷達資料同化

對背景場調整的影響，以及初步評估經由雷達資料同化後對颱風短時間定量

降雨預報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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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ricane WRF 模式於西北太平洋颱風預報之初步測試研究 

蔡金成
1
   蕭玲鳳

1
   陳得松

2
  包劍文

3   
李清勝

1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1     

中央氣象局
2   NOAA Earth System Research Laboratory 3 

摘  要 

本研究將簡介 NCEP 颶風模式(Hurricane WRF)，包含：模式設定與颱風渦旋初始化過程，並評估 Hurricane 

WRF 於 2012 年西北太平洋颱風之預報能力。評估個案為 2012 年珊瑚、瑪娃、谷超、泰利與杜蘇芮颱風。 

關鍵字：Hurricane WRF 

一、前言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於 2010 年起進行定量降

雨系集預報實驗，實驗期間每日 4 次，每次進行 20

組預報。20 組預報實驗設計中，包含：MM5、WRF

與 Cress等模式。為朝向多模式系集預報之實驗架構，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中央氣象局與美國 ESRL(Earth 

System  Research  Laboratory)  / NOAA(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合 作 引 進

HWRF(Hurricane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 system)

並測試評估 HWRF 預報西北太平洋颱風之能力。 

二、模式介紹 

HWRF  為美國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 下 轄 的 研 究 單 位 Environmental 

Modeling Center (EMC)負責研究發展與改進，HWRF 模

式之物理過程改進，由 EMC 與 NOAA 下轄研究單位

ESRL(Earth System Research Laboratory)共同合作。 

HWRF 系統包含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大氣預報

模式，大氣預報模式由 WRF‐NMM  V3.3、WPS、渦漩

初始化與 GSI 資料同化系統；第二部分為 POM‐TC 海

洋預報模式;第三部分為 EMC/NCEP所發展的大氣海洋

耦合交換器，耦合交換器中海洋模式將海溫資料傳送

至大氣預報模式，大氣預報模式則回饋地表通量(包含：

潛熱、可感熱與短波輻射)至海洋預報模式。詳細的

HWRF 介紹可參考 Community  HWRF  USER’  GUIDE 

V3.3a(Bao et al. 2011)。 

三、實驗設計 

本篇研究中針對 HWRF 設計 2 組實驗，其中一組

實驗為類似 EMC/NCEP HWRF 之作業版本，3 層巢狀移

動網格，網格解析度分別為 27、9 與 3 公里，模式垂

直層數為 43 層，模式頂 50hPa。為產生台灣地區的定

量降雨預報資料，供本中心定量降雨系集預報實驗 

(Taiwan  Cooperative  Precipitation  Ensemble  Forecast 

Experiment, TAPEX)  使用，第二組實驗 HWRF_T 為固定

3 層巢狀網格，網格解析度為 45、15 與 5 公里，模式

範圍仿照現行中央氣象局作業之設定。兩組 HWRF 實

驗進行預報時未使用海洋模式進行耦合。詳細 HWRF

實驗設計請參考表一。 

分析HWRF兩組實驗之颱風路徑與強度預報時，

將 同 時 比 較 定 量 降 雨 系 集 預 報 實 驗 中 MEM11、

MEM18 與系集平均(Ensemble MEAN)作為參考。 

本篇研究中，針對2012年颱風進行作業化預報，

分析之颱風個案，包含：珊瑚(SANVU)、瑪娃(MAWAR)、

谷超(GUCHOL)、泰利(TALIM)與杜蘇芮(DOKSURI)。 

四、實驗結果與討論 

(一)  颱風路徑預報結果 

珊 瑚 颱 風 生 命 期 間 (2012052200‐2012052712Z) 

共進行 24 次預報(圖一)。HWRF、HWRF_T、MEM11

與 MEM18  預報路徑誤差統計結果顯示(表二)，預報

第 24、48 與 72 小時以 HWRF 表現最佳(69/105/176

公 里 ) ， MEM18 路 徑 預 報 表 現 與 HWRF 相 當

(78/134/215 公里)，固定網格的 HWRF_T 路徑誤差則

最大(144/354/450 公里)。 

瑪娃颱風(2012060106‐2012060600Z)共進行 20

次預報(圖二)，第 72 小時路徑預報 HWRF 仍表現最佳

(62/156/172 公 里 )。 第 24 與 48 小 時 ，MEM18 

(50/109/299 公里)則優於 HWRF。HWRF_T 實驗在瑪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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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個案路徑誤差仍最大(130/341/598 公里)，並發現

固定網格之 HWRF_T，當颱風經過 domain2 的邊界時

颱風路徑會有不連續的狀況(圖二(b))，亦造成較大的

路徑預報誤差。 

谷超颱風(2012061206‐2012061918Z)共進行 31

次預報(圖三)，表四可見 MEM11(100/174/260 公里)

與 MEM18(77/164/264公里)在谷超颱風期間的路徑預

報表現相近。HWRF_T 表現同樣為四個實驗中較差，

HWRF_T 在此個案與瑪娃颱風類似，當颱風通過

domain2 的邊界時產生不連續造成誤差擴大。HWRF

在此個案表現較差(圖三(a))，主要因當颱風強度在模

式中預報過強時，低於 900hPa，模式將產生不穩定，

造成颱風後期路徑誤差增大。 

泰利颱風(2012061718‐2012062018Z)進行 13 次

預 報 ( 圖 四 ) ， HWRF(133/120/114 公 里 ) 、

MEM11(79/96/169 公里)與 MEM18(120/148/150 公里)

路徑預報表現相當(表五)。HWRF_T 因前述颱風個案發

生 domain2 邊界不連續之颱風路徑後，泰利颱風個案

從 2 way 修改為  1 way 進行預報，已無明顯之邊界問

題(圖四(b))。 

杜蘇芮颱風(2012062612‐2012062918Z)進行 14

次 預 報 ( 圖 五 ) ， HWRF(188/277/418 公 里 ) 、

MEM11(209/283/457公里)與MEM18(95/253/371公里)

路徑預報表現仍相當。HWRF_T 的預報路徑仍較其他

三個實驗較為發散，誤差亦較大(表六)。 

(二)  總結 

  統計 2012 年五個颱風的路徑預報結果顯示，

HWRF 與現行 ARW‐WRF(MEM11 或 MEM18)之路徑預

報能力相當。若扣除谷超颱風個案因模式颱風強度預

報過強造成的不穩定，HWRF 在西北太平洋之颱風路

徑預報表現相當好，部分個案亦優於系集平均或

ARW‐WRF 之表現。HWRF 之預報路徑改善，推測部分

原因來自於模式解析度不同，造成颱風的強度不同而

影響颱風行進路線。未來將進一步分析各實驗對於颱

風強度之預報結果。 

  HWRF_T 之 實 驗 設 計 ， 在 颱 風 季 前 為 了 使

domain1 之颱風強度增強而採用 2way，實際作業後發

現颱風在 domain2 邊界時，受到異常梯度阻擋路徑產

生不連續。雖然將 HWRF_T 修改為 1way，但其颱風路

徑預報仍未有顯著改善，未來將測試 GSI 資料同化與

HWRF 之應用，以期能改善固定網格之 HWRF_T。 

五、參考文獻 

Shaowu Bao, Richard Yablonsky, Don Stark and Ligia 

Bernardet,  2011:  Community  HWRF  USERS’ 

GUIDE  V3.3a.  The  Developmental  Testbed 

Center. 

 

 

表一、HWRF  實驗設計表 

Experiment 
cold/warm 
start 

analysis  bogus Cumulus
scheme 

Microphysics 
scheme 

Boundary 
Layer Note 

HWRF  cold start  NODA 
HWRF
bogus 

SAS  Ferrier 
NCEP
  GFS 

43levels ;model top 50hPa; 
2 way 

HWRF_T  cold start  NODA  no bogus SAS  Ferrier 
NCEP
  GFS 

43levels; model top 50hPa; 
1 way* 

MEM18  partial cycle  NODA  no bogus KF  WSM5  YSU  28levels; 2way; d03 with Cu.

MEM11  cold start 
WRF3DAVR 
(CV5+OL3) 

CWB   
bogus 

new 

KF 
Goddard  YSU 

45levels; model top 30hPa; 
1way 

*HWRF_T change to 1 way start from typhoon TA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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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珊瑚颱風生命期間路徑預報誤差統計(網格解析度:45km) 

Experiment  0 fhr(24)*  24fhr  48fhr  72fhr 

HWRF  57  69  105  176 
HWRF_T  39  144  354  450 
MEM18  39  78  134  215 
MEM11  16  96  204  322 
MEAN  20  107  187  267 

*fhr 為預報小時；括號內為個案數。 

 

表三、瑪娃颱風生命期間路徑預報誤差統計(網格解析度:45km) 

Experiment  0 fhr(20)*  24fhr  48fhr  72fhr 

HWRF  74  62  156  171 
HWRF_T  42  130  341  598 

MEM18  40  50  109  299 
MEM11  40  90  228  410 
MEAN  17  60  203  437 

 

表四、谷超颱風生命期間路徑預報誤差統計(網格解析度:45km) 

Experiment  0 fhr(31)*  24fhr  48fhr  72fhr 

HWRF  52  114  332  378 
HWRF_T  20  153  462  953 

MEM18  26  77  164  264 
MEM11  47  100  174  260 
MEAN  19  77  132  186 

 

表五、泰利颱風生命期間路徑預報誤差統計(網格解析度:45km) 

Experiment  0 fhr(13)*  24fhr  48fhr  72fhr 

HWRF  89  133  120  114 
HWRF_T  65  210  358  223 

MEM18  68  120  148  150 
MEM11  33  79  96  169 
MEAN  30  50  52  45 

 

表六、杜蘇芮颱風生命期間路徑預報誤差統計(網格解析度:45km) 

Experiment  0 fhr(14)*  24fhr  48fhr  72fhr 

HWRF  76  188  277  418 
HWRF_T  77  209  379  636 

MEM18  108  95  253  371 
MEM11  50  209  283  457 
MEAN  54  149  279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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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珊瑚颱風生命期間，HWRF 路徑預報表現。 圖  1：(c)珊瑚颱風生命期間，MEM11 路徑預報表現。

圖  1：(b)珊瑚颱風生命期間，HWRF_T 路徑預報表現。 圖  1：(d)珊瑚颱風生命期間，MEM18 路徑預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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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瑪娃颱風生命期間，HWRF 路徑預報表現。 圖  2：(c)瑪娃颱風生命期間，MEM11 路徑預報表現。

圖  2：(b)瑪娃颱風生命期間，HWRF_T 路徑預報表現。 圖  2：(d)瑪娃颱風生命期間，MEM18 路徑預報表現。

圖  3：(a)谷超颱風生命期間，HWRF 路徑預報表現。 圖  3：(c)谷超颱風生命期間，MEM11 路徑預報表現。

圖  3：(c)谷超颱風生命期間，HWRF_T 路徑預報表現。 圖  3：(d)谷超颱風生命期間，MEM18 路徑預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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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a)泰利颱風生命期間，HWRF 路徑預報表現。 圖  4：(c)泰利颱風生命期間，MEM11 路徑預報表現。

圖  4：(b)泰利颱風生命期間，HWRF_T 路徑預報表現。 圖  4：(d)泰利颱風生命期間，MEM18 路徑預報表現。

圖  5：(a)杜蘇芮颱風生命期間，HWRF 路徑預報表現。 圖  5：(c)杜蘇芮颱風生命期間，MEM11 路徑預報表現。

圖  5：(b)杜蘇芮颱風生命期間，HWRF_T 路徑預報表現。  圖  5：(d)杜蘇芮颱風生命期間，MEM18 路徑預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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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F-Var資料同化系統之GPS掩星折射率資料處理 
對颱風路徑預報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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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參考NCEP GSI同化系統中之品質檢定架構，嘗試改進WRF-Var資料同化系統中之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掩星折射率資料計算與資料品質檢定方法；並利用Forecast 
Sensitivity to Observation (FSO) 診斷工具，針對有無同化GPS掩星資料進行效益評估，探討

GPS掩星資料對於颱風路徑預報之影響。 

關鍵字：GPS 掩星資料、資料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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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資料同化系統對颱風預報之初步分析 

王潔如 1  蕭玲鳳 1  Zhiquan Liu2  Hui Liu2    李清勝 1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1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2 

摘    要 

本研究利用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 NCAR)發展

的一種混合(HYBRID)分析方法，結合系集調整卡爾曼濾波(Ensemble Adjustment Kalman Filter; 

EAKF)及三維變分同化法(three-dimensional variational analysis, 3D-Var)，該方法以三維變分同化

的框架下與觀測資料進行調整，而給出最佳的分析場。本研究首先利用單點測試透過資料同化系

統產生的分析增量，了解背景誤差協方差如何影響初始分析場。並選取2010年梅姬(MEGI)颱風，

比較WRF3DVAR與HYBRID EAKF-WRF 3D-VAR資料同化系統對颱風個案的影響。 

 

一、 前言     

 

背景誤差協方差(B)是變分同化中一個重

要的部分，將決定加入觀測資料後背景場將如

何調整，影響同化系統輸出的分析場，準確描

述背景誤差協方差是做好變分資料同化的一

個 關 鍵 問 題 。 系 集 卡 爾 曼 濾 波 (Ensemble 

Kalman Filter; EnKF)與3D-VAR資料同化最大

差 異 在 於 背 景 場 誤 差 (Background Error) 更

新，現有3D-VAR資料同化系統採用一組固定

的背景場誤差進行調整。EnKF的背景場誤差

會隨時間變動，係利用新的觀測資料進來更新

背 景 場 誤 差 ， EnKF 背 景 誤 差 協 方 差 具 有

flow-dependent的特性，而3D-Var的背景誤差

協方差則具有等同向性及不受背景流場影響

的特性。 

近年來混合系集卡爾曼濾波與變分同化

方 法 被 提 出 (e.g., Hamill and Snyder 2000; 

Lorenc 2003)，並發展應用在數值天氣預報模

式中 (Wang et al. 2008a )。混合分析方法

(Hybrid Analysis Scheme)結合系集卡爾曼濾波

及三維變分同化法，根據現有的變分同化的框

架有效地结合具有flow-dependent特性的系集

背景誤差，決定最佳的分析場。 

 

二、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混 合 分 析 方 法 (Hybrid 

Analysis Scheme) ， 為 NCAR 發 展 之 WRF 

3D-Var系統架構上納入系集調整卡爾曼濾波

背景誤差協方差的估計，最小化代價函數（cost 

function）定義如下(Lorenc, 2003) 

 

 

 

 

為第 i 個成員的擾動場， 為控制變量，

為相關係數矩陣， 與 可以調整 3D-Var 與

EAKF 的背景誤差協方差權重 。 

  

三、 分析與討論 

    

為說明HYBRID EAKF-WRF 3D-VAR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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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 同 化 方 法 的 特 點 ， 本 研 究 先 進 行 WRF 

3D-VAR和HYBRID EAKF-WRF 3D-VAR的

單點觀測實驗（single observation test），單點

觀測實驗透過資料同化系統產生的分析增

量，可以檢視背景誤差協方差矩陣作用，亦可

了解此分析系統的結構特徵。單點觀測實驗以

2010年梅姬（Megi）颱風為例，其背景場是初

始時間10月10日0000UTC開始full cycle至10

月17日0000UTC。在750hPa上，東經128.721

度、北緯17.603度的位置給定1K的溫度增量進

行單點觀測實驗。 

以下將顯示背景與分析的位溫差異做為

單點觀測實驗溫度增量的依據，由圖 1a 很明

顯看出 3D-Var(static)的背景誤差協方差具有

等同向性，分析增量呈現較均勻對稱和同心圓

的結構特徵。而 EAKF(ensemble)的結果(圖略)

則 是 可 看 出 背 景 誤 差 協 方 差 具 有

flow-dependent 的特性。Hybrid 設定 static 與

ensemble 的背景誤差協方差權重各 50% (圖

1b)，分析增量的特性較非對稱且為拉伸的圓

形，外圍有明顯的颱風環流結構，這表示觀測

訊息將有效地呈現在觀測時間與位置，更能適

當地呈現觀測資料隨時間的變化。當改變協方

差 權 重 ， ensemble 為 90% 時 ( 圖 1c) ，

flow-dependent 的特性更為明顯， 但 static 的

背景誤差協方差權為 90%時(1d)，溫度增量結

構特徵則會變得均勻，接近 3D-Var 的結果。

因此給定不同的權重比例會影響同化觀測資

料調整分析場。在 Megi 颱風路徑預報(圖 2)，

前期 HYBRID 資料同化系統移速與方向比

WRF 3D-Var 接近觀測，但後期仍是 WRF 

3D-Var 的路徑預報較佳，因此還要進一步實

驗，找到一組適合颱風預報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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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0 年梅姬（Megi）颱風個案(a)WRF 3D-VAR，(b)HYBRID 設定 3D-Var(static) 與

EAKF(ensemble) 的背景誤差協方差權重各 50%，(c)同(b)但設定 static 為 10% 與 ensemble 90% 

的背景誤差協方差權重，(d) 同(b) 但設定 static 為 90% 與 ensemble 10% 的背景誤差協方差權

重之 750hPa 溫度分析增量圖，等值線為重力位高度場。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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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0年梅姬（Megi）颱風個案模擬期間(a)初始時間2010年10月14日12Z及(b)初始時間2010

年10月15日12Z之預報路徑結果，颱風符號為中央氣象局官方路徑，X符號為HYBRID資料同化

系統，圓為DART資料同化系統，線條為WRF 3D-Var資料同化系統。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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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分析法地面溫度案例分析 

馮智勇1、劉家豪1、陳雲蘭2 

多采科技1、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2 

摘    要 

本研究介紹LST法、BCDG法及UK法等客觀分析方法，探討各種方法對於地面溫度面化結果。除了比較各

在原理上的差異及特性外，並期望能透過案例分析，了解各方法的優缺點。 

在LST法、BCDG法及UK法的地面溫度面化個案分析中，2012年1月1日14時南部地區回暖的現象，以LST

法及UK法面化結果皆能表現出南部出現較高溫的狀況，而BCDG則無明顯表現此現象。由2012年2月8日20時個

案可知，在冷天氣系統中，LST法在北部地區有較佳的估計結果，在嘉南地區會有高估的現象。由2012年5月1

日14時的個案可知，在熱天氣系統中，LST法在東部沿岸有高估的情況，而BCDG法及UK法則有低估的現象。

整體來說，以LST法和UK法的面化結果較佳，但LST法面化結果在高山會有低估的情況出現，且LST法需有測

站氣壓資料，相較於僅需測站溫度資料即可計算的UK法，其可用於面化計算的測站數較多。 

關鍵字：客觀分析法、LST、BCDG、Kriging  

一、前言 

為瞭解各種面化方法估計原理不同可能造成之面化差

異，本研究先針對逐次修正法(successive correction)及克利金

法等面化方法作介紹，再對LST(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法、BCDG法及通用克利金(Universal Kriging，以下簡稱UK)

法等客觀分析法做介紹，並蒐集2012年地面溫度場呈現北低

南高之特色個案，利用面化結果分析不同客觀分析法造成之

整體性差異，亦進一步以遮蔽測站實驗探討不同方法在估計

誤差上的表現。 

二、面化方法介紹與比較 

(一) 逐次修正法 

1. Cressman 權重計算式 

Cressman 權重計算式(以下簡稱 Cressman 權重式)為一

種逐次修正法，其推導過程如下： 

(1) 假設對於估計場中所有網格點，已知各網格點的背景場

或第 1 次的猜測值1，則對於各測站所在位置，取測站

四周網格點猜測值，應用雙線性內插計算測站的分析值，

然後將分析結果與測站實際觀測值比較，計算差異量。圖

1 所示為內插示意圖，假設測站k 周圍四周網格點編號分

別為1, 2, 3, 4，圖中A 點和B 點的̂ 值各由3, 4 和1, 2 兩

點的變數值線性內插計算，測站 k 點的分析值 )1(ˆ k
再由

A 點和B 點的值作線性內插計算： 

                                                 
1
若 01  ，且沒有背景場或初始猜測值，最簡單的替代方案，

是以所有測站觀測值的算術平均當成所有網格的首次猜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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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x 和 y 分別代表x 和y 方向的網格距（grid interval），

長度a 和b 的定義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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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利用雙線性內插法由網格點值計算測站值示意圖 

(2) 利用Cressman 權重式的權重係數函數(2)式，由影響範

圍R 內的所有測站的差異值，權重平均計算各網格點的

第 次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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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r 為測站k 至網格點的距離； )1()1( ˆ     kkkD

為第k 測站的差異值； )1( 
ijC 為網格ij 的修正值。計算某ij 網

格點更新值的方法，是將(3)式ij 網格點的修正值，代入(4)

式，計算網格ij 的更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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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ˆˆ     ijijij C               (4) 

(3) 重覆步驟(1)和(2)，直到得到最終分析場。  j
ˆ 為格點ij 上

第 次迭代後的分析值， )1(ˆ  j
為ij 格點上第 1 次迭

代後的分析值。 

本研究在逐次修正方面採用(175km, 125km, 85km, 

45km)為影響半徑組合進行4 次逐次修正。 

2. Barnes 權重計算式 

Barnes 權重計算式(以下簡稱 Barnes 權重式)其算式與

Cressman權重式的逐次修正法相同，唯一的不同處，是Barnes
權重式的權重係數函數為高斯(Gauss)函數： 

22 Rr
k

kew                         (5) 

其中， kr 為測站k 至網格點的距離。R 為相當於低通濾波的

參數(low-pass filtering parameter)，單位和 kr 相同；選擇很小

的R 值，則分析場容許短距離內變數變化梯度大的「短波」

訊號存在；若R 值很大，則會將短波濾掉，客觀分析場相對

而言會比較平滑。 

3. 距離平方倒數權重計算式 

距離平方倒數權重計算式(Inverse distance，以下簡稱 ID
權重式)的算式與 Cressman 權重式的逐次修正法相同，唯一

不同處，是ID 權重式的權重係數函數為距離平方倒數： 

 2/1 kk rw                            (6) 

其中， kr 為測站k 至網格點的距離。 

(二) 克利金法 

克利金法(Kriging technique)又名地質統計法(Geostatistics 

technique)是根據資料在空間中分佈的統計特性，決定線性內

插係數的一種技術(Bras and Rodriguez-Iturbe, 1985)。在不同的

趨勢條件假設下，又可分為數學上不包含「不偏估條件」的

「簡單克利金法」(Simple Kriging)；包含「平均值為常數」

假設的「普通克利金法」(Ordinary Kriging)；以及包含平均值

為某種空間趨勢函數假設的「通用克利金法」。克利金法估計

的步驟可分為二部份： 

1. 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由歷史資料，迴歸統計協變

異數(covariance)隨距離變化的情形，決定「變異圖」或「半

變異圖」(variogram or semi-variogram)的函數。 

2. 最佳線性不偏估估計(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ion)假設

估計值為已知值的線性權重平均，根據不偏估和最小估計

誤差變異數兩項原則，根據變異圖或半變異圖導出權重係

數值。 

「變異圖」或「半變異圖」是觀測樣本資料的協變異數

隨距離變化情形。令  yxu  ,u 為空間位置座標， )(uZ 為空

間 隨 機 變 數 ， 則 變 異 圖 函 數 定 義 為 ：

  2)()()(2 jiij ZZEd uu  ，即距離等於
ijd 的兩兩組合變

數差異平方的「期望值」。  ijd 稱為半變異圖函數。圖2 所

示為一半變異圖的範例，其中，○中空圓形符號為觀測樣本

資料的原始半變異數； 三角形所示為實驗半變異數；實線

所示為以實驗半變異數所套配的半變異圖函數。如圖所示，

等距離的原始半變異數在不同的時空點可能會有很大的差

異。因此在進行迴歸之前，通常會將距離軸分為幾個區間，

然後將同區間內距離相近半變異數取平均求得實驗半變異

數，由實驗半變異數就可以看到在排除了局部干擾的因素

下，兩測站的相關性隨距離變化的情形，並且可以用一簡單

的函數來描述這種關係。  

 
圖2 半變異圖示意圖 

若隨機場為定常性，則半變異圖 )( ijd 和協變異數

)()( ijji dcovcov  uu 為互補函數， 2)()(   ijij dcovd ，

其中， 2 為定常性空間變數 )(uZ 的變異數，基於定常性假

設乃為常數。 

Cressman 權重式、Barnes 權重式及 ID 權重式面化結果

皆會受到影響半徑範圍的影響，而克利金法則因為直接以內

插點和測站距離繪製半變異圖，故無需設定影響半徑。使用

逐次修正的方法，皆會依造逐次修正而嘗試減少估計誤差，

進而得到最終的面化結果。三種逐次修正法中，ID 權重式權

重係數函數受測站和網格點間的距離影響較大，圖3 為在影

響半徑範圍為 175km 時，三權重計算式權重係數( kw )隨測

站及網格點距離( kr )的影響。可知 ID 權重式在測站和網格

點距離約在5 公里內時有較大的權重係數，當超過約20 公里

後，權重係數就趨近於0。Cressman 權重式和Barnes 權重式

則在 60 公里以內的距離，其權重係數變化不大。Cressman

權重式在 kr 達到約 150 公里後權重係數就趨近於 0，但

Barnes 權重式仍給予該測站一定比例的權重，即Barnes 權重

式為三權重式中權重係數隨距離增加的遞減率較小。 

 
圖3 ID、Cressman 及Barnes 權重式 kw 隨 kr 變化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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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溫度客觀分析方法原理介紹 

針對溫度的客觀分析方法，包含 LST 法、BCDG 法及

UK 法，茲說明如下。 

(一) LST 法 

LST 法採用乾絕熱 Poisson 方程式計算位溫，計算位溫

必須先有壓力值後才能進行估算，然而台灣地形格網上沒有

壓力值且部分測站缺少壓力之觀測，所以需要知道高度與壓

力間的關係，藉以估計某高度上之壓力，進而求取位溫。為

了探討壓力與測站高度關係，取一例將各氣象站空間位置與

氣壓觀測值及對應之探空氣球高度及壓力之關係繪於圖 4

中。圖中顯示，由氣象站之觀測資料排除離群值後（壓力異

常偏高或偏低之測站），獲得之高度和壓力之關係與探空資料

大致相同，因此在沒有探空資料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氣象站

高程及壓力觀測值進行迴歸分析， 

H

z

p

p










0

ln                        (7) 

其中，P 為高度z 上之壓力；
0P 為海平面上之壓力（ 0Z ）；

H 為海拔高。然後利用迴歸分析獲得之關係曲線來推估格點

和氣象站上之氣壓值。求得氣壓與高程之關係後，以乾絕熱

Poisson 公式計算位溫， 

p

d

C

R

p
T 










1000                         (8) 

其中， 為位溫(絕對溫度)，T 為絕對溫度，P 為壓力(毫
巴)，

dR 為乾空氣氣體常數( Cgcal o/10875.6 2 )，
pC 為

乾空氣之定壓比熱( Cgcal o/24.0 )。以相同之方程式將面化

之位溫反算回地表溫度。為了解假設條件與實際現象之差

異，茲將測站、板橋探空氣球以及乾絕熱條件下以 Poisson

方程式推估溫度與高度之關係繪於圖 5，圖中紅色曲線是

Poisson 方程式，藍色曲線是板橋探空資料，當高度超過1,500 

m 時兩曲線已無法契合。 

 
 (a)                  (b) 
圖4  (a)各氣象站空間位置與氣壓觀測值及(b)對應之探空氣

球高度及壓力之關係(下)(以2009 年4 月9 日8 時資料為例) 

 
圖5 測站、探空氣球及乾絕熱Poisson 方程式所推估之溫度

與高度關係比較 

LST 法在計算測站位溫後，將位溫以前述之ID 權重式、

Cressman 權重式及Barnes 權重式進行面化後，再將面化之網

格位溫轉換回地面溫度以下。以2012 年1 月1 日14 時為例，

說明以 LST 法配合此三權重式面化地面溫度之結果(見圖

6)。結果以Cressman 權重式和Barnes 權重式結果較相似，也

說明了圖3 所述此兩式在權重係數變化趨勢較相近。不過三

者在高山地區皆出現面化結果溫度較低的狀況，由圖7 的遮

蔽測站結果亦可說明此狀況。以LST 法估計高山測站時皆會

有低估的情況(藍色點表示估計誤差低於-1 度，紅色點表示估

計誤差高於1 度，綠色則表示誤差在正負1 度以內)，說明了

圖 5 所述可能使用 LST 法估計 1500m 以上高山時會有較大

的估計誤差。整體來說，以 ID 權重式在整體面化誤差表現

上較好，其面化結果也和氣象局官方公布之地面溫度分布圖

較相似，故之後的LST 法、BCDG 法及UK 法的案例比較，

LST 法部分將以 ID 權重式作為主要比較之權重計算式。 

(二) BCDG 客觀分析法 

BCDG 法係Glahn等人 (Glahn et. al, 2009) 改良BCD 法

以發展網格化模式輸出統計技術 (Model Output Statistic) 而

來，現階段廣為美國氣象作業單位使用。BCD 法為 

Bergthorssen 與 Doos (Bergthorssen and Doos, 1955)所提出，隨

後由 Cressman (Cressman, 1959)實作逐次修正步驟迭代修正

之面化方法。BCDG 法主要特色在於透過計算溫度隨高度變

化率 (Vertical Change with Elevation，以下簡稱VCE)的方式，

無須進行高度轉換即可應用於地表溫度場面化作業。 

 
(a) 

 
(b) 

 
(c) 

圖6 (a)ID 權重式、(b)Cressman 權重式及(c)Barnes 權重式面

化溫度場結果(以2012/01/01 14 時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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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7 (a)ID 權重式、(b)Cressman 權重式及(c)Barnes 權重

式溫度場遮蔽測站實驗結果(以2012/01/01 14 時為例) 

VCE 的計算方式首先以各測站為中心，計算鄰近測站對

於該中心測站之溫度隨高程變化率。舉例來說，第k 站觀測

值為θk、以座標原點為基準的水平位置為uk(x,y)、高程為hk；

在測站k 影響半徑RVCE內，與hk高程差大於ΔhVCE之鄰近測

站，觀測值為θkl、以座標原點為基準水平位置為ukl(x,y)、高

程為hkl，則鄰近測站須滿足以下條件： 








VCEkkl

VCEkkl

hhh

Ruu
                     (9) 

此時鄰近測站對測站k 之VCE 值定義如下： 









l kkl

l kkl
k hh

VCE
)(

)( 
                  (10) 

BCDG 法的逐次修正方式與 Cressman 權重式相同，唯

一不同處，是BCDG 法在第k 測站估計誤差值 )1( 
kD 有加入

計算VC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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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其中，hij為估計網格點 ij 之高程，hk為第k 測站之高程，
VCE

為調整係數。權重 kw 及網格修正值 )1( 
ijC 計算方式同(3)

式，而網格更新值計算式同(4)式。 

(三) UK 法 

本研究分析臺灣地表溫度特性，認為地表溫度是緯度和

海拔高度的線性趨勢函數，去除此二趨勢後的溫度殘差值的

二階統計函數（即協變異圖）具有定常性。於是融合Bras 和

Rodriguez-Iturbe (1985)的通用協變異函數，和Kitanidis (1993)
建議的UK 法，再導出UK 法。 

使用這種方法的主要理念是臺灣山區地表溫度隨海拔高

度變化的趨勢為主控因子，必須去除半變異圖中的趨勢函

數，才能突顯真實的地表溫度協變異圖。若要避免迭代求取

協變異圖過程中，趨勢函數係數值可能偏估的問題，且直接

使用測站溫度觀測值權重估計，乃使用 Kitanidis (1993)要求

權重係數使各個趨勢函數係數乘的座標值權重組合為不偏估

條件設計。 

根據上述理念，UK 法線性估計方程式為： 





n

i
ii zz

1
0 )()(ˆ uu 

                           

(12) 

假設地表溫度 )(uZ 的趨勢函數如下，其中，y 為緯度，

h 為海拔高度，
0 、

y 和
h 是未知的趨勢係數。 

  hymZE hy   0)()( uu           
(13) 

不偏估條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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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anidis (1993)要求權重係數使各個趨勢函數係數乘的

座標值權重組合都符合不偏估條件設計為： 

1

0
1

0
1

1
n

i
i

n

i i
i

n

i i
i

y y

h h
























                                  

(15) 

利用Lagrange multiplier結合最小估計誤差變異數條件的

n 個方程式（n 為測站數）與此3 個不偏估條件式，得到n+3
組聯立方程式，解n+3 個未知數 1 1 2 3, , , , ,n      

1 2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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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四、溫度客觀分析方法比較 

LST法、BCDG法與UK法之間的差異主要可分為四點： 

(一) 定義測站觀測資料和估計點未知變數值之關係 

所有面化方法皆具備測站觀測資料和估計點未知變數值

關係之定義，LST 法及BCDG 法是定義在影響半徑範圍內，

權重係數其核心函數為距離倒數。UK 法則是以不同測站之

間觀測資料隨距離變化的數據，迴歸決定核心函數參數，通

用化的推廣應用。由觀測資料決定關係選擇核心函數、並決

定參數的方式，比使用者任意決定核心函數的方式合理。 

(二) 定義測站觀測資料間之關係 

測站觀測資料間關係的定義，可以反應各測站彼此是相

互獨立或相依，而LST 法及BCDG 法沒有針對此項做定義，

UK 法則有，說明其計算方式如下。 
單獨利用UK 法估計誤差變異數最小化原則，建立估計

權重係數矩陣。定義「測站觀測資料」和「測站觀測資料」

間關係的協變矩陣，即(16)式之 )cov( ijd ；定義「測站觀測資

140



料」和「估計點未知變數值」間關係的協變向量，即(16)式
之 )cov( 0id 。若估計點與測站1 及測站2 距離相同，則可得

到 5.01  和 5.032   的結果。 

利用上述測站2 與測站3 共點、變數觀測值相同的範例

顯示，具有「測站之間觀測資料」關係定義的UK 法，即使

增加測站3 並不會影響測站1 的權重係數，測站2、3 的權重

係數總和也未增加。反觀 LST 法及 BCDG 法因無「測站之

間觀測資料」關係的統計結構，因此當只有測站 1 與測站 2
時，兩站變數的權重係數皆為0.5；一旦增加為3 站後，則權

重係數將變為1/3(參考式(3))。 

(三) 趨勢函數比較 

LST 法的權重計算僅以測站與網格間的距離關係計算

得到，距離越近的測站則給予較大的權重，此方法並未加入

趨勢函數的概念。BCDG 法則加入了 VCE 作為趨勢函數，

UK 法則式加入了全部測站在溫度對於高度及緯度變化的趨

勢平均函數，相較於LST 法，BCDG 法及UK 法有對山區的

溫度估計做了較佳的修正。 

(四) UK 法與BCDG 法比較 

各種客觀分析法，都包含權重係數總和等於1 的不偏估

條件，但是只有UK 法，還可再增加諸如溫度直減率等不偏

估條件，並可整合兩種不同性質觀測，或是整合多變數迴歸

方程式與空間內插的聯合克利金法。為了呈現 BCDG 法與

UK 法於面化地面溫度場應用的差異，以 2012 年 1 月19 日

14 時為例，繪製兩種方法之地面溫度場面化結果如圖 8 所

示。由圖可觀察到BCDG 法的面化結果呈現之地面溫度場與

使用UK 法者吻合，但更為平滑而無法更細膩描述測站溫度

差異對於局部地區造成的影響(例如圖中臺灣西南區域或東

南區域溫度較暖的現象)。 

彙整前述原理上與應用上的差異點，BCDG 法可能存在

影響空間內插的因素，包括(1)兩相鄰測站代表單一訊息，權

重卻加倍的問題，(2)權重函數僅隨距離變化的差異影響，以

及(3)無法確保測站處之估計值等於觀測值等等問題，應用於

臺灣時應較為適合於面化動力數值模式各種所需天氣要素之

初始場，而克利金法則值得推廣為臺灣發展高解析度統計降

尺度預報技術與建立地面真實氣象場的核心技術。 

(a)  (b)  
圖8 2012/01/19 (a)BCDG法與(b)UK法之溫度場面化比較 

 
 

五、案例分析 

(一) 2012年1月1日14時 

圖9為2012年1月1日14時以LST法、BCDG法及UK法面

化結果及遮蔽測站實驗結果。該日在南部地區有出現較高溫

的狀況，由面化結果可知，LST法及UK法皆反應出此天氣狀

況，由遮蔽測站結果來看整體面化表現，LST法在北部表現

較好，但在中部山區及中央山脈測站出現低估的現象；BCDG

法則在北部地區估計較差，東北部地區吉東南沿海也有較多

測站誤差較大，但中央山脈無出現普遍低估的現象；UK法則

在中部山區有高估情況。整體來說，LST法在北部測站表現

較好，可能由於其權重係數特性為距離較近的測站權重較

大，而北部測站又比較密集。大於絕對值1度的誤差數量(紅

點及藍點總和)以LST法較少，其次為UK法，不過均方根差

(RMSE)及平均絕對誤差(MAE)以UK法較佳，其次為LST

法。說明了雖然UK法大於絕對值1度的測站數雖然較LST法

多，但其絕對誤差值可能僅些微超過1度，極端誤差出現的狀

況則較LST法少。 

 

(a) 
 

(b) (c) 
圖9 2012/01/01 (a)LST法、(b)BCDG法及(c)UK法之溫度場面

化及遮蔽測站結果 

(二) 2012年2月8日20時 

圖10為以2012年2月8日20時冷鋒過境為個案的面化結

果。由圖可知，BCDG法和UK法的面化結果很相似，而LST

法除了在台中以南嘉義以北及花蓮臺東地區沿海表現溫度較

另二方法高外，而中央山脈面化結果較BCDG法和UK法低。

由遮蔽測站實驗檢視，在臺東花蓮沿海測站表現，LST法有

較高估的情況，而BCDG則有低估情況，UK表現則較平均，

高山地區LST則有低估的表現。冷天氣系統中，LST在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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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估計誤差表現較另外二方法好，其次為UK法。誤差較大

的測站個數(紅點和藍點總和)，以UK法稍微較另二方法好，

而RMSE及MAE表現也以UK表現較佳。 

  

 
(a) 

 
(b) (c) 

圖10 2012/02/08 (a)LST法、(b)BCDG法及(c)UK法之溫度場面

化及遮蔽測站結果 

(三) 2012年5月1日14時 

圖11為以2012年5月1日14時熱天氣系統為個案的面化

結果。由圖可知，和2/8個案相似，BCDG法和UK法的面化

結果很相似，LST法除了在台中以南嘉義以北及花蓮臺東地

區沿海表現溫度較另二方法高外，在中央山脈面化結果較

BCDG法和UK法低。由遮蔽測站實驗檢視，在臺東花蓮沿海

測站表現，LST法有較高估的情況，而BCDG則有低估情況，

UK表現則較平均，高山地區LST則有低估的表現。熱天氣系

統中，北部地區則較看不出哪個方法表現較佳。臺東花蓮沿

海地區表現上，LST法有高估的現象，接近東部山區測站又

出現低估現象，而UK和BCDG法剛好呈現相反的結果。誤差

較大的測站個數(紅點和藍點總和)，以UK法稍微較另二方法

好，而RMSE及MAE表現也以UK表現較佳。 

  

(a) 
 

(b) (c) 
圖11 2012/05/01 (a)LST法、(b)BCDG法及(c)UK法之溫

度場面化及遮蔽測站結果 

六、結論 

從本研究分析結果，可歸納幾點結果： 

(一) LST在高山有低估的現象，可能是由於乾絕熱計算公式

在對於1,500m以上之高山估計會產生較大誤差。而BCDG
法包含VCE概念，UK也加入緯度及高度的趨勢平均，故

此二方法在高山測站估計較LST方法佳。 

(二) 1月1日與2月8日案例(冷天氣系統)中，LST法在北部地區

有較佳的估計，但在嘉南地區會有高估的現象。可能由於

北部地區測站較密集，ID法對於測站較密集的地區能有較

佳的估計，但在測站較稀疏的嘉南區域，則表現較差。 

(三) 5月1日案例(熱天氣系統)中，LST方法在臺東花蓮沿海有

高估的現象，而BCDG法和UK法則有低估現象。 

(四) BCDG法雖然包含了VCE的方法估計溫度，但其使用了

和Cressman法相同的權重係數，而在面化表現上有較平滑

的現象，而無法更細膩描述測站溫度差異對於局部地區造

成的影響。 

(五) 整體遮蔽測站結果，UK在RMSE和MAE表現稍優於

LST及UK法。且UK法僅需測站溫度即可進行面化計算，

相較於LST法，UK法可用於面化的測站數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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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集預報系統在氣象局鄉鎮精緻化預報之應用 

黃椿喜 1 呂國臣 1 洪景山 2 

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1 中央氣象局資訊中心 2 

 

摘  要 

鄉鎮天氣預報自 101 年起正式推出，天氣預報由傳統的逐日單點預報演變為逐時的 2.5 公

里網格預報，因此網格化的數值天氣預報產品在精緻化天氣預報上扮演更重要的角色。而整合眾

多模式的系集天氣預報工具能進一步降低單一數值模式的預報誤差。 

傳統上，天氣預報作業常使用本局全球模式、區域模式，及各國的全球模式進行綜觀天氣

分析及校驗，透預報員的主觀判斷以進行天氣預報。但在精緻化的天氣預報架構下，這類的主觀

天氣預報已經不足以應付數萬個網格的面預報系統，因此需透過眾多的數值天氣預報的產品進行

預報員的主觀預報加值。另外一方面，為了因應精緻化天氣預報的需求，本局自 100 年中起正式

啟用基於 WRF 模式，高達 5 公里解析的 WRF 系集天氣預報系統。在這個架構下，本局在網格

化天氣預報系統中建立可整合各類全球模式、區域模式及 WRF 系集預報系統的系集天氣預報應

用工具，目前已可以使用俗稱窮人系集的多模式系集預報、延時系集預報及高效能的多系集系統

預報，並可透過這個工具計算各種不同的決定性或機率預報。 

 

一、 前言 

數值天氣預報在過去數十年近有長足的

發展，模式解析度也不斷增加，氣象局自 1976

年以來引進氣象自動化作業系統，並開始發展

自己的數值預報模式。目前作業使用的全球模

式最高解析度已接近 10 公里。而氣象局作業

使用的區域數值模式也已有 4 或 5 公里的高解

析度。 

然而截至去年(100)年為止，傳統的預報

作業流程，大致仍是由預報員吸收各種預報指

引後，由自身的主觀經驗針對縣市為主的單點

預報。而在今(101)年鄉鎮天氣預報上線後，這

樣的主觀預報技術已經不能因應 368 個鄉鎮

或更多預報點的預報。面對大量的單點預報服

務，必須建立新的預報技術及實用的預報指引，

新的預報技術是基於圖形面化的預報。而由點

變成面的預報，最重要的技術是如何建立網格

的面化預報指引。因此，自今(101)年起氣象局

正式推出的鄉鎮天氣預報服務已改為基於

GFE (Graphical Forecast editor，圖型化預報編

輯系統)系統所做的預報，這個系統包含台灣

地區及澎湖、金門、馬祖的 2.5x2.5 公里網格

點預報，所有的網格共 67500 點，其中在台灣

的陸地上共有 5727 個網格點。 

目前氣象局常使用的數值預報模式解析

度皆低於 GFE 的 2.5x2.5 公里網格，例如低解

析的全球模式解析度約為 0.5 個經緯度(約 50

公里)、高解析的區域模式則約 5 公里。另外，

各個數值模式的地形也與 GFE 的地形不一致。

由這些低解析的數值模式所建立的指引須透

過重新面化及降尺度技術來校正，針對溫度等

熱力參數通常可由數值模式與 GFE 地形差異，

利用靜力關係或溫高函數進行熱力場的降尺

度預報。另外，也可以使用統計方法針對不同

的預報參數進行降尺度分析。而 GFE 系統亦

提供 BOIVerify 校驗模組，使用誤差訂正方法，

由過去 15 天的數值模式預報及地面真值的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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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特性校正預報的因子。目前利用地形、統計

及誤差校正降尺度方法仍大多使用在高低溫

及露點等熱力參數的預報上。對於更容易致災

的雨量相關的預報，則仍未有可靠的統計或降

尺度方法來校正，降雨或降雨機率的預報目前

是以系集預報為主。 

美國科學家 Lorenz 在 1993 年的文章中指

出，因大氣高度的非線性混沌性質導致預報的

真值會有數種可能性，因此完整的預報除了最

可能的答案以外，須定量描述預報不確定性的

分布範圍，因此，沒有定量估計不確定性的預

報是不完整的預報。基於系集的預報可解決部

分預報不確定的問題，這類產品至少包含，系

集平均(ensemble mean)或最可能的答案、預報

變 異 數 (variance) 或 散 度 (spread) 、 機 率

(probability)或分布(distribution)等。其中最可

能的答案對應的是傳統的決定性預報，可以是

單一模式的結果，也可以是多模式的系集平均、

中位數、眾數、或是進階的機率擬合平均

(Probability-matched mean)等；預報變異數或

散度代表的是預報的信心度及可靠度，或是預

報不確定性可能的範圍；機率預報主要是應用

在降雨機率預報之上，也可用在定量降雨機率

預報、高溫發生頻率、或者強風機率等。 

二、 資料及使用方法 

數值預報產品是目前主觀預報上最重的

指引，目前可供使用在 GFE 上的數值預報產

品可分為全球預報模式、區域預報模式及系集

預報系統。其中低解析的全球數值模式包括本

局的全球預報模式 (Global Forecast System; 

GFS)美國的 NCEP 全球預報模式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Global 

Forecast System; NCEP-GFS)、歐洲中期天氣預

報 中 心 全 球 模 式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

日本全球模式(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JMA)、英國全球預報模式(UK Met Office; 

UKMO) 等 ； 高 解 析 區 域 模 式 則 有 本 局 的

NFS(Nonhydrostatic Forecast System)模式(NFS

及 NFS-NCEP)及 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模 式 (WRF00, WRF01, 

WRF02, WRF03)等；而 WRF 系集預報系統

(WRF-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則是氣象局

針對鄉鎮天氣所建立的第一套 5 公里的高解

析區域系集預報系統。 

GFE 系統提供的模式擬合工具計算簡單

的統計平均，但此工具不能完成大多數的系集

預報方法。為了整合上述的數 10 組數值預報

產品，本研究依據模式擬合工具為基礎，發展

一個可整合大多系集預報概念的系集預報工

具。這個工具可針對高溫、低溫、雨量、降雨

機率、雲量等參數進行各種的系集運算。包括

使用各種模式算術平均，俗稱窮人系集預報的

多模式系集預報；可以針對同一模式不同的時

間延遲預報結果的延時系集預報；使用完整設

計的 WRF 系集預報系統預報；以及結合不同

系集預報系統的混合系集預報。除了簡單的算

術平均之外，亦可計算各種統計參數如中位數、

標準差、前 30%平均，或更高階的進階的機率

擬合平均(Probability-matched mean)等。 

三、 結論 

由系集預報工具導出的高低溫預報已進

入每日的 BOIVerifiy 校驗系統，由較驗結果來

看，系集的高低溫預報常優於單一模式的高低

溫預報，也明顯優於目前官方的高低溫預測。

雨量方面常使用系集平均的雨量，針對 2012

年 6 月 9 日至 12 日美 12 小時的 QPF 校驗結

果發現(圖 2)，WRF 系集預報系統對於強綜觀

影響下的 QPF 有良好的掌握能力，在 24 小時

前可以掌握到劇烈降雨的特徵，尤其是由西南

風與地形所鎖定的降雨分布，但其強度仍有低

估，且 QPF 比實際降雨更靠近山區。檢視 WRF

系集預報系統的單一成員可發現，其極值大致

與實際降雨相當，但分布略有不同。使用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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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會無法掌握劇烈降雨的極值，若改為機率

擬合平均(Probability-matched mean)等方法，

可避免 QPF 低估降雨的趨勢。但檢視其他事

件亦可發現，在若綜觀的條件下，WRF 系集

系統的 QPF 在山區及東半部的迎風面有明顯

高估。比較 ECMWF 的 QPF(圖 3)，亦可發現

全球模式對於 48 小時以後的預測有更好的持

續性，對於綜觀系統的掌握也優於區域模式，

惟其 QPF 會有明顯低估，雖然定性上的大區

域分布大致符合概念模式，但在地形上的分布

因解析度及其地形影響，其降雨強度及分布仍

有一定的落差。 

GFE 系統上線以來，預報員編輯天氣預

報的工作上遭遇了很大的挑戰，傳統的點預報

概念應用在經過 1 年多的訓練及轉換之後，仍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在某些預報的經驗上，基

於點預報的概念主觀調整一個大區域的預報

經驗仍然常被應用在網格點的面預報之上。這

樣的預報過程與物理直觀存在相當的衝突，但

有時候卻仍是不可避免的編修方式。通常出現

在缺乏良好的指引的天氣系統，或是預報指引

有明顯偏差的情形，因此如何改善預報指引的

偏差，是未來改善鄉鎮預報精確度的重要工作。

關於這個問題，一方面需由數值模式本身的物

理過過程著手，包括模式的資料同化過程、物

理參數化過程以及系集系統的設計過程；另外

一方面則是利用數值模式的統計特性，訂正其

偏差。期待的預報工作是建立在客觀方法上的

主觀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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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GFE 系統的定量降水預報系集工具(QPF Ensemble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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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雨量觀測與 WRF 系集預報系統定量降水預報校驗。

 

圖 3、雨量觀測與 ECMWF 系統定量降水預報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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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天氣預報初步校驗 
 

蔡宜珊
                 

呂國臣
 

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中央氣象局自2012年1月起正式發布鄉鎮天氣預報，本文以格點面化資料(Ground Truth)為基準，校

驗2012年1-6月368鄉鎮市區氣溫、風速、相對濕度3要素。初步結果顯示，日最高溫有高估，日最低溫則

有低估情形，其中高溫7日內偏差約 0.41 ~ 1.06 °C，低溫偏差約 - 0.64 ~ - 0.84°C；平均絕對誤則分別為

1.79~2.45°C和1.46~1.85°C；此外，風速和相對濕度皆有高估情形。空間分布而言，日最高溫和日最低溫

預報的平均絕對誤差臺灣北部大於南部，東部低於西部；風速方面，預報誤差本島低於離島，相對濕度

預報則離島低於本島。逐時預報偏差方面，溫度預報白天有偏暖誤差，夜間有偏冷誤差；另外，中午前

後之風速預報有較大之偏差和平均絕對誤差，較小值則出現在夜間；相對濕度方面，中午前後有較大平

均偏差和平均絕對誤差，最小值則出現在清晨。 

 

關鍵字：鄉鎮天氣預報、校驗 

 

一、 前言 

    台灣山脈起伏大，地形造成區域間天氣差異明顯，

以縣市為單位之天氣預報常無法描述每日發生的天氣

型態，中央氣象局2012年起強化預報分區精細度，正

式啟動全國368鄉鎮天氣預報作業。傳統預報流程為由

預報人員分析數值模式的預報指引後製作出純文字的

預報產品，而鄉鎮天氣預報以數位化網格點為基礎，

氣象局在預報流程上做了很大的變革，其中引進美國

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線上預報作業使用之

互動式預報編輯系統(Interactive Forecast Preparation 

System，IFPS)是一個重要的關鍵，IFPS以數值天氣預

報為基礎，透過預報人員篩選判斷，以動力及統計將

尺度方法，縮小空間解析度，使能夠充分呈現數公里

尺度的天氣預報資訊(Boyer and Ruth, 2002)。選擇IFPS

幾個理由，一)數值天氣預報已可有效掌握綜觀尺度天

氣系統的變化，傳統的預報人力無法全面詮釋天氣變

化時空細節，IFPS可以粹取數值模式的預報，根據降

尺度技術將時間尺度縮小為逐時預報。二)在有限人力

下，無法負荷小區預高解析度的天氣描述，IFPS有文

辭產生器，可以自動組合客製化天氣描述。三)系集預

報模式長期表現優於單一模式預報，但龐大的系集預

報資料，在有限的預報準備時間內，IFPS可高效率的

整合系統，協助預報資訊的決策。氣象局在適度的將

IFPS本土化調整後，初步以368個鄉鎮市區呈現全國天

氣預報，且將一天的預報，分成八個時段，也增加了

風與相對濕度的預測，預報數據產量較原先22縣市預

報增加百倍以上。 

    為有效評估預報流程中，預報產品的穩定與可用

度，以期能回饋給預報員及預報產品使用者，本文將

進行初步的誤差統計。第二節將簡單介紹現行鄉鎮天

氣預報作業及流程；第三節將說明校驗資料種類及來

源；第四節將呈現初步校驗結果；第五節則對較驗結

果作一簡單結論。 

 

二、 預報作業簡介 

    目前中央氣象局每日於05:00(台灣時間)、11:00、

17:00、23:00發布四次鄉鎮天氣預報，針對全台灣368

鄉鎮格點，預報未來3天逐3小時(00:00、03:00、06:00、

09:00、12:00、15:00、18:00、21:00)及未來7天逐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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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度、相對濕度、風速風向、天氣狀況、降雨機率等

氣象要素。 

    中央氣象局採用與NOAA研發之GFE (Graphic 

Forecast Editor)編輯系統，將各類客觀預報指引，包含

數值模式預報、統計預報、系集預報等導入GFE，內

插至2.5 x2.5公里大小之水平網格，提供預報人員編修

之參考，預報人員可藉之產製鄉鎮天氣預報所需之各

類氣象要素。以氣溫預報為例，最高溫和最低溫係採

用各客觀預報資料總整而得，如WRF之20個系集模式

成員之的地面氣溫預報平均或最高（/最低）氣溫之前

30%平均，逐時溫度則是在預測完最高溫和最低溫之

後，日溫度變化曲線（以台中氣象站過去20年各月平

均之溫度曲線為參考基準）內插出逐時的溫度。目前

發布之鄉鎮天氣預報資料係取自單一網格點之氣象資

料，代表該鄉鎮之天氣，網格點位置以人口匯集之各

鄉鎮市區公所所在之網格點為代表。 

 

三、 校驗資料說明 

    由於觀測資料的限制，無法涵蓋所有 368 個鄉鎮

市區天氣，因此，驗證鄉鎮預報仍需要倚賴合理的內

插技術，作為校驗為基準。 

    中央氣象局自 99 年開始建立高解析度網格點

（2.5x2.5 公里）氣象分析系統，針對不同氣象觀測要

素，採用不同客觀分析方法(通用克利金法、聯合克利

金法)和資料同化客觀分析方法(STMAS-2D)，將有限

且不規則分布的點觀測資料轉化為能最接近真實大氣

情況的圖面化 6.25 平方公里解析度網格資料，目前已

有每小時產出的地面溫度、最高溫、最低溫、相對濕

度、風場、雲量、降水量等的真值(Ground Truth，簡

稱 GT)分析場(顧等，2011)。本文取用這些真值分析場

作為校驗之依據，其中地面溫度，相對濕度、風場為

每整點小時有一筆資料，而最高溫為取 08:00 至 20:00

地面逐時溫度之最大值，最低溫為取 20:00 至隔日

08:00 地面逐時溫度之最小值，一天各有一筆資料。 

    因為處理 GT 之資料庫尚在建置中，本文僅針對

部分資料發布時間之氣溫、風速以及相對濕度等要素

進行校驗。本文蒐集之各類資料樣本說明如表一。例

如：溫度是取用 1~6 月 05：00 發布之 368 鄉鎮所在網

格點未來 168 小時之逐 3 小時溫度預報值。 

 

表一 各預報要素的預報網格資料之說明 

要素
資料

節錄

時間

資料發

布時間

預報有

效時段 
資料間隔 涵蓋格點

溫度 1~6 月 05:00
168 小時 

(7 天) 

逐 3 小時    

(08:00、11:00…) 

368 鄉鎮所

在格點 

RH 4~6 月 11:00
76 小時 

(3 天) 

逐 3 小時    

(12:00、15:00…) 

368 鄉鎮所

在格點 

風速 4~6 月 11:00
76 小時 

(7 天) 

逐 3 小時    

(12:00、15:00…) 

368 鄉鎮所

在格點 

 

四、 初步校驗結果 

(一)、溫度 

就 368 鄉鎮總的溫度預報平均偏差而言，在日最

高氣溫及最低氣溫預報方面，1~6 月 368 個鄉鎮市區

總的的日最高溫有偏暖誤差，而日最低溫有偏冷誤差

(表二 a、c)，7 日內高溫偏差約 0.41 ~ 1.06 °C，低溫偏

差約 - 0.64 ~ - 0.84°C，即高溫有高估，低溫有低估之

現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校驗基準係採整點觀

測資料推估的溫度 GT，與實際測站觀測非整點出現之

日最高（最低）氣溫不同，使得 GT 之最高溫常有低

估於實際最高溫，GT 之最低溫有高估於實際最低溫之

情形，而預報員預報時會追求可能發生的最高溫和最

低溫，故推論此是造成最高溫高估、最低溫低估的可

能原因之一。另外，日最高溫的預報平均絕對誤差

(MAE，Mean Absolute Error)明顯大於日最低溫的預報

平均絕對誤差(兩者差值約 0.3~0.6°C)，顯示對於最高

溫的掌握較最低溫差。 

隨著預報時段接近(第七天至第一天)，最高溫的

預報偏暖誤差愈來愈大，而最低溫的偏冷誤差愈來愈

小，即整體溫度預報有隨著預報時段接近而逐漸偏暖

的現象；另外，就平均絕對誤差而言，最高溫和最低

溫的預報平均絕對誤差隨預報時段接近分別為

2.45~1.79°C 和 1.85~1.46°C，都有逐漸減小的趨勢，第

七天至第一天減小分別約為 26%和 21%，顯示最高溫

和最低溫的掌握程度有隨著預報時段接近而有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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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資料同時顯示，最高溫的改善程度較最低溫多。 

 

表二(a)  1~6 月 368 鄉鎮平均及各特徵點逐日日最高溫的平

均偏差。單位為°C。 

  

第一

天 

第二

天 

第三

天 

第四

天 

第五

天 

第六

天 

第七

天 

368 

鄉鎮 1.06  0.87  0.71  0.59  0.56  0.46 0.41 

台北 0.95  0.58  0.49  0.35  0.31  0.09 -0.03 

台中 1.08  0.97  0.73  0.58  0.55  0.43 0.43 

高雄 1.20  0.84  0.57  0.46  0.43  0.35 0.29 

宜蘭 1.32  0.82  0.75  0.67  0.68  0.49 0.45 

花蓮 1.72  1.50  1.48  1.43  1.44  1.35 1.30 

台東 1.48  1.19  1.06  0.95  0.86  0.78 0.74 

綠島 0.11  -0.07  -0.13  -0.14  -0.16  -0.18 -0.17 

蘭嶼 0.46  0.26  0.21  0.27  0.30  0.30 0.33 

澎湖 1.13  0.92  0.80  0.69  0.65  0.62 0.57 

金門 0.31  -0.02  -0.19  -0.27  -0.41  -0.61 -0.70 

馬祖 -0.39  -0.74  -0.82  -0.96  -0.98  -1.07 -1.08 

附註：此處特徵點定義為，台北指台北市中正區格點，台中

指台中市西屯區格點，高雄指高雄市苓雅區格點，宜蘭指宜

蘭縣宜蘭市格點，花蓮指花蓮縣花蓮市格點，台東指台東縣

台東市格點，綠島指綠島鄉格點，蘭嶼指蘭嶼鄉格點，澎湖

為澎湖縣六個鄉之格點的平均，金門指金門縣六個鄉格點之

平均，馬祖指連江縣四個鄉之格點的平均。 

 

表二(b) 說明如表二(a)，惟，日最高溫的平均絕對誤差 

  

第一

天 

第二

天 

第三

天 

第四

天 

第五

天 

第六

天 

第七

天 

368 

鄉鎮 1.79  2.07  2.19  2.28  2.38  2.42 2.45 

台北 1.53  1.95  2.21  2.31  2.45  2.57 2.71 

台中 1.56  1.89  2.08  2.18  2.32  2.38 2.39 

高雄 1.59  1.75  1.81  1.86  1.92  1.85 1.82 

宜蘭 1.71  1.70  1.91  1.97  2.10  2.21 2.29 

花蓮 1.92  1.94  2.05  2.06  2.07  2.05 2.11 

台東 1.85  2.02  2.09  2.04  2.06  2.05 2.13 

綠島 1.64  1.83  1.85  1.89  1.95  1.91 1.99 

蘭嶼 1.52  1.58  1.69  1.72  1.75  1.72 1.81 

澎湖 1.62  1.77  1.76  1.79  1.81  1.84 1.84 

金門 1.52  1.99  2.15  2.25  2.36  2.33 2.40 

馬祖 1.54  2.09  2.21  2.31  2.42  2.49 2.60 

 

以各不同分區而言(表二 a~d)，本島各區(包含台

北、台中、高雄、宜蘭、花蓮、台東，分區定義如表

二說明)日最高溫都有高估，最低溫有低估的情形，且

對最高溫的掌握都較最低溫差。最高溫部分，東半部

和西半部都是在中部有較大偏暖誤差，北部有較小偏

暖誤差，而預報平均絕對誤差在西半部有由北往南遞

減的現象，在東半部則南北差異不明顯；最低溫部分，

東半部和西半部都有由北往南而偏冷誤差和平均絕對

誤差變小的趨勢。若比較東西半部，最高溫西半部偏

暖誤差較東半部小，但平均絕對誤差較大，最低溫則

西半部的偏冷誤差和平均絕對誤差都較東半部大。此

外， 離島部分以綠島、金門、馬祖與本島誤差性質較

不同，尤以最高溫和最低溫部分都有偏冷情形，最低

溫平均絕對誤差明顯大於最高溫，資料同時顯示這三

個離島地區其最低溫之平均絕對誤差較大於本島。 

 

表二(c) 說明如表二(a)，惟，日最低溫的平均偏差 

第一

天 

第二

天 

第三

天 

第四

天 

第五

天 

第六

天 

第七

天 

368 
鄉鎮 -0.64 -0.74 -0.82  -0.82  -0.79  -0.84 -0.81 

台北 -1.26 -1.39 -1.46  -1.48  -1.47  -1.56 -1.60 

台中 -0.95 -1.02 -1.16  -1.18  -1.19  -1.26 -1.32 

高雄 -0.81 -1.01 -1.10  -1.12  -1.02  -1.12 -1.09 

宜蘭 -0.74 -0.80 -0.87  -0.86  -0.84  -0.93 -1.00 

花蓮 -0.69 -0.83 -0.90  -0.86  -0.86  -0.93 -0.72 

台東 -0.40 -0.48 -0.54  -0.54  -0.50  -0.54 -0.63 

綠島 -2.17 -2.31 -2.35  -2.30  -2.23  -2.23 -1.96 

蘭嶼 -1.64 -1.80 -1.82  -1.78  -1.70  -1.74 -1.37 

澎湖 -0.95 -1.03 -1.17  -1.18  -1.13  -1.13 -0.98 

金門 -1.87 -2.07 -2.15  -2.13  -2.13  -2.16 -1.93 

馬祖 -2.36 -2.65 -2.77  -2.74  -2.70  -2.67 -2.49 

 

表二(d) 說明如表二(a)，惟，日最低溫的平均絕對誤差 

第一

天 

第二

天 

第三

天 

第四

天 

第五

天 

第六

天 

第七

天 

368 
鄉鎮 1.46 1.62 1.72  1.77  1.78  1.83 1.85 

台北 1.64 1.94 2.03  2.06  2.04  2.12 2.35 

台中 1.50 1.70 1.90  1.95  2.01  2.04 2.04 

高雄 1.51 1.73 1.85  1.89  1.88  1.90 1.88 

宜蘭 1.35 1.52 1.63  1.67  1.68  1.73 1.86 

花蓮 1.33 1.46 1.51  1.53  1.52  1.52 1.51 

台東 1.28 1.37 1.41  1.43  1.42  1.45 1.58 

綠島 2.37 2.48 2.50  2.46  2.41  2.40 2.34 

蘭嶼 1.97 2.07 2.10  2.07  1.99  1.97 2.01 

澎湖 1.45 1.55 1.64  1.65  1.66  1.67 1.64 

金門 2.09 2.31 2.38  2.41  2.43  2.48 2.40 

馬祖 2.48 2.76 2.91  2.93  2.93  2.93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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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 至 6 月逐月 368 鄉鎮 7 天內日最高溫和最低溫的平

均偏差(直條圖)和平均絕對誤差(點實線條) 分布圖。黑色為

最高溫，灰色最低溫。 

 

    就月份的角度而言，日最高溫的預報平均絕對誤

差在五、六月較小(圖一)，最小為 1.87°C，二、三月較

大，最大可達 2.6°C；日最低溫的預報平均絕對誤差在

三、四月較大，最大為 2.2°C，一、六月較小，最小為

1.27°C。至於偏差部分，日最低溫之最大偏冷誤差出現

在四月，日最高溫之最大偏暖誤差出現在二月。 

 

 

圖二  1~6 月 368 鄉鎮格點三天內逐 3 小時平均預報溫度（虛

線）、平均溫度預報偏差(直條圖)、溫度預報平均絕對誤差

(點實線條)分布圖。橫軸為時間軸，每日有 8 個時間點，起

始點為 08:00，並以 3 小時為間隔往後推其他點(即第二點為

11:00，第三點為 14:00，以此類推) 

 

    就逐時誤差的角度而言，一天中每三小時之平均

預報溫度偏差和當時之預報平均絕對誤差也有顯著日

夜變化(圖二)，白天時段有偏暖誤差，夜間有偏冷誤

差，最大偏暖誤差與每日預報最高溫出現在同一時間

（每日 14:00），最大偏冷誤差亦出現於每日預報最低

溫時段（每日 05:00），偏差最小則介於每日 20:00 或

23:00。另外，平均絕對誤差在每日 14:00 有最大值，

在每日 20:00 或 23:00 有最小值。其中最大平均絕對誤

差出現在日高溫時段。 

 

(二)、風速 

表三為 4~6 月 368 鄉鎮預報 3 天內總的風速預報

平均，結果顯示風速預報有高估的現象，且隨著預報

時段接近，風速高估越明顯，同時平均絕對誤差亦逐

漸增大(隨預報時段接近從 1.54m/s 增加至 1.63 m/s)，

即隨著預報時段接近，第三天與第一天之 MAE 增大

約 6%，相較於最高溫和最低溫在 3 天內的變動程度(分

別為 18%和 15%)，風速在 3 天內的預報較為穩定。 

 

表三  4-6 月 368 鄉鎮平均及各區特徵點預測 3 天內每日風

速的平均偏差(左)和平均絕對誤差(右)，單位為 m/s。特徵點

說明如表二。 

 
第一

天 

第二

天 

第三

天  
  

第一

天 

第二

天 

第三

天 

368

鄉鎮
0.81 0.69 0.55

 

368

鄉鎮 
1.63 1.60 1.54

台北 0.77 0.75 0.55 台北 1.34 1.35 1.23

台中 1.49 1.29 1.13 台中 1.64 1.46 1.37

高雄 1.04 0.92 0.83 高雄 1.48 1.46 1.46

宜蘭 0.49 0.44 0.15 宜蘭 1.32 1.36 1.16

花蓮 0.90 0.77 0.64 花蓮 1.72 1.63 1.60

台東 1.89 1.69 1.39 台東 2.04 1.91 1.68

綠島 2.34 2.22 2.16 綠島 2.93 3.03 2.91

蘭嶼 0.59 0.69 0.67 蘭嶼 2.37 2.56 2.59

澎湖 1.64 1.47 1.47 澎湖 2.25 2.27 2.44

金門 2.65 2.70 2.71 金門 3.05 3.19 3.24

馬祖 2.23 2.26 2.10 馬祖 2.65 2.77 2.67

     

    就不同分區而言(表三)，本島以東南部和東部之

風速預報平均絕對誤差較大，而離島之平均絕對誤差

又較本島大；隨著預報時段接近，本島平均絕對誤差

大致有變大，而離島有變小的情形，即本島風速預報

隨預報時段接近變差，而離島反而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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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4-6 月 368 鄉鎮格點三天內逐 3 小時平均預報風速（長

虛線）、風速平均預報偏差(直條圖)、平均絕對誤差(點實線)

分布圖。另點虛線為 4-6 月風速的平均真值(GT)。橫軸為時

間軸，每日有 8 個時間點，起始點為 12:00，並以 3 小時為

間隔往後推其他點(即第二點為 15:00，第三點為 18:00，以

此類推) 

 

    就逐時誤差的角度而言，一天中每三小時之風速

預報平均偏差和平均絕對誤差亦有日變化(圖三)，中

午前後有最大值，晚上出現最小值，包括 GT 也出現

相同的分布，但平均偏差最大值介於每日 09:00，平均

絕對誤差最大值則出現在 12:00，GT 最大值出現在每

日 15:00，由各曲線分布相位差異顯示，預報偏差、平

均絕對誤差、GT 等三條曲線有隨時間落後的現象，此

現象是否為資料取樣造成的差異，值得進一步研究。 

 

(三)、相對濕度 

表四顯示，整體 368 鄉鎮而言，濕度預報平均偏

差皆為正值，即有預報偏濕的現象，且隨著預報時段

接近，相對濕度高估越明顯，而預報平均絕對誤差卻

略微減小(隨預報時段接近從 7.99%減小至 7.88 %)，的

三天與第一天之MAE減小約1%，相較於溫度和風速，

相對濕度在 3 天內的預報有極為穩定的偏差。 

就不同分區而言，除了蘭嶼有偏乾誤差以外，大

致上皆有偏濕誤差。本島平均絕對誤差較離島大，其

中又以北部和中部最大。所有地區皆有隨預報時段接

近而平均絕對誤差呈現穩定僅略微減小的現象。 

就逐時誤差的角度而言，一天中每三小時之相對溼

度預報平均偏差和平均絕對誤差亦有明顯日變化(圖

四)，平均預報偏差大致上皆為正值，即相對濕度在所

有時間的預報皆有偏濕情形。平均偏差和平均絕對誤

差在一日內的變化大致上相同，最大值介於每日

12:00~15:00，最小值介於每日 06:00，顯示在一天中相

對濕度較小的時間點其預報偏濕的情形較相對濕度較

大的時間點來的明顯。 

 

表四  說明如表三，惟，相對濕度，平均偏差(左)和平均絕

對誤差(右)，單位為% 

 
第一

天 

第二

天 

第三

天  
  

第一

天 

第二

天 
第三天

368

鄉鎮
5.12 5.02 4.99 

 

368

鄉鎮 
7.88  7.96 7.99 

台北 10.10 10.15 10.38 台北 11.25 11.79 11.80

台中 8.12 8.51 8.76 台中 10.12 10.66 10.49 

高雄 5.88 6.19 6.14 高雄 7.11  7.54 7.67 

宜蘭 5.03 5.36 5.81 宜蘭 6.27  6.90 7.53 

花蓮 7.11 7.64 7.92 花蓮 8.75  9.06 9.53 

台東 6.20 6.61 6.64 台東 9.06  9.56 9.58 

綠島 1.40 1.98 2.02 綠島 5.48  5.75 5.78 

蘭嶼 -1.14 -0.56 -0.53 蘭嶼 5.15  5.31 5.79 

澎湖 3.37 3.74 3.61 澎湖 5.73  6.05 6.15 

金門 1.74 2.56 2.53 金門 5.71  6.12 6.07 

馬祖 4.96 5.47 5.58 馬祖 6.52  7.01 7.34 

      

 

圖四  說明如圖三，惟，相對濕度，平均偏差(左)和平均絕

對誤差(右)，單位為% 

     

四、 結論 
    由溫度預報校驗結果顯示，1-6月368鄉鎮市區日

最高溫有高估，日最低溫有低估情形，且對於日最高

溫的掌握較日最低溫差，兩者都有隨預報時段接近而

改善的現象。本島之日最高溫和日最低溫預報大致都

有南，優於北，東優於西的情形，而離島中綠島、金

門和馬祖有在日最高溫和日最低溫都有低估情形，且

日最低溫預報較本島差。逐時溫度預報誤差顯示偏差

有日夜變化，白天時段有偏暖誤差，夜間有偏冷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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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速預報校驗結果顯示4-6月368鄉鎮市區風速有

高估情形，且隨著預報時段接近而平均絕對誤差略微

增大。不同分區中，離島的平均絕對誤差較本島大，

而本島中以東南部和東部之平均絕對誤差較大。逐時

風速預報誤差顯示平均偏差、平均絕對誤差和GT在中

午前後有最大值，晚上有最小值，但彼此間有相位差。 

相對濕度預報校驗結果顯示4-6月368鄉鎮市區

相對濕度有高估情形，且隨著預報時段接近而平均絕

對誤差幾乎不變，是3個氣象要素中偏差最為穩定的。

不同分區中，本島平均絕對誤差較離島大，又以北部

和中部為最大。逐時相對濕度預報誤差顯示平均偏差

和平均絕對誤差最大值皆出現在一天中相對濕度較低

的正午，而最小值出現在一天中相對濕度較大的清

晨。 

    鄉鎮預報作業期間尚未滿一年，目前僅對溫度、

風速、相對濕度做初步校驗，校驗的資料數量及方法

仍有多方未能考慮周延，未臻完善的地方，或有遺漏

部份，還請不吝惠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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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ARMOR 方法於台灣強降雨事件定量降水預報之研究 

蔡禹明  陳姿瑾  呂國臣  黃椿喜 

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 

摘  要 

本研究利用中央氣象局 20 個 WRF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系集預報成

員，以及觀測的雷達回波，測試 ARMOR (Adjustment of Rain from MOdels with Radar) 方法對

於台灣 2012 年 5 月 2 日及 6 月 11 日，二強降雨事件，定量降水預報之表現。 

ARMOR 方法利用即時觀測到的雷達回波，透過型態辨識 (pattern recognition) 的技術，

挑選出和觀測的雷達回波，較相近的 WRF 模擬系集預報成員，以被挑選出成員的預報，作為

數小時後的定量降水預報。此法可大幅增加模式對於即時降雨型態的掌握，進一步藉由模式優

於外延法的預報能力，提供未來數小時的定量降水預報。 

初步研究結果顯示，經由 ARMOR 方法挑選出的系集成員之預報，降雨分布及量值，均

優於系集平均的預報，且能掌握較小尺度的降水現象；對於 5 月 2 日的個案來說，ARMOR 方

法優於氣象局 WRFD (WRF deterministic run) 之預報結果。未來將研究更多不同系統的個案，

並進一步發展客觀自動化的型態辨識技術。 

關鍵字: ARMOR、定量降水預報、型態辨識

一、前言 

 對於短期 (0-12 小時) 的定量降水預報，目前主

要有二種方法: 一種是以數值模式作預報；另一種是

以觀測到的雷達回波以外延作預報。這二種方法各有

優點，數值模式對於大氣現象的物理過程有較佳的掌

握；外延法則較能掌握即時的降雨分布及量值。圖 1

為預報技術和預報時間關係的示意，顯示外延法對於

極短期 (0-2 hr) 的定量降水預報有很好的技術，然而

隨著預報時間的增加，預報能力急劇降低；另一方面，

數值模式由於一開始對於即時的降雨分布無法完全掌

握 (因為要有前置執行 (pre-run)，使模式處於一個平

衡穩定的狀態)，因此技術較差，但模式擁有較佳的物

理過程，因此其預報技術要經過一段時間後才有明顯

的下降。 

 McGill University 發展出一套新的短期定量降

水預報的方法 ARMOR (DuFran et al. 2009)，此方法

整合系集預報的數值模式，和即時觀測的雷達回波二

者的資訊。本研究探討台灣 2012 年 5 月 2 日及 6 月

11 日二強降雨事件，使用 ARMOR 方法預報之表現。

初步研究結果顯示，使用 ARMOR 方法的預報結果，

無論降雨分布及量值，均優於系集平均的預報，且能

掌握較小尺度的降水現象。 

二、ARMOR 方法及實驗設計 

ARMOR 方法 (DuFran et al. 2009) 利用即時觀

測到的雷達回波，透過型態辨識的技術，挑選出和觀

測雷達回波較相近的模擬系集預報成員，以被挑選出

之成員的預報，作為數小時後的定量降水預報。此法

利用觀測的雷達回波，挑選降雨型態較相近的系集預

報成員，可大幅增加模式對於即時降雨型態的掌握；

進一步藉由模式優於外延法的預報能力，提供未來數

小時的定量降水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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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顯示 WRF 以及 ARMOR 預報方法之降雨

率，與觀測雷達回波的比較。結果顯示，相較於 WRF

模式的預報，ARMOR 有較佳的降雨率分布與極值掌

握；同時，ARMOR也減少了誤報 (False Alarm, FA) 發

生的機率。 

 本研究利用 CWB EPS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20 個 WRF 系集預報模擬，搭配人為主觀的型

態辨識，挑選出和觀測雷達回波較相近的模擬系集預

報成員，以被挑選出成員的預報，作數小時後的定量

降水預報。WRF 模式作業版本為 WPS V3.2、WRF 

VAR V3.2 和 WRF V3.1.1。模式網格間距為 45/15/5 公

里，本研究探討最內層網格 (5km) 的模擬結果。第一

層巢狀網格之模式初始場來自 NCEP GFS 全球預報系

統之前六小時預報場，第二層和第三層巢狀網格之模

式初始場由第一層巢狀網格內插。模式所需的邊界條

件來自 NCEP GEFS 全球系集預報系統之預報場。 

 20 個系集預報成員產生的方式來自三種不同的

擾動。1. 模式擾動: CWB EPS 使用不同之模式物理參

數法 (積雲參數法、邊界層、微物理和土壤模式) 產

生擾動，採用 3 種積雲參數法，包含 Betts-Miller 

scheme、 Grell-3 scheme、Kain-Fritsch scheme；兩種

邊界層參數法，包含 Yonsei University scheme 和

Mellor-Yamada-Janjic scheme；三種雲微物理參數法，

包 括 WSM3 、  WSM5 、 NASA Goddard 5-class 

scheme；兩種土壤模式，包含 NOAH Land-Surface 

Model、Pleim-Xiu LSM。由此物理參數法進行搭配組

合，共使用 6 組不同之模式物理參數法設定。輻射參

數法的部分，採用 RRTM 長波輻射參數法、Goddard

短波輻射參數法。模式擾動部分的詳細內容及表現可

參考李和洪 (2011)。2. 初始場擾動: 使用 NCEP GFS

全球預報系統之前六小時預報場資料，透過 WRF 三

維變分法加入隨機亂數，產生第一層巢狀網格之初始

場擾動。而第二層和第三層巢狀網格之模式初始場擾

動，由第一層巢狀網格內插而來。3. 邊界條件擾動: 由

NCEP 全球系集預報系統 (NCEP GEFS) 取得 10 組模

式預報場，透過 WRF 前置處理作業，產生 10 組模式

邊界條件，每 2 個系集成員搭配使用一種邊界條件，

產生邊界條件擾動。關於 CWB EPS 之詳細參數設定

請參考 http://hong.cwb.gov.tw/rrV/rainfall.htm。 

 WRFD 為氣象局 WRF deterministic run，模式作

業版本為 WPS V3.1、WRF VAR V3.1 和 WRF V3.1。

關 於 WRFD 之 詳 細 參 數 設 定 請 參 考

http://hong.cwb.gov.tw/wrf/wrfop.htm。 

三、個案探討 

 本研究利用 2012 年 5 月 2 日的鋒面個案，探討

ARMOR 方法之表現。選定 5 月 2 日 07Z，透過人工

型態辨識，我們選出第 15 個成員，認為和 QPESUMS

合成雷達回波最相像，如圖 3 所示。3 小時後 (10Z)，

顯示 CWB EPS 對於位於台灣北部東北方的系統，雷

達回波有低估的情況，嘉義外海的雷達回波為 FA。關

於降雨的型態，模式有掌握到台灣北部降雨的現象，

但量值有低估的情形。圖 4 第 2 及第 4 列為 WRFD 之

模擬結果，與圖 3 相比，雷達回波與降雨分布較為破

碎，量值也都較觀測有低估的情形。圖 5 第 2 及第 4

列為 CWB EPS 系集平均之模擬結果，雷達回波分布

型態與觀測相似，唯量值有嚴重低估的情況。 

 本研究探討的第 2 個個案為 2012 年 6 月 11 日的

梅雨鋒面與西南氣流個案。選定 6 月 11 日 12Z，透過

人工型態辨識，我們選出第 20 個成員，和 QPESUMS

合成雷達回波最相像，如圖 6 所示。6 小時後 (18Z)，

影響北台灣之雷達回波有落後並低估的情形；9 小時

後，模式有掌握到台南外海有新的回波接近。圖 7 為

WRFD 之模擬結果，結果顯示 WRFD 之模擬雷達回波

不論型態分布，以及量值，主觀來看都較 CWB EPS 的

所有成員來得好；未來在使用 ARMOR 方法時，將加

入 WRFD 於 20 個 CWB EPS 成員中一併使用。圖 8

為 CWB EPS 系集平均之模擬結果，雷達回波分布型

態與觀測相似，唯量值有嚴重低估的情況；降雨的部

分則有低估且偏北分布的情況。 

四、討論與結論 

 本研究探討 ARMOR 方法對於台灣強降雨事件

之表現。初步研究結果顯示，ARMOR 方法所預報出

之降雨，能掌握較小尺度的降雨型態，不論降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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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量值，皆優於系集平均的結果。使用 WRFD 之結果

顯示，WRFD 有時優於所選出的 CWB EPS 之成員，

因此，將來執行 ARMOR 時，可將 WRFD 加入到可

選擇的成員當中。未來除將研究更多不同系統 (如: 

颱風) 的個案外，將進一步參考 Solomon and Breckon 

(2011) 之方法，發展自動化型態辨識的技術。型態辨

識可分為  supervised 和  unsupervised 兩大類；

supervised 是指可由過去的資料建立一個資料庫，當

有新的資料時可將新資料和過去的資料庫進行比對，

進行型態辨識；而 unsupervised 則是指無法由過去資

料建立型態辨識的資料庫。天氣系統的結構、強度千

變萬化，因此 ARMOR 方法所需要的型態辨識技術

應是屬於 unsupervised。 

本研究目前使用的 WRF 系集模擬輸出時間間

距，受限於電腦計算資源，兩個案分別為 1 小時及 3

小時；未來希望能使用 15 分鐘的模式輸出，並探討更

多的個案，對短期定量降雨預報，做進一步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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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參考文獻 

李志昕、洪景山，2011：區域系集預報系統研究：物

理參數化擾動。大氣科學，39，95 - 116。 

DuFran, Z. M., Carpenter, R. L., Shaw, B. L., 2009: 

Improved precipitation nowcasting algorithm using 

a high-resolution NWP model and national radar 

mosaic. AMS 34th Conference on Radar 

Meteorology, Williamsburg, VA. 

Golding, B. W., 1998: Nimrod: A system for generating 

automated very short range forecasts, Meteorol. 

Appl., 5, 1-16. 

Solomon, C., and T. Breckon, 2011: Fundamentals of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a practical approach with 

examples in Matlab. Wiley-Blackwell press, 355 pp. 

 

六、附圖 

 
圖 1: 預報技術和預報時間關係之示意圖。實線代表可

預報度理論上的限制；虛線和點線分別代表數

值模式和外延法之預報技術。(摘自  Golding 

1998) 

 

 
圖 2: 1230 UTC 7 July 2009，WRF、ARMOR 以及

MAPLE，3 種預報方法之降雨率，與觀測雷達

回波的比較。(摘自 DuFran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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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12 年 5 月 2 日鋒面個案。第 1 列及第 3 列分別為 QPESUMS 合成雷達回波 (CV) 以及 1 小時累積降水；

第 2 列及第 4 列分別為 CWB EPS，第 15 個成員之合成雷達回波 (CV) 以及 1 小時累積降水，第 4 列中並

疊上模式模擬出的風場。 

 

圖 4: 說明同圖 3，唯第 2 及第 4 列為 CWB WRFD 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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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說明同圖 3，唯第 2 及第 4 列為 CWB EPS 系集平均之模擬結果。 

 

圖 6: 2012 年 6 月 11 日梅雨鋒面與西南氣流個案。第 1 列及第 3 列分別為 QPESUMS 合成雷達回波 (CV) 以及 

3 小時累積降水；第 2 列及第 4 列分別為 CWB EPS，第 20 個成員之合成雷達回波 (CV) 以及 3 小時累積

降水，第 4 列中並疊上模式模擬出的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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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說明同圖 3，唯第 2 及第 4 列為 CWB WRFD 之模擬結果。 

 

圖 8: 說明同圖 6，唯第 2 及第 4 列為 CWB EPS 系集平均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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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氣象局1993～2011年降雨機率預報之校驗 
 

        葉世瑄
                

呂國臣
 

        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本文主要在分析預報人員的降雨機率預報的整體表現情況，利用可靠度分析及技術得分方

式探討各地區之降雨機率預報特性，並針對不同月份、不同地區發布的預報結果進行校驗分析，

以了解在不同條件下，降雨機率預報之整體表現情形。分析校驗 1993 至 2011 年中央氣象局降雨

機率預報，結果發現在逐年的降雨機率預報技術得分方面，在 2003 年之前有逐年提高之趨勢，

顯示氣象局對台灣地區之降雨機率預報之預報技術逐年提升，但在 2003 年之後表現持平。在台

灣各分區之技術得分方面，有北高南低，西高東低，冬季較夏季高的現象，且離台北越遠的地區

預報技術改善程度越高；另外相較於各地區之降雨機率預報的誤差特性也顯示，台灣東半部地區

有明顯之預報偏濕現象。在各季節的技術得分方面，發現冬季系統性降雨的預報技術比夏季對流

性降雨改善的多，1993 至 2011 年平均下來於三月、五月及十二月之整體技術得分最高，而颱風

季節(八月)與秋冬轉換的月分(11 月)預報技術則最低。

一、前言  

  許多國家發布降雨機率預報已經行之多年，例如

美國及日本分別在 1960 及 1982 年起發布實施 

(Winkler and Murphy 1976; Schaefer and Livigston 

1990; 立平良三 1990)。中央氣象局從 1993 年起發布

降雨機率預報(Probability of Precipitation，簡稱 POP)，

正式走進機率預報時代，降雨預報由降雨與否之二分

法定性預報增加定量的降雨機率預報，林(1993)、呂

和吳(1995)、呂和吳(2001)亦曾對於中央氣象局發布

之降雨機率預報進行分析，惟當時校驗資料年限較少，

代表性稍嫌不足。本文利用 19 年(1993 至 2011)之預

報資料，由不同角度探討預報準確度及預報技術得分，

以期能回饋降雨機率預報使用者及預報員預報降雨

機率時之參考。 

  由於台灣地區位於亞熱帶，冬天有鋒面降雨，春

天有春雨，春夏間有梅雨，夏天即使沒有颱風也常有

午後雷陣雨，一年四季各有截然不同的降雨型態。此

外，受到中央山脈特殊地形影響下，各地區降雨分布

更有明顯差異，深深影響到降雨機率之時空分布。本

文第二節將敘述降雨機率預報實施現況及校驗方法；

第三節則描述台灣各地區降雨頻率、降雨機率預報值

與預報技術得分；第四節主要計算全台降雨頻率、降

雨機率預報值與預報技術得分，藉此可以判斷預報的

可信度，最後則是對於全文內容做個總結。 

二、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  

(一)、資料來源 

  天氣預報校驗的基本資料，因校驗之預報內容不

同而有不同之需求。以降雨機率預報而言，須要收集

預報期間的降雨資料，以判斷有沒有下雨事件發生，

另一方面則須要發布之降雨機率預報值以茲校驗，資

料類型及來源如下： 

  1.降雨資料：氣象局降雨機率預報以 12 小時為一

時段，以清晨或晚上八點為起始時間，時段內累積雨

量達 0.1 公厘以上者判定為有雨，否則為無雨(包含雨

跡)。本文取自氣象局 1993 至 2011 年期間，氣象局氣

象站時雨量資料轉換之降雨事件資料。 

  2.降雨機率預報值：1993 至 2011 年間，氣象局共

發布 13900 次降雨機率預報，每次包含十六個預報區

域發布未來三個時段的降雨機率預報值，每個預報區

域包含一個或兩個氣象觀測站，由於本文採用單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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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方式，也就是針對氣象站之降雨機率做校驗，所收

集的降雨機率預報值視為各氣象站之預報機率。預報

機率以百分之 10 為單位，由 0 到 100 共 11 個等級機

率。氣象局發布之降雨機率預報主要取自各值班預報

員之預報平均值。 

  3.月氣候持續降雨頻率：使用 1961 至 1990 年間

氣象局各氣象站時雨量資料，計算各氣象站月持續降

雨頻率值及持續不降雨頻率值，並考慮月氣候降雨頻

率值之日夜差異。例如預報當時之時段已經發生降雨

(或未降雨)，取樣其未來 3 個時段(每時段 12 小時)發

生降雨之頻率為當月氣候持續降雨頻率。 

  本文採用單點校驗方式，對各氣象站做降雨機率

預報值校驗，且僅對氣象局所屬之 19 個氣象站做校

驗分析。 

（二）、分析方法 

  為了解各地區降雨機率預報值的分布特性，將分

別討論非條件機率分布和條件機率分布。而在校驗降

雨機率預報準確度方面，採用均方差代表機率預報準

確度，或者稱為白氏計分(Brier Score, 簡稱 BS，但此

篇不討論)。然而預報準確度高，也未必就是有預報

技術，例如在沙漠中 100 天之中，僅有 1 天降雨，即

使從來不預報降雨，也有 99%的預報準確度，但是，

準確度未必可以代表具有預報技術。所以是否有預報

技術，必須從氣候條件的相對性來比較，所以相對誤

差校驗是必須的。換言之，比較預報機率值與氣候降

雨機率(或某客觀資料)，計算其預報之技術得分，才

能判斷預報的好壞。以下簡要介紹本文分析的方法： 

  1.機率預報值非條件及條件分布：非條件分布

P(ｆ)及 P(ｘ)表示預報機率值及降雨頻率的出現機率，

其中ｆ及ｘ分別代表降雨機率預報值及有雨(ｘ＝1)

或無雨(ｘ＝0)實際發生之事件(Event)，機率預報值的

非條件分布代表各地區分區的預報特性(為討論方便，

下文中 P0、P10...P100，分別代表 POP 值為 0%、

10%...100%)。而本文在分析降雨機率值條件分布中，

分 P(ｆ｜ｘ)及 P(ｘ｜ｆ)兩種，其中 P(ｘ｜ｆ)表示降

雨機率值ｆ(0～100%)出現時，有雨或無雨的出現機

率代表可靠度分布，P(ｆ｜ｘ)同理得之，代表對有雨

或無雨事件中，各降雨機率預報值之預報分布比例。 

  2.絕對誤差：本文採取白氏計分方式表示預報準

確度，計算方式如下： 

          ̅̅̅̅  (   ) ̅̅ ̅̅ ̅̅ ̅̅ ̅̅ ̅ 

其中 P 為機率預報值(0%~100%)，Ｅ為實際觀測值(有

雨為 1，無雨為 0)。BS 是一種絕對誤差值，其值介於

0 與 1 之間，預報準確度愈高其值愈低。 

  3.相對誤差：採用技術得分(Skill Score，後面皆簡

稱 SK)，公式如下：  

    
        

   ̅̅ ̅̅̅

̅̅ ̅̅ ̅̅ ̅̅ ̅̅ ̅̅ ̅
 

其中 BSr 及 BSf 分別代表客觀降雨機率及降雨機率預

報值之白氏計分，本文採用之客觀機率預報值為氣候 

持續機率。技術得分表示機率預報與客觀機率之比較，

SK 大於 0 表示預報較客觀機率好。 

 

三、分區降雨機率頻率分布與相對誤

差   

  台灣地區受中央山脈影響，地區性氣候降雨頻率

的分布差異甚大，對各地區發布之降雨機率值的分布

情形亦有明顯不同，如圖 1 發現，台灣北部及東北部

地區平均年降雨頻率較大，其中以基隆及蘇澳 42%最

高，中部、南部及外島地區降雨頻率較低，東吉島 12%

最低，降雨頻率高低分布有北高南低和東高西低之特

徵。技術得分從圖 1 可知基隆全台最高，而東部、東

南部為全台最低。以下將分析各地區降雨機率預報值

之頻率分布與技術得分情形。 

   圖 1、全台各站之降水頻率(實線)與 SK(虛線)，其中

白色直條為日間降雨頻率，灰色直條為夜間降雨頻率 

（一）北部地區 

  從圖 1 可看出北部年降雨頻率以台北最高達 32%，

其他皆在 20%~30%之間。北部較沒有明顯的乾季，每

月降雨頻率較平均，以台北氣象站為例(圖 2)，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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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時日間降雨頻率大於夜間；冬季與春季則是夜間降

雨頻率大於日間，但沒有夏季明顯。POP 值分布情形

北部地區表現雷同，以台北為代表(圖 3)，平均 POP

值分布皆以 P10 最多(約 16%)，P20 次之(約 13%)，P20

之後則隨 f 值增加而緩慢遞減。有雨個案中 POP 值分

布較平均，在 P30~P90 間皆佔有 10%左右，其中以

P30(約 13%)最多。無雨個案以 P10 所佔比例最多（約

26%），P0 次之(約 20%)，P10 以上隨 f 值緩慢遞減。

就技術得分而言，從圖 1 北部地區平均約為 27，其中

淡水最高為 28，其次為台北 26，新竹 25。季節變化

上表現類似，從圖 2 中可發現在冬季到梅雨季預報較

好，夏、秋季較差。 

 

 

 

 

 

圖 2、台北降水頻率月平均，分別代表日間降雨頻率（白色

直條），夜間降雨頻率（灰色直條）與總降雨頻率（實線）

以及台北的技術得分（虛線） 

 

 

 

 

 

 

圖 3、台北有雨 x=1（實線），無雨 x=0（虛線）和平均（點

線）之各 POP 值佔其預報總數之百分比 P (ｘ｜ｆ)分布圖 

（三）南部地區 

  從圖 1 看出南部年降雨頻率除恆春達 20%以外，

其他皆在 15%左右。南部季節降雨特徵類似，以高雄

氣象站(圖 4)為例，夏半季較冬半季降雨頻率大，且

夏半季時日間降雨頻率稍比夜間大；另外特別注意恆

春全年夜間降雨機率皆比日間大(無附圖)。POP 值分

布情形南部表現雷同，除恆春有些差異。以高雄為代

表(圖 5a)，平均 POP 值分布以 P0 最多(約 27%)，P10

次之(約 16%)；但恆春(圖 5b)則是P10所佔比例最多(約

27%)，其次為 P20 與 P0(皆約 12%)；P20 之後皆隨 f

值增加而遞減，其中 P40 以上皆在 10%以下。有雨個

案 POP 值分布較平均，兩者在 P10~P80 間皆佔有 10%

以上，其中以 P30(約 15%)最多。無雨個案高雄以 PO

所佔比例最多(約 50%)，P10 次之(約 23%)；恆春則以

P10 最多(約 41%)，P0 次之(約 22%)；兩者 P10 以上皆

隨 f 值增加而迅速遞減。就技術得分而言，從圖 1 南

部地區平均約為 18，其中台南最高為 21，其次為高

雄 17，恆春 15。季節變化表現上，台南與高雄雷同，

從圖 4 中發現預報最好的月份為五月和十月(梅雨和

颱風季節)，最差的月份為二月份(不超過 10)。恆春(無

附圖)則在夏季表現最好(接近 20)，最差為冬季與春季，

尤其二至三月份(不超過 5)。 

 

 

 

 

 

 

 

 

 

 

   

 

（三）東北部地區 

  從圖 1 看出東北部年降雨頻率約 40%，全台最高。

以宜蘭氣象站(圖 6)為代表，全年降雨頻率皆在 20%

以上，降雨頻率有明顯的冬夏之別，冬半季較夏半季

降雨頻率大；夏半季時日間降雨頻率稍比夜間大，尤

其梅雨季更明顯(五~六月)。POP 值分布情形東北部地

區表現雷同，除基隆有些差異。以宜蘭為例(圖 7b)，

平均 POP 值分布均勻，在 P30 最多(約 14~15%)，但基

隆(圖 7a)則在 P10(約 15%)最多。有雨個案兩者皆以

P80 所占比例最多(約 18%)，向 P0 緩慢遞減。無雨個

案則皆以 P10 所佔比例最多(基隆 25%，宜蘭 20%)，

P20 以上皆隨 f 值增加而緩慢遞減，可知有雨和無雨

時的 POP 值分布有明顯區別，顯示對有雨及無雨的預

報信心度大。就技術得分而言，從圖 1 東北部地區平

均約為 26，其中基隆最高為 29，宜蘭與蘇澳皆為 23。

圖 4、高雄降水頻率月平均與 SK，圖說如圖 2 

 

圖 5、POP 值分布，圖說如圖 3，地點分別為(a)高雄(b)恆春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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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變化表現上，基隆(無附圖)大致上有冬高夏低趨

勢，二至三月有最大值，表現最差七至八月。宜蘭(圖

6)和蘇澳則無明顯趨勢，沒有表現特別優異的月份。 

 

 

 

 

 

 

 

 

 

 

 

（五）東部地區 

  從圖 1 可看出東部年降雨頻率約 29%，略少於台

北。以花蓮氣象站（圖 8）為例，全年降雨頻率皆在

15%以上，在七至八月有最小值，其他月份相差不大。

夏半季時日間降雨頻率比夜間大，尤其梅雨季更明顯

(五~六月)。從 POP 值分布情形表現，花蓮(圖 9a)，平

均 POP 值主要分布在 P10~P30 間，其他 POP 值皆佔

10%以下，並以 P20 所佔比例最多(約 22%)，但成功(圖

9b)則在 P30(約 25%)最多。有雨個案兩者皆以 P30 所

占比例最多(約 20%)，並從 P30 兩邊緩慢遞減。無雨

個案則皆以 P20 所佔比例最多(25%)，亦往兩邊遞減，

從有雨和無雨時的 POP 分布曲線差異不大，顯示對有

雨及無雨的預報信心度不高。就技術得分而言，從圖

1 東部地區平均約為 14，其中花蓮為 15，成功為 13。

季節變化表現上，花蓮(圖 8)無明顯趨勢，沒有表現

特別優異的月份。成功(無附圖)則是十二月至四月表

現最差，表現較好為夏季與秋季。  

 

 

 

 

 

（五）東南部地區   

  從圖 1 中可看出東南部年降雨頻率約 23%，略高

於中部。以台東氣象站(圖 10)為例，全年降雨頻率皆

在 15%以上，降雨頻率夏高冬低，梅雨季和九月有最

高值，大致而言各月分降雨頻率相差不算太大。日間

和夜間降雨差異方面，四月至九月日間降雨頻率較大，

其他月分則大多夜間較日間明顯。POP 值分布情形表

現兩氣象站表現類似，以台東為代表(圖 11)，平均 POP

值主要分布在P10~P30間，其他POP值皆佔10%以下，

並以 P20 所佔比例最多(約 30%)。有雨個案兩者皆以

P30所占比例最多(20%)，並往兩邊遞減，但遞減較慢。

無雨個案則皆以 P20 所佔比例最多(35%)，亦向兩邊

遞減，可知有雨和無雨的 POP 分布曲線差異不大，表

對有雨及無雨的預報信心度不大。就技術得分而言，

從圖 1 東南部地區平均約為 13，其中台東 12，大武

14。季節變化上表現類似，從圖 10 可知表現最差為

十二月至四月，表現最好為夏季與秋季。  

 

 

 

 

 

 

 

 

 

 

 

 

四、全台降雨頻率分布與不同季節(月

份)可靠度誤差特性與技術得分探討 

圖 7、POP 值分布，圖說如圖 3。地點分別為(a)基隆(b)宜蘭 

 

圖 11、台東各 POP 值分布，圖說如圖 3 

圖 10、台東降水頻率月平均與 SK，圖說如圖 2 

 

圖 6、宜蘭降水頻率月平均與 SK，圖說如圖 2 

圖 9、POP 值分布，圖說如圖 3。地點分別為(a)花蓮(b)成功 

 

圖 8、花蓮降水頻率月平均與 SK，圖說如圖 2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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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台灣地區而言，年降雨頻率約 24.9%，由

POP 分布情形(圖 12)發現，P0 及 P10 各佔 20%以上，

P10 以後則隨 f 增加而減少，尤其 P30 以後遞減速率

加快。在有雨和無雨的條件分配上，有雨個案中 P30

與 P80 佔最多約 13%，P20~P80 也皆佔 10％左右，顯

示各 POP 值分布較為均勻。無雨個案上，則是 P0 佔

最多約 30%，之後隨 f 增加而遞減，尤其 P40 以上佔

有率皆不足 10%。可靠度分析方面(表 1)可看到北部

地區可靠度誤差皆不大，中部地區為台中於 P40~P80

間預報偏乾，多數地方 P90~P100 則是預報偏溼。南

部地區則多數在 P100 預報偏溼。東半部地區普遍在

P20~P30 有預報偏溼現象，且 P30 除成功以外幾乎無

例外。澎湖與東吉島也有預報偏溼現象，且東吉島較

澎湖明顯。 

 

 

 

 

 

 

 

 

 

 

   

 

 

 

 

 

 

   

 

   

  前面已經介紹過全台分區技術得分情形，接著從

圖 13 發現過去 1993 至 2011 年的技術得分以 2003 年

為分水嶺，2003 年之前技術得分逐年增加，2003 年

之後則接近持平；故在此我們取呂和謝(2011)等人所

計算的月平均技術得分(虛線)與 1993~2011 年間月平

均技術得分(實線)做比較，結果如圖 14。由圖 14 可

看到 1993~2011 年間最高點分別為三月(春雨)，五月

(梅雨)與十二月(東北季風與鋒面降雨)；最低點則為

八月(颱風季節)與十一月(秋冬季節轉換期)。另外由

兩條曲線可明顯看到全台整體技術得分皆增加，且秋

冬季增加幅度大於春夏季，顯示對於冬天降雨系統的

掌握明顯進步。 

 

 

 

 

 

 

 

 

 

   

  只是技術得分改善的氣候特性各地相差甚大，故

在此我們取 1994~2002 年與 2003~2011 年兩區段來比

較六個測站四種季節降雨的技術得分表現。四種季節

降雨的月份定義為春雨(2~4 月)，梅雨(5~6 月)，颱風

季(7~9 月)以及東北季風/鋒面降雨(10~1 月)，接著我

們從成長率來量化改善程度，在這裡先定義成長率公

式： 

(2003~2011 之 SK)－(1994~2002 之 SK) 

(1994~2002 之 SK) 

  從表二可看出，北部春雨改善最低，其他降雨類

型則在 15%~30%之間；中部以東北季風/鋒面降雨改

善最明顯，颱風季節則改善最少；南部在春雨和東北

季風/鋒面降雨成長率甚至超過 100%，最低的颱風季

也有 32%；東北部也是東北季風/鋒面降雨改善最多，

圖 12、全台各 POP 值分布，圖說如圖 4    

表 1、各氣象站之降雨機率預報可靠度誤差示意表（○

及●分別表示該 POP 預報偏乾及偏溼 5%以上者） 

 

圖 13、全台 1993 至 2012 年 SK 分布圖(直條)與其趨勢線(實線) 

圖 14、全台灣地區月平均 SK 分布圖，虛線為呂與謝

(2001)1993-1998 年間月平均 SK，實線為 1993-2011

年間月平均 SK 

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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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降雨季節則改善程度相似；東部則是颱風季成長

率最高，梅雨季節最低；最後是東南部，除梅雨季節

以外，其他降雨類型都在50%以上；從地區平均來看，

南部成長率最高，北部則最低；從季節平均來看，東

北季風/鋒面降雨改善最顯著，颱風季則改善最小。 

 

 

 

 

 

 

 

 

五、結論 

  台灣各地區區域性的降雨氣候特性差異甚大，

所以各地降雨頻率與誤差特性也不相同；在各地區逐

月的降雨頻率方面，大多數地區皆有日夜變化現象，

尤其夏半季的降雨頻率幾乎皆大於夜間，且越往北此

趨勢會越明顯。 

  由台灣各分區的 POP 分布特性發現，不同地區

有其分部特性，在台灣北部及東北部地區（台北、淡

水、新竹、基隆、宜蘭及蘇澳）較為類似，其 POP

值分配較為均勻；中南部則是另一種特性，P0 佔比

例最高，並隨 f增加而迅速遞減，P50以上皆不到 5%；

東部與東南部雷同，以 P20 與 P30 的比例較多，且向

兩側遞減；恆春的P10特別多，為一較特殊分布型態。

在可靠度分析方面，除台中有預報偏乾情形以外，西

半部地區在 P90 與 P100 多處有預報偏溼的情形；東

半部則大多是預報偏溼，尤其是 P20 與 P30；離島區

域也同樣是預報偏溼的情形。 

  在技術得分方面，西半部地區較東部佳(基隆最

好，東部與東南部最差)，對於南部與東部的降雨特

性還需進一步研究；也由於季節的不同，在台灣地區

受到不同的天氣系統的影響，降雨型態也有不同的變

化，從降雨機率預報的技術得分月份分布發現，在秋

冬轉換的月分（11 月）與颱風季節（8 月）預報技術

得分較低。 

  技術得分改善的部分發現，2003~2011 年間比

1994~2002 年間的整體技術得分要高，顯示整體降雨

預報都有進步，且以東北季風/鋒面降雨成長率最高，

代表冬季降雨的預報技術比夏季對流性降雨的預報

技術改善的多。並且西半部的成長率高於東半部，離

台北越遠的地區預報技術改善越多。  

  目前氣象局發布之降雨機率預報已提供較具預

報能力之客觀降雨機率預報，可望更能提升降雨機率

預報技術。本文對於降雨機率預報之分析，仍有多方

未能深入探討。有未臻完善的地方，或有遺漏部份，

還請不吝惠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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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溫度資料品質檢覈 

鄭安孺 2 李天浩 1 顧欣怡 3  陳怡彣 2 

國立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1 

多采科技有限公司 2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3 

摘   要 

 

溫度觀測資料可能因儀器未校正或人為輸入錯誤導致資料異常，因而本研究提出應用高低溫和理性範圍篩

檢、空間分布合理性檢覈以及連續時間溫差合理性檢覈等溫度資料檢覈機制篩選錯誤資料。 

連續時間溫差合理性檢覈是依 2009 年至 2011 年氣象局測站觀測資料分佈，取攝氏-15 度至 45 度做為高、

低溫門檻值，經初步篩選。而考慮溫度受到季節影響，將一年分為五期，分別為 12-2 月、3-4 月、5-6 月、7-9
月以及 10-11 月，逐期建立合理性檢覈標準。空間分布合理性檢覈是對各測站篩選出相關性高的參考站，將參

考站資料利用線性迴歸法估計測站溫度後，以不偏估與最小估計誤差原理，得到測站的權重估計溫度，比較測

站觀測值權重估計溫度的誤差值是否落在信心區間內，決定測站觀測值是否通過檢覈。然而無法篩選到足夠數

量參考站的測站，將利用各站分期前後十天的紀錄，計算其溫差門檻值進行連續時間溫差合理性檢覈。 

以 2009 年至 2011 溫度資料進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提出的溫度資料檢覈方法，可有效篩檢出錯

誤溫度觀測資料。 

 

一、前言 

溫度是人類生活的重要指標，正確的溫度觀測對

於氣候變化的統計分析極為重要，由溫度觀測紀錄可

知臺灣地區平均溫度上升、夜間溫度升高等氣候變遷

趨勢。而中央氣象局近期極力推廣生活氣象，是藉由

各種即時觀測資料，預報未來 24 小時的天氣型態，其

中正確的即時溫度資料尤為重要。目前中央氣象局於

臺灣地區已建置超過 500 座溫度測站，可即時回傳溫

度資料。但可能因儀器久未維修校正或人為手動輸入

錯誤造成紀錄錯誤，令使用者對於預報結果造成誤

判。因此有必要發展溫度資料檢覈機制，可於接收到

溫度資料時，即時篩選出錯誤的資料。 
本研究利用氣象局增建的分鐘氣象測站及整點氣

象測站之溫度觀測資料，提出應用高低溫和理性範圍

篩檢、空間分布合理性檢覈以及連續時間溫差合理性

檢覈等檢覈機制建立溫度資料檢覈方法。 
 

二、溫度資料品質檢覈方法 

溫度的合理性檢覈需要通過分布範圍合理性、以

及空間合理性或連續時間溫差合理的檢覈。兹說明檢

覈方法如下： 
(一) 高低溫合理範圍篩檢 

溫度資料檢覈的第一步為高、低溫初步篩選，檢

查資料是否在合理範圍內。圖 1 為 2009 年至 2011 年

氣象局人工站及氣象局自動站分鐘溫度資料筆數分佈

範圍( T 取為 1oC)，橫軸為測站序號，縱軸為溫度，

以不同顏色圖示標示發生次數。圖 1 可觀測得知，測

站溫度大致分佈在-10 度至 40 度間，故取攝氏 45 度

及-15 度為初步篩選的高、低溫門檻。並以人工方式

檢視溫度紀錄高於 40 度或低於 0 度的測站資料，挑選

出其中的異常資料，結果如表 1 和圖 2 所示。表 1 所

列為測站不合理的溫度及紀錄時間，圖 2 所示為不合

理的測站 2009 年至 2011 年溫度時間序列。橫軸為時

間，縱軸為溫度，以紅色圓圈標示主為各站不合理的

資料點，由圖中可明顯看出不合理的資料皆為異常紀

錄。雖然部分的異常值能夠通過高、低溫初步篩選，

但在後續的空間及時間合理性檢覈將會被過濾掉。 

 
圖 1 2009-2011 年氣象局地面測站溫度筆數分布圖 

 
 

表 1 人工篩選不合理測站溫度紀錄列表 

Code Name Date 溫度

466880 板橋 2011/10/27 11:1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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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Name Date 溫度

466940 基隆 2011/06/22 10:15 -0.1

467550 玉山 2009/04/25 11:30 41 
2009/06/09 16:00 41.2

467490 台中 2010/07/25 15:15 -5.5
2011/11/17 15:15 0.3 

467540 大武 2010/07/11 12:30 38.7
C0C570 新屋 2009/02/17 10:45 42.5

467300 東吉島 
2010/03/25 17:00 2.4 
2010/12/10 14:45 -9.8
2010/12/18 14:45 -9.8

C0AC40 大屯山 
2009/08/12 11:30 42.1
2009/08/12 16:30 0 
2009/08/17 16:45 0 

A0G720 彰師大 2009/08/20 14:30 42.1

A0W080 吉貝 
2009/05/25 00:45 -12.4
2009/09/16 16:30 0 
2011/11/02 12:45 38.7

 
 

 

 

 

 

 
圖 2 不合理的測站溫度時間序列 

 
(二) 空間分布合理性檢覈 

考慮到溫度在空間上的分布會受到期節影響，因

此空間的合理性檢覈，將一年分為 5 期，分別為 12-2
月、3-4 月、5-6 月、7-9 月以及 10-11 月，逐期建立

檢覈標準。而為減少連續性檢覈對人為分期交接時節

資料造成的影響，每一年使用前三年歷史觀測資料建

立檢覈門檻，而各期資料選取範圍為加上該期所含月

份前後 10 天的資料。 
溫度資料空間合理性檢覈的方式，是對各測站篩

選出相關性高的參考站，以參考站的資料，利用線性

迴歸法估計測站溫度，然後以不偏估與最小估計誤差

原理，估計參考站的權重係數，得到測站的權重估計

溫度，比較測站觀測值權重估計溫度的誤差值是否落

在信心區間內，以決定是否接受測站觀測值為真。兹

說明詳細作法如下： 
1. 篩選參考站 

以待檢測站為中心，取其周圍 0.75 經緯度內的站

為候選站。若測站與參考站資料差異性大，則可能因

為使用了不相關的參考資訊，反導致正常的資料被剔

除，因此候選站的篩選除考慮距離，還需要考慮相關

性。相關係數的計算公式如下： 

  22 )()())(( yyxxyyxx iiii  (1) 

其中， ix 和 iy 分別代表候選站與測站在 i 時間的

溫度， x 和 y 分別為候選站與測站的平均溫度。相關

係數門檻取得越高，越有機會過濾掉不必要的雜訊，

但若將門檻取的太高，則部分測站可能找到太遠或找

不到足夠的參考站，經測試後取 0.78 為可接受的候選

站相關係數門檻值。 
將候選站依相關係數由大至小排列，再由其中選

擇出 3 至 5 個最相關且有足夠資料數的候選站為參考

站。參考站與測站資料對越多，統計上的可信度也越

高，建議參考站與測站同時間均有資料的筆數至少有

2880 筆以上，如此將可確保有分鐘觀測資料的測站(簡
稱分鐘測站)所篩選到的參考站至少有一個月以上的

資料可用。 
分鐘測站僅選擇分鐘測站做為其參考站，只有整

點觀測資料的測站(簡稱小時測站)可選擇分鐘測站或

是小時測站做為其參考站。 
2. 建立參考站與測站的線性迴歸式 

因為考慮到測站與參考站高度不同，測站與參考

站的相關性雖高，但同時間的觀測資料間可能存在特

定的溫差值。因此以線性迴歸法，建立參考站與測站

的估計式。令線性迴歸式為： 

xbby 10ˆ                        (2) 
由以下公式分別求得斜率 1b 與截距

0b ： 








21 )(

))((

xx

yyxx
b

i

ii ， xbyb 10                (3) 

進行檢覈時，將各參考站觀測資料代入各線性關

係式中，估計的各參考站對測站的估計溫度，再將各

估計溫度依以下的權重估計法得到測站最佳估計溫

度。 
3. 估計權重係數 

假設測站共篩選到 n 個參考站，令權重估計溫度

為： 





n

j
jjnn ywywywywy

1
2211 ....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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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y 與 jw 分別為第 j 個參考站對測站的估計溫

度以及權重係數。由不偏估條件可得到 

1
1




n

j
jw                           (5) 

將式(4)及式(5)帶入估計誤差 L 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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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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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EL

nn 





 

根據最小估計誤差原理，L 對各權重係數取偏微

分應為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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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中， ijcov 為估計參考站 i 與參考站 j 對測站估計誤

差的協變異數。聯立方程式(6)可以矩陣公式表示為：

A•W=G，其中 A 為等號左側的協變異數矩陣為，W
為權重向量，G 為等號右側的協變異數向量，將等號

兩側同時乘上 A 的反矩陣，可得到權重係數矩陣 W。 
估計誤差變異數 S2為 

ij

n

j
j

n

i
i wws cov

11

2 


         (7) 

4. 求取估計溫度的信賴區 ij

n

j
j

n

i
i wws cov

11

2 


  

假設測站的觀測值為 0y ，參考站 i 的觀測值為

0ix ，則估計值 ŷ 的 (1-  ) 信賴區間理論值為

fsty  20  ，其中， 2/t 為顯著水準為 、自由

度為 2k 的 t 分布值，k 為統計用的歷史資料數， f
為對估計誤差的修正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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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 k 值夠大(至少

2880 筆)，因此 f 1。 =0.07%， k ，

2/t 3.2，但考慮到溫度變化會到其他未納入統計範

圍因素，例如日照度的影響，因此應取更為寬鬆的信

賴區間，本計畫令信賴區間為 sy  60 ，其中係數 6

為經測試後，認為較合理的係數。 

當估計值是落在信賴區間內時，接受觀測值為

真，否則觀測值為錯誤。由於考慮到如果參考站的觀

測資料有誤時，可能會因為錯誤資料的汙染，反而將

測站正常的觀測資料濾除，因此實際在進行資料檢覈

時，是對所有的站先逐站計算估計誤差比值，令 

s

yy
d

6

ˆ0   

若 1d ，則先將該站標示可能異常站，當所有的站

都測試完畢，比較各異常站中，將其中d 值最大的異

常站剔除，然後再對其他的異常站重新檢覈，再次檢

覈時不會使用被剔除的異常站為參考站，如此重複檢

覈直到異常站數量為 0 為止。 
而測站的有效參考站至少要有 3 站以上，否則因

為沒有把握可以得到合理的空間檢覈成果，故不對該

測站檢覈。 
目前東部與南部分鐘測站，以及高山測站站數稀

少，因此這些地區的測站，例如成功、墾丁、玉山等

站、可能會無法篩選到足夠的參考站，故無法進行空

間檢覈。此外，目前 170 個分鐘測站中，有 65 個站是

2011 年 11 月以後才建立的，這些測站因為資料不足，

因此也無法建立第三期以及第四期的參考資訊。 
 

(三) 時間分布合理性檢覈 
空間合理性檢覈足以篩檢出大多數紀錄錯誤的資

料，然而部分測站由於無法篩選到足夠數量的參考

站，例如玉山站(467550)、合歡山站(C0H9C1)、以及

離島測站，由於距離其他測站均遠，與其他測站的相

關性不高，因此無法選擇到足夠的(至少 3 個)參考站，

對於此類的測站，將不進行空間合理性檢覈，改為進

行連續時間溫差合理性檢覈。此外，氣象局的浮球站

由於站址經常會變更，也不適合進行空間合理性檢覈。 
圖 3 所示為取用 2009 年至 2011 年分鐘測站，逐

站計算連續 15 分鐘之溫差，統計溫差在-20 度至 20
度之間，每 0.1 度一個間隔，各間隔的溫差筆數，然

後繪製各站的溫差筆數所得之溫差分布圖，圖中的橫

軸為測站序號，縱軸為溫差，以不同顏色圖示標示發

生次數。由圖中可以初步觀察到各測站 15 分鐘溫差多

集中在 5 °C 以內，但是有少數的歷史溫度紀錄有錯

誤。如圖中所圈選第 64 站有溫差達到 19.3°C 者，經

查該站為 C0A9C0 天母站，該筆溫差係為天母站 2011
年 04 月 12 日 14 時 30 分的溫度資料被誤記為 0.0°C
所造成。 

由圖 3 可以觀察到，溫差機率分布大致呈現對稱

分布，顯示溫差增、減率並無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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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09-2011 年氣象局地面測站連續 15 分鐘溫差筆

數分布圖 
 

由於各測站溫差分佈範圍不同，因此對每一站各

自制定其溫度門檻值。又資料觀測頻率不同，因此溫

度門檻值依頻率為 15 分鐘及 1 小時兩類分別計算。 
1. 1 小時溫度門檻值 

取各站於分期前後 10 天內的紀錄，計算兩連續整

點時間的溫差，將溫差取絕對值，於 0 度至 40 度之間，

每 0.1 度一個間隔，統計各間隔的溫差筆數，計算累

積機率。以累積機率小於等於 0.05%的溫差為門檻

值，意思為離群值資料每 3 個月出現一次。如果測站

的 歷 史 小 時 溫 差 資 料 筆 數 少 於 2190 筆

(2190=(365/12)x24x3)，則不為該站建立小時溫差門檻

值。 
2. 15 分鐘溫度門檻值 

分鐘測站門檻值篩選的程序與小時測站類似，同

樣取各站於分期前後 10 天內的紀錄，計算兩連續 15
分鐘的溫差，將溫差取絕對值，於 0 度至 20 度之間，

每 0.1 度一個間隔，統計各間隔的溫差筆數，計算累

積機率。以累積機率小於等於 0.012%的溫差為門檻

值，意思同樣是表示離群值資料每 3 個月出現一次。

如果測站的歷史 15 分鐘溫差資料筆數少於 8760 筆

(8760=2190x4)，則不為該站建立 15 分鐘溫差門檻值。 
目前上線模組對於參考測站不足並且也無溫差門

檻值的測站，是使用距離該站 0.3 經緯度內且高程差

少於 200 公尺的鄰近測站之溫差門檻值取平均，做為

該站的溫差門檻值；若無法篩選到條件相符的鄰近

站，則使用由所有測站之溫差所統計得的通用溫差門

檻值，做為該站的溫差門檻值。 
進行資料篩檢時，對於分鐘測站是進行 15 分鐘的

溫差檢覈，僅有整點觀測的測站則是進行小時溫差檢

覈。如果兩連續時間的觀測值溫差超過門檻值則未通

過時間合理性檢覈，若該站前一時間無資料或前一時

間資料未通過檢覈，則取測站上方網格點前一時間內

插 溫 度 ， 經 高 程 差 修 正 後 ( 修 正 溫 度

100/6.0 ht ，其中 h =網格中心點高-測站

高)，以修正內插溫度做為前一時間的比對溫度；若兩

連續時間的溫度差小於溫差門檻，表示通過檢覈。  
由於目前東部與南部分鐘測站，以及高山站站數

稀少，因此在這些區域的網格內插溫度誤差可能大。 

此外，必須注意的是，本計畫研發之溫度資料檢

覈方法，為長期分析台灣測站特殊之環境背景所發展

出來，故只適用於台灣測站的資料檢覈，不建議用來

篩檢其他地區之溫度測站資料。 
 

三、分析結果 

圖 4為 2009-2011 年分鐘觀測資料檢覈結果。2010
年 C0AD30 蘆洲站有 2.68%共 940 筆資料未通過空間

合理性檢覈，其中錯誤資料多集中在 8 月與 9 月。將

2010 年 C0AD30 蘆洲站對參考站 C0A9E0 士林站(以
下稱為第一組 )的溫差分別與 C0A9I1 三重站對

C0A9E0 士林站(以下稱第二組)的溫差、以及 C0A9A0
大直站對C0A9E0士林站(以下稱第三組) 的溫差時間

序列比較，如圖 5 所示，由圖中可發現，第二組和第

三組溫差時間序列相近，但第二組對第一組以及第三

組對第一組在 8 月以及 9 月溫差時間序列有很大的出

入，表示另三座參考站的溫度相近，但與蘆洲站溫差

大，此結果可說明為何蘆洲站在 8 月以及 9 月有多筆

資料無法通過空間合理性檢覈。 

2009 年 

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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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 
圖 4 2009-2011 年 15 分鐘雨量資料檢覈結果 

 
 

蘆洲 士林 

士林 
士林 

士林 
士林 

大直 
三重 

大直 

三重 
蘆洲 

士林 誤差大的區域 

誤差大的區域 

 
圖 5 2010 年 C0A9E0 士林站與其 3 組參考站溫差時間

序列比較 
 

2010 年另一未通過空間檢覈比例較高的站為

C0C590 觀音站，其中多筆錯誤資料是發生在 11 月與

12 月，取 2010 年 11 月觀音，以及其參考站 C0C520
中壢、C0C540 埔心、以及 C0D590 新豐等四站觀測溫

度資料，繪製時間序列圖，結果如圖 6 所示。 
由圖 6 觀測得知觀音等四站溫度的分布趨勢，整

體而言，觀音站的溫度會略高於新豐站，並介於中壢

站與埔心站之間，但是在 11 月 5、6、9、28、29 日均

出現觀音站的溫度小於其他三站溫度的情況，因此這

些時間的資料無法通過檢覈，而被認定為錯誤資料。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推論本計畫所提出之溫度資

料空間檢覈法確實可以篩檢出異常資料。 

觀音
中壢 
埔心 
新豐 

觀音站誤差大的區域 

 
圖 6 2010 年 11 月 C0C590 觀音站及其參考站溫度時

間序列 
 
2009 年以及 2011 年出現較多的錯誤為以內插溫

度做為前一時間的比對溫度，而未通過時間合理性檢

覈的類型。2009 年 466950 彭佳嶼站出現多達 359 次

此類型的錯誤，其中，2009 年 01 月 26 日 20:45 至 01
月 30 日 08:45 共 326 筆連續資料被判定為錯誤資料，

經檢視，發現是 01 月 26 日 20:30 彭佳嶼站無觀測資

料，因此，20:45 是使用上一個時間，也就是 20:30 的

內插估計資料做時間合理性檢覈。但 20:45 所觀測到

的彭佳嶼站溫度與 20:30 內插溫度間的溫差大於溫差

門檻值，因此 20:45 的觀測溫度被篩檢掉。之後，下

一個時間 21:00 也是觀測溫度與前一時間 20:45 內插

溫度溫差過大，因此，21:00 的觀測溫度也被篩檢掉，

往後的時間皆是類似的狀況，因此發生連續時間資料

被篩檢掉的情形。 
圖 7 所示為 2009 年 01 月 26 日 20:45 有無彭佳嶼

站應用通用克利金法內插所得到的溫度場比較，由圖

中可觀察到，兩者在彭佳嶼附近的溫度有明顯的不

同，當不使用彭佳嶼站的資料時，彭佳嶼站附近的內

插溫度約為 9.4oC，但彭佳嶼站的 20:45 觀測溫度為

12.3oC，21:00 的觀測溫度為 12.4oC，溫差可達到將近

4 oC，而彭佳嶼站的溫差門檻值為 2.4 oC，因此 21:00
彭佳嶼站的觀測溫度無法通過檢覈。 

 
未納入彭佳嶼 

納入彭佳嶼 

 
圖 7 2009 年 01 月 26 日 20:45 有無納入 466950 彭佳嶼

站之通用克利金法內插溫度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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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年C0H950中寮站在2011年12月27日03:45
無觀測資料，之後也發生連續 19 筆資料被判定為錯誤

資料，錯誤發生的原因與前述彭佳嶼的狀況大致類

似。圖 2-9 所示為 2011 年 12 月 27 日 04:15 有無中寮

站應用通用克利金法內插所得到的溫度場，中寮站的

觀測溫度 9.8 oC，而附近的 C0H960 草屯站觀測溫度

為 12.8 oC，因此當未納入中寮站時，會估計得中寮站

附近內插溫度約為 13.5 oC。04:30 中寮站的觀測溫度

為 9.7 oC，與 04:15 內插溫度溫差達到 3.8 oC。由於中

寮站是 2011 新設測站，故採用附近測站的溫差門檻值

平均 2.7 oC 當做其溫差門檻值，所以無法通過檢覈。 
 

未納入中寮 

納入中寮 

 
圖 8 2011 年 12 月 27 日 04:15 有無納入 C0H950 中寮

站站之通用克利金法內插溫度場比較 
 

以上的分析可以有助於了解為何觀測資料無法通

過檢覈，但是無法證實以內插溫度做為前一時間的比

對溫度，而未通過時間合理性檢覈的檢覈結果是否合

理。整體而言，空間合理性檢覈的效果是優於時間合

理性檢覈的。 
 

四、結論 

2009 年至 2011 年 15 分鐘溫度資料檢覈結果及分

析顯示，空間合理性檢覈的效果優於時間合理性檢覈

的。因此類似中寮等新建測站，待歷史紀錄蒐集較為

完整後，應重新進行參數分析，以建立空間合理性檢

覈機制。整體而言，本研究提出的溫度資料檢覈法可

有效篩檢出異常溫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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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量降雨系集預報加值分析-以 2012 年 6 月梅雨鋒面為例 

 

江宙君 1   陳嬿竹 1   吳德榮 1,2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1     國立中央大學 2 

摘   要 

    2012 年 6 月號稱史上第三強日降雨量的梅雨鋒面，單日最高日雨量於 6 月 11 日高雄市小關山測站觀

測值高達 664 mm，6 月 10 日單日最高日雨量則發生於屏東縣達到 592 mm，次於 2006 年 6 月 811.5 mm

以及 1996 年 5 月 713 mm 的梅雨鋒面造成的單日雨量值。此梅雨鋒面帶來豐沛雨量，連續強降雨造成台

灣北部以及南部地區多處淹水災情的發生。本研究利用定量降雨系集實驗模式結果和觀測資料進行全台

2012 年 6 月 9 日至 6 月 12 日雨量加值分析，此外並特別針對台北地區 6 月 11 日晚間至 6 月 12 日晚間豪

雨事件進行分析。 

 

關鍵字：定量降雨預報、系集預報、梅雨、雨量校驗 

 

一、 前言 

每年5、6月是台灣梅雨季節，2012年台灣首

波梅雨鋒面於5月3日報到。而在6月9日開始，台

灣受到梅雨鋒面的影響，6月9日日雨量最大為

143.5mm(屏東縣麟洛測站)(圖1)，12hr最大雨量也

達119 mm(屏東縣麟洛測站)，全台14%測站達大

雨以上標準(圖2)。6月10日24小時最大雨量發生在

屏東縣，雨量值達592 mm，且此超大豪雨造成南

部多處淹水，由圖2可知，全台38%達到大雨以上

等級。6月11日最大24小時降雨發生在高雄地區，

雨量值為664 mm，當日全台50%的測站達到大雨

以上的標準，其中10%達到大豪雨以上，此日雨

量為梅雨季節單日第三大雨量。6月12日高雄24

小時累積降雨高達525 mm，此日83%的測站超過

大雨標準。連續四日台灣均達到豪雨以上標準， 

6月11日晚間七時至九時，從雷達回波圖(圖

3-圖4)中已可分析在台灣西北方有回波朝台灣方

向西進，造成北部開始明顯降雨，台北地區22時

至24時，3小時累積雨量最高達到110.5 mm，瞬時

時雨量達到64.5 mm。 

本研究利用「定量降雨系集預報實驗」20組

成員以及系集平均分析6月9日至6月12日梅雨個

案在全台雨量之模擬結果進行分析校驗與加值分

析校驗。並探討6月11日晚間至6月12日台北地區

豪雨事件，以及系集成員模擬結果。 

 

圖1、2012年6月9日至6月12日日雨量觀測圖 

(星號為全台最大雨量之測站位置，左上角的數

值為全台最大雨量值(採四捨五入至個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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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月9日至6月12日全台測站依雨量分級百分比。

圖3、2012年06月11日19時雷達回波圖 

圖4、2012年06月11日21時雷達回波圖 

二、 定量降雨系集預報實驗 

颱洪中心於2010年起進行「颱風定量降雨數

值模式系集預報實驗」，其目的在研發測試定量

降雨預報技術並增加災防單位應變作業時可參考

之資訊，協助提升災害防救效能。本實驗結合學

研界（台灣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及文

化大學）與作業單位（中央氣象局）之研發能量，

並結合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的計算資源及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實務經驗。於颱風影響台

灣期間，每日產出4次即時高解析度台灣地區天氣

狀況並利用系集統計方法與機率預報概念，分析

颱風路徑與雨量分布，並提供致災性雨量的機率

預報。 

2012年實驗成員新增至22個系集成員，其模

式 包 含 16 組 WRF 模 式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2組第五代中尺度氣象模式

(The Fifth-Generation NCAR / Penn State 

Mesoscale Model, MM5)，2組雲解析風暴模式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以及今

年 新 增 加 的 2 組 HWRF 模 式 (Hurricane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本實驗於今年開始進行全年系集預報實驗，

除可分析颱風降雨表現外亦可瞭解系集預報技術

於梅雨鋒系統之預報表現。本研究由20個系集成

員(去除2個成員颱風時才有的模擬結果)探討6月9

日至6月12日梅雨鋒面事件，並由雨量校驗分析定

量降雨預報實驗對於梅雨鋒面的預報能力進而了

解如何使用定量降雨系集預報的結果 

三、 雨量校驗方法 

本研究雨量校驗時間由模式初始時間6月8日

06Z至6月11日18Z共15個模擬時間，並以模式預

報6小時至30小時之24小時累積雨量，在555個觀

測測站點(圖5)上進行校驗。採用列聯表校驗方法

(表1)，比較觀測與預報是否過雨量門檻值後，計

算預兆得分(Threat Score，TS)、偏倚得分（Bias 

Score，BS）、誤報率 （False Alarm Ratio，FAR）、

可偵測機率（Probability of Detection，POD）和公

正預兆得分(Equitable Threat Score，ETS)。本研究

門檻值採用氣象局雨量分級標準，大雨、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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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豪雨以及超大豪雨作為標準，分別為24小時累

積雨量50mm、130mm、200mm、350mm作為本

研究雨量校驗門檻值。 

 

圖5、雨量校驗觀測測站點 

(陰影為高度(單位:公尺)，三角形為測站點) 

表1、雨量校驗條列式列表 

(Observed)
觀測

預報 
(Forecast) 

Yes 
 ≧ 門檻值 

No 
＜ 門檻值 Total 

Yes 
≧ 門檻值 

Hits 
(命中) 

False 
Alarms 

(錯誤預報) 
Forecast Yes

No 
＜ 門檻值 

Misses 
(失誤) 

Correct 
Negatives Forecast No

Total Observed 
Yes 

Observed 
No Total 

 

偏倚得分（Bias Score，BS），定義如下: 

Bias
hits false	alarms
hits misses  

預報雨量過門檻值佔觀測雨量過門檻值的比例，

若BS大於1表示過度預報，小於1表示不足預報。

僅用以描述預報與觀測之間的相對關係，並不能

用以描述預報結果有多接近觀測。最佳值為1。 

可偵測機率（Probability of Detection，POD），定

義如下: 

POD
hits

hits misses 

描述的是有多少比例的事件發生被正確的預報。

此數值僅考慮hits而忽略false alarms，對於稀少個

案的預報數值會偏高。使用時建議應同時考慮誤

報率。其最佳值為1。 

誤報率 （False Alarm Ratio，FAR） 

FAR
false	alarms

hits false	alarms 

預報雨量高過門檻值中有多少比例的事件是錯誤

的假警報，最佳值為0。 

預兆得分 (Threat Score，TS) 

TS
hits

hits misses false	alarms 

TS又可稱為CSI（Critical success index），此得分

計算排除了觀測與預報降雨皆沒有超過門檻值的

情形，因此可視為描述模式預報的＂正確率＂；

無預報能力時，TS為0。 

公正預兆得分(Equitable Threat Score，ETS) 

ETS
hits hits

hits misses false	alarms hits  

其中 

hits

hits misses hits false	alarms
total  

ETS又可稱為GSS（Gilbert skill score），除了原

有TS計算概念外，亦額外排除隨機預報正確的狀

況；利用此得分比較不同區域的預報表現較客

觀。 

四、 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選取模式初始時間6月8日06Z至6月11

日18Z共計15個模擬時間，20組成員進行分析。將

系集成員平均，得到一組系集平均結果，經由雨

量校驗分數，結果如表2。在大雨以及豪雨在TS

與ETS分數約有0.2以上的分數，在豪大雨亦有

0.07~0.08分數，而系集平均在超大豪雨的TS與ETS

雨量校驗分數為0。 

在大雨雨量校驗部份，24 小時累積雨量超過

50 mm 時，TS 分數 0.65 而 ETS 則為 0.42，偏倚得

分則為 1，表示模式預報超過雨量門檻數量與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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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雨量門檻數量相同，而由可偵測機率與誤報率

可知，其中 79%為可正確偵測，21%則為模式高估

觀測時之誤報率。 

表2、20組成員平均結果之雨量校驗分數 

TS BS FAR POD ETS 

50mm 0.65 1.00 0.21 0.79 0.42 

130mm 0.25 0.28 0.09 0.26 0.19 

200mm 0.08 0.09 0.04 0.09 0.07 

350mm 0 0 NaN 0 0 

定量降雨系集預報實驗成員設計由不同模式、

模式設計、資料同化策略所組成。以資料同化策

略為Cold Start、Partial Cycle以及所有系集成員之

雨量校驗TS值(圖6)分析，本次個案在大雨門檻值，

三個分數均差不多，系集平均略高出Cold Start以

及Partial Cycle。而在豪雨、豪大雨以及超大豪雨，

Cold Start均比Partial Cycle以及成員平均來得

高。 

由不同物理參數設定分析各系集成員對於

此個案雨量的模擬結果校驗得分。系集成員之積

雲參數化分別為Kain-Fritsch (KF)，Grell-Devenyi 

(GD)，Betts-Miller-Janjic (BMJ)以及Grell-3 (G3)。

以本研究個案而言，綜合來說BMJ在各雨量分級

中均有較好的模擬結果(圖7)，TS分數分別為0.59，

0.32，0.13以及0.01。若進一步分析以不同資料同

化策略以及積雲參數化比較分析後發現，在Cold 

Start時，此個案在G3有較好的雨量模擬結果，尤

其在豪雨、豪大雨以及超大豪雨分數分別為0.38，

0.21以及0.05，都較其他積雲參數化來得好(圖8)。

而在Partital Cycle之模擬策略下，KF以及G3的積

雲參數化有較好的模擬結果(圖9)。 

為瞭解模擬雨量與觀測雨量的關係，將觀測

時雨量發生次數與20個模式時雨量發生次數經過

常態化後，由「機率密度函數」(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中可發現(圖10)，在降雨強度較小

時，模式發生次數大於觀測雨量發生次數，隨著

降雨強度的增加，實際上發生降雨次數開始大於

模式雨量發生次數，尤其在降雨強度度大於100 

mm/hr時，觀測次數遠遠大於模式觀測次數。且

模式雨量發生次數隨降雨強度有較平滑的分佈趨

勢，而觀測則不然。此說明定量降雨系集預報實

驗成員中的模式對於短時間的強降雨仍有改進空

間。 

圖6、所有系集成員、Cold Star和Partial Cycle之TS 

圖7、不同積雲參數化之TS 

圖8、Cold Start時，積雲參數不同之TS比較 

圖9、Partial Cycle時，積雲參數不同之TS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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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觀測降雨強度發生次數與模式降雨強度發

生次數之機率密度函數圖 

台北地區6月11日晚間22時至24時(LST)，3小

時累積雨量最高發生在台北稻香測站，雨量值高

達110.5 mm，其測站瞬時時雨量達到64.5 mm。

在台灣時間6月12日早上九點開始雨勢漸緩。分析

6月12日台北市豪雨事件， 由模擬起始時間6月11

日12Z的模擬結果(圖11)中，可看出時雨量在11日

晚間至12日白天於台北市平均系集成員均有下大

雨的機率，而約在12日早上10時(LST)開始，模式

雨量明顯開始減弱且趨於0，系集成員明顯掌握6

月11日台北市晚間至6月12日白天的強降雨以及6

月12日白天降雨減弱的趨勢。由系集平均與觀測

日雨量圖(圖12)中，20個系集成員平均與觀測大

致有相同的雨量分布趨勢，但值相對比較低，原

因可能是由於將各成員平均之後將值拉低，但20

組系集成員平均有掌握到整體趨勢。 

圖11、台北市平均累積雨量及時雨量之模擬結果

(模式初始時間為6月11日12Z) 

  

圖12、6月12日系集平均及觀測日雨量圖 
(模式起始時間為6月11日1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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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資料對中央氣象局WRF模式預報誤差影響之探討 
 

    江晉孝 1    張昕 2       馮欽賜 1  

1中央氣象局氣象資訊中心 

2美國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 
 

摘    要 

隨著科技日新月異，提供更多元的氣象資訊進入先進的模式分析系統，加強對各種極

端天氣的監測與分析。本研究針對目前中央氣象局三維變分分析(3DVAR)能夠同化的觀測

資料對模式預報誤差之影響做初步的分析與探討。 

    本研究針對冬季(2008 年 6 月)與夏季(2008 年 12 月)各進行為期一個月的預報，並以美

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CEP)的分析場作為校驗之基準，結果顯示不同的觀測資料對於模式

24 小時預報誤差之貢獻程度皆有差異，而不同的氣象觀測變數對於模式預報誤差之改進也

呈現不同之貢獻。 

關鍵詞 : 資料同化、三維變分分析、伴隨模式、FSO 
 

一、前言 

資料同化為數值天氣預報不可或缺的要素，而

三維變分分析則為現今世界各主要氣象作業中心資

料同化系統中熱門的選項。天氣研究與預報模式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WRF)與

WRF 三 維 變 分 資 料 同 化  (WRF 3 Dimension 

Variational analysis; WRFVar)為中央氣象局目前主

要之區域預報模式與資料分析方法，配合本局高速

電腦運算系統之有限資源，期能提高作業效率與預

報準確度。本研究針對觀測資料對模式預報誤差的

影響做初步評估。 

二、實驗說明 

中央氣象局WRF模式(CWBWRF)已於2007年上

線作業，每年進行兩次的版本更新與程式修正，此

模式為三層巢狀網格區域，最外層的網格解析度為

45公里，中層的網格解析度為15公里，內層的網格

解析度為5公里 ◦本研究實驗模式的版本是WRF 

V3.3.1與WRFVar V3.3.1。本文僅針對最外層45公里

做分析與探討。 
本研究使用美國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NCAR)

發展的FSO (Forecast Sensitivity to Observations)套件，可用

來評估觀測系統在預報誤差上之效益。由預報誤差之定義，

分析WRF預報模式之伴隨與WRFVar分析之伴隨可計算出

每一種觀測資料對於預報誤差之敏感度。由此即可得到觀測

資料之於預報誤差之效益。將此工具應用在例行性資料同化

循環上，其結果對於監測觀測作業系統亦非常實用。 

目前中央氣象局區域作業模式中WRFVar已同

化 的 觀 測 資 料 有 地 面 綜 觀 報 (SYNOP) 、 飛 機 報

(AIREP)、機場天氣報(METAR)、船舶報(SHIP)、漂

浮 站 觀 測 報 (BUOY) 、 衛 星 雲 導 風 報 (SATOB 、

GeoAMV)、衛星海面風觀測報(QSCAT)、衛星探空

報(SATEM)、高空風報(PILOT)、探空報(SOUND)、

投落送(DROPSONDE)、GPS掩星(GPSRO)、歐洲天

氣中心分析場 (EC BOGUS)等傳統與遙測資料。 

為了解各種觀測資料對預報誤差之影響，本研

究選擇2008年6月(夏)與12月(冬)，各進行為其一個月

的預報，並以NCEP分析場為校驗基準，來了解和評

估各種觀測資料與氣象變數的貢獻。 
所有實驗均使用NCEP分析場(0.5˚x0.5˚)為初始

猜測場、NCEP預報場為CWBWRF模式的邊界，採

用12小時局部循環( 12 hour partial cycle )，並分別在

00/12Z進行24小時預報，希望能進一步了解觀測資料

對模式預報的效益。 

 

三、FSO說明 
    Langland and Baker(2004)利用美國海軍 (U.S. 

Navy)作業預報系統與資料同化系統之伴隨模式來

評估觀測資料對於模式預報誤差之影響程度，其結

果 顯 示 此 概 念 檢 視 觀 測 資 料 非 常 具 有 效 益 。

Errico(2007)針對Langland(2004)的研究做更深入的

研究並探討其使用非線性近似之優劣，Gelaro (2007)
則著重於探討多階伴隨近似的差異與對模式預報誤

差之影響。 

    由NCAR發展的FSO套件中，其WRF伴隨模式可用來

計算WRF短期預報誤差與初始場之間的伴隨敏感度，而為

了得到伴隨敏感度，我們將預報誤差定義為  

   tfTtf xxCxxe   

上式中 C 為對稱對角的權重矩陣，T為轉置， fx 為非線

性模式從初始場 0x 開始積分所得的預報場， tx 為真實大

氣之狀態亦或是被拿來當做校驗基準之氣象場。 
Gelaro (2007) 依據不同近似方法將預報誤差重新定義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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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階近似 

e1  2(xa  xb )T Mb
TC(xa

f  xt )  

 二階近似 

e2  (xa  xb )T [Mb
TC(xa

f  xt ) Ma
TC(xb

f  xt )]  

 三階近似 
e3  (xa  xb )T [Mb

T C(xb
f  xt )  Ma

T C(xa
f  xt )]  

其中 f
bx 為非線性模式從背景場(

bx )開始積分得到的

預報場， f
ax 為非線性模式從分析場(

ax )開始積分得

到的預報場， T
bM 與 T

aM 為WRF伴隨模式矩陣。本

文使用三階近似的伴隨模式，預報誤差計算基準為

全乾靜能(Total Dry Energy)，因此不考慮水氣的物理

過程。 

 

四、結果分析 
(一) 氣象觀測變數 

由2008年夏季與冬季的實驗結果顯示(圖1)，在

各種氣象觀測變數中，風場(U&V)是對預報誤差貢獻

最大的變數，夏季V風場貢獻大於U風場，冬季則反

之。而溫度場與GPS掩星資料對預報誤差之改進亦貢

獻卓著，圖中SATEM資料因貢獻值量級較小因此皆

近零值。從冬夏兩季比較亦發現，在冬季各觀測變

數的貢獻程度均大於夏季，但觀測變數貢獻程度之

趨勢相當一致。 
所有觀測資料幾乎皆有風場此觀測變數 (除

SATEM與GPSRO外)，因此可解釋風場為何是貢獻

最大的氣象變數。 

(二) 氣象觀測資料類型 

(圖2)為各種觀測資料之貢獻程度，SOUND資料 
改善預報誤差最為顯著，其次依序為GeoAMV、EC 

BOGUS、GPSRO、SYNOP。而SATEM資料仍是貢

獻最小的觀測資料，而比較冬夏兩季的結果，我們

發現在冬季，除了AIREP資料外，所有觀測資料之效

益皆大於夏季。 

(三) 時間序列 

    由觀測資料對預報誤差貢獻之量級，我們將其

歸類成三類 ( 610 、 510 、 410 )，其中SOUND、

SYNOP、GeoAMV、AIREP、GPSRO、QSCAT、EC 

BOGUS 因 貢 獻 值 較 高 歸 屬 於 第 一 類 ， PILOT 與

METAR歸屬於第二類，而貢獻值最低的SHIP、

BUOY、METAR則歸屬在第三類。 

    (圖3a)為第一類中的SOUND資料在冬夏兩季的

時間序列圖，結果顯示在冬季的前半個月SOUND資

料大幅改進了預報誤差，而比較冬夏兩季時間序列

發現皆呈現負值且其負的程度夠大，代表SOUND資

料 是 相 當 可 受 信 賴 的 觀 測 資 料 。 在 第 一 類 中

GeoAMV與EC BOGUS資料皆與SOUND有一致的表

現。 

    並非所有觀測資料皆對預報誤差呈現正的貢

獻，(圖3b)為第一類的AIREP資料在冬夏兩季的時間

序列圖，結果顯示在冬季AIREP有四個時間點對預報

誤差呈現負貢獻(正值)，夏季則無此情況，顯示

AIREP資料在冬季之應用上需再做深入研究。 

    第二類的資料(PILOT、METAR)與第一類資料

之特性相似，僅METAR資料在冬季一樣出現負貢獻

的情況，但其出現時間點僅兩次(圖4)。 

第三類資料(SHIP、BUOY、SATEM)雖然貢獻量

級較小但其對預報誤差的影響仍須留意，由(圖5a、

5b)之結果顯示，BUOY與SATEM在冬夏兩季都有多

次時間點呈現負貢獻，冬季之次數則多於夏季， 

BUOY出現負貢獻次數冬夏比為(11:6)，SATEM則為

(20:9)，顯示此兩種觀測資料雖貢獻量級小，卻為模

式預報之改進帶來負效益，必須針對此兩種資料做

更多的探討與研究。 

 
五、結論與討論 
    WRFVar能處理眾多種類傳統觀測資料與先進

的遙測資料，本研究初步探討觀測資料對預報誤差

所造成的影響。由本研究可得到以下結論: (1)風場是

貢獻模式預報誤差最多的氣象變數，其原因應為幾

乎各種觀測資料皆含有此觀測變數；(2)SOUND、

GeoAMV、EC BOGUS為貢獻最大的觀測資料；

(3)BUOY與SATEM在冬夏兩季皆有過多的時刻出現

負的貢獻，對於模式預報的改進效益不大，使用上

需特別小心。 

    觀測資料使用方式與以下幾個因素有著密不可

分的關係: 1.模式地形高度的處裡方式，2.觀測資料

內的氣象要素(風、溫度、壓力、水氣)是否要全部放

入同化系統，3.模式背景場誤差選取與使用設定，4.
觀測誤差的調整。 

    目前FSO中的預報誤差計算並無考慮到水氣的

物理過程，而使用近似法的階數皆會影響到觀測資

料對預報誤差貢獻的公正性，未來將由此處加以著

墨與探討，另外，也將針對不同的短期預報誤差(12
小時)做測試。 

六、致謝 
感謝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張昕博士提供FSO

相關技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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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1 : 各種氣象觀測變數對於24小時預報誤差之效益，(a)2008年6月(b)2008年12月，圖中GPS為GPS掩星 
折射率，ALL Z為00Z與12Z皆納入計算，負值表示改進預報誤差，亦即愈負表示改進程度愈大。 

 

 

  (a)                                            (b) 

 
圖2 : 各種氣象觀測資料對於24小時預報誤差之效益，(a)2008年6月(b)2008年12月，Bogus為ECMWF分析 

場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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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a) : SOUND資料對24小時預報誤差在冬夏兩季之時間序列貢獻程度。 

 

 
圖3(b) : AIREP資料對24小時預報誤差在冬夏兩季之時間序列貢獻程度，紅色代表負貢獻。 

 

 
圖4 : METAR資料對24小時預報誤差在冬夏兩季之時間序列貢獻程度，紅色代表負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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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a : BUOY資料對24小時預報誤差在冬夏兩季之時間序列貢獻程度，紅色代表負貢獻。 

 

 

 
圖5b : SATEM資料對24小時預報誤差在冬夏兩季之時間序列貢獻程度，紅色代表負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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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WRF 3DVAR同化雷達徑向風對2011年南瑪都颱風模擬之影響 

陳怡儒
   

林沛練
 

        國立中央大學大氣物理研究所 

        

摘 要 

    在天氣系統的數值模擬過程中，模式的預報能力常受限於初始場的準確性，全球模式提供的初始場空間解

析度不夠高，無法完整描述出中小尺度天氣系統真實大氣的狀態。而雷達觀測具有高時空解析度的優點，常使

用於劇烈天氣的監控與觀測，能夠觀測颱風環流結構的詳細特徵。本研究挑選 2011 年 8 月 28 日至8 月 29 日侵

襲台灣的南瑪都颱風，期望能在颱風到達台灣前，將雷達高時解析度的徑向風資料同化到模式中，以改善初始

場，對中小尺度天氣系統之模擬或預報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本研究使用WRF模式（V3.2.1）和3D-VAR同化系統（WRFDA V3.2.1）進行模擬，使用水平巢狀網格解析度

為15、5公里之設定，初始時間為2011年8月28日0000 UTC；而WRF 3DVAR cycle使用中央氣象局墾丁雷達

（RCKT），同化時間為2011年8月28日0600、0900、1200、1500和1800 UTC，分別進行30、24、 21、18、15和12

小時模擬，探討不同同化次數和調整其水平影響半徑對數值模擬的影響。經由不同組合的實驗發現：（1）較多

的同化循環次數比單一次同化結果好，（2）較大的影響半徑（Ｒ=0.12）也比較小的影響半徑（Ｒ=0.06）佳；以

較多的同化循環再加上較大的影響半徑組合實驗能有效改善數值模擬的準確度，雖然降水仍有高估、颱風移動

速度偏快的現象，但相較於未同化實驗的模擬結果，降水分佈和颱風路徑有更接近觀測的趨勢。 

 

• 關鍵字：南瑪都颱風（NANMADOL），三維變分資料同化（3DVAR） 

 

一、前言 

  台灣地理位置位於熱帶氣旋活耀的西北太平洋地

區，為颱風路徑之要衝，從路徑上來看，台灣正位於颱風

轉向和不轉向之分捩點，因此台灣為觀測和研究颱風之絕

佳地理位置。而颱風是自然界中最具破壞力的天氣系統之

一，每年颱風季中，約有30個颱風生成於西北太平洋地區，

平均約有6個颱風會侵襲台灣，當侵台颱風接近台灣時，

因地形特殊，有高聳呈南北走向的中央山脈，且地形坡度

大，颱風移動路徑與環流因複雜的地形產生很大的變化。 

  雷達具有高時間和空間解析度，尤其對於海上移入台

灣的天氣系統或侵台颱風，能在系統尚未到達台灣之前，

可利用同化雷達資料來修正模式初始場，改善模式預報的

準確性。Zhao and Jin（2008）研究指出雷達資料同化有效改

善颶風登陸時的強度與降雨預報能力；Xiao et al.（2005，

2008）使用三維變分資料同化系統（MM5 3DVAR）同化韓

國都卜勒雷達所觀測的徑向風以修正模式初始場，對鋒面

個案的強降雨預報，在前六小時有不錯的結果，也可以模

擬出較好的雨帶結構。Xiao et al.（2007）利用 WRF 3DVAR 

同化多都卜勒雷達徑風和回波，結果指出多次雷達資料同

化循環（cycle）模擬出更詳細的颮線對流結構，也改善短期

（6 小時）強降雨的定量降水預報。 

  Xiao et al.（2004）利用 MM5 3DVAR 針對颱風 Rusa 

個案進行研究，在颱風路徑的修正上，同化雷達徑向風比

同化雷達回波結果好，此外，只同化雷達徑向風的初始場

修正效果及短時間的降雨預報都比只同化回波資料有較

佳的結果；Lin et al.（2011）對 2004 年艾利颱風以 MM5 

3DVAR 同化都卜勒雷達徑向風資料，成功改善颱風強度

及環流結構。 

二、個案介紹與研究動機 

南瑪都颱風（NANMADOL）於2011年8月23日20時

在菲律賓東方海面生成，編號第11號颱風，於8月25日增強

為中度颱風，強度持續增強，初期往西移動，26日增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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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烈颱風，隨後轉為偏西北移動，根據中央氣象局資料指

出，南瑪都颱風近地面最低氣壓為920hPa，近中心最大風

速為53（m/s）；27日其中心通過菲律賓呂宋島東北角邊緣，

強度減弱為中度颱風，轉為偏北北西移動，颱風的外圍環

流開始逐漸的影響台灣。8月28日南瑪都颱風中心位於鵝鑾

鼻南南東方之海面上，仍然以每小時8公里的速度朝北北

西移動， 29日4時20分左右由臺東縣大武附近登陸；颱風

登陸後，強度、結構受到地形的破壞，減弱為輕度颱風，

其中心氣壓從登陸前965hPa到出海時減弱為980hPa；29日

13時左右在臺南附近出

海進入臺灣海峽，以每

小時7公里的速度，緩慢

向西北移動。31日8時於

金 門外海減弱為熱帶

性低氣壓。 

 

 

在天氣系統的數值模擬過程中，常受限於模式初始

場的準確性，因此可利用同化觀測資料來修正模式初始

場；資料同化是將不同型態、不同時間、地點的觀測資料，

加到數值模式中，修正模式背景場以獲得較佳的初始場，

提高預報的準確度。在南瑪都颱風個案中，未經同化的實

驗組在路徑預報上無法準確預測颱風中心位置，因此本研

究希望藉由同化高解析度雷達資料以改善模式初始場，增

加颱風路徑、結構和降水的準確度。 

 

三、研究方法 

 模式設定 

本研究使用 WRF（V3.2.1）和 3DVAR 同化系統

（WRFDA V3.2.1）進行模擬，初始場以及邊界場使用 

NCEP-FNL 資料，網格解析度為 1°× 1°，時間間隔為六小

時一筆。模式採用2層巢狀網格 ，two way nesting 的方法，

水平網格間距 domain 1 為 15 公里，domain 2 為5 公

里，垂直分層為 35 層。網格總數 domain 1 為 

301x253x35 ， domain 2 為 

241x241x35（圖2）。domain 1 

可以涵蓋大範圍天氣現象，

如槽脊線的發展移動，太平

洋高壓的位置或西南氣流的

發展。domain 2 則可以模擬

中尺度的天氣系統，如颱風

的發展增強和移動路徑，以及颱風環流受到台灣地形的影

響等。 

本研究採用的物理參數化設定，微物理參數化選用 

WSM 5-class scheme，積雲參數化選用 Kain-Fritsch（new Eta）

scheme，邊界層參數化設定為 YSU scheme，長波輻射參數

化採用 rrtmg scheme，短波輻射參數化採用 rrtmg scheme，

近地層參數化選用 Monin-Obukhov scheme，地表參數化選

用 Unified Noah land-surface model。 

  3DVAR 的背景場誤差採用與氣象局相同的設定，為

NCEP全球模式所計算出的統計值（CV3），在本研究中此

嘗試改變其水平影響半徑（influence factor of horizontal 

scale），將 CV3 的影響半徑設為 R1=0.06 及 R2=0.12 。 

 單點測試 

  在開始同化實際雷達徑向風之前，要先了解徑向風資

料在不同模式變數中的同化的結果，因此先以人造點資料

做同化影響測試。測試實驗調整背景場誤差（CV3）中的水

平影響半徑，將影響半徑設為 R1=0.06，R2=0.12，以2011

年 08月28日0600 UTC 分析場作為 3DVAR 的初始猜測

場，分別對這兩組水坪影響半徑進行單點徑向風資料同化

分析。 

  人造雷達徑向風使用墾丁、花蓮、七股和五分山四顆

雷達站作為參考雷達（圖3），並以 domain2 在700 hPa 高

度上，取墾丁雷達座標向南 0.5° 

（緯度）、花蓮向東 0.5° （經度）、

七股向西 0.5°（經度）和五分山向

北 0.5°（緯度）四個點的背景徑向

風資料加 2m/s 作為虛擬徑向

風。 

 

  當同化影響半徑設為 0.06 時，四個點的虛擬徑向風值

分別為27.56、-14.55、17.44和7.65 m/s；將這四個值當作觀測

背景場加進 3DVAR 中（圖4），圖中箭號表示同化後的徑

向風差異值，分別為+1.59（29.15）、+1.96（-12.59）、+2.19

（19.26）和+1.91（9.57）m/s；而圖中色階表示經由模式轉

換計算出的水平風差異，分別為+1.31、-1.56、+2.06和+0.91 

m/s。其中，花蓮雷達

站向東 0.5° 的人造觀

測點徑向風為負值（吹

向雷達），加 2m/s 後

會使徑向風減弱，因此

水平風差異變成負值。 圖 2 domain 涵蓋範圍。

圖 1 南瑪都颱風路徑圖。 

 圖 3  CWB 雷達位置。 

圖 4 徑向風和水平風增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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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設計 

  3DVAR 程序中，需要初始猜測場、觀測資料以及背景

場誤差，才能開始資料同化步驟。本研究選取 2011年8月南

瑪都颱風個案，分析時間為 2011年08月28日0000 UTC 至

2011年08月29日0600 UTC。觀測資料使用中央氣象局墾丁雷

達（RCKT）徑向風資料，墾丁雷達是氣象局所屬的四顆雷

達中，在颱風登陸前可以最完整觀測颱風結構。 

  本研究共分為六組實驗（圖5）；CTRL run 的初始時間

為 2011年8月28日0000 UTC，使用 NCEP-FNL 資料做為模

式背景場，此組實驗未同化並進行 30 小時的數值預報。

同化徑向風時間為 2011年8月28日0600、0900、1200、1500

和1800 UTC，分別進行30、24、21、18、15和12小時模擬。  

 

  da1初始時間同樣為28日0000 UTC，並以 CTRL run 模

擬六小時後的預報場作為3DVAR的初始猜測場，於0600 

UTC 進行第一次資料同化，進行 24 小時的數值預報；da2 

接續da1，並以同化一次後模擬三小時的預報場作為3DVAR

的初始猜測場，於0900 UTC 進行第二次同化，模擬 21 小

時；da3 接續 da2，並以同化兩次後模擬三小時的預報場作

為3DVAR的初始猜測場，於 1200 UTC 進行第三次同化，

模擬 18 小時；da4 接續 da3，並以同化三次後模擬三小時

的預報場作為3DVAR的初始猜測場， 於1500 UTC 進行第

四次同化，模擬 15 小時；最後一次同化循環 da5 接續 

da4，並以同化完後模擬三小時的預報場作為3DVAR的初始

猜測場，於 1800 UTC 進行第五次同化，模擬 12 小時。

除了不同同化次數（da1~da5）外，也以不同影響半徑（R1=0.06 

和 R2=0.12），探討不同同化次數和調整其水平影響半徑對

數值模擬的影響。 

四、模擬結果討論 

因每一組實驗的水平影響半徑、初始時間和同化循

環次數皆不相同，所以將兩組影響半徑實驗（R1=0.06，

R2=0.12）與未經雷達資料同化實驗（CTRL run）以及不同

同化循環次數實驗（da1-da5）比較，分析各組實驗在颱風

結構（最大雷達回波和海平面氣壓）、移動路徑和六小時

累積雨量上的模擬結果。 

 颱風結構 

  颱風結構以最大雷達回波的模擬結果做比對，圖6 為

第一次資料同化（8月28日06 UTC）後模擬三小時（09 UTC）

的最大回波圖；CTRL run 模擬出的雨帶偏強且較為對稱，

而同化一次效果雖然沒有非常顯著，但 R1 與 R2 皆在颱

風眼東北方因同化減弱大範圍的雨帶結構。 

 

圖 6 一次同化後模擬三小時（8 月28 日09 UTC）的最大回波

圖。左上為觀測，右上為 CTRL run，左下、右下分別為R1 與R2。 

 

  28 日12 UTC 進行第三次同化，比較其同化後模擬三

小時（15 UTC）的最大回波圖（圖7）；CTRL run 雖然有

模擬出南強北弱的不對稱結構，但颱風南邊雨帶過強且中

心位置偏西；而R1 所模擬出的回波雨帶較完整，但颱風眼

位置一樣有偏西的情形，R2 回波雖然較破碎，但在颱風中

心西南邊的雨帶有被模擬出來。 

圖 7 三次同化後模擬三小時（8 月28 日15 UTC）的最大回波圖。

左圖為觀測，中圖為為R1 右圖為R2。 

 

  圖8 為最後一次同化（8 月28 日18 UTC）後模擬三小時

（21 UTC）的最大回波圖；21 UTC 為颱風剛登陸台東大武

圖 5 六組實驗同化循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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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時間，CTRL run 模擬出的颱風移速仍就過快，而R1 

在颱風南邊雨帶模擬結果依然較不完整，而 R2 在台灣海

峽上雖然有條過強的雨帶，但在屏東地區和台灣南邊海面

上皆有模擬出較接近觀測的兩條強雨帶區。 

 

圖 8 五次同化後模擬三小時（8 月28 日21 UTC）的最大回波圖。

左圖為觀測，中圖為為R1 右圖為R2。 

 
 颱風路徑 

  由圖9 可看出雖然模擬出的颱風移動速度偏快，但隨

著同化次數越多，其多修正效果越大，越接近best track；

此外，R2在da5的颱風移速上有明顯的改善。而由圖10 可

知R2最後12小時平均誤差（藍色）明顯小於R1，且隨著同

化次數越多，路徑誤差也明顯的下降；而各組實驗在同化

後12小時（紅色）除了可以看出R2誤差量小於R1外，在同

化後12小時的誤差比最後12小時低很多，證明較大的影響

半徑R2做多次同化循環後會改善颱風路徑，但也會隨著模

擬間越長使誤差值越大。 

 

圖 9 時間間隔為三小時的颱風中心連線，左圖為R1，右圖為R2。

紅線為da1，橘線為da2，綠線為da3，藍線為da4，紫線為da5。  

圖 10  R1 和 R2 在各組實驗的路徑誤差平均值；藍色為模擬結果

的最後12 小時（28 日18 UTC 到29 日06 UTC），紅色為各組實驗

同化後的12 小時的路徑誤差平均值。 

 累積雨量驗證 

  由圖11 可以看出 CTRL run 和 R1、R2 同化一次後雨

量模擬結果都偏強，也因這段期間花東地區皆模擬出強回

波雨帶（圖6），使降雨分布位置不正確。 

  在降水預報驗證上（圖12），R1、R2 和CTRL run 在

各個門檻值的表現差不多，其中以中大雨的ETS 得分最

高，而R2 在模擬豪大雨時略有高估的現象。 

 

 

圖 11 8 月28 日06 UTC 至12 UTC 間六小時累積雨量圖，左上為

觀測，右上為CTRL run，左下、右下分別為R1、R2 同化一次後六

小時的累積雨量。 

 

 

圖 12 8 月28 日06 UTC 至12 UTC 的六小時累積降水，在不同降雨

強度的ETS 得分（左圖）和Bias（右圖）。圖中藍、紅、綠色分別

代表R1、R2 和CTRL run2，x 軸為門檻值。 

   

  8月28日12 UTC 至18 UTC 間六小時累積雨量可看出

R1、R2在同化三次後模擬結果高估情形沒有明顯改善（圖

13）。而 R2 雖然在 Bias 上大豪雨有明顯高估（圖14），

但由累積雨量分佈和ETS得分可看出 R1 高估情形比 R2 

明顯，且 R2 在中大雨甚至豪雨都有比 R1 還高的 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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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圖 13 8 月28 日12 UTC 至18 UTC 間六小時累積雨量圖。左圖為

觀測，中圖為R1，右圖為R2 同化三次後六小時的累積雨量。 

 

 

圖14 8 月28 日12 UTC 至18 UTC 六小時累積降水，在不同降雨強

度的ETS 得分（左圖）和Bias（右圖）。圖中藍色、紅色分別代表

R1、R2，x 軸為門檻值。 

  

  R1、R2 在第五次同化循環實驗中，降雨分佈上還是有

些高估的情形（圖16），而 R1 沒有模擬出台灣南部強降

雨，由（圖15）ETS 得分也可以看出R1 在中雨（門檻值

=5mm）得分較 R2 高，但在豪雨甚至豪大雨的預報上，R2 

顯然有較高的準確度。路徑模擬結果上颱風移速有偏快的

情形，因此若將觀測的累積雨量時間區間加快三小時（從

原先的 28 日18-29 日00UTC （圖16 左上）調整為28 日

21UTC-29 日03UTC）（圖16 右上），明顯看出 R2 強降

雨區的累積雨量分佈位置（屏東山區），幾乎與觀測一致。 

 

 

圖 15  8 月28 日15 UTC 至21 UTC 六小時累積降水，在不同降雨強

度的ETS 得分（左圖）和Bias（右圖）。圖中藍色、紅色分別代表

R1、R2，x 軸為門檻值。 

 

圖 16  8 月28 日15 UTC 至21 UTC 間六小時累積雨量圖。左上為

觀測，右上為觀測時間加快3 小時(28 日18 UTC 至29 日00 UTC)，

左下、右下分別為R1、R2 同化四次後六小時的累積雨量。 

 

  對整體降水分析而言，R1 的 ETS 得分在門檻值設定

為 1 和 5mm 時，偏弱降水（中、小雨）上有較高的得

分，但在檻值為 20、40 和 65mm的強降雨預報上，R2 有

較高的準確度；雖然累積雨量還是有高估的情形，但經由

多次同化循環已明顯修正雨量的高估和強降水區的分布

位置。 

 

五、結論與未來展望 

  颱風模擬初期，因雷達觀測無法完整的掃到颱風環

流，使得CTRL run 模擬出來偏強且對稱的結構在徑向風同

化的修正效果不明顯，而在颱風中心路徑上，前兩次同化

循環都沒有非常明顯的改善，隨著颱風靠近台灣及同化次

數增加後，路徑即被修正。 

  經由不同組合的實驗發現：（1）相較於一次雷達資料同

化，較多的同化循環次數對颱風模擬的改善效果好；（2）較

大的影響半徑（R2=0.12）模擬結果也比較小的影響半徑

（R1=0.06）佳。 因此以較多的同化循環再加上較大的影響

半徑（R2=0.12）組合實驗能有效改善數值模擬結果。 

 

 

185



 

  

  雖然模擬出的降水仍有高估、颱風移動速度偏快的現

象，但相較於未同化實驗的模擬結果，降水分佈和颱風路

徑有更接近觀測的趨勢；即使同化效果有限，但就颱風整

體降雨、結構和移動路徑而言，同化雷達徑向風資料確實

有效的修正模式初始以改善模擬結果的準確度。 

  本研究只同化氣象局所屬的墾丁雷達的徑向風資料，

未來會試著將花蓮、七股和五分山雷達徑向風資料加進

3DVAR 中，希望能藉此使模式初始場修正效果更好，以提

升模擬結果的準確度。 

 

參考文獻 

林欣弘，2011：雷達徑向風資料同化對降雨系統模擬之影響

研究。國立中央大學，大氣物理研究所，博士論文。 

Xiao, Q., Y.-H. Kuo, J. Sun, W.-C. Lee, E. Lim, D. M. Barker, and 

E. Lim, 2004: Assimilation of Doppler radar observations and 

its impacts on forecasting of landfalling typhoon Rusa (2002). 

Proceeding of ERAD (2004): 178-182. 

 

Xiao, Q., Y.-H. Kuo, J. Sun, W.-C. Lee, E. Lim, Y.-R. Guo, D. M. 

Barker, 2005: assimilation of Doppler radar observations with a 

Regional 3D-Var system: Impact of Doppler velocities on 

forecasts of a heavy rainfall case. J. Appl. Met. , 44, 768-78. 

Xiao, Q., Y.-H. Kuo, J. Sun, W.-C. Lee, D. M. Barker, and E. Lim, 

2007: An Approach of Radar Reflectivity Data Assimilation 

and Its Assessment with the Inland QPF of Typhoon Rusa 

(2002) at Land fall. J. Appl. Meteor. Climat. , 46, 14-22. 

Xiao, Q., J. Sun, W. C. Lee, Y. H. Kuo, D. M. Barker, E. Lim, D. J. 

Won, M. S. Lee, W. J. Lee, J. Y. Cho, D. K. Lee, and H. S. 

Lee, 2008: Doppler radar data assimilation in KMA＇s 

operational forecasting. Bull. Amer. Meteorol. Soc., 89,39-43.  

Zhao, Q., and Y. Jin, 2008: High-resolution radar data assimilation 

for hurricane Isabel (2003) at landfall. Bull. Amer. Meteor. 

Soc ., 89, 1355-1372. 

 

  

 

186



雷達資料同化於極短期定量降雨預報之研究 
 

       林忠義
             

劉嘉騏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摘    要 

    極短期定量降雨預報(0-6小時)為台灣防災領域中相當重要的一項條件，目

前數值天氣預報模式所提供較為可靠的降雨預報結果為24小時或72小時累積

雨量值，0-6小時的定量降雨預報結果仍屬發展中的階段。氣象雷達觀測具有

高時空解析度的優點，若能透過資料同化的方法，將其快速地同化進數值模式

中以改進模式的初始場，對於模式預報結果應該有不錯的改善。 

本中心利用氣象局五分山、花蓮、七股以及墾丁，四顆作業化雷達資料，

透過WRF模式中的3DVAR資料同化模組，將雷達徑向風及回波資料同化進模

式中，研究其對於模式初始場的改進，並透過模式預報結果，評估其在極短期

定量降雨預報的表現。初步研究以2009年莫拉克颱風為例，模式初始場中的颱

風強度經過雷達資料的調整後有增強的趨勢，中心位置經過雷達徑向風場修正

後也較接近真實觀測颱風中心。在連續幾個6小時的累積降雨預報結果中顯示，

模式預報的累積降雨和實際觀測之累積降雨不論是在數值或是在降雨分佈方

面皆相當接近，表示雷達資料同化有能力改進極短期定量降雨預報。 

關鍵字：雷達資料同化、極短期定量降雨預報 
 

 

一、前言 

 

極短期定量降雨預報(0-6 小時)為防救災科技中

相當重要的一環，於土石流造成的大規模崩塌預警系

統中為重要的輸入條件，而目前 0-6 小時定量降雨預

報的方式主要為利用即時觀測資料來預估未來極短時

的降雨量，但使用觀測資料推估降雨的方法可能有預

警時間不足的問題，一般較可信的時間只有未來 1-2

小時，無法替防救災作業爭取較長的反應時間。數值

天氣模式(NWP)的快速發展使得天氣預報的準確度在

近年來的成長幅度提高許多，除了模式本身的改進之

外，透過資料同化技術及大量的觀測資料，例如：探

空、地面測站以及 GPS 衛星等等來修正模式初始場，

也提供了模式預報結果的改善，對於颱風路徑的預估，

以及未來 24 或 72 小時的累積雨量預報方面皆有明顯

的進步。然而由於觀測資料需要傳輸時間，加上模式

需要的運算時間，預報結果產生的時間約為預報起始

時間 6 小時之後，因此 0-6 小時之間的極短期預報仍

為目前極需發展的一個課題。 

氣象雷達具有高時間、空間解析度的優勢，可提

供即時降雨強度的估計，相對於雨量站僅為點的降雨

資料，雷達回波觀測可以提供接近三維的雨量空間分

佈資訊，利用資料同化技術，將雷達觀測資料同化進

數值模式中以改進模式初始場，可提供較佳的模式預

報結果，由於雷達資料的即時性，有機會改進 0-6 小

時的極短期定量降雨預報，因此近年來已有許多雷達

資料同化技術的相關研究正在發展中。 

本研究利用氣象局五分山、花蓮、七股以及墾丁

四顆作業化雷達觀測資料配合 WRF 模式的三維資料

同化模組將雷達徑向風及回波資料同化進模式中，透

過 WRF 模式進行 24 小時的預報，評估其對極短期定

量降雨預報的影響。 

 

二、模式及資料介紹 

 

本研究使用的數值天氣預報模式為美國大氣研究

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 NCAR)

所發展的 WRF 模式，採用三層巢狀網格，水平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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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別為 45、15 及 5 公里，垂直有 45 層，配合 WRF 

3DVAR 的資料同化模組，將可取得的觀測資料皆放

進模式中進行初始場的修正。模式的初始場使用

NCEP 的全球模式，其資料為每六小時一筆，包含一

筆初始時間的分析場及往後 72 小時的預報場。 

本研究的資料同化策略選用 Cold start 方法，Cold 

start 法為在模式起始時間即把所有觀測資料皆同化進

模式中，接著便開始模式的預報演算，其優點為直接

同化最接近的一筆觀測資料可將最新的觀測資訊傳遞

至模式的初始場中，然而其缺點為，若模式初始場與

觀測資料差異較大，則在進行調整的時候可能無法得

到最佳的初始場。 

另外，為了模擬得到真實情況下之極短期定量降

雨預報結果，本研究採用了兩種預報方式，分別比較

其 0-6 小時累積降雨的表現，方法一為在預報起始時

間直接同化雷達資料，不使用其他傳統觀測資料，而

模式所需之初始場，則由 NCEP 前六小時的預報場提

供，模式演算流程如圖 1 所示，其可預報時間為 3-24

小時。 

 

圖 1 方法一模擬真實情況之資料同化演算流程圖 

 

方法二為使用雷達資料，加上其他觀測資料一起

進行資料同化的分析，初始場為 NCEP 全球模式於該

預報起始時間之分析場，由於傳統觀測資料及 NCEP

初始場皆需要傳輸時間，故此方法可預報時間為 6-24

小時，其演算流程示意圖如圖 2 所示。 

 

圖 2 方法二模擬真實情況之資料同化演算流程圖 

 

三、案例分析 

 

本研究的案例為莫拉克颱風個案，莫拉克颱風於

2009 年 8 月侵襲台灣，造成重大災情，包括高雄縣旗

山鄉小林村被滅村等等，計有 673人死亡，26人失蹤，

農損逾 195 億元。莫拉克颱風行進路徑如圖 3 所示。 

 

圖 3 莫拉克颱風行進路徑圖 

 

由於雷達觀測有限範圍約為 200 公里，故可進行

資料同化的時間必須為雷達靠近台灣時才能使用，本

研究選定的預報起始時間為 2009 年 8 月 7 日 12 時 

(UTC)，同時同化雷達徑向風及回波資料，預報時間

長度為 24 小時。首先不考慮模擬真實預報條件之結果，

僅比較有與無資料同化的差異，如圖 4 所示，圖 4 為

沒有經過任何資料同化的模式預報 6 小時累積雨量，

與同時間的觀測累積雨量相比，可發現模式預報雨量

低於真實觀測雨量許多。圖 5 為僅同化雷達觀測資料

後的 6 小時累積雨量預報，圖中顯示，僅同化雷達資

料之模預報降雨，即有明顯增加，與實際觀測累積雨

量相當接近，表示雷達資料同化有能力改進定量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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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的結果。 

  

圖 4 無資料同化模式預報 6 小時累積降雨（左圖）與

真實觀測降雨量（右圖）之比較 

 

 

圖 5 僅同化雷達資料之模式預報 6 小時累積降雨（左

圖）與真實觀測降雨量（右圖）之比較 

 

接著考慮上小節之兩種模擬真實條件下之資料同

化流程，方法一及方法二的預報回波與真實回波比較

如圖 6 及圖 7 所示，圖中顯示不論方法一或二，在高

雄或屏東地區的預報回波和真實觀測回波較接近，而

台南嘉義一帶的預報回波則明顯較弱。在 6 小時累積

雨量方面，如圖 8 及圖 9 所示，兩個方法的降雨預報

皆與真實觀測相近，顯示兩種方法皆可有效得到降雨

預報的資訊。另外，此兩方法之預兆得分（Threat Score, 

TS）和公正預兆得階（Equitable Threat Score, ETS）

值如表1所示，門檻值分別採用6小時累積雨量達20、

35、50 及 80mm 做比較，由表中可看出方法二的表現

稍優於方法一，其 ETS 在四個不同門檻值皆有 0.3 以

上，表示採用所有觀測資料的同化效果仍優於僅使用

雷達觀測資料，但在真實情況下若要同化所有觀測資

料則必須等待資料傳輸時間，可預報的時間會往後延

6 小時左右，但由上面結果顯示其結果表現仍不差，

故將來可考慮使用此種資料同化策略以得到所需時間

的極短期定量降雨預報。 

 

 

圖 6 方法一連續三小時預報回波值（上排）與觀測回

波（下排）之比較 

 

圖 7 方法二連續三小時預報回波值（上排）與觀測回

波（下排）之比較 

 

圖 8 方法一模式預報 6 小時累積降雨（左圖）與真實

觀測降雨量（右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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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方法二模式預報 6 小時累積降雨（左圖）與真實

觀測降雨量（右圖）之比較 

 

  以上述方法二分別預報往後的幾個時間，預報起

始時間為 8 月 7 日 18 時及 8 月 8 日 0 時的結果，如圖

10 和圖 11 所示，預報結果和真實觀測雨量相近，圖

12 為兩種方法在不同預報起始時間之預兆得分的表

現，其中 NoDA 表示皆無同化任何資料的實驗，圖中

可看出此案例中，方法二不論在不同門檻值或是不同

預報時間下表現皆優於方法一及 NoDA，結果顯示雷

達資料同化相較於完全沒有資料同化的條件下，可以

有效的改進定量降雨預報結果。 

 

圖 10 方法二模式預報 6 小時累積降雨（左圖）與真

實觀測降雨量（右圖）之比較，8 月 7 日 18 時 

 

圖 11 方法二模式預報 6 小時累積降雨（左圖）與真

實觀測降雨量（右圖）之比較，8 月 8 日 0 時 

 

 

圖 12 不同預報方法在不同時間及不同門檻值之下的

預兆得分比較圖 

 

表 1 不同方法之六小時定量降雨預報預兆得分(TS)和

公正預兆得分(ETS)表 

6hr accumulated 

rainfall 

20 

mm/6hr 

30 

mm/6hr 

50 

mm/6hr 

80 

mm/6hr 

Method1 
TS 0.56 0.45 0.40 0.28 

ETS 0.31 0.26 0.25 0.19 

Method2 
TS 0.66 0.62 0.57 0.45 

ETS 0.36 0.40 0.39 0.32 

 

四、結論 

 

  本研究顯示雷達資料同化有助於改善短期定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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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預報，在莫拉克颱風的案例中，使用雷達資料的模

式預報結果比沒有使用雷達資料的結果改進很多，在

同一個颱風案例中的不同預報時間表現皆不錯，未來

將進一步分析其他颱風案例，在不同條件下雷達資料

同化的預報能力，例如颱風有無登陸，或是在登陸前

和登陸後的反應等等。本研究也會繼續分析其他資料

同化策略對於極短期定量降雨預報的表現，嘗試使用

Partial cycling 的方式，或是 EnKF 及 4DVAR 等等方

法來得到較佳且穩定的預報結果。未來台灣會增加幾

顆作業化雷達，本研究也會持續研究把更多雷達觀測

資料放到模式中是否能更有效改進預報結果，或是必

須在過多的資料中做取捨，另外，本中心將於民國 102

年購置一顆可移動式雷達，屆時該雷達資料的運用也

將是本中心一個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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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定量降雨系集預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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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年平均雨量約 2,500 毫米，但降雨之時空分布極不均勻，如山區之年雨量常高達 3,000-5,000 毫

米。每逢颱風或豪雨來襲，常引發土石流和崩塌等坡地災害。而由山區匯集而下之洪流，亦易造成下游

地區嚴重水患。因颱風、洪水導致之災害，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嚴重損失，因此定量降雨預報技術的發

展是刻不容緩。由於數值天氣模式預報有其極限，加以對流系統有其隨機特性，單一模式預報皆有其不

確定性，無法完全正確預報實際的天氣狀況。本研究將透過分析與研究，選取最佳化之模式組合，發展

定量降雨系集預報技術，以降低預報之不確定性。 

 

關鍵字：定量降雨預報、系集預報 

 

一、 前言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與太平洋交界之季風區，

每年5~6月有梅雨，7~10月則有颱風；年平均雨量

約2,500毫米，但降雨之時空分布極不均勻，如山

區之年雨量常高達3,000~5,000毫米。每逢颱風或

豪雨來襲，常引發土石流和崩塌等坡地災害。而

由山區匯集而下之洪流，亦易造成下游地區嚴重

水患。因颱風、洪水導致之災害，在台灣地區幾

乎每年都會發生，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嚴重損失。    

因此準確的定量降雨預報技術和災害模擬能力，

是颱洪減災的重要環節。目前台灣的颱風預報和

颱洪災害預警能力已達國際水準，但因台灣地形

複雜且地質不佳、河流短促且坡陡流急，加上降

雨過程之複雜與隨機特性，颱洪災害預警能力仍

有相當提升空間，尤其是局部地區之定量降雨預

報，民國98年8月之莫拉克風災更再次驗證其重要

性。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於民國99年起進行

「颱風定量降雨數值模式系集預報實驗」，其目

的在研發測試定量降雨預報技術並增加災防單位

應變作業時可參考之資訊，協助提升災害防救效

能。本實驗結合學研界（台灣大學、中央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及文化大學）與作業單位（中央氣

象局）之研發能量，借重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

心的計算資源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實務經

驗；於颱風季提供每日4次即時高解析度（5公里）

台灣地區天氣狀況，並利用系集統計方法與機率

預報概念，分析颱風路徑、侵襲機率、定量降雨

預估與雨量空間分布，並提供致災性雨量的機率

預報。 

二、 定量降雨系集預報實驗 

    由於數值天氣模式預報有其極限，加以大氣

的隨機特性，單一模式預報皆有其一定程度之不

確定性，無法完全正確預報實際的天氣狀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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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透過分析與研究，選取最佳化之模式組合，

發展系集預報技術，以降低大氣預報之不確定性。    

由於氣象預報本身有其區域性特徵與不確定性，

無法直接移植國外之研究成果，需透過大量之分

析研究，歸納最適用於台灣地區複雜地形之模式

設定。國內學研界亦曾使用MM5與WRF模式模擬

侵台颱風，進行物理參數的系集模擬實驗，結果

顯示選擇適合的物理參數法可模擬出較佳的颱風

路徑及降雨分佈。此外，更進一步使用不同物理

參數法組合，針對個案進行定量降水預報校驗，

評估WRF模式降水預報能力，並找出適合台灣地

區及華南地區梅雨季降水模擬的最佳物理組合。 

    颱洪中心自民國99年參與預報實驗之20個系

集成員，主要依初始場、積雲、微物理、邊界層

參數化以及不同模式而設計；100年持續改進定量

降雨數值模式系集預報技術，並針對99年之實驗

結果，進行個別模式分析和所有系集成員的綜合

分析，重新調整20組系集成員之設計如表1所示，

成員設定除了維持初始場分析方法擾動（包含

cold start與partial cycle）與資料同化策略不同外，

系集成員中仍保有積雲參數化擾動；維持積雲參

數化擾動乃因99年實驗結果在物理參數化（積雲

參數、微物理與邊界層）進行擾動時，以積雲參

數化的擾動在現有模式設計下較能產生颱風路徑

之差異性。此外，本年度系集成員仍維持多模式，

包括WRFV3.1.1、WRFV2.1、MM5與CrESS模式。

期望藉由20組系集成員的差異，能掌握隨機降雨

過程的統計特性，提高對侵台颱風降雨的掌握能

力。 

三、 颱風路徑校驗 

    統計100年太平洋海域形成的21個颱風路徑

預報誤差，系集成員平均路徑之預報誤差，優於

美國海軍之數值模式預報（圖1）。進一步計算全

年度20個颱風各成員路徑預報達前5名之次數統

計，分別針對預報第24、48與72小時之結果進行

統計。結果顯示各成員與平均值接近（圖略），

表示各成員路徑預報表現平均並無極端偏離系集

平均之成員。 

    分析100年侵襲台灣地區之南瑪都颱風

（Nanmadol）之預報路徑誤差（圖2a），結果顯

示系集平均之路徑誤差於24小時約為100公里，72

小時則為400公里。主要原因為在南瑪都生命期初

期環境變化較難掌握，若分析誤差隨時間變化可

發現（圖2b），72小時路徑誤差從生命初期的

500-600公里到後期降低為200-300公里。 

    此外，進一步分析系集成員發散度與系集平

均誤差之比較顯示，系集成員發散度與系集平均

誤差在預報第24小時（圖3a）較為相近，表示系

集成員發散度足夠。預報第48小時（圖3b）與第

72小時（圖略）的系集成員發散度則多小於系集

平均誤差，亦即系集成員在預報後期出現發散度

不足之現象。研究顯示，區域模式在36小時前預

報結果主要受到初始分析場的影響，而36小時後

則由模式邊界條件影響。對照100年的實驗結果，

由於實驗成員的邊界條件多來自NCEP GFS，僅有

一組由中央氣象局全球模式（CWB GFS）提供，

因而造成系集成員預報後期之發散度明顯不足。

未來將致力於利用邊界條件的擾動或使用更多全

球模式的方式產生多組不同之邊界條件，期望能

改善36小時後系集預報成員的發散度，並提升颱

風路徑預報之能力。 

四、 雨量校驗 

    上述路徑校驗結果顯示，利用系集技術可有

效改進颱風路徑預報誤差，較各國官方數值模式

預報結果為佳。但由於颱風影響台灣地區最主要

的致災因子為短時間內之劇烈降雨，與美國以風

力為主要災害之狀況不同；為提供災防單位高時

空解析度之定量降雨預報，本實驗領先全球，發

展適合台灣地區定量降雨預報之系集技術，針對

台灣地區提供空間解析度5公里之定量降雨預

報。 

    南瑪都颱風8月30日（LST）之系集平均雨量

顯示（圖4），系集平均可掌握中南部之強降水特

性，惟中北部所估計之降雨有略微偏高現象。從

三天累積雨量分析比對中（圖5）可明顯發現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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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模式於台灣東側預報有顯著降水，且幾乎所有

模式均有此現象，明顯為雨量高估。 

    分析南瑪都颱風針對不同降雨門檻值之校驗

得分之結果（表2）顯示，於預報第一日且降雨門

檻值為130毫米（日雨量達豪雨標準）之TS值高達

有0.51，門檻值為200毫米（日雨量達大豪雨標準）

之TS亦高達0.34。顯示系集平均對於此颱風降雨

預報有不錯表現。而系集預報第二日之結果則分

別降為0.33與0.16，顯示系集模式對於預報25小時

後之雨量掌握較差。而從誤差分析（BS）顯示，

系集模式於預報前兩日均有雨量高估的現象，進

一步分析BS隨預報初始時間變化（圖略），結果

顯示於預報時間8月28日0600 UTC開始出現顯著

雨量高估現象。 

    綜合100年四個侵台颱風（桑達颱風、米雷颱

風、南瑪都颱風與奈格颱風，共32組實驗）雨量

預報表現呈現於表3，平均而言，本年度130毫米

（日雨量達豪雨標準）之TS分數高達0.44，ETS

亦有0.41，BS值為0.83，此結果顯示系集模式僅

略微低估降雨。而誤報率與可偵測率值亦分別為

0.33與0.56，顯示系集模式誤報率不高，可偵測率

則仍有待提升。上述結果相較於各國校驗表現均

為佳，顯示系集模式對於颱風雨量預報有良好掌

握。 

    若進一步比較不同颱風之差異，結果顯示對

於累積雨量較高的颱風，如南瑪都與奈格，整體

雨量預報校驗得分均較高，而在累積雨量較少的

颱風，如桑達與米雷颱風，與上述兩颱風相比時，

於相同雨量門檻值之分數明顯較低，但實際分析

累積雨量分布顯示，桑達與米雷颱風於雨量預報

有較大的分散度，反之南瑪都與奈格颱風各系集

成員雨量預報相似度較高。未來分析此校驗得分

結果時仍須謹慎使用，以避免錯誤分析其所代表

之資訊。綜合上述結果顯示，系集預報技術對於

颱風造成的台灣地區定量降雨有一定的掌握能力，

但仍須加強數值模式對於中尺度對流系統的模擬

能力。 

 

 

五、 結論 

    現今國際各主要數值天氣預報中心（如：歐

洲氣象中心、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日本氣象

廳等）均極力發展系集模式預報系統。過去傳統

數值天氣預報為單一模式預報，此種決定性預報

無法完全掌握預報過程中之不確定性，尤其是對

流系統常具有相當高的隨機特性。系集模式預報

係利用多組系集模式成員進行預報，透過大量研

究設計最佳的系集組合、以量化呈現模式的不確

定性，並進而掌握對流的統計特性，提供各類機

率預報之產品。然而，先進國家作業中心雖能預

報西北太平洋之颱風路徑，但卻無法提供台灣地

區高時空解析度之定量降雨預報。颱洪中心自民

國99年度起即結合學研界與作業單位之研發能量，

配合國內颱洪災防預警應變需求，發展適合台灣

地區複雜地形之高解析度颱風定量降雨數值模式

系集預報技術。民國99與100年颱風路徑預報校驗

結果與國際各主要數值天氣預報中心並駕齊驅，

且本實驗所特有的雨量系集預報資訊之校驗結果

亦於水準之上，顯示此颱風定量降雨數值模式系

集預報技術已有一定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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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0年系集成員設計表 

 
 

表2、南瑪都颱風預報針對不同降雨門檻值之校驗得分。 

(mm) 預報時段 50 130 200 350 

TS 

0～24hr 0.54 0.51 0.34 0.06 

25～48hr  0.43  0.33  0.16  0.00 

49～72hr  0.36  0.12  0.04  0.00 

BS 

0～24hr 1.45 1.13 1.18 1.28 

25～48hr  1.42  0.83  0.66  0.64 

49～72hr  1.33  0.68  0.50  0.17 

FAR 

0～24hr 0.41 0.36 0.53 0.89 

25～48hr  0.48  0.46  0.65  1.00 

49～72hr  0.54  0.74  0.87  1.00 

POD 

0～24hr 0.86 0.72 0.56 0.14 

25～48hr  0.73  0.45  0.23  0.00 

49～72hr  0.62  0.18  0.06  0.00 

ETS 

0～24hr 0.43 0.48 0.33 0.06 

25～48hr  0.32 0.29 0.15 0.00 

49～72hr  0.26 0.09 0.04 0.00 

 

 

表3、100年四個降雨顯著之颱風整體預報針
對不同降雨門檻值之校驗得分。 

(mm) 50 130 200 350 

TS 0.50 0.44 0.33 0.08 

BS 1.02 0.83 0.83 0.56 

FAR 0.34 0.33 0.46 0.80 

POD 0.67 0.56 0.45 0.11 

ETS 0.41 0.41 0.3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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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南瑪都颱風系集成員（M01~M20）、系集平均（MEAN）與觀測（OBS）日雨量圖（8月29日1600 

UTC～8月30日1600 UTC）。預報初始時間為：1200 UTC 29 Aug.。 

 

圖5、南瑪都颱風系集成員（M01~M20）、系集平均（MEAN）與觀測（OBS）累積雨量圖（8月27日1200 

UTC～8月30日1200 UTC）。預報初始時間為：1200 UTC 27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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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陡峭的地形在數值模擬或預報中常會主導或影響天氣系統的發展、消散和移動的

歷程，因此前人研究多會針對模式地形進行敏感度實驗，藉由提高、降低地形高度或者移

除模式中台灣的地形，來了解台灣地形對天氣系統的影響與扮演的角色。然而模式網格解

析度往往會侷限實際地形在模式中的真實呈現狀況，因此為了提升模式中地形真實樣貌，

則需提高模式網格解析度才能獲得與真實地貌較接近的模式網格地形資料，但也因提昇模

式網格解析度，也會導致模式運算資源的急速增加。 
    本研究使用NASA SRTM(Shuttle Radar Topographic Mission) 3秒(約90公尺)地形資料重

建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模式於網格解析度5公里的地形分布。藉由

地形重建的過程了解WRF模式在一般網格解析度下內插而成的地形分布與實際的差異。並

探討在不同地形解析度(5分和30秒)經由WPS(WRF Preprocessing System)處理成網格解析度

5公里的模式地形與地形重建後的模式地形對台灣降雨的影響。 

關鍵字：NASA SRTM、模式地形 
 

一、前言 

由於台灣狹小的土地面積上有著極其複雜的地

形，再加上山勢地形陡峭、高低起伏非常的大，因

此影響著台灣降雨的分布以及雨量的多寡。為改進

數值天氣模式在台灣降水的準確度，許多學者會針

對台灣的地形效應與天氣系統發展及降雨發生原因

進行影響研究，利用地形敏感度實驗方式，調高或

降低模式地形高度來進行地形效應的探討。Jain和

Wu(2008)即針對2005年海棠颱風登陸前路徑打轉進

行地形影響研究，亦透過降低地形的敏感度實驗討

論地形作用的效應。Wu et al.(2009)則針對1998年芭

比絲颱風與東北季風交互作用的研究，結果顯示降

雨預測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為中央山脈的地形效

應，而在移除地形的敏感度實驗中，因為少了地形

對於颱風環流抬升的作用，使得降雨分布不全不同。 

然而在數值天氣模式中，模式網格解析度往往

會侷限實際地形在模式中的真實呈現樣貌，因此為

了提升模式中地形解析能力，往往會透過提高模式

網格解析度的方法來獲得更細緻的模式地形分布特

徵。但也因為提高了模式網格解析度，而導致數值

模式需要耗費更多的電腦運算資源，或者花費更多

的電腦運算時間才能獲得同樣的預報時間產品。但

是對於需要即時預報的作業單位，提高模式解析度

反而會降低數值預報的即時性，尤其是採用系集預

報方法的數值預報系統，更需要耗費大量的電腦運

算資源。因此透過模式地形重建的方式，在不增加

電腦運算資源下，又可以改進模式地形的解析能力

的方法之下，對台灣降雨的預報應會有效的改進其

預報能力。 

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數值模式中所使用的地形資料為美國USGS(U.S. 

Geological Survey)所製作，內建地型資料最高解析度

為經緯度30秒的地形資料，在台灣所處緯度相當於

約900公尺左右的水平空間間隔。而在WRF製作成所

使用的網格區域與網格解析度時，使用WPS(WRF 

Preprocessing System)進行內插至所需網格解析度的

動作。然而此經過WPS內插而成的模式網格地形與

真實地形差異多寡鮮少有研究仔細探討，而所用的

網格地形對WRF模式預報上是否能完整表現出真實

的地形效應仍有待仔細驗證。目前全球各國已經有

技術能力產製更高解析度的全球地形高度資料，有

效的使用高解析度地形資料來改進模式地形也是一

種改進數值天氣預報的方法，這對於台灣這種複雜

鈄俏的地勢而言尤其重要。 

因此本研究針對模式地形地勢的解析能力進行

分析，以及利用高解析度地形資料重建模式網格地

形高度，並針對WRF模式中原始地形解析度另外設

計兩組地形高度不同的實驗，進行降雨模擬影響研

究。模擬研究則挑選兩種不同型態的天氣系統進行

降雨模擬，這兩個個案分別是2011年12月1日的局部

性的地形降雨個案，以及強降雨且降雨時間延時長

的2009年侵台莫拉克颱風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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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使用較高解析度的地形資料

並重新分析模式網格點上的地形高度並取代原經由

WPS處理而得的網格地形資料。在此所使用的高解

析度的全球地形資料為NASA SRTM (Shuttle Radar 

Topographic Mission) 的3秒解析度資料，相當於90
公尺的資料空間間距。 

為比較不同模式地形高度的差異性，實驗中設

計了低地形高度、標準地形高度與地形高度重建三

個部分，針對WRF模式三層巢狀網格的地形高度設

計如下所示： 

T1：低地形高度實驗，全球地形資料採用低於模式

網格解析度的資料進行內插，模式三層網格地形

分別採用10分、10分及5分的全球地形高度經由

WPS內插而成，因此內插出來的地形會較低且

較平滑。 

T2：標準地形高度實驗，全球地形資料採用高於模

式網格間距的資料進行內插，三層網格地形分別

採用10分、2分及30秒的全球地形高度資料，並

經由WPS內插而得。 

T3：地形高度重建實驗，僅最內層網格地形高度使

用SRTM 3秒地形資料重建，而外面兩層仍使用

與T2相同的設定與資料內插而得。 

本研究共挑選了兩個個案，第一個個案為2011
年12月01日東北海岸的小尺度強降雨個案，第二個

個案為2009年的莫拉克颱風。 

2011年12月1日的強降雨個案是盛行東北季風

下在北台灣發生的較強降雨事件，尤其主要的強降

雨發生在台灣東北角地區。模擬實驗僅選用2012年

11月30日12 Z的初始時間的模擬結果進行不同地形

的模擬測試。 

另外，2009年侵台的莫拉克颱風個案，則進行

多次冷啟動(cold start)的模擬實驗，在颱風經歷前後

的2009/08/05至2009/08/10為模擬的初始場時段，每

天00Z、06Z、12Z與18Z進行72小時的模擬，共進行

21場模擬。 

模式設定方面，初始場與邊界場使用NCEP 0.5°

的全球分析場資料，使用三層槽狀網格，網格解析

度分別為45、15及5公里，垂直分層共28層，涵蓋範

圍如圖一所示。其中模式所使用的物理參數化分別

為：WSM 5-class scheme微物理參數化、YSU scheme
邊界層參數化、Kain-Fritsch scheme積雲參數化與

thermal diffusion scheme土壤參數化。 

 
圖一、WRF三層巢狀網格範圍。 

 

三、結果與討論 

(一)、模式地形高度分析 

研究中所使用的模式最內層5公里網格地形高度空間

分布分別：低地形實驗T1為圖二(a)、標準地形實驗為圖

二(b)及重建地形實驗為圖二(c)，圖二(d)為SRTM 3秒
的地形高度圖。 

(a)   (b)  

(c)   (d)  

圖二、(a) 5分地形經WPS內插至5公里網格點、(b) 30秒地形經WPS

內插至5公里網格點、(c) SRTM 3秒地形內插至5公里網格

點、與(d) SRTM 3秒地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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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個實驗地形的最高海拔高度分別為T1的2818公
尺、T2的2972公尺與T3的3338公尺，而SRTM 3秒地形

高度最高為3917公尺，因此地形重建之後的最高地形最為

接近實際最高高度，且比T2高出366公尺。從空間分布比

較，在同樣5公里網格解析度上，T1的地形空間分布最為平

滑，地勢也最低，但大致的地勢與T2類似。相較之下，地

形重建之後的T3地形特徵有較多小尺度的空間分布特性，

以東部海岸山脈為例，T3的海岸山脈地形在沿岸處有較高

的南北走向的山脊分布，也可明顯區分出花東縱谷，但在

T1與T2中，高度高於500公尺的分布僅有一小區塊，因此

較難判別出山脈與縱谷的特性。整體而言，重建之後的T3
地形在2500公尺(紅色色階)以上的區域最多，空間分布的

細緻度也最接近SRTM 3秒的地形特徵。若從海岸山脈最高

點緯度處的東西向地形剖面(圖三)來看，T1(圖3a)地形上

並無明顯的山谷地貌，因此無法解析出花東縱谷，而T2(圖
3b)可以解析出花東縱谷的山谷地形，但相較於T3(圖
3c)，T2縱谷地勢較為平緩，T3則較為陡峭。以此地形剖

面涵蓋空間而言，T1僅能解析出中央山脈的高點，T2則可

反應出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的兩個高點。而T3則可以解析

出除了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外兩座山，但相較於SRTM 3
秒地形，則更小空間尺度的山稜則無法解析出來。 

 
圖三、緯度23.15°東西向地形高度剖面，(a) T1、(b) T2、(c) T3 

與(d) SRTM 3秒地形高度。 

 

(二)、降雨模擬結果 

2011/12/01的降水個案主要發生在北台灣的台北市、新

北市、基隆市與宜蘭縣，而最大的降雨區發生在北海岸東北

角的迎風面。從各組實驗的模擬24小時累積雨量與觀測累積

雨量圖比較(圖四)，圖四a、b、c分別為T1、T2與T3的模擬

結果，圖四d則為觀測累積雨量。模擬結果顯示，低地形高

度T1的大雨發生在新北市山區與宜蘭縣南面的迎風面山

區，而東北角實際的大雨區則明顯低估。而標準地形組T2
模擬結果，有改善宜蘭的過度預報降雨的情形，北海岸的降

雨強度也稍微提升的一點，但在新北市南側的降雨雖然強度

稍微減弱，不過仍然是比實際雨量多。在T3地形重建組的

結果中，原本在新北市南側與宜蘭降雨高報的地區有較為明

顯的改善，而在北海岸的主要大雨區域，T3雖然比T1與T2
的降雨稍強，但與實際雨量相比，仍低估許多。因此，對此

個案而言，地形高度差異並不是北海岸的強降雨預報好壞的

主要原因，可能受到模式物理或者環境場模擬差異所影響，

但整體而言，地形高度的修正仍改善了北部降雨的整體降雨

特性分布狀況。 

(a) (b)  

(c) (d)  

圖四、(a) T1、(b) T2、(c) T3 實驗模擬2011/12/01一整天24小時累積

雨量、與(d) 實際累積雨量分布。 

 

(a)  

(b)  

圖五、(a)預報6-30小時、(b)預報06-18小時之ETS降雨預報得分。直

條圖分別為各門檻值的ETS得分，折線圖為實際雨量發生次

數。 

 

由全台降雨的預報得分ETS比較(圖五)，在24小時的預

報得分結果(圖五a)，即模式模擬的第6至30小時的累積雨量

的預報得分，地形重建T3組的結果在降雨門檻值20-40mm
的ETS有較好的得分，但小於15mm與大於45mm的預報得

分，T3反而沒有改善，結果最好的是T2模擬。若從預報6-18
小時的12小時累積雨量ETS得分比較來看，因為12小時的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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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雨量較24小時少，因此T3降雨預報改善的門檻值落在

15-35 mm,，且改善幅度也較明顯，相對而言，在高於40 mm
的降雨門檻值T2的得分也明顯高於T1與T2，不過由於高雨

量實際發生的點數不到10個測站點，再加上較大降雨強度都

明顯低估，因此在大降雨門檻值得得分統計的代表意義稍微

不足。 

2009年侵台的莫拉克颱風個案在台灣造成長時間連續

多日的降雨，因此，對於整個颱風侵台期間的總累積雨量的

模擬，會因為全部21次72小時模擬的方式，使得總累積雨量

空間分布雨圖製作的困難。因此全時期的模擬累積雨量空間

分布圖採用最佳路徑挑選法，根據氣象局分析實際颱風最佳

路徑所定義出來的颱風中心經緯度，從21次72小時模擬的颱

風中心位置挑選最接近實際颱風中心的模擬，此挑選出的模

擬路徑幾乎與實際路徑相同，並將此挑選出的模擬結果合併

成從2009/08/05 12 UTC至2009/08/10 00 UTC的模擬雨量資

料，並從此段時間中繪製全期的總累積雨量圖。 

 (a)   (b)  

(c)   (d)  

圖六、(a) T1、(b) T2、(c) T3 實驗模擬莫拉克颱風侵台總雨量、與

(d) 實際累積雨量分布。 

圖六(a)、(b)、(c)分別為T1、T2、T3組的模擬總累積雨

量空間分布圖，圖五(d)則是觀測的總累積雨量分布圖。從

累積的最大雨量(大於1500 mm)分布而言，T1在南部山區大

於1500mm的涵蓋範圍最少，相較於觀測雨量強降雨範圍低

估許多，另外在西南部平地區域，也是明顯低估的情形。相

較之下，T2實驗模擬山區強降雨範圍有增加，但在西南平

原地區仍舊屬於低估並沒有改善西南部的降雨模擬。而T3
組實驗南部山區雨量有增強，且在台南市平地區域雨量模擬

也有改善，是南部地區雨量預報最好的一組實驗。而在台灣

其他地區的模擬累積雨量的分布結果，在花蓮到台東的雨量

分布，在海岸山脈東側的降雨T3組實驗有模擬出接近實際

降雨的強度，而在台東市往南延伸到恆春半島東側沿海的降

強降雨強度分布特徵也能大致上的掌握住。相較之下，T1
與T2的實驗模擬在海岸山脈東側沿岸的降雨是全台模擬雨

量最少的區域，而東南部沿海的累積雨量也比實際的少許

多。而在南投以北的降雨情形，在北山區的部分，最大降雨

模擬仍是T3優於T2、T2優於T1的表現，但是在雪山山脈西

側的桃園台北地區，反而T2與T3是高估的情況，尤其是T3，

不僅在桃園平地雨量是三個實驗高估最多，在台灣最北端的

基隆西側靠山的區域也有明顯高估的情況。 

整體而言，以莫拉克颱風警報期間的模擬的總降雨量

空間分布比較，地形重建組T3除了在北部少部分區域累積

雨量高於實際觀測且比其他兩組預報較差之外，整體而言，

T2的累積雨量的空間分布特徵最接近觀測的結果。 

由於在此莫拉克颱風警報實驗期間共有21組72小時的

模擬結果，為了更客觀的比較三組不同地形實驗的降雨結

果，同樣採用ETS降雨預報得分的方式比較，將21組初始模

擬的每12小時的模擬結果進行ETS預報得分統計。圖七(a)-(f)
分別為0-12小時、12-24小時、24-36小時、36-48小時、48-60
小時與60-72小時的ETS得分。由於莫拉克颱風12小時的累

積雨量相當大，因此累積雨量的門檻值選取50-600公厘，每

50公厘設一門檻值間格。在預報前12小時的預報得分結果

(圖七a)，在門檻值小於100公厘的ETS得分T2略高於T1與

T3，但在150-350公厘的門檻雨量則是T3略高於T1與T2，400
公厘以上T3實驗則是明顯有較好的得分。但在12-24 小時的

預報得分(圖七b)中，350公釐以下沒有明顯的哪一組較好，

而在400公厘以上則是T3最佳，T2次之，T3則是最差的結

果。24-36小時的模擬(圖七c)，400公厘以上仍是T3最佳，

T1與T2則沒有明顯差異。在36-48小時預報(圖七d)中，在高

門檻值時，T1與T2的ETS急速降低預報得分，反而T3的ETS
得分仍維持在0.2上下。在48-60小時預報中(圖七e)中的ETS
得分分布也是T1與T2在大於200公厘的門檻雨量快速降

低，而T3仍保有一定的預報得分值。而在60-72小時的預報

得分中，T3不像前24小時預報那樣有明顯的預報改善情

況，但在大於250公厘以上門檻值得得分中，除了在500公厘

的門檻雨量是三者中最差的，大分部仍是比T1與T2預報得

分好。 

整體而言，T3在預報得分上表現相較於T1與T2在強降

雨時有較好的預報能力，在門檻值400公厘以上更為明顯，

而在400公厘以下部分預報時間仍有不錯的表現，由其實當

T1與T2預報能力急速下降的36-60小時，T3仍保有預報的準

確性。而T1與T2的整體比較方面，此兩組實驗在預報得分

則各有消長，並無明顯發現哪組預報得分會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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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七、(a) 0-12小時、(b) 12-24小時、(c) 24-36小時、(d) 36-48小時、

(e) 48-60小時及(f) 60-72小時之ETS降雨預報得分。直條圖分

別為T1、T2與T3各門檻值的ETS得分，折線圖為實際雨量發

生次數。 

 

四、結論 

本研究使用NASA SRTM 3秒的地形資料進行模式網

格地形高度重建，並比較重建前後模式地形高度的差異並討

論模式網格地形高度對降雨模擬的影響。相較於原WRF模

式製作出的網格地形高度，透過SRTM 3秒地形資料重建後

的模式5公里解析度網格地形細緻度較接近真實地形起伏，

地形高度也較高且更接近真實高度。另外在海岸山脈的地形

起伏也較明顯，可以分辨出山脈與縱谷的分隔。 

研究選擇兩個不同的天氣型態個案進行模擬比較。在

2011/12/01的北部降水個案模擬結果中，從降雨空間分布顯

示地形重建後的模擬結果可以改進未修改地形模擬降雨高

估的部分。而從ETS降雨預報得分分析，改進降雨門檻值

15-40公厘的雨量預報得分。另外在莫拉克颱風個案的模擬

結果，在颱風警報期間的總累積雨量分布模擬，地形重建實

驗可以改善中部、南部山區的最大累積降雨分布、西南部平

地強降雨，以及東部、東南部沿岸的降雨分布。而從ETS
預報得分統計比較，在72小時內的降雨預報得分中，地形重

建模擬可以改進12小時累積雨量400公厘以上的降雨預報，

尤其在預報36-60小時的預報區間，當原地形模擬得分急速

降低時，地形重建後的模擬結果仍保有一定程度的預報準確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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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氣象局2003~2011年官方定量降水預報之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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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央氣象局自2000年4月開始測試定量降水預報，並在2005年12月底正式上線，迄今已

超過6年，為了提升定量降水預報的技術，因此吾人針對近10年定量降水預報的發布及校驗

系統進行分析研究(包含測試期間)，從其中發現缺點及改進的方向，供未來使用者參考。 
    統計自氣象局進行定量降水預報的校驗以來，普遍來說整年的6月至11月官方定量降水

預報的較其他月份來的好，吾人認為是因為強降水個案較多的緣故。自2006年開始，100mm
以上Bias較容易被高估，這與定量降水預報2005年12月正式上線有關。從不同的個案分析探

討可發現，梅雨期間，官方預報較不穩定。而梅雨以外的個案，在較低門檻的預報表現都

算不差，但在接近極大值降水門檻的表現上就比較不理想。因此較低的降水門檻，逐年的

校驗分數的表現就與每年的強降水事件多寡有關(特別是颱風引起的降水事件)。 
 

關鍵字：定量降水預報 
 

一、前言 

台灣處於亞洲副熱帶季風區，每年有相當多的降

水，地形上又相當複雜，山坡地的開發又相當頻繁，

造成山坡地水土保持的能力下降，當豪大雨發生時，

若沒有相當的防災措施，極容易發生災害，造成人

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因此避免強降水事件造成水災

是台灣一直以來，每年逢梅雨季及颱風季都必須面

臨的一個重大課題，儘管在冬季，仍然有相當可觀

的降水，若無法提早防範，強烈的降水可能造成台

灣各方面上嚴重的損失。因此發展及改善定量降水

預報（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

提早防範強烈降水所帶來的災害，是非常迫切的。 

    中央氣象局從2000年4月開始測試定量降水預

報，在2005年12月正式上線，迄今已超過12年。蔡

等人(2008)曾針對2000年至2002年氣象局的定量降

水預報進行分析及校驗，因此吾人與針對近10年定

量降水預報的發布及校驗系統進行分析研究，將過

去的資料作整理並統計分析，從其中發現缺點及改

進的方向，以提升定量降水預報的技術，並期望未

來定量降水預報的正式發布可作好先行的預警工作，

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提高商業活動更有經濟

效益的運作。 

 

二、資料與分析過程 

    氣象局定量降水預報的校驗資料來源為官方定

量降水預報以及實際發生的降水資料。就校驗之資

料來源與範圍分述如下： 
1. 官方定量降水預報： 

(1) 資料來源： 
自正式發布定量降水預報，預報員根據每日各種

數 值 模 式 的 預 報 資 料 ( 包 括 氣 象 局 的 模 式

NFS-15km、EC-0.125ox0.125o、NCEP-0.5ox0.5o、

JMA-0.5ox0.5o 、 WRFD-5km 、 WRFD-15km 、

WRFM01-5km、WRFM03-4km以及WRFEPS-5km
等模式的預報輸出)及衛星、雷達與各種觀測資料，

加上自己主觀經驗的修正及判斷，於每日00Z、

12Z直接在電腦上台灣地區的陸地作出未來第12
小時至24小時及第24小時至第36小時之定量降

水預報。 

(2) 資料範圍： 
預報員目前使用由氣象局資訊中心發展之FIES 

(Forecast Information Editing System) 系統來編

輯 預 報 降 水 資 料 ， 資 料 輸 出 範 圍 一 致 為

117.55°E~123.92°E，20.79°N~26.66°N，解析度

2.5km。網格數為260x260。 

 

2. 實際降水觀測值 

(1) 資料來源：包括中央氣象局台灣本島的人工觀測

站（離島測站不計在內）及自動雨量站（包含氣

象局及十河局的雨量站），每日兩次（00Z及12Z）

12小時的累積雨量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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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料範圍：用克利金（Kriging Method）內差法

來內差到與主觀預報相同的網格點上。 

 

三、校驗方法 
    校驗方法沿用David A. Olson et al. (1995) 校驗

美國國家氣象中心(NMC，現改為NCEP)發布的定量

降水預報所用的預兆得分(TS)的方式，首先必須統計

預報、觀測及預報正確三者的降水面積，分別以以

下代號稱之： 

Af：預報降水面積 

Ao：觀測降水面積 

Ac：正確降水面積(即為Af與Ao聯集之區域) 
在分別以三項統計值進行計算，可推導出以下三種

校驗分數： 

1. 預兆得分(Threat Score；TS) =Ac / (Af + Ao – Ac) 
代表正確預報降水面積和預報與觀測降水面積

聯集之比值，為校驗QPF常用的方法之一，愈接

近1代表預報愈準確。 

2. 偏離率(Bias) = Af / Ao 

Bias為QPF預報是否高估或低估的量測方法，數

值小於1代表預報低估，大於1代表預報高估。 

3. 偵測率(Probability of Detection；POD) = Ac / Af 
為預報正確範圍佔預報範圍的百分比，表示預報

的準確度，愈接近1代表預報愈準確。 

 
本文資料長度計算從2003至2011年，針對官方進

行12-24小時預報和24-36小時預報之校驗，在此定義

12-24小時為第Ⅰ時段，24-36小時為第Ⅱ時段。 

 

四、校驗結果分析 
1.預兆得分(TS) 

2003至2011年12小時定量降水之預兆得分(TS)逐年變

化如圖 1 及 2 所示，整體而言官方對於 QPF 預報並沒有明

顯進步的趨勢，對於第Ⅰ時段和第Ⅱ時段的降水預報技術進

步緩慢。另外對於100mm以上之定量降水預報相對不穩定，

時好時壞。 

以第Ⅰ時段為例，預報5mm 降雨之TS 落在0.25-0.4 之

間，以 2007 年的分數最高，蔡等人(2008)提到侵台個數與

TS 有密切的相關，2007 年侵台颱風有5 個，也是這九年中

最多的一年，應與此年TS 特別高有關；20mm 以上TS 逐年

變化類似5mm 降水，但分數較低，落在0.18-0.28 之間，降

水預報有隨著雨量愈大，TS 愈低的情況，不過在大雨部分

預報呈現較不穩定的現象，尤其是 100mm 以上之定量降水

預報。 

在 100mm 以上的定量降水預報中，兩個時段都表現最

好的是2008 年，表現最差的是2010 年，這兩年的侵台颱風

分別為4 個與3 個，個數相差不大，在 2008 年的4 個颱風

中，官方對於鳳凰以及辛樂克颱風的大雨分布掌握的很好，

而 2010 年 9 月颱風期間的校驗分數表現較差，經發現是由

於資料缺失所致。 

 

圖1. 2003 至2011 年主觀預報第I 時段的結果，四種線條分

別為5mm、20mm、50mm、100mm 降水門檻的TS 分數，

橫軸為年份，縱軸為TS 分數。 

 

圖2. 2003 至2011 年主觀預報第 II 時段的結果，四種線條分

別為5mm、20mm、50mm、100mm 降水門檻的TS 分數，

橫軸為年份，縱軸為TS 分數。 

 

從圖3 可看到，TS 隨預報雨量門檻的變化。對於5mm

之預報為0.32，隨著雨量增大TS 愈低，在30-75mm 的雨量

預報 TS 差不多，介於 0.15-0.2，直到 100mm 預報 TS 明顯

下滑至0.15 以下。 

將預報第Ⅰ、Ⅱ時段的TS 做個比較，對小於20mm 之雨量

兩時段的預報 TS 不會差太多，但 30mm 雨量以上的 QPF

預報，仍是第Ⅰ時段略勝於第Ⅱ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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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自發布定量降水預報開始，全部校驗資料在第 I 時段

及第 II 時段預報的 TS 分數，橫軸為門檻值，縱軸為 TS 分

數。 

 

2 偏離率(Bias) 

 

圖4. 2003 至2011 年主觀預報第I 時段的結果，四種線條分

別為5mm、20mm、50mm、100mm 降水門檻的Bias 分數，

橫軸為年份，縱軸為Bias。 

 

從圖 4、5 可看出，Bias 普遍偏高，吾人認為由於定量降水

預報的難度仍高，因此預報員在預報時通常會將降雨面積報

大一些，因此往往會有高估的現象，從圖中也顯示出這種現

象。 

除此之外，從圖中可見在 2006 年之後的雨量預估有更為高

估的情形，又以20mm 以上的降雨預報較明顯。以第Ⅰ時段

預報為例，5mm 預報在 2006 年前後差異較小較穩定，Bias

約1.5 左右；20mm 預報在2006 年之Bias 約1.5，2006 年以

後則幾乎在2 以上；50mm Bias 也從原本約1.0-1.5 左右升至

2006 年後的2 以上；100mm 也很明顯，從2006 年之前的1

以下升至2006 年之後的1.5 以上。吾人認為Bias 在2006 年

開始高估的原因，應該是氣象局於2005年12月正式上線後，

預報員開始有高估的現象。 

 

圖5. 2003 至2011 年主觀預報第 II 時段的結果，四種線條分

別為5mm、20mm、50mm、100mm 降水門檻的Bias 分數，

橫軸為年份，縱軸為Bias。 

 

圖 6. 自發布定量降水預報開始，全部校驗資料在第 I 時段

及第II 時段預報的Bias 分數，橫軸為門檻值，縱軸為Bias。 

 

圖6 為Bias 隨預報雨量門檻的變化，在100mm 雨量以

下，都呈現預報範圍較實際高估兩倍以上，且第Ⅰ段的預報

較第Ⅱ時段高估。不過對於大於 100mm 的降雨，第Ⅱ時段

的高估情形明顯大於第Ⅰ時段。 

 

3.偵測率(POD) 

如圖 7，大致顯示隨著預報雨量愈大，POD 愈低的情形， 

5mm 預報POD 介於0.31-0.44 之間，20mm 介於0.2-0.35 之

間，50mm 和100mm 則變化較大，50mm 介在0.17-0.47 之

間，100mm 介於0.08-0.59 之間。 

    不過在 2004、2005 年 50mm、100mm 的 POD 值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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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時段明顯較大，若從圖4 看來，2005 年以前門檻 100mm

的 Bias 大約為 0.5，有低估的情況，若從 POD 的定義我們

可了解到POD只針對官方預報達100mm的區域進行計算，

所以POD 表現會較好。 

 

圖7. 2003 至2011 年主觀預報第I 時段的結果，四種線條分

別為5mm、20mm、50mm、100mm 降水門檻的POD 分數，

橫軸為年份，縱軸為POD。 

 

4.定量降水TS 逐月變化 

    接著進一步分析每個月的QPF，在此以5mm 和50mm

分別代表小雨和大雨，利用TS 來校驗各個月分對於QPF 的

掌握度。 

    從圖8 可見不論是預報第I 時段或第Ⅱ時段，預報較好

的月份皆是6 月到11 月，表示在暖季降雨較多，TS 也較好，

且第Ⅱ時段預報通常較第I 時段差，整體來說，降雨預報能

力在冬季與春季較差，而夏季到秋季則表現較好。 

台灣發生大雨機率較大的月份為 5-10 月，因此針對

這幾個月份做校驗。從圖 9 來看，5、6 月的 TS 較差，

在第 I 時段中分別為 0.13 和 0.14，7-10 月的 TS 則可

在 0.20 以上，顯示在梅雨期間對豪(大)雨的預報能力

較差，相對地在颱風主要侵襲的月份預報能力較好。

第Ⅱ時段的預報趨勢與第 I 時段類似，但 TS 較第 I

時段差，顯示隨著預報時間的增加，不準確率也會提

升。 

 
圖 8. 自發布定量降水預報開始，全部校驗資料在第 I 時段

及第II 時段預報TS 分數隨月份的變化，橫軸為月份，縱軸

為TS。 

 

圖 9. 自發布定量降水預報開始，全部校驗資料在第 I 時段

及第 II 時段預報 TS 分數在 5 月至 10 月的變化，橫軸為月

份，縱軸為TS。 

 

5.個案分析與討論 

    從圖 8 可看出，不同月份的校驗分數有明顯的不

同，每年暖月的分數普遍看來比冷月高一些，而台灣

在不同月份有不同的天氣型態，降水情形也會不同，

吾人認為這是造成校驗分數上不同的原因，因此吾人

針對台灣典型的天氣個案進行降水分析，包括台灣夏

季時的颱風、午後對流以及西南氣流期間的梅雨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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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2011 年 08 月 28 日的實際觀測與官方預報的累

積雨量圖，陰影值為累積雨量(mm)。 

     

    如圖 10，此時段為南瑪都颱風侵台期間，颱風

位於巴士海峽，明顯看出實際觀測與官方預報的累積

雨量都集中於東部地區，第 I 時段和第 II 時段的最大

降水量達到 150mm，而吾人發現降水門檻在 75mm

時，TS 仍然有 0.65 的分數，預報 24 小時的 150mm

降水門檻也有 0.58，從降水分布來看，低門檻的預報

降水分布大致上都與實際觀測吻合，但第 I 時段雨量

門檻達 100mm 以上官方預報就沒有掌握到，顯示極

大值預報較差。 

 
    圖 11. 2011 年 08 月 09 日的實際觀測與官方預報

的累積雨量圖，陰影值為累積雨量(mm)。 

 

    圖 11 屬於午後對流降雨個案，從降水的時間及

空間分布來看，較集中於山區，從第 II 時段來看，此

時段的最大降水已達 100mm ，而 20mm 以下降水門

檻的 TS 分數還有 0.48，但高於 20mm 降水門檻的分

數表現就明顯較差，且降水門檻在 75mm 以上的預報

完全沒有掌握到，因此吾人認為官方預報對於午後對

流強降水空間分佈的掌握較差，但降水門檻較低的空

間分部仍有一定的預報技術。 

 

    圖 12. 2011 年 05 月 13 日~14 日的實際觀測與官

方預報的累積雨量圖，陰影值為累積雨量(mm)。 

 

圖 13 為 2011 年 05 月 16 日的實際觀測與官方預報的

累積雨量圖，陰影值為累積雨量(mm)。 

 

    看此期間台灣受到滯留鋒影響，在北部有明顯的

降雨，最大值有達到 100mm，從第 I 時段預報看來，

官方預報與觀測有明顯的出入，而第 II 時段的結果也

不盡理想，從降水分佈看來也有明顯的誤差。從圖

13 來看，明顯發現結果比 13 日還要來的好，吾人認

為梅雨期間的預報結果較容易有不穩定的情況出現，

儘管如此，在極大值的掌握上，降水門檻 50mm 以上

的分佈顯得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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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為 2011 年 11 月 09 日的實際觀測與官方預報的

累積雨量圖，陰影值為累積雨量(mm)。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1 日受到南方低壓以及東北

季風影響，造成南部地區有豪大雨的現象發生，其中

以 10 日最大，南部測站皆創下該站設站以來 11 月單

日最多雨量紀錄。以 11/09 下午官方預報為例，在第

I 時段預報5mm TS高達0.96，連50mm TS也有0.26，

在第 II 時段預報小雨部分仍有掌握，但對 50mm 明

顯轉差，TS 僅 0.01。但進一步由圖 14 來看，在 24-36h

時段官方預測在北部地區高估，中南部山區低估是造

成 50mm TS 偏差的主因。 

    經分析各種個案後，在校驗分數的表現上，颱風

最佳，其次是午後對流及冬季降水，最差的為梅雨個

案。而除了梅雨個案外，所有個案降水的極大值最難

掌握，但較低降水門檻的校驗分數表現仍有一定的程

度，而颱風時段的降水量最多，如同先前討論的南瑪

都颱風，第 I 時段及第 II 時段降水門檻在 75mm 以下

校驗分數仍有不俗的表現，而午後對流以及冬季降水

在低門檻的表現也不錯，因此吾人認為降水較多或面

積較大的個案，預報員較能掌握到大致上降水的情形，

對於大部分門檻的校驗分數表現也會比較好，只是對

於極大值預報量仍舊較差。 

 

五、結論 
 
1. 統計自氣象局進行定量降水預報的校驗以來，普

遍來說整年的6月至11月官方定量降水預報的較

其他月份來的好，吾人認為是因為強降水個案較

多的緣故。 

 

2. 自2006年開始，100mm以上Bias較容易被高估，

這與定量降水預報2005年12月正式上線有關。 

 

3. 從不同的個案分析探討可發現，梅雨期間，官方

預報較不穩定。而梅雨以外的個案，在較低門檻

的預報表現都算不差，但在接近極大值降水門檻

的表現上就比較不理想。因此較低的降水門檻，

逐年的校驗分數的表現就與每年的強降水事件

多寡有關(特別是颱風引起的降水事件)。 

 

六、參考文獻 
 
蔡甫甸、曾以真、吳德榮，2008: 中央氣象局現行定

量降水預報測試之分析與探討。 

 

Olson, D. A., N. W. Junker, and B. Korty, 1995: Evaluation  of 

33 years of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ing at NMC. 

Wea.Forecasting. 1 0 , 498 –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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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台灣北部區域環流之模擬研究 

廖杞昌  顧凱維 

國防大學理工學院環境資訊及工程學系 

空軍氣象聯隊 

摘  要 

本研究利用 WRF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 model) 數值模式在高解析度模擬上的優勢，模擬

2011 年 1~12 月逐日台灣北部區域的環流結構，並利用測站資料進行比對，了解 WRF 在台灣北部地區

複雜地形下的模擬表現，藉以探討在不同的天氣系統下，局部環流受到地形的特徵。模擬結果顯示，

台灣北部的局部環流會隨著主環流系統而變化，但台北盆地因受地形影響較為顯著，所以冬季及梅雨

季(1~5 月及 9~12 月)均為東風，並不隨主環流而變化；大屯山區東北部迎風面平均風速最弱，西南部

迎風面平均風速最強。宜蘭地區受地形影響最顯著，冬季時無論天氣系統如何變化，蘭陽平原均為西

風，夏季時由於南向氣流受中央山脈地形影響而產生繞流，導致蘭陽平原轉變為東風至東北風。新竹

地區冬季之逐月風向無顯著變化，風向均沿著西半部平原而南下，且平均風速隨著氣流南下而逐漸降

低，夏季時西南氣流風向與西半部平原平行而北上，在靠近中央山脈的山區發生繞流的現象越顯著。 

 

關鍵字：WRF、局部環流 

 

一、前言 

台灣地處亞熱帶地區，四面環海，中央山脈縱貫

南北，地勢高峻陡峭，成為天然屏障，地形的分佈頗

具特色，更增加了局部氣象變化的複雜性。因此隨著

不同的季節變化，局部環流的特徵決定了當地的天氣

型態。臺灣北部是我國經貿及政治重心，透過高解析

的數值模式分析北部地區垂直環境場的特性，藉以深

入瞭解模式對局部環流特徵的掌握程度，提供未來高

解析數值天氣預報之參考。 

Jimenez et al. (2008)研究複雜地形下的風場分

布，透過比較 1992–2005 年觀測資料與 WRF 數值模

式之網格點解析度為 2 公里的結果，驗證了在複雜地

形下，WRF 數值模式動力降尺度的表現，並且說明了

WRF 數值模式較高的時間和空間解析度，可以彌補觀

測時間和觀測範圍的不足，並有利於了解某一區域風

場之變化性與特性。 

本研究利用 WRF 數值模式高解析度的優勢，模

擬 2011 年 1~12 月最接近真實狀況的北部地區大氣狀

況及天氣系統，進行逐日模擬，並將網格點解析度調

整為 1 公里，搭配最適合台灣地區的各項物理參數設

定，以模擬出最接近真實狀況的北部地區局部環流，

期望瞭解主環流在複雜地形的影響之下，局部環流所

具有特徵。 

 

二、研究方法及模式設定 

本研究使用 WRF 3.1.2 版，使用 NCAR 每 6 小時

之 NCEP Global Final Analysis (簡稱 FNL)做為模式的

初始場進行模擬，空間解析度為 1.0°×1.0°；自 2011 年

1 月 1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進行逐日模擬，一共模擬

90 日，每日積分開始時間為前一日 1800 UTC 起，至

當日 2400 UTC 止。 

網格設定是以 121.7°E、24.7°N 為中心的三層巢狀

網格，Domain 1 (D1)範圍包含 110-135°E、15-35°N，

網格解析度為 25 公里，網格數為 100×90；Domain 2 

(D2)範圍包含 119-122.5°E、21.5-26°N，網格解析度為

5 公里，網格數為 101×101；Domain 3 (D3)範圍包含

120-122.25°E、24-25.5°N，網格解析度為 1 公里。 

洪等(1996)及簡等(1996)進行 WRF 模式之敏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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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中，測試了不同的物理參數化設定對於 WRF 數

值模式結果的影響，指出不同邊界層參數法對模式預

報誤差影響最顯著、積雲參數法次之、微物理參數法

更次之。本研究根據其研究結論，參數設定如下：邊

界 層 參 數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使 用 Yonsei 

University scheme，微物理參數 (Microphysics)使用

WRF Single-Moment 5-class scheme，以及積雲參數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使用 Kain-Fritsch scheme。 

 

三、測站資料比較 

本文將最高解析度 1 km×1 km 之 WRF 模式輸出

(D3)資料先取月平均之後，再與中央氣象局北部的三

個局屬主要測站實際觀測資料之月平均比對，選取的

測站為臺北(46692)、宜蘭(46708)以及新竹(46757)，所

比對的氣象量場為海平面氣壓值、近地面溫度以及風

速等。 

圖 1 為海平面氣壓值，以冬季(1~3 月以及 9~12

月)的海平面氣壓值而言，3 個測站中除了 2 月臺北、

10 月及 11 月宜蘭之外，WRF 模式對於所有測站的模

擬均較 CWB 觀測值略低，1~3 月平均差值為-0.64 

hPa，9~12 月平均差值為-0.28 hPa，顯示 WRF 模式在

冬季東北季風的天氣型態下，對於海平面氣壓值容易

產生低估的現象；而在梅雨季及夏季(4~8 月)，除了 4、

7 月新竹以及 7 月宜蘭之外，WRF 模擬結果均略高於

CWB 觀測值，其中 4~5 月 WRF 平均高估 0.33 hPa，

6~8 月則高估 1 hPa，顯示 WRF 模式在梅雨季及夏季

的天氣型態下，對於海平面氣壓值容易產生高估的現

象。 

圖 2 為近地面溫度，以冬季的近地面溫度而言，3

個測站中除了 2 月臺北、1 月及 2 月宜蘭之外，WRF

模式對於所有測站的模擬均較 CWB 觀測值略高，平

均差值約為 0.4 ℃，顯示 WRF 模式在冬季東北季風

的天氣型態下，對於近地面溫度容易產生高估的現

象；而在梅雨季及夏季，除了 4 月臺北以及新竹之外，

WRF 模擬結果均略低於 CWB 觀測值，其中 4~5 月

WRF 平均差值為-0.13 ℃，6~9 月平均差值提升為

-0.825 ℃，顯示 WRF 模式在梅雨季及夏季的天氣型

態下，對於近地面容易產生低估的現象，其中又以夏

季低估最多。 

圖 3 為近地面風速，其結果與實際觀測資料比

較，除了 WRF 模擬宜蘭地區的平均風速較接近實際

觀測資料外，臺北及新竹地區差異均較大，冬季 1~3

月及 9~12 月時，WRF 模擬臺北地區平均風速較實際

觀測值高出 3 m/s，新竹地區則是高出 4~6 m/s，夏季

6~8 月時，WRF 模擬臺北地區平均風速較實際觀測值

高出 0.3~0.5 m/s，新竹地區則是高出 1~2 m/s。分析

WRF 平均近地面風速的模擬誤差，其原因除了與中央

氣象局測站的地理位置及附近的環境有關之外，主要

是 WRF 模式對於地表複雜的地物、建築物及植被的

解析較為平滑，無法完全反應出地物、建築物及植被

對近地面實際風速的影響，隨高度增加時，誤差逐漸

降低。 

 

四、區域環流特徵模擬 

從模擬的結果顯示 2011 年臺灣北部地區的區域

環流特徵隨著季節及地形的分布有顯著的變化(圖

4-5)。冬季時(1~3 月及 9~12 月)，地面及 925hPa 均為

東北向氣流，風場的東向分量逐月增加，並以 12 月的

平均風速最大，1 月、10 月及 11 月次之；915 hPa 風

向均較相同時期的地面風向略為偏東，平均風速亦較

地面略增 2 m/s；平均風速以海峽中北部為最高，平均

為 10 m/s 以上。且東北季風接近北部地區時，會由大

屯山區南側繞流，並沿西半部平原持續南下。冬季 850 

hPa 則不受地面天氣系統影響，風場的分布亦不具規

則性，1 月、3 月及 9~12 月均以東向或東南向氣流為

主，2 月則為南向氣流，且平均風速相當微弱，均為

2~4 m/s 以下；700 hPa 則是高空西風帶所控制，1~3

月時均為西風，且平均風速增強至 10~15 m/s 之間；9

月時，由於高空天氣系統位置的不同，導致 700 hPa

轉變為東北風，但平均風速亦是最弱的時期，平均為

5 m/s 以下；而 10~12 月 700 hPa 由西南風逐漸轉變為

西風，平均風速亦由 5 m/s 增強至 10~15 m/s。 

4~5 月臺灣地區正處於季節轉換時期，地面平均

風場轉變為東向氣流，且平均風速僅 2~4 m/s，並於西

半部平原繞流進入中央山脈山區；925 hPa 則為東南向

至南向氣流，平均風速也僅 2~4 m/s；4~5 月 850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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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受到高空西風帶影響，均為西南風；700 hPa

為西風及西南風，但平均風速以較 1~3 月時顯著降低

至 5~10 m/s。 

夏季時(6~8 月)臺灣北部從地面至 700 hPa 的主要

環流均轉變為南向氣流，且平均風速顯著降低，6~7

月地面至 925 hPa 的平均風速為 4~6 m/s，8 月則降低

至 2~4 m/s，是 2011 年平均風速最弱的時期；且地面

至 925 hPa 南向氣流由兩道主要氣流組成，一道沿著

西半部平原北上，另一道由東部外海北上，兩道氣流

並於大屯山區附近匯合，其中由東部外海北上的氣流

在接近蘭陽平原後，會沿著地形繞流進入蘭陽平原，

並轉變為東向氣流。850 hPa 至 700 hPa 則為南向氣

流，850 hPa 平均風速為 2~6 m/s，700 hPa 平均風速則

為 5 m/s 左右。 

 

五、結論 

本研究利用 WRF 模式進行台灣北部地區高解析

局部環流的模擬，結果顯示在使用適當的參數設定

時，WRF 在亞洲區域的模擬表現相當理想，尤其對於

地面天氣系統發生的位置，均能有效掌握。另外對於

較小區域的模擬， WRF 模式所模擬的海平面氣壓值

較中央氣象局觀測值略低，平均誤差約 1~2 hPa，但

在 5、6 及 8 月則相反，且以 8 月差異最大，主要原因

應為 8 月颱風侵襲日數較多；WRF 模式所模擬的地面

2 米溫度，在冬季 1~3 月以及 10~11 月時較中央氣象

局觀測值略高，在夏季 5~9 月時則略低於 CWB 觀測

值，其誤差均為 1~2 °C；而 WRF 平均風速的模擬則

是與實際觀測值差距較大，其原因應與測站的地理位

置及附近的環境有關。 

根據 WRF 模擬的結果，1~3 月以及 9~12 月臺灣

北部地區都是典型的冬季天氣型態，雖然主要的天氣

系統都是大陸冷高壓以及冷高壓所帶來的東北季風，

但逐月之間的風場略有所不同，1~3 月的風向逐月偏

東，9~12 月則是由 9 月的東北東風逐月偏向 12 月的

東北風，平均風速於 12 月時達到最強；而冬季 925 hPa

的風場分布與地面風場類似，相同時期的 925 hPa 風

向均較地面風向略為偏東，但平均風速值則差異不

大。海面上的平均風場顯示，冬季東部外海、北部外

海以及海峽一帶的風場並不受地形影響，仍隨主環流

而變化，但平均風速值以海峽一帶最高，北部外海次

之，東部外海的平均風速最小。850 hPa 的相對微弱風

場顯示，此一高度為上下層不同天氣系統的轉變層，

並沒有任何主宰性的天氣系統分布，所以風向的分布

不具規律性，是屬於弱綜觀的環境，冬季的平均風速

通常為 2 ms^(-1)以下。 

4~5 月正處於季節交替的時期，冬季及夏季天氣

系統交替出現，並且勢均力敵，導致臺灣地區附近風

向變化迅速，因此計算平均風場時，會將不同方向的

風場向量互相抵消，導致低估了真實的平均風速，這

種情形以東部外海較為明顯，若將宜蘭地區附近 4 月

及 5 月的日平均風場分類，可以發現 4 月及 5 月各約

有將近 3 分之 1 的天數日平均風向為北風或東北風，

另外有約 3 分之 1 的天數日平均風向為南風或東南

風，將這些北向風場以及南向風場分開討論，可以發

現這些北向風天數的平均風場具有和 1~3 月冬季東北

季風天氣型態相同的特性，而南向風天數的平均風場

具有和 6~8 月夏季偏南氣流天氣型態時相同的特性。 

6~8 月則是典型的夏季偏南氣流的天氣型態，臺

灣東部外海均以南風為主，海峽一帶則是南南西風，

925 hPa 的風場特性與地面風場類似，且地面風與 925 

hPa 的平均風速並無差異。當臺灣地區附近地面風以

及 925 hPa 為南向風時，東部外海的平均風速較海峽

一帶略高，此現象與冬季東北風時完全相反。 

本研究僅針對臺灣北部地區進行研析，近幾年來

有許多的天然災害都是發生在南部地區，未來將採用

相同的作業方式，並以相同的方法來研究南部地區的

局部環流特性，特別著重在曾經發生過嚴重天然災害

的區域，並期望本研究的成果可以提供數值天氣預報

人員實際作業上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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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11 年中央氣象局月平均海平面氣壓值(單位 hPa)與 WRF 模擬結果比較 

 

 
圖 2：2011 年中央氣象局月平均近地面溫度(單位℃)與 WRF 模擬結果比較 

 

 

圖 3：2011 年中央氣象局月平均近地面風速(單位 m/s)與 WRF 模擬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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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11 年 1 月至 6 月(由左至右)地面至高空 700 hPa(由下至上)風場及氣流場示意圖 

 

 

   
      圖 5：2011 年 7 月至 12 月(由左至右)地面至高空 700 hPa(由下至上)風場及氣流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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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與季風共伴之環境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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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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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2

 
 

 

摘    要 

    西北太平洋地區一年四季均有颱風發生，但侵襲台灣地區的颱風集中在5~12月間，其中以夏季

的數量最多，其次為秋季與春季。夏季時，當颱風接近台灣的過程中，颱風本身的環流，加上環境中的

西南氣流就容易形成共伴效應，這可以說是颱風環流與周圍風場雙重影響的結果。入秋後東北季風盛行，

侵襲台灣的颱風數量較夏季少，但有些個案之外圍環流與東北季風的共伴效應易在台灣北部和東北部局

部地區引發強風、豪雨，其災害不亞於夏季的颱風。2008年卡玫基颱風、2009年莫拉克颱風及芭瑪颱風

為臺灣帶來劇烈之降雨，其共通特性皆受季風影響而加強其降雨。本研究挑選出2000年至2011年間與東

北或西南季風共伴之颱風個案，分別做合成分析，以了解颱風與季風共伴之環境場特性，並選出2008年

卡玫基颱風及2010年梅姬颱風做詳細分析。 

本研究選取自2000年至2011年之間的颱風，與東北季風共伴之颱風選取2000年象神颱風、2001年利

其馬颱風、2004年南瑪都颱風、2009芭瑪颱風及2010年梅姬颱風等5個颱風，與西南季風共伴之颱風選取

2005年海棠颱風、2006年碧利斯颱風、2008年卡玫基颱風、2008年鳳凰颱風及2011年南瑪都颱風等5個颱

風，另外再選取6個無共伴之颱風來做比較，針對此3種類型對其綜觀環境場(q場、q-conv場、q-ne場及t-adv

場)做合成分析，如圖1~4，以其歸納出一客觀方法，用以判斷颱風是否與東北或西南季風共伴之依據。 

初步之結論，在q場分析方面，東北共伴之颱風有著明顯的正負區，而西南共伴之颱風在西南方向量

大，並伴有強風區；在q-ne場分析方面，西南共伴之颱風西南方向有充足之水汽，而無共伴之颱風西南

方向水汽中斷風場較弱；在t-adv場分析方面，東北共伴之颱風則有明顯之溫度平流。進一步的結果及討

論將於研討會中做詳細的報告。 

 
關鍵字：颱風與季風共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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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與東北共伴、西南共伴及無共伴颱風之q場合成之比較圖 

 
圖2 與東北共伴、西南共伴及無共伴颱風之q-conv場合成之比較圖 

 
圖3 與東北共伴、西南共伴及無共伴颱風之q-ne合成場之比較圖 

 
圖4 與東北共伴、西南共伴及無共伴颱風之t-adv合成場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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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option 3 (CV3 BE) and 
option 5 (CV5 BE) in WRFDA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 and 
analyzed their balance/unbalance part.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has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structure, in terms of variance and 
correlations, the basic statistical parameters of analysis control variables are variances, regression 
coefficient and length-scale. An accurate quantification of background error statistics is needed for the 
success of the assimilation process. Thus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should be tuned to adjust the 
forecast error distribution of each model. In WRFDA,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multivariables are fixed 
in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but variances and length-scales could be tuned through tuning factors in 
the namelist. However, tuning has its limitation. 

It’s believed that the atmosphere is in a state of hydrostatic and geostrophic balance.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must contain a near-balanced property. The balance part of a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refers to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correlated variables through the determin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nd the remaining is unbalance part, independent between every variables. The limitation 
comes from the determined balance part. It’s important to know the weight of balance and unbalance part 
when tuning factors are applied. This study analyzed balance/unbalance part of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option 3 and option 5,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1. Introduction 
 

Data assimilation is a key point to produce quality 
forecasts in a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system. The 
purpose of data assimilation is to assimilate observations 
and modify the first guess (background), make it close to 
real atmosphere. A lot of observations are available for 
data assimilation, but it won’t work without a priori 
(background) state, a state that provides information 
otherwise missing from observations, and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realistic reference state, about the 
nature of model. A good estimation of the background 
error statistics is needed for the success of the 
assimilation process. 

This study is aimed to revie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types of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option 3 (CV3 
BE) and option 5 (CV5 BE) in WRFDA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 The focus is to analyze the balance/unbalance 
part of analysis increm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se two 
background error options. 
 
 
2. Characteristics of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In WRFDA, the function to be minimized is  

J = 1/2 [xT B-1 x + (Hx-y)T R-1 (Hx-y )] Where x is a 
vector of analysis increments, B is the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matrix, Y is a vector of the observational 
residuals, y=yobs - Hxguess , R is the observational and 
representativeness error covariance matrix, H is a 
transformation operator from the analysis variable to the 
form of the observation vector.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is the covariance of 
forecast minus truth for analysis control variables. It can 
be written as B = UUT , with   U = UPUvUh, means 
transform in physical,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Horizontal 
transformation (Uh) is via recursive filters for regional 
model, and power spectrum for global model. Vertical 
transformation (Uv) is via recursive filters for CV3, and 
EOF for CV5. Physical transformation (UP) depends 
upon the choice of the Analysis Control Variables. 

In WRFDA, the analysis control variables are : 
stream function (ψ); unbalanced part of velocity potential 
(χ_u); unbalanced part of temperature (T_u); unbalanced 
part of surface pressure (Ps_u); and pseudo relative 
humidity (q). Size of B is reduced by designing the 
analysis control variables in this way that cross 
covariance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are minimized. With 
this choice of analysis control variables, off-diagonal 
elements of B are assumed to be negligible.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contains the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structure. The basic statistical 
parameters of analysis control variables are var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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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coefficient and length-scale.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may be tuned to adjust the final spread of 
analysis increments, as desired. In WRFDA,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different analysis variables are used, as 
such. However the variances and length-scales of the 
control variables could be tuned through tuning factors in 
the namelist file. 

It’s believed that the atmosphere is in a state of 
hydrostatic and geostrophic balance.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must contain some kinds of statistical balance 
property. Typically, WRFDA scheme analyzes the 
“unbalanced” part of analysis increments while the 
balanced part is determined by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The balanced part of the velocity potential increment is 

defined as b
'  c'

. The balanced part of the 
temperature increment is defined as 
Tb

' (k)  G(k,k1) ' (k1)
k1


. The balanced part of the surface 

pressure increment is defined as 
psb

'  W ( k ) ' ( k )
k


. 

 
3. Balance/unbalance part of WRFDA 
analysis increments corresponding to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option 3 and 
option 5 
 
a. CV3 and generate CV5 
 

CV3 here is from NCEP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derived from NMC method. 
CV5 here is from CWB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he 
forecast data of June 2008 is used here to generate CV5. 
 
b. Pseudo single observation test 
 

Pseudo single observation test can b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impact of the background error, 
including the multivariate correlations. Here, a pseudo 
single observation test of temperature was carried out. 
The location is in the middle of CWB domain, around 
850hPa. The innovation of temperature is 1°C, and 
observation error is 1. All the tuning factors are the same 
as CWB operational setting. 

 
c. Analysis increments 
  

Analysis increments are divided into balance and 
unbalance parts. Figure 1 shows a comparison of 
balance/unbalance part of CV3/CV5 analysis increments. 
Balance part occurs in temperature, wind, and pressure 
field. Unbalance part only occurs in temperature field. 
This explains the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structure of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The behavior of CV3 and CV5 is quite different. 

For balance part, CV3 is stronger than CV5, but cross 
sections show that the vertical scale of wind structure of 
CV5 is bigger. For Unbalance part, CV5 is stronger than 
CV3, and the vertical scale of temperature increment of 
CV5 is bigger.(Fig.1) 

 
CV3 CV5

Balance Part 

 
(a) 

 
(b) 

(c)  (d)  
Unbalance Part 

(e) (f)

(g)  (h)  
Figure1. Temperature analysis increment of  
CV3(left panel(a)(c)(e)(g))/CV5(right panel (b)(d)(f)(h)) 
balance((upper panel(a)~(d))/unbalance(lower panel(e)~(h))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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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V3, temperature increments of balance and 
unbalance part is in the same order, but balance part 
exhibits a bigger spatial scale.(Fig.2) For CV5, 
temperature increments of balance part is weaker than 
unbalance part, but balance part exhibits a bigger spatial 
scale.(Fig.2) The strong unbalance part of CV5 may 
cause unlike thermal wind balance structure in the 
analysis field. Experience in CWB shows that when 
bogus typhoon with CV5, may get a noisy analysis field. 
In this situation, digital filter initialization will be needed. 
This is the strategy used in CWB for typhoon cases. 
 

Balance Part Unbalance Part
CV3

(a)  (b)
CV5

(c)  (d)
Figure2. Temperature analysis increment of  CV3((a)(b))/CV5((c)(d))
balance((a)(c))/unbalance(b)(d) part.  

 
 
 
 
 
 
 
 
 
 
 
 
 
 
 

4. Summary 
 

Though the observation data are wealthy for data 
assimilation, a proper background error convariance still 
be needed for successful data assimilation. A background 
error convariance spreads information both univariately 
and multivariately, contains some kinds of statistical 
balance property. It’s important to know how balance 
and unbalance it may induce in analysis field. After 
analyzing the balance/unbalance part of analysis 
increments corresponding to CV3 and CV5, it’s clear to 
see the behavior of each background error convariance. 
The related measures could b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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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於臺灣近海與山脈的熱帶氣旋波動波變特徵—— 
複合、分裂與角動量守恆 

劉明禮 

中央氣象局退休人員 

摘   要 
活躍於臺灣及近海的熱帶氣旋波動，因為複合、分裂與角動量守恆等動力機制，再

加上山脈地形效應發生波變，造成顯性的天候現象﹔本研究著重於從學理上，來探討圓形

型態與橢圓形型態熱帶氣旋波動波變，這兩種渦旋流柱體都具有角動守恆特徵，但後者則

是相對的不穩定。    

盛夏季節，當活躍於臺灣的複合型橢圓形熱帶氣旋波動，位居臺灣北部的波動中心向 

西北移行，則在西南部地區的顯性擾波相對地面緩行，加上山區地形效應與西南風擾波的 

助長，帶來臺灣西南部持續與劇烈的天氣現象。秋冬的強而冷的氣團以及盛夏至仲秋的臺 

灣山脈北段的地形效應，都是造成活躍於臺灣近海的熱帶氣旋波動，分裂波變的主要外力 

。前者冷氣團注入臺灣南方海域的熱帶氣旋波動，造成氣旋波動向心力失衡，螺旋體較外 

圍部份急速上升，離心半徑增加，通常在臺灣東部發生小區域、突發性、持續且劇烈的天 

候現象；相似的狀況，發生在臺灣南端落山風強勁時，當時恰有熱帶氣旋波動通過臺灣南 

方近海，則增強了落山風強度。後者發生於強烈熱帶氣旋波動，橫越臺灣山脈北段時，因 
為山區的地形作用，對氣旋波動產生繞射與遮蔽效應，造成氣旋波動分裂的波變現象，包 

含波動中心的暴風區，則在山脈東岸做繞圈子運動。 

            關鍵詞﹕橢圓形不穩定（elliptic instability）﹔波變（wave deformation）﹔圓形型態 

（circular mode）﹔橢圓形型態（elliptic mode）﹔聚合(convergence)；發散 

（divergence）；渦旋流圓柱體（vortex tube） 

 

一、基本觀念 
      兩個低壓的氣旋波動靠近時幅合相吸，並且

以反時針走向相互繞行運動（圖一)；兩個高低氣

壓或氣旋波動與反氣旋波動靠近時發散相斥（圖

二)，兩個相斥的氣旋與反氣旋波動走向通常各自

發展，這在流體力學（Batchlor.,1970）及氣象天氣

學領域裡並不少見。 

臺灣近海的熱帶氣旋波動，在盛夏季節裡，通

常熱帶氣旋波動複合，給臺灣帶來了充沛的雨量，

但持續性的劇烈降水卻也造成嚴重的災難（劉明

禮；2010）；海洋上，兩個靠近的熱帶氣旋波動，

從實際的衛星資料裡顯現的互動，確認此一現象，

但是構成複合互繞作用的條件仍值得研討。 
秋冬季節，西行而來的熱帶氣旋波動，觸及大

陸冷氣團邊緣，從數學模式推導或渦旋流體流線結

構，兩者之間為發散互斥；唯當熱帶氣旋波動遭遇

到強烈冷氣團，氣旋波動的向心力被破壞，造成氣

旋波動渦流結構向外擴張離散、這是本研究的主題

之一。 

作者將研究的主題訂為【熱帶氣旋波動發生複

合、分裂與角動量守恆等波變現象的動力架構】。

基本理論著力於探討冷熱屬性迥異且強勁的大

氣，各別從高層而下，以及從低層而上，所發生的

大氣擾波特徵；另外也探討當高聳的臺灣山脈地形

效應外加於熱帶氣旋波動的作用下，所造成的波變

結構特徵。 

                                                

二、基本理論與天候特徵                                                        

〈一〉圓軌跡與橢圓軌跡的等速率運動 

從天文學家 Tycho Brahe(1546-1601)對於火星 
運行軌道的精確觀測設計與詳盡記錄，以及他的傳   
承者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持續的觀測記錄

與整理歸納，發現︰行星運行的軌道並非圓周軌跡

的線性等速率運動，卻是相同時間內，行星與恆星

連線所掃過面積相等或等角動量速率的橢圓形軌

跡運動，恆星則位於其中的一個焦點上。這些的觀

測結果則由 Galileo Galilei（1564 - 1642)所製造的

天文望遠鏡確認，但是【地動】實證所引發的恐慌，

在當時所付出的代價竟然是爾後的終身軟禁。至於

物理力學與數學的推導證明，隨後由 Issac Newton 
(1642-1727)所發表的重力定律而集大成。 
   穩態的、顯著的和具有破壞力的熱帶氣旋波

動，主要的動力機制為：大氣壓力梯度、柯氏力和

維持大氣質量通量平衡的垂直運動。將氣旋波動的

結構分割成許多個接連在一起的小渦旋胞氣柱，以

逆時針方向的螺旋式排列捲入氣旋低壓中心；小渦

旋胞的運動速度，除了本身自轉外，還有它相對於

氣旋波動中心的繞行速度，加上波動中心的速度，

小渦旋胞相對於氣旋波動中心的繞行速度，與行星

或地球繞太陽的重力力學架構相似，都具有前一段

所敘述的等角動量速率或面積等速率的運動特徵。 

〈二〉熱帶氣旋波動的複合、分裂與總角動量守恆 
      1‧複合：當低層大氣裡的兩氣旋波動靠攏，兩個

流向相左的螺旋體邊緣會聚，增強大氣的垂直運

動，助長形成兩氣旋波動匯集通道，兩氣旋波動的

移行順著合成螺旋，以氣旋式相互繞行複合，複合

區水平面速度減弱，構成不穩定的橢圓形波動，此

為氣旋波動複合增強的典型動力機制。在海洋上的

雙熱帶氣旋波動，以及在臺灣南方近海的熱帶氣旋

波動與活躍且富含水氣的中小尺度擾波，兩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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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合與互動；熱帶氣旋波動橫越臺灣山脈等都是

此一單元重要的課題。 
      2‧分裂：穩態的的熱帶氣旋波動裡，垂直上升運

動維繫著高低層大氣質量通量恆定性，一旦上升的

垂直運動被阻斷或被反向沉降的冷大氣取代，導致

大氣的向心運動破壞失衡，氣旋波動除了被迫向上

舉升外，因為向心力減弱，螺旋型的結構增加離心

半徑，小渦旋體胞擴散、拋出、分裂與聚集，此種

造成螺旋型氣旋波動外圍半徑擴增與剝離，是熱帶

氣旋波動分裂減弱的重要機制之一。另外，強烈的

熱帶氣旋波動，橫越臺灣山脈北段時，因為特別的

地形分佈，對氣旋波動產生繞射與遮蔽效應，造成

氣旋波動分裂為内外圈的波變現象。 
     3‧角動量守恆：在物理的重力運動學裡，氣 

旋波動的波變，不改變氣旋波動的總角動量狀況

下，氣旋波動中心的運動軌跡為圓形或橢圓形，等

面積速率是它們的共同的物理機制；通常，在外力

壓擠作用下，造成圓形氣旋波動變形為橢圓形氣旋

波動，而後釋放波能再波變為圓形氣旋波動。另

外，從整個渦旋流體總體積的觀點，則當渦旋流體

垂直向上伸展、水平面積縮小；或者是水平面積擴

張但垂直伸展度縮短；或者是半徑減少但質通量增

加，而從圓形波動波變為橢圓形波動，都讓整體渦

旋流場維持恆定。 

 

三、討論與結論 
〈一〉討論 

1‧橢圓形軌跡型態與圓形軌跡型態  

對於熱帶氣旋波動的波變型態，作者曾以自由

波與強制波區分氣旋波動複合增強前後的特徵，由

圓形波動變成橢圓形波動、再變回圓形波動。螺旋

體裡小渦旋胞的運動，相對於氣旋波動中心的繞

行，遵循面積等速率運動，則為圓形或橢圓形軌

跡，橢圓柱體型熱帶氣旋波動的小渦旋胞運動為線

性非等速，橢圓形軌跡的小渦旋胞位於距離熱帶氣

旋中心較近處，移行速度快而形成強風區，氣旋波

動中大氣氣塊運動軌跡的水平方向角動量守恆或

等面積速率與垂直方向質通量守恆，維繫著檼定的

週期與向心力、柯氏力的平衡。 

外力作用下所對應的能階應該不同，作者大

範圍的將它們歸類為自由型態波動與強制型態波

動，和古典天文行星及古典的原子電子運動軌跡力

學，具有從基態到激態為跳越式或不連續能階特徵

相似，如何建立起能階的波譜，仍有待努力。圓形

軌跡則不但是角動量恆定或等面積速率，而且兼具

有等線性速率的型態。若將圓形型態（circular 

mode）認定為能階上的基態（basic state），則具有

等角動量或等面積速率，但非等線性速率運動的橢

圓形軌跡型態（elliptic mode）運動屬性較不檼定，

因此將橢圓形型態波動，認定為能階上的激態

（excited state），或橢圓形不穩態（elliptic 

instability）。 

近半個世紀以來的歐美學術界，對於【從較不

穩定的橢圓形波動型態，轉型到相對穩定的圓形波

動型態】的波譜或動力機制的探討，着力頗深，從

觀測、實驗的設計、物理動力學和數值分析，積極

的企圖心令人激賞，但本文並未將參考文獻加以

列舉。值得注意的是：重力波動裡的垂直振盪，

造成動能、位能轉換，應該是大氣紛擾波譜裡的

重要因素。 

2‧複合型或橢圓形型態熱帶氣旋波動的劇烈天候 

特徵 

（1）在熱帶氣旋波動裡，較大且強的氣旋波動，

通常吸引併合較小尺度的擾波而發展增強，作者

稱之為複合型熱帶氣旋波動(2010，劉明禮)，因為

它被認為隱含或存在著頗為活躍的較小尺度擾

波。在本論文第二章所提的兩低壓或氣旋波動併

合，對於盛夏季節的緯向與經向移行侵襲臺灣的

熱帶氣旋波動，與鄰近西南方擾波併合過程的互

動，其中相較於小尺度擾波，中心的路徑震盪影

響很小，通常在複合型或橢圓形型態的熱帶氣旋

中心移行方向的右前方區域，大氣流體被加速而

陣風強勁；位於距離熱帶氣旋中心較遠處的小渦

旋胞體，相對於氣旋中心的移行速度較為緩慢，

而且當熱帶氣旋波動中心，位於臺灣北部又且向

著西北方向移行，此種位居臺灣南部區域的小渦

旋胞體相對中心做反時針方向緩行，相對於地面

位移更為減少或緩行延宕，若又遇到山脈地形強

制性的擠壓推升，增強垂直對流發展，助長渦流

強度，這種常出現在天氣現象裡的低壓波波動複

合的波變現象，較為劇烈的天氣發生在盛夏季節

裡。因為此時活躍於臺灣西南方海域的西南風，

將旺盛而且富含水氣的擾波加入，更加強且延宕

維持複合型的熱帶氣旋波動活躍於此區域，結

果：區域性顯性擾波，在山區迎風面延宕持續的

呈現，造成持續較長的時間且劇烈的降水。 
（2）海洋裏的雙熱帶氣旋波動發生相吸互動的現

象，在流體力學理論、水工實驗以及衛星觀測都有

顯現，爭議部份在於發生複合互動條件缺乏明確的

證據，水工實驗室的結果令人激賞，但與實際大氣

流體的大範圍尺度、力學與立體結構的對應適當程

度，仍然值得再研討。當熱帶氣旋波動橫越山脈

時，因向風面的地形效應而爬升，渦度場或角速度

向著山頂伸展增強；據此，高聳陡峭的山脈面對大

氣流體時，呈現出氣旋波動的相似的特徵。2008

年 9 月下旬活躍於臺灣南方外海且西行的 Hagupit
熱帶氣旋波動，在臺灣山脈中北段的背風面埔里盆

地造成顯性擾波（劉明禮；2011），此一時段裡，

氣旋中心距離北花蓮山區在 520 公里以內，強烈的

焚風顯示氣旋波動在此區域，不但垂直向上對流旺

盛，舉升越過 3000 公尺的高山，降水釋放潛熱，

而且此等翻越山脈的乾熱大氣，更發生聚合的強風

現象。根據日本氣象廳的數據資料，此時大型的強

風（風速＞15m/s）風向為東風，半徑 520 公里。

作者將 Hagupit 熱帶氣旋波動遭遇中北段山脈地形

效應，發生的顯性擾波現象，對應於雙熱帶氣旋波

動發生相吸互動相似現象，認為：【當海洋上出現

靠近的雙熱帶氣旋波動，預測兩者將要重疊的區域

具有 TS（Tropical Storm）的強度；或者重疊區裏的

個別熱帶氣旋波動，都在強風半徑範圍以內（風速

＞15m/s）】，作為雙熱帶氣旋波動複合互相繞行

的準則。 
3‧秋冬季節熱帶氣旋波動分裂波變的天候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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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秋冬季節，副熱帶海洋上的氣旋波動，富含水

氣且發展活躍於菲律賓附近的海域，當活躍於大陸

東南部近海的冷高壓，帶來冷而強勁的東北風，向

著低層且向南伸展及於氣旋波動，當沉降的冷空氣

注入氣旋波動時，阻斷氣旋波動低層部份的上升運

動，氣旋波動向心力失衡減弱，它的北部或東北部

螺旋式的結構外圍部份區塊，繞行結構增加離心半

徑或切線方向速度增強，又冷的大氣侵入取代此區

域的低層大氣，氣旋擾波被迫向上舉升，雙重作用

下，垂直對流雲雨胞活躍增強且線性速度加快，渦

旋流體的結構向外且持續拋出，此區域的熱帶氣旋

波動，在衛星圖像上則呈現擴張分離的熱帶氣旋波

動波變，而快速被舉升且持續拋出的小渦旋體胞，

或小尺度且旺盛的對流雲雨氣塊，則造成最終駐留

小區域的持續又劇烈降水，此為氣旋波動分裂的典

型天候特徵（圖三～圖六)。   
另一狀況是發生在 2007 年 11 月初的恆春地

區，當時的落山風活躍(繞山沉降的東北風)，6 日

琵琶（PEIPAH）熱帶氣旋波動在臺灣南方海域向

西移行，通過恆春南方近海時，向北凸出的小氣旋

氣塊加入恆春落山風（圖七)，從約 7.0m/s 的平均

風速急增至約 10.0m/s(劉明禮﹔2009)。【2007 年，

琵琶（PEIPAH）在 11 月 4 日清晨於馬尼拉之東北

方增強為熱帶風暴，於 11 月 6 日增強為颱風】。 

（2）當強烈的熱帶氣旋波動，翻越高聳陡峭但

縱深短的臺灣山脈的偏北區段和北端時，發生包含

氣旋波動中心的暴風半徑部份，在臺灣山脈的向風

面附近繞圈子，分裂但並不脫離的現象，它的大氣

動力特徵，參考作者所做“盛夏至仲秋臺灣與近海

強烈熱帶氣旋波動的分裂型波變＂，天候特徵則將

在另一專題論述。 

       〈二〉結論 

       1‧激態的橢圓形不穩定：相對於較為穩定的

基態圓形波動而言，橢圓形不穩定在熱帶氣旋波動

裡，因為擠壓、複合而產生顯性擾波的屯積與釋

放，所造成的波變現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2‧複合：（1）活躍於臺灣的橢圓形型態複合

性熱帶氣旋波動，造成臺灣西南部持續性的劇烈天

氣現象的條件為：當波動中心位居臺灣北部且向著

西北方向移行、臺灣西南部位處橢圓形波動的遠距

離區域、加上位處山區向風面，此時又是盛夏季

節，引進旺盛且富含水氣的西南風，此等各別狀況

皆助長且延宕臺灣南部劇烈的天氣現象。（2）海

洋上，兩個熱帶氣旋波動或雙颱風發生互相繞行的

複合條件為：個別的熱帶氣旋波動，所包含的強風

半徑範圍內的風速大於 15m/s，或兩個熱帶氣旋波

動之間的重疊區域，應有熱帶風暴（Tropical 

Storm）強度。      

3‧分裂：秋天到初冬，冷而且強勁的北風或

東北風向南及向低層大氣發展，侵入臺灣南方海

域的熱帶氣旋波動，氣旋波動的低層大氣，逐漸

且快速的被強且冷的大氣取代，阻斷氣旋波動裡

的外圍部份上升運動，垂直運動與渦旋流體質能

架構失衡，向心力快速減弱，逐漸加大離心半徑，

氣旋波動的螺旋式的結構部份，因為冷的北風侵

入取代而被迫舉升，向外拋出的小渦旋流體胞，

垂直對流加劇、切線方向速度增加，直線移行速

度增快、離心半徑加大，波動的直線排列屬性增

加，增加顯性擾波發展在特定地點的持續性與會

聚性等，通常在臺灣東部發生小區域、突發性、

持續且劇烈的天候現象。    強勁的北風或東北

風發生在臺灣南端時，造成恆春強勁落山風，此

時又恰有活躍於臺灣南方海域的熱帶氣旋波動，

氣旋波動渦旋流體向北凸出，小渦旋流體胞的離

散、分裂與拋出，向著臺灣南端，增強了落山風。 

 

四、感言與誌謝 
          2010 年 11 月，丹麥（Kongeriget 

Danmark）和捷克（Česko）的科學團隊得到布拉

格（Praha）市政府准許，再度檢驗 Tycho Brahe
的遺體；2011 年 10 月，由歐洲太空局發射的高精

密度民用衛星，以 Galileo Galilei 命名；科學界的

先進先賢所帶給人類的視野與幸福，深深地影響我

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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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兩個低壓的氣旋波動：幅合相吸兩個相吸，       圖二：兩個高低壓靠近時的波動：發散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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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旋波動間的互動，以反時針走向互相繞行             左邊冷高壓，右邊熱帶氣旋波            
                   

 
圖三：沉降的東北風侵入熱帶氣旋波動→強冷大氣取代氣旋波動低層→氣旋波動被舉升＋向心力失衡示

弱或離心半徑增加→小區域、持續、劇烈的對流雲雨胞 

            
圖四：芭瑪(PARMA)2009-10-04-14:30     圖五：芭瑪(PARMA)2009-10-04-20:30 

衛星雲圖                                      衛星雲圖 

                    
圖六：芭瑪(PARMA)2009-10-05-14:30          圖七：琵琶（PEIPAH）與 11 月 6 日 00Z 

衛星雲圖                                           區域地面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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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至仲秋臺灣與近海強烈熱帶氣旋波動的分裂型波變 
劉明禮   中央氣象局退休人員 

摘要 
2005 年夏天的 Haitang 和 Talim、2007 年仲秋的 Crosa 等強烈熱帶氣旋波動，在橫越綿延

高聳的臺灣山脈時，氣旋渦流柱體垂直向上伸展，加上前者遇及臺灣山脈中北段，後者遇及

臺灣山脈北端，各別在山脈地形的單狹縫繞射效應(劉明禮:2011)與邊緣繞射效應作用下，助

長氣旋波動翻越山脈；此外，當波動中心緯向移行，而且加速靠近臺灣山脈，遵循角動量守

恆原理和遮蔽效應，造成波動裡直徑約一百多公里，涵蓋中心的氣旋波動內層部份，隔離分

裂，波動中心沿臺灣山脈向風面邊緣，發生全反射現象，走向轉為沿著 121.6°E～121.7°E 南

移後，以反時針走向繞圈子。 

臺灣山脈對強烈熱帶氣旋波動的擠壓、推升、繞射效應、遮蔽效應、全反射和角動量守

恆等作用，造成氣旋波動分裂為內外層。從質通量的觀點，山脈擠壓加速，氣旋波動從圓形

型態波變為橢圓形型態，波動重心背離山區偏移，產生向心力和遵循角動量守恆原理，對應

於童玩用繩子抽打旋轉中的陀螺時的向心力分量，造成繞行運動的重力學原理相同。氣旋波

動分裂後，内層部份裏的波動中心，以氣旋走向做繞行的現象顯示：在合成前或分裂後的兩

氣旋波動之間，都具有以氣旋方向互繞的特徵。 

關鍵詞：遮蔽效應 (sheltering effect)；陀螺儀（gyro）；長軸(major axis) ； 

        質量通量(mass flux)；大氣氣塊（air parcel）；小氣旋胞(cells) 

 

一、基本觀念 
當波能的傳遞方向或傳播遇及變異介面時，發

生折射或全反射等現象﹔以及波能傳播遇及障礙

物的缺口或邊緣處，發生干涉或繞射現象，在日常

生活中，聲波的繞射是最常遇到的。作者近年來的

一系列研究裡，著力於將大氣擾波波動遇及山脈地

形作用所造成的反應，對應到古典的物理波動學，

探討山脈作用效應後所呈現的顯性擾波現象；其中

在隆冬季節，強的東北風伸展至臺灣南端，發生劇

烈的繞山沉降運動，造成強勁的落山風，橫行於恆

春及鄰近區域﹝劉明禮；2008,2009﹞，是典型的

邊緣繞射現象。另外，位於臺灣山脈的南二段，從

卑南主山後到北大武山山區的凹陷山區，和位處臺

灣山脈的中北段，從奇萊山區以南到卓社山區，它

的東西向縱深短，當旺盛或強烈的大氣擾波波長在

近百公里，橫越臺灣山脈，遇到此等特殊的山區分

佈時，容易發生類似於波動學裡的單狹縫繞射或干

涉現象，造成背風面乾熱且顯性的焚風﹝劉明禮；

2010,2011﹞。 
作者所做關於 2004 年活躍於臺灣近海的

Mindulle，當它的波動中心沿著約 121.6°E～121.8°

E 北移(21.8°N~22.8°N)，與奇萊山區相距在 150 公

里～250 公里時，在背風面的中臺灣，發生顯性的

焚風現象，但與奇萊山區相距少於 150 公里以後，

則焚風現象消失或不明顯，此種現象明確的顯示：

在臺灣近海經向移行的熱帶氣旋波動，包括中心且

直徑約 150 公里以內的氣旋波動，將被臺灣山脈所

遮蔽，難以翻越。作者將這種現象或作用稱為遮蔽

效應。本研究所擷取的三個強烈熱帶氣旋波動，夏

天的 Haitang 和 Talim 的波動中心約在 23.9°N、122.6

°E 附近、加速向西移行，隨後都在 122.0°E 附近，

向西南再轉向南或經向移行；仲秋的 Crosa 的波動

中心約在 24.3°N、123.2°E 附近，加速向西移行，隨

後在 24.6°N 122.1°E 附近，向西南再轉向南或經向

移行，此一段時間的氣旋波動，恰好位於地形上的

繞射效應與遮蔽效應區域，導致氣旋波動內外層分

裂：此等夏天與仲秋的強烈熱帶氣旋波動橫越山脈

時，它們的外層部份，前者與物理波動學的單狹縫 

繞射相似、後者與邊緣繞射現象相似；內層的直徑 
約一百多公里左右，包括氣旋波動中心部份，則因 

為山脈遮蔽效應作用，都是沿著臺灣山脈，在向風 
面發生擠壓、全反射與繞圈子現象。從臺灣山脈對 

氣旋波動外作用力的顯性存在，到減弱為不顯著的 

過程裡，波動型態則從圓形波動轉變為橢圓形波動 
型態，再從橢圓形波動型態轉變回圓形波動型態。 

本研究以下所探討的熱帶氣旋波動，當置身於

高聳的臺灣山脈壓擠作用時，波動中心都維持著

925cb 的強度，顯現了角動量不變的特徵，隨後波

動中心的運動軌跡近似橢圓形(圖十四、圖十五)。 

二、熱帶氣旋波動中心在臺灣山脈東

北部近岸繞圈子的波變特徵 
（一）從圓形波動波變為橢圓形波動： 本研究裡

的強烈熱帶氣旋波動，Haitang 在 2005 年 7 月 18

日 5 點～13 點，Talim 在 8 月 31 日 23 點～9 月 1

日 4 點，Crosa 在 2007 年 10 月 6 日 13 點～22 點，

波動中心發生繞圈子運動，從臺灣東部近海，向著

臺灣山脈接近時的中心氣壓都是 925cb，氣旋波動

的 10 級風暴風半徑約在一個經度左右(表一；圖一

～圖三)。熱帶氣旋波動中心的移行，向著山脈氣

壓梯度增強區域，移行速率加快都是在較大的轉向

後的時段：氣旋波動中心向西偏轉和發生全反射

後；以 Haitang 為例，分別為 18 日的 4 點～5 點、

7 點～8 點（圖一)。氣旋波動在臺灣東北部外海，

以西北〈Haitang、Crosa〉或西北西〈Talim〉的方

向移行靠近臺灣山脈後，圓形波動在高聳的山脈地

形擠壓下，迎向山區部份的氣壓梯度逐漸增強，偏

西移行分量加速。此一時段裡，熱帶氣旋波動的内

層部份，在臺灣山脈高聳的地形擠壓作用下，由圓

形氣旋波動變形為橢圓形氣旋波動。                         

（二）全反射特徵：三個強烈的熱帶氣旋波動，在

分裂後的内層氣旋中心走向，由西北轉偏西之後，

被山脈擠壓作用逐漸加劇，貼近山脈的區域被擠

壓，氣壓梯度加深，波動中心移行走向轉為與山脈

分佈平行、或與氣壓梯度垂直。此時，氣旋波動中

心與山脈距離最小，氣旋波動強度維持不變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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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心則幾乎沿著等壓線，向著氣壓梯度最強的

區域移行，由西向轉為西南向，再轉為經向或南向

時，靠近山區部份的風速、氣壓梯度及質量密度達

到最大值。隨後，氣旋波動被山脈彈射出去，中心

向東南方偏移，中心強度則一直都維持 925cb 不

變，因遠離山脈擠壓作用，強的氣壓梯度隨著氣旋

中心向東南移行，舒張減弱。橢圓型波的主軸方向

隨時間轉動，時間與對應角以 Talim 為例，從 8 月

31 日 21 時到 9 月 1 日 00 時為止（圖四～圖八）：

20 時［90°］、21 時［30°］、22 時［330°］、23 時［270
°］、00 時［330°］，其中 20 時～23 時的旋轉角速度

為 330°/小時，則在 9 月 1 日 00 時的方位角並非 
210°，這個方位角恰好是 330°的影像角，明確地表

示熱帶氣旋波動發生全反射現象（圖九)。 

（三）反時針方向的繞圈子現象：熱帶氣旋波動發

生全反射後，波動中心繞圈子，軌跡近似橢圓形，

而且熱帶氣旋波動也發生了由圓形波變成橢圓形

波，再由橢圓形波變回圓形波。波動中心的橢圓形

繞圈子週期：時速較快的 Talim，週期約 4 小時、

Haitang 與 Crosa 約 8～9 小時。最靠近山區時的經

度約在 121.6°E~121.7°E 附近，Haitang、Talim 與

Crosa 最南分別到達 23.3°N、 23.5°N、與 23.8°N。

隨後向北且向東偏移。整個繞圈子過程裡，盛夏季

節的 Haitang 中心強度不變，秋天的 Talim 與 Crosa

在移行到最南端的轉向處，中心強度各別減弱為

955cb 與 940cb（表一）。橢圓形波在全反射後的形

狀為 ，長軸呈東南到西北方向（圖十）；在最南

端的形狀為  ，長軸呈南到北方向（圖十一）；中

心向東北移出後，橢圓形波的形狀為 ，長軸呈

西南到東北方向(圖十二)。熱帶氣旋波動中心移行

完成繞圈子軌跡後，不再重蹈原來路徑，Haitang、 

Talim 和 Crosa 與原來走向夾角約為 90°、90°、60°

順時針方向的移出(圖一、圖二、圖三)。 

 

三、討論與結論 
（一）討論 

（1）分裂：強烈的熱帶氣旋波動，向著高聳的臺

灣山脈移行時，波動邊緣逐漸被擠壓造成波變：氣

旋波動半徑縮小，若此時的波動中心強度不變，則

整個渦旋流柱體向上伸展，或者是氣壓梯度增大，

大氣的流速增強，維持質通量和角動量的恆定。 前

者在山區向風面大氣上升造成低壓發展，後者在必

須做反時針走向運動狀況下，建構成有利於氣旋波

動向山區移行的趨勢。 
2005 年，Haitang 在 7 月 18 日的 4~5 點，Talim 

在 8 月 31 日的 22~23 點，從 23.9°N/122.6°E 附近，

各自向西加速，它們的中心速度都約為 45 公里/
小時；2007 年的 Crosa 在 10 月 6 日 10~11 點，從

24.3°N/123.2°E 附近向西加速，中心速度約為 55 公

里/小時；山脈向風面與熱帶氣旋波動相互吸引作

用明顯。熱帶氣旋波動緯向加速，而且幾乎以大於

一般速度的兩倍侵襲臺灣，對於整個熱帶氣旋波動

而言，角動量守恆機制極為重要。此時的強烈的熱

帶氣旋波動又都位於臺灣山脈的遮蔽效應作用區

域裏，雙重的影響導致氣旋波動中心在 122°E 附

近，偏轉為橢圓形軌跡走向。  

（2）全反射與繞圈子運動：本研究的内外層分裂

型氣旋波動，以本論文的第二章第二節的 Talim 為

例，敘述氣旋波動分裂後的內層氣旋波動發生全反

射現象，隨後此等包含波動中心的內圍部份，整個

做氣旋走向的繞圈子運動，對應於當兩個氣旋波動

複合時，相互之間以氣旋走向相吸繞行合併的現

象，則複合前或分裂後的兩個氣旋波動之間，都同

樣具有氣旋走向的互繞特徵。   

走向與山脈平行的熱帶氣旋波動，除了波動邊

緣經由繞射或干涉效應，否則不會翻越山脈；當強

烈的熱帶氣旋波動，以近乎緯向快速衝向近乎經向

分佈的臺灣山脈時，在維持角動量的恆定狀況下，

氣旋波動偏轉角度急增加大，波動中心的橢圓軌

跡，與山脈走向夾帶角小，或近乎並行，構成波動

的全反射現象(圖十四、圖十五)。在全反射期最貼

近山脈的 Talim 和 Crosa，波動中心在通過全反射區

後，移到最南端時，氣壓梯度向北舒展減弱，中心

強度減弱。回復期的繞行軌跡，橢圓形波動中心，

由東南逐漸轉東，轉為東北走向，再轉為西北走

向，此時的山脈地形擠壓作用變得微弱，繞行現象

不再顯著，氣旋波動再從不穩定的橢圓形型態返回

穩態的圓形型態(圖四、圖八、圖十三)。 
（3）質量通量守恆與重心偏移：臺灣山脈地形的

壓擠作用，造成熱帶氣旋波動近山區氣壓梯度逐漸

增強，由 Bernoulli 的能量守恆原理，以及質量通量

守恆原理公式，得知：整個氣旋波動在山脈地形的

壓擠地區，波動半徑逐漸減縮，氣壓梯度逐漸加

深，導引氣旋波動中心逐漸轉向而移行到此一區

域，而且大氣流速在此一區域逐漸增強，大氣質量

密度增加。整個過程的中心氣壓強度不變，熱帶氣

旋波動從圓形波變成橢圓形波。 

           常見的童玩，用繩子抽打旋轉中的圓柱形陀

螺，除了讓陀螺轉速加快外，通常也造成陀螺傾

斜，重心偏離而出現向心力繞圈子的現象。熱帶氣

旋波動被山脈地形的壓擠部份半徑減縮、密度增

強，整個氣旋波動的質心向背離山區的方向偏離，

造成氣旋波動中心繞圈子。當外力施予旋轉運動的

物體時，整個運動機制維持角動量守恆，旋轉軸做

橢圓形或圓形運動。所以，重心偏移時產生向心力

或角動量守恆，都是構成氣旋波動軸心軌跡繞圈子

的大氣動力學機制。 

（二）結論                                

（1）強烈熱帶氣旋波動現象與特徵：2005 年盛夏

的 Haitang 和夏末的 Talim，2007 年仲秋的 Crosa，   
三個       強烈熱帶氣旋波動在臺灣東北方近海時，                    

Haitang 和 Crosa 以西北走向、Talim 以西北西走向

分別逼近臺灣山脈偏北區段；夏天的 Haitang 和

Talim 約在 23.9°N/122.6°E，仲秋的 Crosa 約在 24.3°

N/123.2°E 附近時，氣旋波動中心轉為緯向後加快

速度，一小時內各以約 45 公里及 55 公里的速度衝

向臺灣，並且都約在 122.0°E~122.1°E 附近，波動中

心發生向西南偏轉的現象，強烈熱帶氣旋波動則明

顯的分裂為内外層。外層翻越過臺灣山脈偏北區

段，被遮蔽的内層部份，直徑一百多公里且包含中

心的氣旋波動擾波，隨後沿著臺灣山脈向風面做氣

旋走向的繞圈子現象。 

（2）大氣動力學機制：夏天的 Haitang 和 Ta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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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的 Crosa 圓形波動，在高聳的山脈地形擠壓

下，維持或遵循角動量守恆原理，氣旋波動半徑

縮小，整個渦旋流柱體向上伸展，氣旋波動遇及

臺灣山脈的中北段與北端時，波動外圍擾波因為

單狹縫繞射、邊緣繞射效應而翻越，促成氣旋波

動中心緯向加速移近臺灣山脈，角動量守恆的動

力機制，加上迎向山區部份的氣壓梯度快速增

強，有利於氣旋波動做橢圓形軌跡運動，當氣旋

波動的內圍部份，位處遮蔽效應區域，走向轉向

西南，而沿著臺灣山脈向風面發生全反射的現

象，再轉為沿著 121.6°E～121.7°E 向南移。  

從重力運動學的觀點，遵循角動量守恆機制

的物體，軌跡為等面積速率的圓形或橢圓形；從質

通量的觀點，山脈擠壓加速，造成氣旋波動的重

心，向著背離山脈方向偏移，對應於童玩用繩子抽

打旋轉中的陀螺時，產生的向心力分量，所造成旋

轉軸繞圈子運動的重力學架構相同。   

分裂後的内層擾波做反時針方向的繞行運

動，與兩個氣旋波動複合時互相繞行運動相同，即

合成前或分裂後的兩個氣旋波動之間，都具有以氣

旋方向互繞的特徵。 

 

四、感言與誌謝 
抗壓與抗震的偵測與應變時效性，從高科技的

精密儀器設計到日常生活使用的電子用品維護與

穩定、陸地運輸、海空航安、建築物防震研發，至

今已有相當重大的成果；本研究裡的氣壓分佈，將 

 

等壓線分佈變化，當成作用力造成彈簧體的形變 

與回穩過程，尋求讓不穩定的能量呈現時，得以 

快速感應、反應跳脫、建立轉換和傳輸消散的機 

制，俾能回歸穩定，並且要求整個機制架構，所 

造成的誤差損壞減低到最少，是另一種值得思考 

運用的主題。本研究的熱帶氣旋波動資料，來自 

“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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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Haitang、Talim 和 Crosa 三個強烈熱帶氣旋波動中心橢圓形軌跡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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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Haitang                      圖二：Talim                           圖三：Crosa  

說明：強烈熱帶氣旋波動中心橢圓形軌跡，從左到右—— Haitang(2005 年 7 月 18 日，03h-14h)、Talim(2005 年 8 月 31 日 

20h～9 月 1 日 04h)、Crosa(2007 年 10 月 6 日，11h-22h) 
 
 

                         
              圖四：2005-08-31-20 /90°（23.8°N/122.8°E）圖五：2005-08-31-21/30°（23.9°N/122.6°E）圖六：2005-08-31-22/330°（24.0°N/122.2°E）               

         

   
圖七：2005-8-31-23/270°（24.0°N/122.0°E）圖八：2005-9-01-00/330°（23.9°N/121.6°E）    圖九：圖四～圖八長軸方向對照，黑實 
說明：圖七～圖十一為強烈熱帶氣旋波動 Talim 的雷達回波圖，                      線、黑斷線斷線各表反射波與它的影像 
圖下方分別為年-月-日-時及長軸方向角，氣旋波動中心當時的（緯度/經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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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2005-9-01-01(925cb)             圖十一：2005--01-02(955cb)              圖十二：2005--9 -01-03(955cb)  

                說明：圖十、圖十一、圖十二為強烈熱帶氣旋波動 Talim9 月 1 日 01 時～03 時的雷達回波圖，圖下方標示月-日-時、中心 
（氣壓強度）、核心部份的橢圓形波動分佈特徵 
 
 
 

                
           圖十三：2005-9-01-06 強烈熱帶氣旋波動       圖十四：強烈熱帶氣旋波動中心          圖十五：2005-盛夏強烈熱帶氣旋波動 

Talim 的雷達回波圖                         在臺灣東部近岸繞圈子現象               Haitang 路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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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GPS反演大氣可降水及年變化分析 
 
 

葉大綱1、王傳盛1、蕭棟元2、洪景山3、蔡雅婷3 
國立台北大學 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1 

醒吾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2 
中央氣象局 氣象資訊中心3 

  

摘    要 

台灣近年來因季節或颱風等因素而帶來大量雨水，形成某些區域發生土石流或水災等

天然災害，不僅造成某些區域人員傷亡，進而影響經濟層面上的重大損失。西太平洋國家

如台灣、日本以及中國大陸等，每年約5~6月期間是梅雨發生的時段，經常形成連續的降雨。

而雨水來自大氣對流層中之水氣，其屬於一種不穩定的狀態，於氣候上的變遷，更扮演一

種能量傳遞角色，形成真實降雨量也有延遲的可能性，本文採用中央氣象局提供的觀測資

料，討論大氣中之可降水量（Precipitable Water Vapor, PWV）與實際降雨量的趨勢分析。

因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觀測站與雨量站彼此不共站，故以95個
衛星追蹤站找出和氣象局的最短距離的測站，共有92個雨量站，藉此縮小環境誤差影響，

且利用GPS訊號以Bernese 5.0求解對流層濕延遲量及反演可降水量資料與真實降雨量互相

做比對，表現出台灣各區在2006-2011年期間之年週期變化趨勢，且真實反映對流層延遲變

化情形。成果顯示，各區可降水量的年週期呈現一致的趨勢，因對流層水氣含量屬於範圍

性籠罩台灣上空，其每年數據之線性關係有上升趨勢，年增量介於0.67-0.83 mm之間，但

卻與實際降雨量不一致。實際降雨量較高的情況下，通常即有氣流影響或颱風事件因素，

使累積雨量增加，吾人藉由數據的統計分析得知6年期間的實際降雨量變化之情形與天氣事

件較為相關。 
 

關鍵字：全球定位系統、大氣可降水、對流層濕延遲、降雨量、年變化。 
 

一、前言 

GPS 源自美國 1970 年的導航衛星定位應用，而

後因許多誤差來源之影響，逐漸發展成差分定位技術

（Differential GPS, DGPS），此原理為使用兩台或兩

台以上的接收儀同時觀測，將觀測方程式作線性運算

後，能有效減少誤差影響，此技術在許多工程領域中

成為有一定的必要性。除了工程領域另外，在氣象科

學上的應用也逐見獲得肯定，主要目的是利用 GPS

訊號傳至地表接收儀時，通過大氣層使訊號產生延遲

效應，應用地球大氣折射原理，去反推算大氣中原來

之延遲訊息，進而提供氣象學或大氣科學相關學術領

域之發展。 

水氣含量在大氣中所佔的比例最多只達大氣總

容積量的 4%，於地表垂直向上起算 4 公里範圍內有

75%集中量，再細分時於地表向上 2 公里範圍內有

50%集中量，大部分水氣還是停留在對流層中，其含

量約有 99%（Wikipedia, 2008）。水氣也是唯一能夠

以三種型態出現在自然界的變動氣體，此三種型態分

別為蒸發與凝結、融化與凝固、吸收與釋放，並藉由

這三態相位能量的相互改變，可衍生出各種天氣現象

（謝瀚德，2006）。水氣的相位改變皆附有極大的能

量變化，這些能量的傳遞都會影響大氣結構的現況及

型態，特別是像雷雨、颱風等劇烈天氣變化。對於氣

象監測或天氣預報來說，水氣更是扮演著重要的指

標，因此藉由觀測水氣的分佈，有助於了解和評估天

氣系統的變化，因此偵測大氣中的延遲量之變化，對

於掌握特定天氣現象具有相當大的幫助，也顯示延遲

量的估計是具有其重要性。 

GPS觀測資料經 Bernese5.0軟體計算以載波相位

二次差分方式求解，以最小二乘法消除週波未定值就

228



 

  

可得到各站的對流層天頂總延遲量（Zenith Total 

Delay, ZTD），最後再配合 Saastamoinen 估計模式及

Niell 映射函數，計算對流層的乾延遲部份，只要將總

延遲量減掉乾延遲量就可獲得天頂向的對流層濕延

遲量。若要求得大氣中的濕延遲量與可降水量之關

係，則再乘上一轉換因子Π，其經驗值約 0.158-0.167

之間，可將此延遲量轉化為可降水量（PWV），其單

位為 mm，與實際降雨量可做年週期趨勢分析，藉此

了解實際降雨量是否與大氣中的水氣有所關係。 

 

二、資料處理 

首先選擇研究的時段，從 2006 年 1 月至 2011 年

12 月，共 6 年期間內收集觀測資料，所使用的資料分

為兩種，分別為 GPS 連續觀測資料及降雨量資料，這

兩種資料分別有不同的處理方式，再將台灣區分為五

個區域做資料整合，分別為北部、中部、南部、東部

及山區等五區。 

2-1  氣象資料 

本研究雨量站之降雨量資料是由中央氣象局所

提供，一天有 24 筆的逐時資料，其資料時間為 2006

年至 2011 年，由於 GPS 資料時間與降雨量資料時間

相差 8 小時，於整理時需統一時間，本論文研究中僅

使用自動觀測站逐時雨量資料的部分。台灣區域共有

490 個氣象雨量站的分布，如板橋、淡水、蘇澳、臺

中、高雄、恆春、墾丁、阿里山及新竹等氣象雨量站。

因雨量站與 GPS 測站彼此不共站，雨量站的選站方式

由 GPS 測站的位置而決定，採用空間距離的計算方

式，找出彼此間最近距離之雨量站資料作為本研究數

據，故總共選出 92 個雨量站。 

2-2  GPS連續觀測資料 

GPS 衛星資料是由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量中心

與中央氣象局所提供，其資料時間為 2006 年至 2011

年，而地面接收儀每 30 秒取得一筆 GPS 數據，經由

Bernese 5.0 計算之後，取得逐時資料作月平均數據分

析其趨勢。以台灣概略分為五區作為呈現方式，分為

北部、中部、南部、東部及山部地區，共有 95 個衛

星追蹤站，如 LTUN、SLNP、SANJ、CHIN、LUKN、

MITO、FUNY、SGUN、HNSN 及 SALU 等測站，其

分佈如圖 1 所示。而北部地區的平均高度為 171.9 公

尺，中部地區的平均高度為 189.8 公尺，南部地區的

平均高度為 90.2 公尺，東部地區的平均高度為 116.1

公尺，山區的平均高度為 1094.8 公尺。其座標與所搭

配的雨量站最短距離，所有雨量站與 GPS 測站平均距

離為 3.27 公里，最遠距離為 8.16 公里，盡量使環境

因素相同為目的。 

 

圖1  GPS衛星追蹤站位置分布圖 

2-3  彙整GPS各站及氣象資料 

將台灣區分為北部、中部、南部、東部及山區共

五區，依照 95 個 GPS 測站地理位置填入該五區中，

如圖 2 所示。再依照站名、日期、GPS 資料及降雨量

資料，整理複製貼上至 Excel，當中可能有缺少資料

的情況，則採用月平均值方式計算 2006 年至 2011 年

的資料。最後依照各測站，計算五區的 PWV 與降雨

量之月平均值，降雨量資料是逐時資料，一個小時一

筆資料量，需乘上 24 小時再乘上 30 天，即可得到月

降雨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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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台灣五區之GPS測站位置 

2-4  調和分析方法 

在過去 200 年的研究中，調和分析已被廣泛應用

在許多領域中，主要涉及極大函數方法、位勢理論及

調和函數理論等。基本波形的疊加的函數或是信號表

示的數學分支皆是此方法的研究範疇。調和分析又稱

為傅立葉分析，是將一個函數以傅立葉級數展開，而

本文以調和分析將可降水量和實際降雨量做傅立葉

級數展開成連續規律值，公式如下： 

 

 

其中， 為平均量，  為振幅， 

為角頻率， 為相位角。此分析

方法對於某時某地的資料記錄情形能推求其振幅及相位角，

亦可決定資料特性與推算未來的數值狀況（陳宥珊，2011）。 

 

三、計算成果與分析 

3-1  可降水量於2006-2011年期間趨勢 

本研究將台灣區分成五區來做說明，分別為北部

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東部地區及山區等，來

探討 GPS 所計算的 PWV 值與降雨量之年期間趨勢分

析。由圖 3 中，X 座標為月份，時間從 2006 年 1 月

至 2011 年 12 月，Y 座標為可降水量，藍色的線代表

GPS 所計算的 PWV 值，紅色的線代表調和分析之數

據，紫色的線代表 GPS 之 PWV 的線性趨勢。圖中紅

線的振幅為 12.10 mm，表示乾季與濕季之間的最大差

異量有 24.20 mm 之多，其相位量為 203.87 度，經由

計算後得知，北部地區每年的平均最大水氣含量在

6.75 月份（7 月 23 日），以 2006、2007 年來看，雨

季來臨的時間可能比較早，在 2008、2009 年的期間，

雨季來臨的時間可能比較晚，由其斜率值得知平均每

年上升 0.68 mm，6 年期間 PWV 總共上升了 4.08 

mm，此值與 6 年平均值之差異比率達到 10.26%。 

 

圖3  北部地區PWV趨勢圖 

由圖 4 發現紅線的振幅為 13.10 mm，表示乾季與

濕季之間的最大差異量有 26.20 mm，其相位量為

201.29 度，經由計算後得知，中部地區每年的平均最

大水氣含量在 6.71 月份（7 月 22 日），在 2006、2007

年期間，雨季可能來的比較早，而在 2008、2009 年

期間，雨季可能會來的比較晚，由其斜率值得知平均

每年上升 0.83 mm，6 年期間 PWV 總共上升了 4.98 

mm，此值與 6 年平均值之差異比率達到 1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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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中部地區PWV趨勢圖 

由圖 5 發現紅線的振幅為 12.88 mm，表示乾季與

濕季之間的最大差異量有 25.76 mm，其相位量為

204.99 度，經由計算後得知，南部地區每年的平均最

大水氣含量在 6.83 月份（7 月 25 日），由其斜率值

得知平均每年上升 0.71 mm，6 年期間 PWV 總共上升

了 4.26 mm，此值與 6 年平均值之差異比率達到 9.92 

%。 

 

圖5  南部地區PWV趨勢圖 

由圖 6 發現紅線的振幅為 11.53 mm，表示乾季與

濕季之間的最大差異量有 23.06 mm，其相位量為

207.68 度，經由計算後得知，東部地區每年的平均最

大水氣含量在 6.92 月份（7 月 28 日），在 2006、2007

年期間，雨季可能來的比較早，而在 2008、2009 年

期間，雨季可能會來的比較晚，由其斜率值得知平均

每年上升 0.67 mm，6 年期間 PWV 總共上升了 4.02 

mm，此值與 6 年平均值之差異比率達到 9.45 %。 

 

圖6  東部連續6年GPS趨勢圖 

由圖 7 發現紅線的振幅為 10.98 mm，表示乾季與

濕季之間的最大差異量有 21.96 mm，其相位量為

203.17 度，經由計算後得知，山區每年的平均最大水

氣含量在 6.77 月份（7 月 23 日），在 2006、2007 年

期間，雨季可能會來的比較早，而在 2008、2009 年

期間，雨季可能會來的比較晚，由其斜率值得知平均

每年上升 0.74 mm，6 年期間 PWV 總共上升了 4.44 

mm，此值與 6 年平均值之差異比率達到 13.40 %。 

 

圖7  山區連續6年GPS趨勢圖 

3-2  降雨量於2006-2011年期間趨勢 

如圖 8 所示，X 座標為月份，時間從 2006 年 1

月至 2011 年 12 月，Y 座標為降雨量，藍色的線代表

實際降雨量，紅色的線代表調和分析之數據，紫色的

線代表降雨量的線性趨勢。此區的降雨量較無週期性

的明顯變化，因此不容易顯示出乾、濕季之區別，由

圖中得知 2007 年 6 月累積雨量約有 650 mm，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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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9 月累積雨量約有 900 mm，這兩月份比較高的累

積雨量可能因颱風所導致，藉由套入調和分析的連續

變動值，得知北部地區振幅為 43.14 mm，其相位量為

265.58 度，經由計算後得知，北部地區每年最大累積

降雨量在 8.85 月份（9 月 26 日），由其斜率值得知

平均每年下降 3.55 mm，6 年期間降雨量總共減少了

21.30 mm。 

 

圖8  北部地區降雨量折線圖 

由圖 9 所示，此區的降雨量有週期性的變化，從

2006 年至 2009 年來看，累積雨量皆有達到 500 mm

以上，可能為梅雨期間及西南氣流之影響所導致，但

從 2010 年 8 月就開始下降，至 2011 年累積雨量皆無

超過 250 mm，藉由套入調和分析的連續變動值，得

知中部地區振幅為 139.72 mm，其相位量為 193.09

度，經由計算後得知，中部地區每年的最大累積雨量

在 6.43 月份（7 月 13 日），由其斜率值得知平均每

年下降 16.15 mm，6 年期間降雨量總共減少了 96.90 

mm。 

 

圖9  中部地區降雨量折線圖 

由圖 10 所示，此區的降雨量有週期性的變化，

累積雨量皆有達到 800 mm 以上，可能為梅雨期間及

西南氣流之影響所導致，藉由套入調和分析的連續變

動值，得知南部地區振幅為 287.77 mm，其相位量為

206.41 度，經由計算後得知，南部地區每年的最大累

積雨量在 6.88 月份（7 月 27 日），由其斜率值得知

平均每年下降 7.27 mm，6 年期間降雨量總共減少了

43.62 mm。 

 

圖 10  南部地區降雨量折線圖 

由圖 11 所示，此區雖有週期性的變化，但是在

2006 年期間累積雨量無超過 400 mm，與其他地區相

異，藉由套入調和分析的連續變動值，得知東部地區

振幅為 157.21 mm，其相位量為 253.44 度，經由計算

後得知，東部地區每年的最大累積雨量在 8.44 月份（9

月 13 日），由其斜率值得知平均每年下降 7.95 mm，

6 年期間降雨量總共減少了 47.70 mm。 

 

圖 11  東部地區降雨量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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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2 所示，在 2006 年 6 月、2008 年 9 月及

2009 年 8 月期間的累積雨量皆超過 1000 mm，推測可

能有發生颱風事件而導致，藉由套入調和分析的連續

變動值，得知山區振幅為 229.27 mm，其相位量為

207.13 度，經由計算後得知，山區每年的最大累積雨

量在 6.90 月份（7 月 28 日），由其斜率值得知平均

每年下降 17.44 mm，6 年期間降雨量總共減少了

104.64 mm。 

 

圖 12  山區部分降雨量折線圖 

四、結論與建議 

(1) GPS 所計算出之可降水量，以中部地區之振幅為

最高，達到 13.10 mm，由此可知中區每年的乾、

濕季之差距最大。南部與東部地區在 6 年期間的

平均可降水量皆有 42.50 mm 以上，北部與中部地

區的平均可降水量約有 39.75 mm 左右，山區的平

均可降水量為 33.12 mm。 

(2) GPS 所計算出之可降水量的波鋒關係，得知中部

地區的雨季來臨最快，約在 7 月 22 日，而東部地

區的雨季來的最慢，約在 7 月 28 日，以整個台灣

地區來看，雨季大概出現在 7 月底。 

(3) GPS 所計算出之可降水量的年增量以中部地區為

最高，其值為 0.83 mm/yr，但其他區域的年增量

值也不容忽視，皆有達到 0.67 mm/yr 以上，表示

目前台灣各區上空的水氣含量是每年逐漸增加，

對流層可能也在慢慢的累積能量當中，若在有利

的降雨條件下，將可能降下豪大雨，故不能輕視

之。 

(4) 降雨量以南部地區之振幅最大，其值為 287.77 

mm，表示乾、濕季明顯，而北區之振幅最小，其

值為 43.14 mm，表示乾、濕季較不明顯。6 年期

間的平均降雨量以北部地區及山區最多，達到

2800 mm以上，其次為南部與東部地區，約有2400 

mm 以上，中部地區最少，約 1700 mm 左右。其

中以台灣平均年降雨量來看，在 2006 年至 2008

年期間較多，而 2009 年至 2011 年期間較少，降

雨量有減少的現象。 

(5) 降雨量的波峰之關係，中部、南部及山區的雨季

來的比較早，約在 7 月份期間，此期間正好是梅

雨季節，而北部與東部地區的雨季則來的比較

晚，約在 9 月份期間，此期間大多是颱風季節，

此現象也驗證了因梅雨季節所帶來的西南氣流容

易造成中部、南部及山區降雨的情況，而北部及

東部受到颱風影響而降雨。 

(6) 降雨量經過連續 6 年資料統計之後，只有東部區

域的年平均值是逐年上升，其上升值為 7.95 

mm/yr，只佔年平均總累積雨量的 0.3%，此增加

量非常小，表示目前台灣的降雨量並沒有太大的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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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是利用簡單的成本損失分析 (cost-loss analysis) 評估局地分析與預報系統 (Local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System, LAPS) 之系集降水機率預報相對於氣候預報的經濟價值 (economic value)，並且和單一預報的經濟價值進行比較。

進行成本損失分析的動機是讓不同的使用者可以根據已知或估計的成本損失比選擇不同的標準(機率值)來決定是否採取

防護行動，使經濟價值達到最大。最終目的在於讓天氣預報員專職預報，而將政策決定留給決策者。 

成本損失分析結果顯示：針對颱風個案，LAPS 6 小時定量降水機率預報 (probabilistic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PQPFs) 具有相當的經濟價值。要注意的是，因 LAPS 預報系統具有明顯的濕偏差，若直接採用未校正的降水機率預報，

會因過度警戒而減損可以達到的最大經濟價值，此現象隨著降水門檻的提高而愈加顯著。此外，本研究亦比較系集預報和

單一預報的經濟價值。結果顯示：系集機率預報相對於單一預報可使較多(成本損失比範圍較廣)的使用者從中獲益，且提

供較大的經濟價值。這是因為系集預報具有濾除非線性誤差的能力，且可提供事件相關 (case-dependent) 的預報不確定性

訊息。 

關鍵字：系集機率預報、成本損失分析 
 

一、前言 

近年來由於電腦資源之增加以及了解大氣可預

報度之重要性，系集預報逐漸受到各天氣作業單位之

重視。透過系集方式產生的機率預報，可用以評估因

初始條件誤差和模式誤差所導致的預報不確定性。 

中央氣象局局地分析與預報系統 (Local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System, LAPS) 之系集降水機率預報自2008年5

月起已正式上線作業，提供每3小時一報的0-6小時定

量降水機率預報 (probabilistic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PQPFs)。LAPS系集預報系統(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EPS) 利用時間延遲之多組模式系集組成（time-lagged 

multimodel ensemble configuration）方式，建立12個成員的系

集預報。校驗結果顯示LAPS EPS具有良好的系集離散度 - 

預報能力關係 (spread-skill relationship) 以及相當的區辨能力 

(discrimination ability)，因此可得知為一品質良好且具有預報

能力的EPS (Chang et al. 2012)。 

使用者對於降水機率預報感到困擾之處在於不知道該採

用多大的機率值做為採取防護行動的門檻值。是否預報員能

提供一個最佳的機率門檻值，當降水機率超過此門檻時，使

用者就必須要採取防護行動 (例如：封路、搭建遮雨棚或停

止上班上課) 呢? 這樣的問題牽涉到使用者所考量的成本與

損失，與社會經濟相關，即所謂的經濟價值。相較於單單參

考氣候資訊 (亦即只參考天氣事件過往的平均發生頻率)，如

果採用某預報系統的資訊可以幫助使用者降低成本花費或減

少財產損失，則表示此預報系統對使用者而言是有經濟價值

的。事實上，對不同的使用者 (例如，防災單位與農業單位) 

而言，成本與損失考量會有差異，因此所關心的經濟價值會

對應至不同的機率門檻值需求。使用者可以選擇一個可以達

到最大經濟價值的機率門檻值，做為決策之參考。 

本研究主要是利用簡單的成本損失分析 (cost-loss 

analysis, Richardson 2000) 評估LAPS系集降水機率預報相對

於氣候平均是否提供某種程度的經濟價值，並且和單一預報

的經濟價值進行比較，以了解系集降水機率預報相對於單一

預報的優勢。成本損失分析背後的動機在於讓不同的使用者

可以根據已知或估計的成本損失比例，選擇不同的標準 (機

率門檻值)來決定是否採取防護行動，使經濟價值達到最大。

當然，並非所有的價值都能以金錢來表示，例如人民的生命，

但是以成本損失比來表示的經濟價值分析確實可適用於大部

分的狀況。而經濟價值分析的目的在於讓天氣預報員專職預

報，而將政策決定留給決策者。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部份將簡單介紹LAPS EPS和個案資

料，第三部分介紹成本損失分析，第四部分是結果與討論，

包括LAPS系集機率預報的經濟價值分析、偏差校正對經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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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析之影響以及系集機率預報和單一預報之比較。第五部

分是經濟價值之應用實例，最後一部分是結論與展望。 

二、LAPS EPS及個案資料 

LAPS短時預報系統最大的特色在於採用非絕熱

資料同化建立模式初始場，因此可有效減輕傳統模式

在積分初期的調整問題(spin-up problem)，因而大大提

升短時（0-12小時）降水預報之能力。而LAPS EPS主

要是利用不同背景場 (包括NECP GFS模式以及CWB 

NFS模式的預報場)建立兩組分析場，再利用兩個不同

中尺度模式 (MM5和WRF/ARW) 產生四組基本系集

成員。此外在時間延遲的架構下 (每個中尺度模式每3小時

初始化一次) ，將此四組基本系集拓展為總共12個成員的時

間延遲之多模式系集預報 (如圖1所示)，並以此系集預報產

生降水機率預報。舉例說明，針對10mm/6h此降水門檻，如

果12個系集成員中有9個成員所預報的6小時累積降水超過

10mm，則降水機率為75%  (= 9 / 12)。 本研究用以評估經

濟價值的個案包括2008 - 2009年8個颱風個案的0-6小時 

PQPFs (表2，共148 個 0 - 6小時PQPFs)。LAPS的模式範圍

及做為雨量觀測的雷達降水估計範圍如圖2所示。 

長期的統計校驗顯示LAPS EPS具有明顯的濕偏差，因

此我們利用線性迴歸 (linear regression, LR) 方法 (Yuan et al. 

2008) 針對PQPF進行校正 (偏差修正)，結果顯示此校正可明

顯提升PQPFs的預報能力。在本研究中我們同時也比較有無

校正之0-6小時PQPFs的經濟價值差異。 

二、成本損失分析 

一個預報系統的經濟價值定義如下: 

V =     (1) 

其中  是僅參考氣候資訊來決定是否採取防

護行動狀況下的費用期望值，E 是以預報系統

資訊做為決策參考的費用期望值，而E 是假設

有一完美的預報系統可以對天氣事件的發生與否提

供永遠正確的預報，當使用者以此完美預報系統的

資訊做為決策參考時可以得到的最小費用期望值。

Ｖ的值域從負無限大到 1，採用完美的預報系統可得

到最大的經濟價值 (V=1)，當預報系統的預期費用等

於(或大於)只採用氣候資訊的預期費用時，經濟價值

為 0 (或負值)。簡言之，負的經濟價值代表參考預報

系統的資訊將負擔多於參考氣候資訊的費用。要避

免這樣的情況發生，則必須透過經濟價值評估使決

策達到最佳化。 

假定一個決策者是否採取防護行動，全然根據

某個預報系統的天氣預報資訊而定。那麼根據長期

的預報結果，我們可以使用一個 2×2 的列聯表 (表

1) 來評估究竟使用者能否從此預報系統獲益。當天

氣事件沒有發生且使用者也無採取防護行動 (correct 

rejection) 時，使用者沒有任何成本損失 (N=0)。若事

件發生而使用者未採取行動 (miss)，則使用者將承受

損失 (L = L +L ，其中L 是可預防的損失，L 是採

取行動也無可避免的損失)。當事件沒有發生卻採取

行動 (false alarm) 時，使用者將負擔防護行動的成本

(C)。要說明的是，C 必須要小於 L (C < L)，才有採

取行動的必要。最後一種狀況是當事件發生而使用

者也採取行動 (hit)，此時除了負擔防護行動的成本 C

外，還必須承受採取行動也無可避免的損失  (C ≦ 

C+L  < L)。 

根據過去長期的預報校驗結果，我們可以求出

表 1 中四種狀況的相對頻率 (h、m、f 和 c )。此外，

由統計的觀點，我們也可以求出： 

= h (C + ) + f C + m (  + )   (2) 

 = ̅ (C + )    (3) 

 = min [ o	(  + ), C + o 	]   (4) 

其中 ̅是事件的氣候頻率 (climatological frequency)。

倘若氣候資訊外別無其他預報資訊可參考，則使用

者只有兩種選擇，一則總是採取防護行動 (費用期望

值為 C + o )，另一則是永不採取行動 (費用期望

值為 o	(	  + ))。唯有使用者參考預報系統資訊的

費用期望值低於參考氣候資訊的費用期望值時，使

用者才會選擇使用此預報系統。 

    將方程式(2)-(4)代入(1)，此外，h+m = ̅且 f+c = 

1- ̅，則可得到 

V = 
,

     (5) 

成本損失比 (cost-loss ratio) 的定義為γ = C /	 ，代

入方程式 (5) 即可得到 

V = 
,

,
      (6) 

由上式可知，經濟價值關乎預報系統的模式表現 (h, 

f 和 m) 外，同時也與事件的氣候頻率	o，以及使用

者的成本損失比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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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分析 

LAPS EPS 具有12 個系集成員，因此使用者在決定是

否採取天氣相關之防護行動時，有 12 種不同的機率門檻值

Pt (threshold probability) 可供選擇。亦即，使用者可選擇當12, 

11, 10,  …, 或只要 1 個系集成員預報有天氣事件發生，就

採取防護行動。 

事實上，每一個機率門檻值 (或決策標準) 都對應到

一個不同的經濟價值。使用者可以根據自身的成本損失比，

選擇提供最大經濟價值的機率門檻值，此即為 EPS 相對於

單一預報的優勢所在 ，因為單一預報只有一種機率門檻值 

(100 %) 可供選擇。過去的研究證明，針對完全可信的預報 

(perfectly reliable forecasts)，可以得到最大經濟價值的最佳機

率門檻值恰好等於使用者的成本損益比γ (Murphy 1977)。

當預報系統有預報偏差時，必須先進行偏差修正，或是根據

歷史個案之統計結果選擇適宜的機率門檻值來補償預報預

差，以達到最大經濟價值。 

（一）LAPS 系集機率預報的經濟價值分析 

圖3 顯示校正過的LAPS 0-6 小時PQPFs 在10mm / 6h

的降水門檻下，採取不同降水機率預報值做為機率門檻 Pt 

的經濟價值分佈圖。此圖說明機率門檻值的選擇對於可達到

的經濟價值大小有決定性的影響。舉例說明，針對成本損失

比γ= 0.25 的決策者而言，如果以降水機率0.25 ( = 3 / 12 )做

為機率門檻Pt而採取防護行動，則可達到50 %的經濟價值；

如果選擇較嚴格的Pt = 8 / 12，只能達到9%的經濟價值；但

如果降水機率超過0.75 ( = 9 / 12) 還不採取防護行動，則無

法利用此預報系統獲得任何經濟價值。此圖還顯示，在

10mm / 6h 此降水門檻下，成本損失比介於0.025 到0.8 之間

的使用者均可因參考LAPS PQPFs 進行決策而獲益 (亦即，

得到大於僅參考氣候平均值的經濟價值)。此外，就所有使

用者而言，成本損失比γ= 0.27 的使用者可以得到整體最大

的經濟價值 (V = 0.53)，0.27 恰好就是6 小時累積降水達到

10mm 此事件的氣候頻率 o。研究指出，對於γ等於天氣事

件之氣候頻率o的使用者，可得到最大的經濟價值 

(Richardson 2000)。 

(二) 系集成員數目多寡對經濟價值之影響 

如前所述，LAPS EPS 共有12 個成員，因此可提供1/12, 

2/12, …12/12 共12 種不同的降水機率值。但針對γ= 0.05 (小

於1 / 12) 的使用者，在採用校正後的PQPFs 時，若依照理

論選擇 Pt = 0.05 可得到最大的經濟價值，但因所使用的系

集數目，所能獲得的最佳狀況僅能選擇Pt = 1 / 12。事實上，

成本 C 遠小於 的使用者其γ相對很小，這些使用者在參

考只有12 個成員的LAPS PQPFs 來進行決策時，很可惜的

都會因為系集成員數目不足而減損了經濟價值。再者，LAPS 

PQPFs 的機率間隔 dPt = 1 / 12，因此γ介於1 / 12 的兩個整

數倍之間的使用者也會同樣出現機率解析度不足的問題，例

如 γ= 0.7 的使用者，若依照理論選擇 Pt = 0.7 可得到最大

的經濟價值，但因LAPS PQPFs無法提供0.7此降水機率值，

使用者必須退而求其次，改採8 / 12 (~ 0.66) 或9 / 12 (= 0.75) 

做為最佳機率門檻值，這也會減損經濟價值的評估。 

此外，針對氣候頻率o小於 1/12 的降水事件，使用者

也會遭遇到同樣的問題。圖4 是以本研究共8 個颱風個案作

為氣候樣本，統計得到颱風天氣系統在不同降水門檻下的氣

候頻率 	o。可以發現：針對降水門檻大於35mm / 6h 的事件 

(o = 0.0848)，使用者都會因為LAPS EPS 無法解析到像氣

候頻率o如此小的降水機率而無法從此EPS中獲得足夠的經

濟價值。倘若要完全解析極端降水事件，LAPS EPS 的成員

數勢必要增加。舉例說明，若要解析70mm / 6h 此降水事件 

(o ~ 0.025= 1/40)，LAPS 大約需要擴增到40 個成員；而

要解析140mm / 6h 此降水事件 (o ~ 0.005 = 1/200)，大約

需要擴增到 200 個成員。因此系集成員數在 EPS 經濟價值

上扮演著解析極端事件的重要角色。 

 (三)偏差校正對經濟價值分析之影響 

長期統計的預報校驗 (Chang et al. 2012) 顯示 LAPS 

EPS 有明顯的濕偏差，且隨著降水門檻的提高，濕偏差也愈

明顯。圖5 比較有無偏差校正的 LAPS 0-6 小時 PQPFs 在不

同降水門檻下 (1, 10 和20 mm / 6 h) 可達到的最大經濟價值，

以及達到此最大經濟價值時的最佳機率門檻值 (Pt) 分佈。

此圖顯示：如果能夠選擇適宜的系集預報機率做為機率門檻

值，則有無偏差校正均可達到相同的最大經濟價值。此最大

經濟價值即是LAPS EPS在某一降水門檻可以達到的最大極

限，也就是所謂的潛在經濟價值 (potential economic value)。 

此外，可以發現未經偏差校正的機率門檻值Pt 會高於

理論的機率門檻值 (Pt =γ)，且隨降水門檻的提高，實際Pt

高於理論Pt 的程度愈大。這是因為具有濕偏差的LAPS EPS

所預報的降水機率高於實際發生的降水機率所導致。舉例說

明，成本損失比γ= 0.5 的決策者在10mm / 6 h 此降水門檻下，

若根據理論會以Pt = 0.5 做為採取防護行動的依據，但實際

上當Pt = 0.75 時才需要採取行動。過度的採取防護行動雖不

至於增加損失，但卻會因為浪費成本而降低經濟價值。此時

必須根據長期統計的經濟價值分佈，選擇最佳的機率門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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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得到最大的經濟價值。 

(四）系集機率預報和單一預報之比較 

此部分用以進行經濟價值比較的單一預報是指未採用

時間延遲 (亦即未經初始擾動) 的4個系集成員，分別是以

NCEP的GFS預報場為背景場的LAPS-WRF-ARW : GFS和

LAPS-MM5:GFS模式以及以CWB的NFS預報場為背景場的

LAPS-WRF-ARW:NFS和LAPS-MM5:NFS模式。 

圖 6 比較系集機率預報和單一預報在不同降水門檻下 

(1, 10 和30 mm / 6h) 的最大(或整體)經濟價值。可以發現系

集機率預報相對於單一預報可使較多 (亦即，成本損失比範

圍所涵蓋的V > 0 較廣) 的使用者從中獲益，且提供較大的

經濟價值。此優勢隨著降水門檻的提高而愈加顯著。而高降

水門檻值亦對應於具有高度非線性動力發展的強對流事件。

而相較於單一預報而言，系集預報具有濾除非線性誤差，且

可提供事件相關 (case-dependent) 之預報不確定性訊息的優

勢 (亦即，透過系集散度或不同的機率預報值來提供與事件

相關的不確定性估計)。 

五、經濟價值之應用實例 

在同一地區有兩位種植不同作物的農夫，發生降水超

過30 mm / 6h的天氣事件時，兩農夫的作物都會受影響而必

須採取防護行動 (例如搭建防雨設施)。假設農夫甲和乙採

取防護行動的成本 ( C ) 均相同，但因作物價值的不同使得

兩者可避免的損失 (  ) 有顯著差異，其中農夫甲的 遠

小於農夫乙的 。假定農夫甲的成本損失比 γ = C /	  = 

0.9，而農夫乙的γ = 0.1。那麼，當降水機率超過90%時，

農夫甲才需要採取防護行動，但只要降水機率超過 10%，

農夫乙就必須採取防護行動。這個例子說明使用者可以根據

自身的成本損失比，採用不同的降水機率做為機率門檻值，

將機率預報轉換為採取行動或不採取行動的決定。 

假如有一個傳統預報只提供降水量多寡，長期校驗發

現針對30 mm / 6h 此事件的命中率 ( h / (h+f) ) 為70%，錯

失率 ( m / (m+c ) ) 為30%。由經濟價值分析可以得知：這樣

的預報僅對 0.3 < γ < 0.7 的使用者具有經濟價值。因此，

這樣的單一預報對農夫甲和乙而言，是沒有任何用處的，所

已兩個農夫會轉而採用氣候資訊來決定是否採取行動。假定

從長期統計得知某降水事件在降水門檻值 > 30 mm / 6h 的

氣候頻率	 ̅ = 0.2 (例如當颱風由台灣東岸登陸時，宜

蘭地區發生 6 小時累積降水> 30mm的平均頻率是

20%)。當此降水事件發生時農夫甲(γ > ̅) 根據此

資訊將永遠不需要採取防護行動，但農夫乙 (γ < 

	 ) 卻總是要採取防護行動。若要提供使兩位農夫

均有經濟價值的預報，則必須考慮包含 0.1 和 0.9 此

二降水機率值的機率預報。這樣的機率預報可輕易

的由系集預報所提供，但卻可以很實際的幫助農夫

甲(或乙)適時的採取(或放棄)防護行動以節省花費。

亦即，農夫甲必須在降水機率 > 0.9 時採取行動，而

農夫乙只需要在降水機率 > 0.1 時才需要採取行

動。 

六、結論及展望 

本研究主要是利用簡單的成本損失分析評估 LAPS 0-6

小時PQPFs 相對於氣候預報的經濟價值，並且和單一預報的

經濟價值進行比較。研究動機在於讓不同的使用者可以根據

自身的成本損失比選擇不同的機率門檻值來決定是否採取防

護行動，使經濟價值達到最大。同時，讓天氣預報員專職預

報，而將決策權留給使用者。 

研究結果顯示：針對颱風個案，LAPS 0-6 小時 PQPFs

可以提供一定範圍的使用者相當程度的經濟價值。要注意的

是，因 LAPS 預報系統具有明顯的濕偏差，若直接採用未校

正的降水機率預報，並根據理論的機率門檻值來決定是否採

取防護行動，會因為過度警戒而減損可以達到的最大經濟價

值。此時，必須根據長期統計的經濟價值分佈，選擇最佳的

機率門檻值，才能補償因為濕偏差所減損的經濟價值。 

此外，我們也比較系集預報和單一預報的經濟價值差異。

可以發現：系集機率預報相較於單一預報可使較多 (亦即，

成本損失比範圍較廣) 的使用者獲得經濟價值，且提供較大

的經濟價值。這是因為系集預報具有濾除非線性誤差的能力，

且可提供事件相關 (case-dependent) 的預報不確定性訊息。 

唯一的缺憾是，LAPS系集成員的數目 (12 個) 有限，

造成機率解析度不足，因而無法解析某些降水事件 (特別是

極端降水事件) 或是無法提供成本損失比 < 1/12 的使用者

最佳的機率門檻值，無形中減損了經濟價值。如何有效的增

加系集成員將是未來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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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預報和觀測的統計列聯表。 

 

表2、2008 和2009 年颱風個案。 

 

 

圖1、LAPS時間延遲之多模式系集組成示意圖。 

 

圖2、LAPS短時預報系統之模式範圍以及做為觀測的雷達

降水估計範圍。 

 

圖3、LAPS校正後的0-6 小時降水機率預報在10mm / 

6h 此降水門檻下的經濟價值分佈圖。虛線代表採用不

同機率門檻值所對應的經濟價值，實線則是LAPS EPS

整體的經濟價值，亦即使用者選擇最佳機率門檻值的

狀況下可以達到的最大經濟價值。紅色垂直虛線顯示

10 mm / 6h 此事件的氣候頻率。 

 

 

圖4、以本研究共8 個颱風個案作為氣候樣本，統計得到颱

風天氣系統在不同降水門檻下的氣候發生頻率o。上圖是針

對1 ~ 100 mm / 6h 的降水事件，下圖是100 ~ 200 mm / 6h的

降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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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LAPS EPS 0-6小時降水機率預報在不同降水門檻 (1, 10

和 20 mm / 6h) 下的經濟價值分佈圖，虛線和實線分別是有、

無進行校正的結果。三角形和空心圓分別標出採用有、無校

正之降水機率預報的各使用者，若要達到最大經濟價值所必

須採用的最佳機率門檻值 (Pt)。 

 

圖6、LAPS EPS 0-6 小時降水機率預報以及4 個單一模式之

0-6 小時降水預報在不同降水門檻 (1, 10 和 30 mm / 6h)下

的經濟價值分佈圖。橘色垂直虛線標示颱風天氣系統在不同

降水門檻下的氣候頻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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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heavy rainfall events during Taiwan’s Mei-Yu season with daily rainfall maximums along the windward mountain range (31 May 2008) 

(> 110 mm day-1) and the coast (16 June 2008) (> 200 mm day-1) were studied and compared. For both cases, the existence of a moisture tongue from 
the tropics provided moisture source for pronounced latent heat release associated with the Mei-Yu system, which led to PV gener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a Mei-Yu mesocyclone. 

During the daytime of 31 May, after the shallow surface front (< 1 km) originated from north of Taiwan passed central Taiwan, the 850-hPa 
Mei-Yu mesocyclone moved toward western Taiwan. The orographic lifting of the prevailing warm, moist west-southwesterly flow aloft with a large 
westerly wind component ahead of the mesocyclone combined with sea breezes-upslope flow at the surface, provided the localized lifting nee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precipitation over the southwestern windward slopes. 

On 16 June, pronounced orographic blocking of the warm, moist south/southwesterly flow by the terrain under the presence of relavitely cold 
air at low levels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nocturnal and rain evaporative cooling was important fo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vective systems as they 
drifted inland and interacted with the land breezes. Furthermore, with a mountain-paralleling flow aloft, orogrpahic lifting aloft was absent. As a 
result, convective cells diminished as they moved in land. Over northern Taiwan, sea breeze/onshore flow developed over a leeside convergence zone 
in the afternoon hours resulting in heavy thunder showers (> 110 mm day-1). 

 
Keywords: heavy rainfall, moisture tongue, latent heat release, PV, Mei-Yu mesocyclone, orographic, land/sea breezes  

關鍵字: 劇烈降水, 溼舌, 潛熱釋放, 位渦, 梅雨中尺度氣旋, 地形的, 海陸風 
  

1. Introduction 
 

The precipitation and airflow over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summer monsoon rainfall season are significantly modulated by the 
diurnal heating cycle (Johnson and Bresch 1991; Yeh and Chen 1998; 
Kerns et al. 2010). Along the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windward 
coasts, the hourly rainfall frequencies have a very weak early 
morning maximum under the southwesterly monsoon flow (Yeh and 
Chen 1998; Kerns et al. 2010).  From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of surface variables during the Taiwan Area 
Mesoscale Experiment 1987 (TAMEX) (Kuo and Chen 1990), Chen 
and Li (1995) show that under the southwest monsoon flow, island 
blocking (Li and Chen 1998) exhibits diurnal variations which are 
most significant before sunrise.  Linear convective lines along the 
land-breeze front off the northwestern coast were also observed from 
radar data in the early morning during the TAMEX Intensive 
Observing Period (IOP) #13 (Li et al. 1997).  Recent statistics of 
heavy rainfall even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heavy rainfall events over 
southwestern Taiwan originated from pre-existing convective 
showers or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 (MCSs) that drifted inland 
and interacted with the terrain and local winds (C.-S. Chen et al., 
2007; 2008). The weak early morning rainfall maximum along the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windward coasts occurs only under the 
southwesterly monsoon flow during the warm season and is likely 
caused by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offshore flow and the 
incoming, decelerating southwesterly flow when the land surface is 
the coldest (Kerns et al. 2010). Along the southwestern coast, the 
occurrence of rain rates > 15 mm h-1 also has a weak early morning 
(0600-0700 LT) maximum (C.-S. Chen et al. 2007).  In some cases, 
the rainfall maximum along the southwestern coast may occur during 
the daytime because of orographic blocking as the deflected flow 
turns into a southerly flow parallel to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MR (C.-
S. Chen et al. 2005).  

In this study, we use high resolution data collected during 
TiMREX (2008) to compare the mechanisms of two contrasting 
heavy rainfall events along the windward mountain range (>1 km) 
(31 May during IOP#3) and over the southwestern coast of Taiwan 
(16 June during IOP#8)(Fig. 1) through the case study approach. 
First of all, we would like to study the large-scale setting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heavy precipitation events, including the 
role played by moisture tongues (embedded within the southwesterly 
monsoon flow) in deepening the Mei-Yu trough and enhancing 

mesocyclones over southeastern China,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Taiwan area.  

 
Fig. 1. Daily (0000-2400 Local Time) rainfall accumulation (mm) on 
(a) 31 May and (b) 16 June. . (c) Terrain height for Taiwan (m). 
Banciao (121.43oE, 25oN), Penghu (119.63oE, 23.56oN), Tainan 
(Yongkang; Cigu Radar, 120.23oE, 23.04oN), Kaohisung (120.31oE, 
22.57oN), Hengchun (120.74oE, 22.01oN), and South Ship (118.36oE, 
21.46oN) stations are located at B, P, T, K, H and S, respectively. 
Red “o” marks rawinsonde site. Purple “+” marks Doppler radar site. 

 
The main reasons that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iming and location of heavy rainfall between these two cases ar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For 16 June case (IOP#8), Xu et al. (2012) 
viewed the initi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long-lived heavy-
precipitation MCSs upstream of southwestern Taiwan through the 
“back-building/quasi-stationary” process.  The convection developed 
continuously near the boundary of (1) the warm, moist unstable air 
mass associated with a LLJ over the upstream ocean and (2) a 
remnant cold pool generated by prior precipitation and orographic 
effects over southwestern Taiwan and the adjacent oceans. They also 
found that the coastal rainfall maxima were produced primarily by 
stratiform precipitation evolving from the upstream convection under 
relatively cold (near surface) and calm conditions over the island. 
Davis and Lee (2012)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offshore warm moist 
LLJ lifted by a quasi-steady shallow frontal boundary caused by rain 
evaporative cooling over southwestern Taiwan is important for the 
initi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convective cells as they drifted inland. 
In this study, the impinging angle of prevailing flow over 
southwesteren Taiwan, and the land-sea thermal contrast between 
these two cases will be compared, with a focus on the physical 
processes leading to the heavy convective rainfall over the 
mountainous interior (IOP#3) and the stratiform rainfall along the 
coast (IOP#8). In particular, we wish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 the terrain, diurnally driven local winds and rain 
evaporative cooling from pre-existing convection affe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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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 embedded in the southwesterly 
monsoon flow as they drift inland? Why is the localized heavy 
rainfall concentrated over the southwestern coast of Taiwan with 
decreasing rainfall inland for the IOP#8 case? In addition, we also 
would like to study the mechanism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ed 
afternoon heavy rainfall associated with thunderstorm activity over 
northern Taiwan (Fig. 1b). 

 
2. Data and Methodology 
 

Radar reflectivities at Cigu (Fig. 1c) operational Doppler 
radar station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coastal MCSs over 
southwestern Taiwan during IOP#8. Daily rainfall accumulation 
maps were generated from 429 rainfall stations, which comprised 
conventional weather stations and Automatic Rainfall and 
Meteorological Telemetry System (ARMTS) (Kerns et al. 2010). The 
surface wind and temperature data from conventional surface 
weather stations are used to study the island-induced airflow (e.g. 
blocking of airflow and the diurnally driven flow) under disturbed 
Mei-Yu conditions. Time series of surface air temperature over 
southwestern Taiwan and the South Ship (Stations P, T, K, H and S in 
Figure 1c) will also be used to delineate low-level thermodynamic 
structure resulting from nocturnal and evaporative cooling during 
IOP#8. We use the temperature at the lowest level of shipboard 
soundings launched every 6 h as the surface air temperature at the 
South Ship. Note that during 14-16 June, the location of the South 
Ship is not stationary. Its path was shown in Davis and Lee (2012).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tropical convection,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WCRP) and World Weather Research 
Programme/The Observing System Research and Predictability 
Experiment (WWRP/THORPEX) conduct a framework of 
coordinated observing,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of organized 
tropical convection, known as Year of Tropical Convection (YOTC) 
(Waliser et al. 2012). In this study, we will use the YOTC model 
analysis wind, pressure, moisture, and thermodynamic fields with 
0.125o x 0.125o resolution data (http://data-
portal.ecmwf.int/data/d/yotc_rd) provided by the joint project of the 
WWRP/THORPEX and WCRP to study the airflow and 
thermodynamic fields in two heavy rainfall cases during TiMREX. 
 

 
Fig. 2. The three domains for WRF model simulation with horizontal 
resolution of 27km, 9km, and 3km, respectively. 
 

The WRF-ARW model (Skamarock et al. 2008)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events and assess the impact of latent heat (LH) release 
on the deepening and intensifying of the low-level Mei-Yu frontal 
mesocyclone (IOP#3) and an upper-level mesocyclone (IOP#8) 
within the prefrontal moisture tongue through modeling sensitivity 
test. PV and circulation associated with Mei-Yu mesocyclones 
simulated in the domain 2 (9 km resolution) (Fig. 2) will be 
compared between the control run (CTRL) and without LH relsease 
run (WOLH). The CTRL run is setup as described below. There are 
38 sigma levels1 from the surface to the 50-hPa level. The Rapid 
Radiative Transfer Model (RRTM) (Mlawer et al. 1997), Dudhia 
(1989) radiation schemes, Noah land-surface model (LSM) (Chen 
and Dudhia 2001) and Yonsei University (YSU)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scheme (Hong et al. 2006) are used. The Ferrier microphysics 
scheme (Rogers et al. 2001; Ferrier et al. 2002) with diagnostic 

                                                 
1 The full sigma levels are 1.000, 0.994, 0.983, 0.968, 0.950, 0.930, 
0.908, 0.882, 0.853, 0.821, 0.788, 0.752, 0.715, 0.677, 0.637, 0.597, 
0.557, 0.517, 0.477, 0.438, 0.401, 0.365, 0.332, 0.302, 0.274, 0.248, 
0.224, 0.201, 0.179, 0.158, 0.138, 0.118, 0.098, 0.078, 0.058, 0.038, 
0.018, 0.000 

mixed-phase processes is employed. The Ferrier grid-scale cloud and 
precipitation scheme predicts variations of six species of water 
substances (cloud water, cloud ice/small ice crystals, rain, snow, 
graupel and sleet). The Betts-Miller-Janjic (BMJ)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scheme (Janjic 1994, 2000), a column moist 
adjustment scheme relaxing towards a well-mixed profile 
(Skamarock et al. 2008), is chosen for simulation of deep convection 
within the Mei-Yu system that contributed to heavy rainfall. The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is not applied in the 3 km resolution 
domain (domain 3). The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Final Analysis (NCEP FNL) data, with an one-degree 
horizontal resolution, provide the initia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the model simulation. A 0.5o daily, real-time, global,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RTG_SST) analysis developed at the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Marine Modeling and Analysis Branch 
(NCEP/MMAB) are used to force the low boundary (Gemmill et al. 
2007). Removing the latent heating effect of microphysics was 
accomplished by setting only the temperature tendency terms in the 
microphysics module equal to zero in the WOLH simulation. 
Additionally, BMJ cumulus scheme was turned off.  

The low-level winds, land-sea thermal contrast, radar 
reflectivities simulated from 3 km resolution domain (domain 3) help 
to underst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regional monsoonal flow and 
local circulations in producing heavy rainfall during IOP#3 and 
IOP#8. The model is initialized at 0000 UTC 30 May and runs 
through 0600 UTC 31 May for IOP#3 case (30 h). It is initialized at 
1200 UTC 15 June and runs through 0600 UTC 16 June for IOP#8 
case (18 h).  
 

3. Intensive Observation Period #3 
a. Low-level Mei-Yu cyclonegenesis along the frontal 
boundary within the moisture tongue 
 

From 1200 UTC 29 May to 0600 UTC 30 May 2008, as an 
upper-level trough originated in the leeside of the Yun-Gue Plateau 
over southern China and moved eastward over the moisture tongue 
over the southeastern China (Fig. 3), a Mei-Yu mesocyclone 
deepened (Fig. 4) within the moisture tongue (Fig. 3d). From the 
model sensitivity test, the mesocyclone intensified due to LH release 
associated with the Mei-Yu system over southeastern China was 
evident (Fig. 4). At 1200 UTC 30 May, LH release associated with 
Mei-Yu frontal rainband (Fig. 4b) deepened the Mei-Yu trough and 
generated significant PV at low-levels (Fig. 4a), which led to genesis 
of a Mei-Yu frontal mesocyclone over southeast coast of China with 
a strengthened cyclonic flow (Fig. 4b). Without LH release, relative 
weak cyclonic flow associated with Mei-Yu trough laid across 
Taiwan (Fig. 4d). 

 
Fig. 3. YOTC (a) 500-hPa geopotential height (gpm) and (b) total 
precipitable water (mm) at 1200 UTC 29 May 2008. (c) 500-hPa 
geopotential height (gpm) and (d) total precipitable water (mm) at 
0600 UTC 30 May.  

 

b. Rainfall maximum along the windward slope of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On 31 May, the frontal mesocyclone moved southeastward 
over the Taiwan area (Fig. 5). At 0000 UTC (0800 LT) 31 Ma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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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925-hPa level, the low-level westerly/southwesterly flow 
ahead of the mesoscale cyclone was deflected by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with southerly flow paralleling to the CMR over 
western Taiwan (Fig. 5a). The southwesterly flow and the deflected 
southerly flow converged with the postfrontal northeasterly flow (Fig. 
5a) and land breezes (not shown) at the central western Taiwan coast 
resul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convection along the frontal 
boundary at the coast (Fig. 5a). At 0600 UTC (1400 LT), above the 
shallow postfrontal northeasterlies (~1 km) (Fig. 5c), the warm and 
moist westerlies (Fig. 5b) impinged on the CMR during the day. 
Thus, during the passage of the upper-level shortwave trough (not 
shown), deep convection could possibly develop over the windward 
mountain slopes and mountain interior of central Taiwan (Fig. 5b) 
behind the surface front (Fig. 5c).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broad 
area convective system in the afternoon (Fig. 5b) was related to 
orographic lifting of the pre-existing convective cell along the frontal 
boundary that propagated inland (Figs. 5 and 6). In addition, the 
warm, moist southwesterly flow ahead of the frontal mesolow 
combined with sea breezes-upslope flow provided the low-level 
lifting on the windward slopes during the passage of the upper-level 
short-wave trough. 

 

 
Fig. 4. WRF simulated 925-hPa (a) PV (PVU), (b) geopotential 
height (gpm, contoured), winds (1 barb= 10 m s-1) and maximum 
reflectivity (dBZ, shaded) at1200 UTC (2000 LT) 30 May in control 
(CTRL) run. (c) and (d): without latent heat release (WOLH) run 
(model is initialized at 0000 UTC 30 May) (Domain 2, 9km 
resolution). 
 

4. Intensive Observation Period #8 
a. Intensification of an upper-level mesocyclone over 
the prefrontal moisture tongue  
 

At 1800 UTC 15 June (0200 LT 16 June), a broad upper-
level low/trough laid over Taiwan and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Fig. 
7a) within the prefrontal moisture tongue (Fig. 7c). A 500-hPa 
vorticity maximum (Fig. 7b)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upper-level low 
over Taiwan (Fig. 7a). From the model sensitivity test, latent heat 
release associated with MCSs (Fig. 8) within the moisture tongue 
(Fig. 7c) is important fo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upper-level 
mesocyclone over the Taiwan and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Fig. 8). 
Without LH release, weak upper-level mesocyclone laid over west of 
Taiwan (Fig. 8b).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ndensation heating 
associated with the convective clouds and anvils within MCSs led to 
PV generation at upper levels and intensification of the upper-level 
mesocyclone (Fig. 8).   
 

b. Rainfall maximum along the coast of southwestern 
Taiwan 
 

At 1800 UTC 15 June (0200 LT 16 June), a high equivalent potential 
temperature (Өe) axis at the 850-hPa level (Fig. 7c), corresponding 
to the moist tongue discussed earlier, was also evident.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moist tongue, rooted in the deep tropics, contributed to the 
convective instabili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aiwan. In 
addition, the 500-hPa vorticity maximum associated with the 
mesolow over Taiwan was advected southwestward by the thermal 
wind (Figs. 7a and 7b) which was favor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ctive activity off southwest coast of Taiwan (Fig. 9a).  

 

 

 
Fig. 5. WRF simulated (a) 925-hPa geopotential height (gpm, 
contoured), winds (1 barb= 10 m s-1) and maximum reflectivity (dBZ, 
shaded) at 0000 UTC (0800 LT) and (b) 850-hPa geopotential height 
(gpm, contoured), winds (1 barb= 10 m s-1) and maximum 
reflectivity (dBZ, shaded)  at 0600 UTC (1400 LT) 31 May. (c) 10-m 
winds (1 full bar= 5m s-1) and 2-m temperature (oC) at 0600 UTC 
(1400 LT) 31 May (model is initialized at 0000 UTC 30 May) 
(Domain 3, 3km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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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a) Mosaic radar reflectivities (dBZ) at 0800 LT (0000 UTC) 
and (b) 1400 LT (0600 UTC). (Courtesy of CWB). 

 
Fig. 7. WRF simulated (a) 500-hPa geopotential height (gpm) and 
winds (m s-1), (b) 500-hPa absolute vorticity (10-4 s-1) and 400-700-
hPa thickness (gpm) and (c) total precipitable water (mm, shaded) 
and equivalent potential temperature (K, contoured) at 1800 UTC 15 
June (0200 LT 16 June) (model is initialized at 1200 UTC 15 June) 
(Domain 2, 9km resolution). 

 
Fig. 8. WRF simulated (a) 500-hPa PV (PVU) and winds (1 barb= 10 
m s-1) in CTRL and (b) WOLH run at 1800 UTC 15 June (model is 
initialized at 1200 UTC 15 June) (Domain 2, 9km resolution). 
 

 
Fig. 9. Composite radar reflectivities (dBZ) at (a) 1806 UTC 15 June 
(0206 LT 16 June), (b) 0006 UTC (0806 LT) 16 June, (c) 0606 UTC 
(1406 LT) 16 June, and (d) 1806 UTC 16 June (0206 LT 17 June). 
 

The local circulati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nse offshore convective line (Fig. 9a). On the early morning 
of 16 June (0200 LT) (15 June 1800 UTC), the broad southwesterly 
flow between the Mei-Yu trough over southeastern Chin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High east of Taiwan prevailed upstream of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with a relative strong southwesterly wind axis 
east of Taiwan at low levels (Fig. 10a). The southwesterly flow with 
a relatively small westerly component was blocked and deflected by 
the CMR (Fig. 10a). With a weak westerly wind component and cold, 
dry katabatic flow over the windward southwestern slope of CMR 
(Fig. 10a), no rain showers developed over the southwestern slopes 
of Taiwan (Fig. 9a).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decelerating 
southwesterly flow (orographic blocking) and  land breezes/off shore 
flow (Figs. 10a and 10b) was evident and was favorable fo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vective activity as they moved toward the island 
(Fig. 9a).  

Time series of air temperature at three coastal stations 
(Staion K, T and H in Figure 1c) showed the cool air over 
southwestern Taiwan due to rain evaporative cooling (Fig. 11) in 
agreement with Xu et al. (2012). Due to the combination of nocturnal 
and evaporative cooling over the southwestern coast region, 
orographic blocking was significant in the early morning. The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are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at noctural and 
evaporative cooling over the coastal region strengthens and deepends 
the cold katabatic/offshore flow on windward side of the island of 
Hawaii (Wang and Chen 1995; Carbone et al. 1998; Frye and Chen 
2001; Feng and Chen 2001) and a recent modeling study over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C.-S. Chen et al. 2011).  

 
Fig. 10. (a) YOTC surface winds (Full barb represents 5 m s-1) an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oC, contoured) and station surface winds 
(Full barb represents 5 m s-1) and temperature (oC) (thick), and (b) 
1000-hPa divergence (10-5 s-1) at 1800 UTC 15 June (0200 LT 16 
June) 2008. (c) Surface winds (Full barb represents 5 m s-1) an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oC, contoured) and station surface winds (Full 
barb represents 5 m s-1) and temperature (oC) (thick), and (d) 1000-
hPa divergence (10-5 s-1) at 0600 UTC (1400 LT) 16 June 2008. 

 
At 1400 LT 16 June, the strong south-southwesterly axis 

(wind speed > 10 m s-1) shifted westward across the southwestern 
and southern Taiwan (Fig. 10c). The south-southwesterly winds were 
blocked and deflected by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MR with low-
level winds paralleling the CMR downstream (Fig. 10c). The 
splitting of the southerly flow took place over the southern tip of 
Taiwan (Fig. 10c). Over the southwesetern coast of Taiwan, the 
upstream southwesterly flow converged with the splitted southerly 
flow (Figs. 10c and 10d) resulting in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vective activity (Fig. 9c). A similar scenario 
was recently simulated by C.S. Chen et al. (2010). With rain 
evaporation over southwestern Taiwan and relatively warm SST 
offshore (Fig. 10c), the daytime sea breezes-upslope flow was absent 
over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Fig. 10c). Therefore, no rainfall 
maximum over the mountain range due to absent of orographic 
lifting of airflow there. 

 
c. Afternoon heavy rainfall associated with 
thunderstorm activity over northern Taiwan 
 

Chen and Chan (1994) simulated the formation of 
orographic clouds and precipitation over leeside convergence zone 
(northern Taiwan) under a prevailing southerly monsoon flow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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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n-Mei-Yu case (20 June 1987). In their model, the moist airflow 
coming form the south was diverted near the southern tip of Taiwan, 
followed along the edges of CMR, and coverged near the northern tip. 
The upward motion assocaited with the clouds and precipit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afternoon surface heating could further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orthern convergence.  
 

 
Fig. 11.  Time series of surface temperature (oC) during 14-16 June 
(LT) at 3 coastal stations, Kaohisung, Tainan and Hengchun (Station 
K, T and H in Figure 1c), and the air temperature (oC) at the lowest 
level of shipboard soundings lunched every 6 h at South Ship.  
 

In this Mei-Yu case, the northern tip of Taiwan in the 
afternoon hours of 16 June 2008 was also in the leeside wake 
zone/convergence zone with flow splitting over the southern tip of 
Taiwan (Fig. 10c), but the convergence was week (Fig. 10d). With 
relatively weak convergence in the wake zone, relatively cold SSTs 
offshore, and afternoon solar heating, the pronounced sea breezes 
circulations and onshore/upslope flows were well development over 
northern Taiwan (Fig. 10c), resul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rain systems and leading to heavy rainfall over this region (Fig. 
9c).  

 
5. Summary and Discussion 

Two distinct heavy rainfall events during Mei-Yu season 
with rainfall maximum along the windward mountain range (31 May 
2008 during TiMREX IOP#3) and the coast (16 June 2008 during 
IOP#8) over southwestern Taiwan were studied. For both cases, the 
existence of a moisture tongue rooted in the tropics provided 
moisture source for the pronounced latent heat release associated 
with the frontal rainband or the prefrontal MCSs, which led to PV 
gener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a Mei-Yu frontal mesocyclone at 
low levels (IOP#3) or an upper-level mesocyclone (IOP#8). 

Two mesocyclones approaching Taiwan provided favorable 
large-scal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rainfall over 
southwestern Taiwan. At 0000 UTC (0800 LT) 31 May (IOP#3), the 
strengthened southwesterly flow ahead of the Mei-Yu frontal 
mesocyclone approaching western Taiwan and blocked southerly 
flow along the CMR converged with the post-frontal northeasterly 
flow and land breez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nse 
coastal convective cell along the frontal boundary at central western 
coast of Taiwan. At 0600 UTC (1400 LT) 31 Ma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oad area convective system over the windward mountain 
slopes and mountain interior of central and southwestern Taiwan 
after the passage of surface front was contributed by orographic 
lifting of (1) the pre-existing convective cell along the frontal 
boundary that propagated inland and (2) strengthened warm, moist 
southwesterly flow ahead of the mesocyclone combined with sea 
breezes-upslope flow on the windward slopes during the passage of 
the upper-level short-wave trough.  

At 1800 UTC 15 June (0200 LT 16 June) (IOP#8), a 500-
hPa vorticity maximum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upper-level 
mesocyclone over Taiwan. Pronounced southeastward vorticity 
advection by thermal win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ction off the southwest coast of Taiwan. In addition, the local 
circulation also played a role in triggering the offshore convective 

line.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decelerating southwesterly flow 
(orographic blocking enhanced by nocturnal and rain evaporative 
cooling) and  land breezes/off shore flow was evident and was 
favorable fo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vective activity as they moved 
toward the island. During the day, the rain evaporative cooling 
associated with MCSs over the coastal region of southwestern 
Taiwan induced significant blocking of southwesterly flow and 
turning of southwesterly flow to southerly mountin-paralleling flow 
over the blocked region. Due to the warm SST underneath, the air 
temperature near the surface over the ocean off the southwestern 
coast was warmmer than over coastal land. As a result, sea beezes 
were not possible to develop. In addition, the orographic lifting of 
the moist monsoon flow over the soutwestern windward slopes of 
CMR was absent due to the prevailing of the mountain-paralleling 
flow aloft. Thus, no rainfall maximum developed in the mountain 
interior on 16 June. Over northern Taiwan, with relatively weak 
convergence in the wake zone, relatively cold SSTs offshore, and 
afternoon solar heating over land, the pronounced sea breezes 
circulations and onshore/upslope flows were well development over 
northern Taiwan, resulting in heavy rainfall associated with 
thunderstorm activity during IO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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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成員選取對貝氏模型平均法預報的影響 
  
  

                                    張語軒、張庭槐、吳蕙如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貝氏模型平均（Bayesian model averaging，簡稱BMA）是利用統計方法將多組模式的

預報及觀測資料進行後製處理，建立符合真實天氣狀況的預測機率密度函數（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簡稱PDF）。 

學者研究顯示，利用BMA方法預報產生的系集產品，在臺灣地區測站溫度之機率預報

上能有效掌握其變化的不確定性，建模過程採用分區域資料分別建立各區域BMA模型的預

報能力明顯優於採用全區資料所建立的統一模型。本文將深入探討不同預報成員的選取對

BMA預報的影響，進而探討如何挑選預報成員可使BMA預報的表現最佳。 

關鍵字：貝氏模型平均、機率密度函數、系集預報 

 

一、前言 
 

我們永遠無法得知未來真正的天氣狀態，天

氣的演變充滿著許多不確定的因素，要得到一個

完全準確的決定性預報，是不可能達成的事情，

因此我們期望能藉由系集預報的方法呈現數值模

式預報之不確定性。然而，如何透過預報的結果

將不確定性表達出來，是一個困難卻又重要的問

題。若能從預報系統中建構出預測值的機率分

佈，是探究不確定性很好的一個方式，透過此機

率分佈可以很清楚地了解到未來觀測值所有可能

發生的範圍及其機率，進而能預測出更精確的氣

象預報。 

Hoeting等人﹙Hoeting et al.，1999﹚提出的貝

氏模型平均﹙Bayesian Model Averaging，簡稱

BMA﹚法，可應用在氣象預報上，將多組模式的

預報及觀測資料進行後製處理，建立出各項天氣

變數的預測機率分布。例如Reftery et al.﹙2005﹚

將BMA應用在美國西南部地面氣溫48小時預報的

資料，而在張等人（2012）也將此方法應用在臺

灣地區的溫度機率預報上，研究結果顯示BMA能

有效掌握模式預報的不確定性。 
在BMA模型下預測PDF的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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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 為預測的天氣變數，而
1 2, , , Kf f f 為K

個預報成員，wk 為第  k 個成員的後驗機率

﹙posteriori probability﹚，代表在 K 個預報成員中，

第  k 個 成 員 預 報 最 佳 的 機 率 ， 其 滿 足

1

1
K

k
k

w


 。而 ( | )k kg y f 為條件PDF，代表在第k

個成員預報最佳且其預報值為
kf 的條件下，y 的

PDF。當預報變數為溫度時， ( | )k kg y f 假設為常

態分布，期望值為 ak+bkfk、標準差為 σ，其中 ak 

和 bk 是對預報值進行偏差調整時採用的參數。若

用機率符號表示則是 

    | ky f ～ 2( , )k k kN a b f  。  

關於BMA模型中參數的估計方式，ak 和 bk 使用

最 小 平 方 法 ， 而 wk 和 σ 則 使 用 EM 
（expectation-maximization）演算法，參數估計的

詳細方法可參考Reftery et al.（2005）。 

由於BMA是對
1 2, , , Kf f f 共 K 個預報

成員做後製處理，因此預報成員的挑選會影響到

BMA的預報能力，而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比較

不同預報成員下BMA模型的預報能力表現。由於

在張等人（2012）中提到分區BMA模型在台灣地

區的預報能力明顯優於全區BMA，因此本文皆採

用分區BMA模型來做比較。 

 

二、預報模式介紹 
 

本文使用的資料為臺灣地區16個綜觀測站的

地面溫度觀測值及本局區域模式內插至觀測點上

的第24小時預報值，初始時間為每天00Z，測站包

含淡水、台北、竹子湖、基隆、花蓮、澎湖、台

南、高雄、嘉義、台中、阿里山、玉山、新竹、

蘭嶼、日月潭、台東，採用資料的期間為2011年

07月11日到2012年04月17日，使用的區域模式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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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資料包含2組非靜力預報系統（NFS，

Non-hydrostatic Forecast System），分別命名為

NFS_M00及NFS_M02、8組天氣研究與預報模式

（WRF，Weather Research & Forecast model），共

10組預報成員。其中8組WRF中有2組屬於中央氣

象局WRF資料同化系統主作業成員，分別命名為

WRF_M00及WRF_M02，另外6組為WEPS（WRF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區域系集預報系統）

20組的預報中較具代表性的成員，依序命名為

WEPS_E01~ WEPS_E06。WEPS是以WRF為基礎

並搭配邊界擾動、初始場擾動和物理參數法擾動

所建立之區域系集預報系統（李等人，2011）。 

 

三、BMA模型比較 
 

本文比較的準則，主要採用continuous ranked 

probability score （CRPS）與平均絕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簡稱MAE）兩種校驗方法來做比

較。CRPS（Hersbash，2000）是用來校驗預測CDF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計算方法是使用

布賴爾評分（Brier score）對所有門檻值積分，CRPS
的公式為 

 
2

CRPS ( ) ( )P x O x dx



  ，      （3） 

其中 P(x) 為預測CDF，而 

    
0 ,  

( )
1 ,  

o

o

x x
O x

x x

 
   

， 

xo 為觀測值。CRPS可視為預測CDF準確性的得

分，其值愈低代表預測CDF越準確。而MAE是用

來校驗決定性預報（本文中採用BMA預報的中位

數作為決定性預報）與觀測值之間的誤差，不同

於CRPS校驗的對象為預測機率分布。MAE的公式

為 

1

1 n

di i
i

f y
n 

 ， 

其中 fd 為決定性預報而 y 為觀測值，其值越低越

好，關於校驗方法可參考張等人（2012）更詳細

的說明。 
首先，我們利用全部10組預報成員資料來建

立BMA預報模型（第一組BMA模型），並依照張

等人（2012）的挑選方式進行評估後決定訓練期

為25天。在此模型下預報能力的校驗結果如表一

所示，此數據將在之後與其他組BMA模型比較。

除了觀察BMA模型的預報能力，我們還可以觀察

每一個預報成員在BMA模型中的重要性。在BMA
模型參數中，wk 代表的是第 k 個預報成員預報最

佳的機率，亦是第 k 個預報成員在模型中的權

重，因此我們可藉由觀察 wk 來分析每一個預報

成員的重要性。表二為 wk 的統計分析結果，表

中列出每一個預報成員其 wk 的第一四分位數

（Q1）、中位數（Q2）、第三四分位數（Q3）及平

均值（mean），藉由這些數字來了解 wk 的分佈情

形。若比較 wk 的Q3及平均值，可發現WEPS成員

的權重明顯低於另外4組成員，表示WEPS成員在

此BMA模型中的重要性相對較低。 

 

 CRPS MAE 

第一組BMA模型 0.7221 0.9969 

表一：第一組BMA模型的校驗結果。 

 

第一組

BMA模型

預報成員 

 

Q1 

 

Q2 

 

Q3 

 

mean 

NFS_M00 0.0000 0.0000 0.2398 0.1440 

NFS_M02 0.0000 0.0000 0.2340 0.1409 

WRF_M00 0.0000 0.0000 0.1755 0.1283 

WRF_M02 0.0000 0.0532 0.3679 0.2061 

WEPS_E01 0.0000 0.0000 0.0012 0.0619 

WEPS_E02 0.0000 0.0000 0.0094 0.0654 

WEPS_E03 0.0000 0.0000 0.0000 0.0621 

WEPS_E04 0.0000 0.0000 0.0001 0.0683 

WEPS_E05 0.0000 0.0000 0.0000 0.0568 

WEPS_E01 0.0000 0.0000 0.0390 0.0663 

表二：第一組BMA模型中各預報成員的 wk 參數

統計數據。表中包含了第一四分位數（Q1）、

中位數（Q2）、第三四分位數（Q3）及平均

值（mean）。 

 
根據上述的分析，接著我們試圖將WEPS從預

報成員中刪除，使用剩下的4組預報成員建立BMA
模型（第二組BMA模型），第二組BMA模型所採

用的訓練期同樣為25天。第二組BMA模型的校驗

結果如表三所示，將表三與表一比較，顯示出兩

組BMA的校驗結果非常接近，差距微小，表示兩

組BMA模型的預報能力差異不大。表四為第二組

BMA模型中 wk 的統計分析結果，相對於第一組

BMA，第二組BMA模型中每一個成員的 wk 彼此

之間較接近，表示在第二組BMA模型中每一個預

報成員都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CRPS MAE 

第二組BMA模型 0.7235 1.0036 

表三：第二組BMA模型的校驗結果。 

 

第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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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A模型

預報成員 

Q1 Q2 Q3 mean 

NFS_M00 0.0000 0.0280 0.3643 0.2013 

NFS_M02 0.0000 0.0417 0.3799 0.2108 

WRF_M00 0.0000 0.1611 0.4997 0.2754 

WRF_M02 0.0000 0.2366 0.5465 0.3125 

表四：第二組BMA模型中各預報成員的 wk 參數

統計數據。 

 
分析結果顯示，儘管第二組BMA模型比第一

組少了6組預報成員，但其預報能力與第一組不相

上下。這樣的現象，主要歸因於這6組WEPS預報

成員在第一組BMA模型中的權重（wk）都相當低，

因此把WEPS除去對BMA預報能力的影響不大。至

於為何WEPS的權重會顯得較低，我們可藉由簡單

的統計分析來尋找可能原因。 

 首先我們觀察每一個預報成員各自的預報能

力。表五為各個預報成員經過偏差調整後的預報

值與觀測值之MAE，偏差調整的方式與BMA相

同，使用 ak 和 bk 作線性調整。比較MAE後我們

可以發現WEPS的預報誤差均高於其他4組預報成

員，這應是導致WEPS在第一組BMA模型中權重較

低的可能原因之一。 
由於BMA模型中權重參數 wk 反映出的是

該預報成員相對於其他成員的重要性，因此 wk 
不僅隱含著該成員的預報能力，還有該成員與其

他成員之間的相關性。表六為將所有預報成員經

過偏差調整後，利用其與觀測值之間的誤差所計

算出來的相關係數矩陣。表中我們可以觀察到

WRF_M01與WEPS成員間彼此的相關係數都較

高，因此在已經擁用WRF_M01預報資訊的情況

下，WEPS預報資訊的重要性就會降低，這也是造

成WEPS權重較低的可能原因。 

在表五中顯示NFS_M00、NFS_M02、

WRF_M00這三組預報模式的準確度差異不大，但

在表二中WRF_M00的權重低於NFS_M00、

NFS_M02，因為在第一組BMA模型中，預報成員

包含了WEPS，而WEPS與WRF_M00的相關性很

高，因此造成了WRF_M00的相對重要性降低而具

有較低的權重。但若比較第二組BMA模型的權

重，表四中WRF_M00卻高於NFS_M00、

NFS_M02，因為在第二組BMA模型刪去了WEPS
預報成員，使得WRF_M00相對重要性增加。相反

地，由於在第二組BMA模型下，四組成員中

NFS_M00、NFS_M02彼此之間的相關性最高，使

這兩者各別的重要性降低而具有相對較低的權

重。不論在第一組或第二組BMA模型中，

WRF_M02皆具有最高的權重，這是因為

WRF_M02有最高的準確度（見表五），且與其他

成員的相關性較低（見表六）。 

 

 MAE 

NFS_M00 1.094438  

NFS_M02 1.095907 

WRF_M00 1.098542 

WRF_M02 1.057189 

WEPS_E01 1.147145 

WEPS_E02 1.142319 

WEPS_E03 1.161016 

WEPS_E04 1.143561 

WEPS_E05 1.163553 

WEPS_E01 1.117129 

表五：各個成員預報值（經過偏差調整後）的

MAE。

 

表六： 各個成員預報誤差（將偏差調整後的預報值與觀測值相減）的相關係數矩陣。 

 NFS 

M00 

NFS 

M02 

WRF 

M00 

WRF 

M02 

WEPS 

E01 

WEPS 

E02 

WEPS 

E03 

WEPS 

E04 

WEPS 

E05 

WEPS 

E06 

NFS_M00 1.0000 0.9419 0.7221 0.7357 0.7171 0.7246 0.7133 0.7135 0.6995 0.7205 

NFS_M02 0.9419 1.0000 0.7193 0.7308 0.7181 0.7252 0.7134 0.7151 0.6993 0.7234 

WRF_M00 0.7221 0.7193 1.0000 0.8294 0.8729 0.8559 0.8765 0.8591 0.8636 0.8621 

WRF_M02 0.7357 0.7308 0.8294 1.0000 0.7604 0.7556 0.7703 0.7605 0.7578 0.7554 

WEPS_E01 0.7171 0.7181 0.8729 0.7604 1.0000 0.8861 0.8848 0.8824 0.8695 0.8694 

WEPS_E02 0.7246 0.7252 0.8559 0.7556 0.8861 1.0000 0.8709 0.8940 0.8507 0.8719 

WEPS_E03 0.7133 0.7134 0.8765 0.7703 0.8848 0.8709 1.0000 0.8819 0.8622 0.8756 

WEPS_E04 0.7135 0.7151 0.8591 0.7605 0.8824 0.8940 0.8819 1.0000 0.8595 0.8887 

WEPS_E05 0.6995 0.6993 0.8636 0.7578 0.8695 0.8507 0.8622 0.8595 1.0000 0.8672 

WEPS_E01 0.7205 0.7234 0.8621 0.7554 0.8694 0.8719 0.8756 0.8887 0.86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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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擬實驗 
 

第三章中關於預報成員對BMA模型的影響，皆

是利用歷史資料所進行的推測，由於歷史資料有限，

而且真實資料往往會受到外在因素(例如模式改版)
影響到觀察結果。因此在這一章中，我們希望藉由數

值模擬來證實第三章中的推測。 
為了單純探討預報成員的相關性和準確度對

BMA模型的影響，因此在數值模擬中我們不考慮溫

度的季節變換以及預報模式系統性偏差等等的問

題。在不失一般性下，我們假設觀測值與各成員預報

值皆來自期望值為0及標準差為1的標準常態分布

（Standardized Normal Distribution），而彼此之間的

關係可以用多變量常態分布（multivariate normal 

distribution）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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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0 代表觀測值，y1、y2、y3 分別代表3組預報成

員的預報值，而
ij 代表的是 yi 與 yj 之間的相關係

數。我們可以利用
ij 值的調整來設計預報成員的準

確度以及預報成員之間的相關性。 
接續將針對四個主題做不同的數值模擬實驗，每

一組實驗都會透過設計好的多變量常態分布生成105

筆數據，代表同一地點未來105天的觀測值與成員預

報值，再以25天為訓練期建立每一天的BMA預報模

型。 

 
（一）預報成員準確度對BMA模型權重的影響 

在第一組實驗中，我們設計的觀測值與預報成

員之間的關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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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設計中，3組預報成員彼此之間的相關係數皆為

0.9，代表相關性都相同，但與觀測值之間的相關係

數分別為0.8、0.7、0.6，代表 y1、y2、y3 這3組預報

成員的準確度是由高到低。 

而這組實驗中預報成員的MAE如表七所示。表

中顯示這3組預報成員實際的準確度也是由高到低，

而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觀察它們在BMA模型中的

權重。表八為成員權重的統計分析，表八顯示成員的

權重大小排列與表七中的準確度完全一致。因此證明

了在預報成員相關性相同的條件下，BMA模型中的

權重可以確實反映出預報成員的準確度。 

 

 MAE 

y1 0.5042 

y2 0.6195 

y3 0.7155 

表七：第一組實驗中各預報成員的MAE。 

 

 Q1 Q2 Q3 mean 

y1 0.9283 1.0000 1.0000 0.9175 

y2 0.0000 0.0000 0.0680 0.0816 

y3 0.0000 0.0000 0.0000 0.0010 

表八：第一組實驗中各預報成員的 wk 參數統計數

據。 

 
（二）預報成員相關性對BMA模型權重的影響 

在第二組實驗中，我們設計的觀測值與預報成

員之間的關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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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3組預報成員的準確度都相同，而 y1 與 y2 之間有

很強的相關性， y3 則與其他兩組的相關性較低。 
這組實驗中各成員的準確度幾乎沒有差異，如

表九所示。儘管3組成員的準確度沒有差異，但在表

十中，我們可以看到 y3 的權重較高，表示 y3 在

BMA模型中的相對重要性高於其他兩者，而 y1 與 

y2 因為彼此之間的相關性較高而降低了本身的相對

重要性。此實驗證明儘管預報成員各自的準確度相

同，彼此之間的相關性還是會影響成員本身的相對重

要性。 

 

 

 

 MAE 

y1 0.6178 

y2 0.6188 

y3 0.6169 

表九：第二組實驗中各預報成員的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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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 Q2 Q3 mean 

y1 0.0000 0.2389 0.4876 0.2846 

y2 0.0000 0.2213 0.4813 0.2769 

y3 0.2535 0.4387 0.6167 0.4385 

表十：第二組實驗中各預報成員的 wk 參數統計數

據。 

 
（三）預報成員相關性對BMA預報能力的影響 

關於預報成員相關性對BMA預報能力的影響，

我們設計了兩組實驗來比較BMA模型的預報能力。

第三組實驗中，觀測值與預報成員之間的關係設定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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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四組實驗中，觀測值與預報成員之間的關係設定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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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兩組實驗的設定中，每個預報成員的準確度都相

同，但第三組實驗中預報成員彼此之間的相關性都很

高，而第四組實驗中預報成員彼此之間的相關性較

低。 
表十一顯示這兩組實驗中BMA模型的預報能

力。雖然兩組實驗中，預報成員的預報能力都相同，

但表中顯示第四組實驗下BMA模型的預報能力略優

於第三組，因此預報成員之間的相關性會影響到

BMA的預報能力，相關性越高則預報能力越差。另

外我們再比較這兩組實驗下BMA模型的權重參數 

wk，如表十二及表十三所示。由於在任一組實驗中，

每個成員都具有相同的設定，因此估計出來的 wk 都

很接近1/3，但若比較兩組實驗 wk 的變異程度，表

中顯示第三組實驗的變異較大（可比較Q1與Q3的差

距），這是由於第三組實驗中，成員間彼此的相關性

太強，導致使用EM演算法估計 wk 參數時較難達到

收斂，因此估計出來參數的變異程度較大，也使得建

立BMA模型時需要花更多的時間估計參數。 

 

 

 

 CRPS MAE 

第三組實驗 0.4697 0.6584 

第四組實驗 0.4555 0.6372 

表十一：第三組實驗與第四組實驗中BMA模型的校

驗結果。 

 

 Q1 Q2 Q3 mean 

y1 0.0000 0.1964 0.6383 0.3353 

y2 0.0000 0.1861 0.6236 0.3289 

y3 0.0000 0.2007 0.6369 0.3358 

表十二：第三組實驗中各預報成員的 wk 參數統計數

據。 

 

 Q1 Q2 Q3 mean 

y1 0.0016 0.2871 0.5524 0.3308 

y2 0.0005 0.2852 0.5547 0.3296 

y3 0.0043 0.3036 0.5640 0.3396 

表十三：第四組實驗中各預報成員的 wk 參數統計數

據。 

 
（四）預報成員多寡對BMA預報能力的影響 

 關於預報成員多寡對BMA預報能力的影響，我

們同樣設計了兩組實驗來做對照，第五組實驗的設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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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六組實驗的設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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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兩組實驗設計中，都有設定相同的 y1、y2、y3 成

員，與觀測值之間的相關係數皆為0.6，彼此之間的

相關性皆為0.7，不同的地方在於第六組實驗多了 

y4、y5、y6、y7 這4組成員，其中 y4 與 y5 準確度較

低（相關係數0.5），但彼此之間與 y1 有很強的相關

性（相關係數0.9）。同樣地， y6 與 y7 準確度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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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但彼此之間與 y2 有很強的相關性。這樣設計的

目的，是為了產生3群預報成員，每一群皆以不同的

模式為基礎，因此不同群的預報成員彼此之間相關性

較低（相關係數0.7），而同一群內成員彼此相關性高

（相關係數0.9），但同一群中只有一個成員的準確度

較高（相關係數0.6），其他成員的準確度較低（相關

係數0.5）。對照實際數據，同一群成員的關係與

WRF_M00、WEPS之間的關係類似，而不同群的關

係就像是NFS、WRF之間的關係。 
而這兩組實驗中，BMA模型的校驗結果如表十

四所示。表中可以觀察到，雖然第六組實驗具有較多

成員的預報資訊，但BMA模型的預報能力反而較

差，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因為過度配適(overfitting)所造

成。當我們在建立任何的統計預測模型時，若加入過

多不重要的參數，反而會使得模型過度配適導致預測

能力降低。所以，在建立BMA模型時，並非預報成

員越多越好。 
為了避免形成過度配適的現象，在實際預報作

業中，我們不建議加入WEPS為BMA模型的預報成

員。雖然在我們第三章實際數據的校驗中，尚未看到

過度配適的證據出現，但這並不表示沒有過度配適的

可能。 

 

 CRPS MAE 

第五組實驗 0.4555 0.6372 

第六組實驗 0.4614 0.6457 

表十四：第五組實驗與第六組實驗中BMA模型的校

驗結果。 

 

五、結論 
 

在第三章的比較中，我們發現第一組（10組預

報成員）與第二組（4組預報成員）BMA模型的預報

表現差異不大。但由於BMA方法在計算模型參數 wk 
時，使用EM演算法需要花較多的時間，若加入越多

的預報成員會使得計算成本大幅增加，例如第一組

BMA模型建模所花的時間大約是第二組的三倍。另

外，還有模型因參數過多而導致過度配適的潛在可

能。因此在預報能力差異不大的情況下，我們會偏好

使用成員較少的第二組BMA預報模型來進行預報作

業。 
而關於BMA模型中的預報成員挑選方法，可以

根據模型中的參數 wk 來做挑選，wk 代表的是第 k 
個預報成員在所有成員中預報最佳的機率，也是第 k 
個預報成員相對於其他成員的重要性指標。而本文利

用觀察歷史資料和數值模擬兩種方法，證明影響 wk 
值大小的包含該成員的預報準確度以及與其他成員

之間的相關性，而且成員彼此之間的相關性若太強，

甚至還可能會降低了BMA模型的預報能力。因此在

建立BMA模型時，預報成員的挑選不僅要考量成員

的預報能力，還需要考量成員彼此之間的相關性。 
在本文的測試中，由於WRF_M00、WRF_M02

以及WEPS都是屬於相同的模式，彼此之間有很強的

相關性，而WRF_M00與WEPS預報是採用更多相同

的條件，若將全部的預報成員加入BMA模型中不會

有更佳的預報能力反而增加了計算成本，因此從中取

一些較具代表性的即可。然而，若能加入與原有預報

成員相關性低且具有相當預報能力的新成員，或許能

提升BMA模型的預報能力。因此，未來希望能加入

與NFS或WRF差異性較大的模式來做測試，期待

BMA模型會有更好的預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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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年5月12日宜蘭地區超豪大雨事件個案模擬分析 
張培臣 林裕豐 張大燿 顧凱維 

空軍氣象中心 

摘  要 

    2012年5月12日宜蘭地區出現日累積雨量達507毫米超大豪雨，由於該降雨時段集

中於12小時之內，且最大時雨量高達92毫米，瞬時雨量造成當地嚴重災情。雖然，每

年5~6月梅雨季宜蘭偶有豪(大)雨發生，但是類似此次個案之強降水事件並不常見。 
    本研究利用高解析度之數值模擬，除控制實驗外，另設計三組對照組實驗分別為

1.臺灣地形減低一半;2.移除臺灣地形，地表仍為陸地;3.移除臺灣地形，地表為水體，藉

由不同之模式設計模擬探討本次超大豪雨事件發生機制及演變過程。模擬結果顯示，

此期間臺灣東部海域大氣環境存在一有利對流之條件，太平洋高壓南側之東南氣流夾

帶充沛水氣與中央山脈北段地形產生之抬升作用，為造成劇烈水事件之主要原因。另

外，由地形敏感度模擬測試結果顯示，當臺灣地形高度減低一半時，模擬最大之降雨

位置略為南移，但強度略為增強；移除地形之模擬不但降水減弱，且發生位置與控制

實驗模擬完全不同，顯示環境氣流與地形之相互作用對降水之強度與位置扮演關鍵之

角色。 
關鍵字：WRF、超大豪雨 

 

一、前言 

臺灣地區每年5～6月間之梅雨季，不穩定之大

氣環境提供適合對流發展之有利條件，並常造成局

部地區之豪(大)雨發生。2012年5月12日宜蘭地區出

現日累積雨量達507毫米超大豪雨，由於該降雨時

段集中於12小時之內(1200 LST至2400 LST時)，且

最大時雨量高達92毫米，瞬時雨量造成當地嚴重災

情。雖然，梅雨季宜蘭偶有豪(大)雨發生，但類似

此個案之強降水事件並不常見。過去有關梅雨季之

劇烈降水文獻多集中在討探臺灣西半部地區之研

究，針對宜蘭地區豪(大)雨之研究甚少。Yeh and 

Chen（1998）分析TAMEX 期間弱綜觀強迫下東北

與東部地區降水特徵，發現東北部山區因上坡風發

展午後1600 LST有降水之最大值；陳等(2010) 研究

顯示，臺灣東部地區梅雨季之局部環流發展顯著並

與降雨密切關連，宜蘭地區在海風發展後，降雨強

度於午後內陸高山區顯著增強，複雜地形使海風與

谷風結合而產生之中尺度氣旋式渦旋擾動，為梅雨

季午後對流激發與調控降雨強度之機制；張等

（1995）分析1985～1994 年十年來宜蘭發生豪雨

的個案，歸納出造成宜蘭地區豪雨的可能原因為：

1.暖平流輸入；2.地形效應；3.東北風和東南風在此

區域合流；及4.中尺度對流系統的影響。由上述研

究顯示，地形與局部環流對於宜蘭地區強降水形成

之重要性。本研究將利用WRF高解析度之數值模

擬，藉由不同的實驗設計，討探5月12日宜蘭地區

出現超大豪雨事件之制機。 

二、個案分析與介紹 

由地面天氣圖顯示(圖1)，2012年5月12日0800 

LST高壓中心位於日本海，鋒面位於華中一帶，臺

灣地區風場為東風氣流，13日0800 LST位於日本海

之高壓中心略為向東移動，而位於華中之鋒面系統

東移至華南沿海一帶，臺灣位鋒面前緣，環境風場

轉為偏南氣流，臺灣地區為一鋒前之弱綜觀大氣環

境。 

 

 

 
圖1 2012年5月(a)12日及(b)13日0800 LST地面天氣

圖(資料來源：香港天文台)。 

 
由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圖2)，5月12日1800 

LST至2400 LST期間，鋒面系統持續由大陸華中移

出至沿海一帶，此時鋒面系統發展之對流雲系並未

影響臺灣地區，反而是位於臺灣東北部及臺灣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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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對流雲系明顯被激發，並隨時間卻有發展增強

之現象。透過整合雷達回波時間序列(圖3)，更可以

清楚看見宜蘭地區及其外海之強回波發展情況，最

強回波發生在宜蘭南方，其回波值達55dBz以上。

該對流發展時段集中午(1200 LST)後至半夜(2400 

LST)12小時，並造成宜蘭地區最大累積雨量達507
毫米(圖4)。 

 

 

 
圖2 2012年5月12日1800 LST至2400 LST 紅外線

衛星雲圖。 

 

 
圖3 2012年5月12日1400 LST至2400 LST MOSAIC

整合雷達回波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圖4 2012年5月12日臺灣地區累積雨量圖(雨量單

位：mm)。 

三、資料來源與研究方法 

(一)模式介紹及資料來源 
本研究使用中尺度模式WRF V3.3.1 版本進行

模擬，模擬時間為2012年5月11日2000 LST至2012
年5月13日2000 LST共48小時，模式初始場和側邊

界條件採用NCEP-FNL全球再分析資料，空間解析

度為1°x 1°，時間間隔為6 小時一筆。模式中所使用

的物理参數化設定選用雲物理參數法為Kessler 

scheme，此參數法包含水氣、雨、雲水過程，屬於

暖雲過程;積雲參數法是使用Kain-Fritsch scheme；

邊界層參數法採用YSU PBL scheme邊界層參數

法；長波輻射參數法採用 RRTM scheme。  

(二)實驗設計 
模式模擬之網格設定為三層巢狀網格(圖5)，三

層巢狀水平網格解析分別為27 Km、9 Km及3 Km。

除控制組（CTRL RUN）實驗外，另外設計三組對

照組實驗分別為1.臺灣地形減一半;2.移除臺灣地

形，地表仍為陸地;3.移除臺灣地形，地表為水體，

針對不同地形狀況下之模擬結果與控制組實驗做

比較，藉由不同之模式設計模擬探討本次超大豪雨

事件發生機制、演變過程及地形扮演之角色。 

 

 
圖5 模式模擬之三層巢狀網格，水平網格解析分別

為D1：27 Km、D2：9 Km及D3：3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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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擬結果分析 

(一)模擬控制組校驗與分析 
由D1(第一層網巢)模擬12小時(5月12日0800 

LST)之結果顯示(圖6)，地面高壓中心位於韓國半

島，其勢力向東南伸展至日本南方海面，臺灣地區

風場為偏東至東南風；850 hPa臺灣東部海域仍受高

壓環流影響，以東南風場為主，此時大陸華中存在

一鋒面之低壓系統；500 hPa高壓環流中心位於南海

地區，臺灣地區風場為西至西北風。模擬36小時(5
月13日0800 LST)後，位於華中之鋒面系統東移至

大陸沿海附近，臺灣位於鋒前之大氣環境，低層南

風明顯增強，500 hPa仍為西風氣流(圖7)。相較於

觀測結果顯示，模擬結果已掌握鋒面系統及臺灣周

邊之大氣環境變化情況。 

 

 

 

 
圖6 模式模擬2012年5月12日0800 LST (a)1000 hPa

風場(風速單位KT)及海平面氣壓(單位hPa)；(b) 

850 hPa風場及高度場(單位HGT)及(c)500 hPa
風場及高度場(單位HGT)。 

 

 

 

 
圖7 模式模擬2012年5月13日0800 LST (a)1000 hPa

風場(風速單位KT)及海平面氣壓(單位hPa)；(b) 

850 hPa風場及高度場(單位HGT)及(c)500 hPa
風場及高度場(單位HGT)。 

 
由D3(第三層網巢)模擬最大雷達回波顯示(圖

8)，5月12日午後1400 LST位於臺灣中央山脈周邊

山區對流有開始發展，隨著時間該對流雲系持續增

強，尤其位於東北部山區，對流發展最為旺盛，且

持續時間長，至2400 LST仍可見位於宜蘭地區超過

50dBz之強回波；除陸地上之對流發展外，亦可發

現位於東部近海對流發展也相當旺盛，且多呈線狀

分佈，對於東部近海之線狀對流Yu and Jou (2005)
及Alpers et al. (2010)研究均顯示局部環流與地形效

應，是造成該對流線生成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該對

流系統發展過程並非本文探討之重點，在此不多贅

述。由圖9模擬5月12日0800LST至13日0800LST 期

間24小時累積降水顯示，陸地上最大降水位置與觀

測相同，最大累積降為量約為425毫米，略小於觀

測值，整體降水分佈模擬表現相當接近觀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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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模式模擬2012年5月12日1400 LST至2400LST

最大雷達回波(dBz)分佈時間序列。 

 

 
圖9 D3模式模擬2012年5月12日0800LST至13日

0800LST累積降水量(mm)。 

 

(二)強降水機制分析 
由於模式正確模擬出各項大氣環境要素(包含

鋒面系統、風場及降水分佈等)，因此，可藉由分

析各量場以探討宜蘭地區強降水過程與形成機

制。圖10為5月12日1600 LST及2000 LST 925hPa臺

灣周邊風場及輻散場分佈，此時宜蘭地區之對流發

展相當旺盛，由風場可見東部近海風場以東南風為

主，當氣流接近陸地時，受地形影響風場有為轉偏

北之現象，並與環境之東南風形成局部之輻合，在

宜蘭地區向岸風相當明顯，該風場有利將海面上之

水氣帶往陸地。由圖11相同時間700hPa風場則顯

示，該高度層以仍以西風氣流為主，因陸地及東部

近海之局部對流發展，導致氣流呈現擾動情況，並

形成局部輻合，有利對流發展。 

 
圖10 模式模擬2012年5月12日925 hPa (a)1600 LST 

及(b) 2000 LST風場(風速單位KT)及輻散場

(色階，單位1e-4 m2s-1)。 

 

圖11 模式模擬2012年5月12日700 hPa (a)1600 LST 
及(b) 2000 LST風場(風速單位KT)及輻散場

(色階，單位1e-4 m2s-1)。 

 
由雷達回波、相對濕度及風場高度剖面圖顯示

(圖12)，5月12日1600 LST低層約在850hPa以下東部

海上偏東氣流之風量相當明顯，該偏東氣流帶來相

當充足之水氣(低層相對濕度均接近100%)，該氣流

進入地形後被地形舉升；而此同時，山脈西部氣流

均為偏西氣流，部份氣流越過山脈後，在背風區(山

脈東側)形成下沉作用，該下沉之氣流與山脈東側

受地形舉升之氣流形成局部之輻合作用，加深空氣

塊舉升之能力，形成對流發展之重要激發機制。由

圖12中可以發現最強之對流發生在山脈東側之斜

坡上，至夜間(圖12b)該舉升機制仍然存在，故對流

發展仍為活躍，惟強度有略為減弱。除了上述存在

之舉升機制外，對流之發展仍必須提供適當之大氣

環境，使其可持續發展。由圖13(a)相當位溫分佈顯

示，受風場傳送由低緯地區帶來暖濕空氣，東部近

海均有較高之相當位溫，在宜蘭近海之相當位溫值

仍高達350°K，其高相當位分佈軸線由東南部海域

向東北部近海延伸，呈現東南-西北走向，形成一

低層暖濕之大氣條件；此時，由模擬之CAPE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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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亦有相似分佈，宜蘭周邊之CAPE值高達1000 

J/kg以上，為對流發展提供最有利之環境。 

 

 
圖12 2012年5月12日 (a)1600 LST及(b)2000 LST之

模擬雷達回波(色階)、相對濕度(等值線)及風

場高度剖面圖(橫切面為北緯24.6度，東經

120.5至123度)。 

 

圖13 2012年5月12日1600 LST (a)1000 hPa相當位

溫(色階，單位°K)與風場(風速單位KT)及(b) 

CAPE(單位J/kg)分佈。 

五、地形敏感度分析 

(一)臺灣地形高度減半之模擬 

   由模擬之最大雷達回波圖顯示(圖14)，雖然地形

高度降低一半，但午後陸地上對流發展仍相當明

顯，尤其在5月12日2000 LST時，花蓮北部地區亦

有出現高達55dBz之強回波，該地區之降水更高達

642毫米(圖15)，高於控制實驗之最大值425毫米，

但位置不同。由925 hPa風場及輻散量場分佈可以發

現，因地形高度改變，造成環境風場與地形產生之

輻合位置略為向南移動，最大降水即發生在該最大

輻合區，顯現環境風場與地形之間作用對產生激發

對流之重要性。 

 

 
圖14 1/2地形之模擬2012年5月12日(a)1400 LST及

(b)2000 LST最大雷達回波(dBz)分佈。 

 

 
圖15 模2012年5月12日0800LST至13日0800LST 

臺灣地形減半模擬之累積降水量(mm)。 

 

 
圖16 1/2地形之模擬2012年5月12日925 hPa (a)1800 

LST 及(b) 2000 LST風場(風速單位KT)及輻

散場(色階，單位1e-4 m2s-1)。 

 

(二)移除臺灣地形之模擬 
由圖17(a)移除臺灣地形(地表仍為陸地)模擬顯

示，無高山地形時，午後對流發展仍相當旺盛，且

該對流發生位置多集中在陸地中央，原因為午後熱

力作用造成海風向陸地中央移動，並在陸地中央形

成輻合(圖略)，形成動力舉升，進而形成對流。而

移除臺灣地形，並將該移除地形範圍設為水體，則

地表之熱力機制不存在，故對流並未發生 (圖

17(b))。由雨量累積亦可顯示，當有地表存在時，

對流產生之降水仍可達263毫米(圖18(a))，但完全為

水表面時，僅有局部地區為風場輻合產生之零星降

水(圖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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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移除地形 (a)平坦地表及 (b)平坦水面模擬

2012年5月12日1800 LST 最大雷達回波(dBz) 
分佈。 

 
圖18 移除地形(a)平坦地表及(b)平坦水面之模擬

累積降水量(mm)，時間為2012年5月12日

0800LST至13日0800LST。 

 
由上述地形實驗模擬可以發現，環境風場與地

形之間作用在本個案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由於

環境存在適合對流發展之有利條件，此時只要有局

部輻合之激發作用，就可以誘發強對流的生成。在

本個案模擬中，偏東至東南氣流與宜蘭地區地形間

之相互作用正好滿足此一條件，進而造成宜蘭地區

之強降水事件發生；倘若地形改變或風場進入角度

不同，則對流發生位置就會隨之調整。 

六、結論 

梅雨季期間，不穩定之大氣環境提供對流發展

有利條件，並常造成局部地區之豪(大)雨發生。2012
年5月12日宜蘭地區出現日累積雨量達507毫米超

大豪雨，瞬時雨量造成當地嚴重災情。本研究利用

WRF高解析度之數值模擬，除控制實驗外，另設計

三組對照組實驗分別為1.臺灣地形減一半;2.移除臺

灣地形，地表仍為陸地;3.移除臺灣地形，地表為水

體等三組，針對不同地形狀況下之模擬結果與控制

組實驗比較，並藉由不同之模式設計模擬探討本次

超大豪雨事件發生機制、演變過程及地形扮演之角

色。 
模擬結果顯示，東南風場傳送低緯之暖濕空

氣，使得東部近海有較高之相當位溫，在宜蘭近海

之相當位溫值高達350°K，其分佈軸線由東南部海

域向東北部近海延伸，呈現東南-西北走向，形成

一低層暖濕之大氣條件，且該區CAPE值相當高，

為有利對流發展之環境；當東部海域偏東南氣流帶

來相當充足之水氣，該氣流進入地形後被地形舉

升；同時，山脈西部氣流偏西氣流越過山脈後，在

背風區形成下沉氣流與山脈東側受地形舉升之氣

流形成局部之輻合作用，加深空氣塊舉升之能力，

形成對流發展之重要激發機制。另外，由地形敏感

度模擬測試結果顯示，當臺灣地形高度減低一半

時，模擬最大之降雨位置略為南移，但強度略為增

強；而移除臺灣地形(地表仍為陸地)時，午後對流

發展仍相當旺盛，且該對流發生位置多集中在陸地

中央，原因為午後熱力造成海風向陸地中央移動，

在陸地中央形成輻合形成動力舉升，進而形成對

流。當移除地形範圍設為水表面時，地表之熱力機

制不存在，故對流並未發生。綜合上述分析顯示，

環境風場與地形之間作用在本個案中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由於環境存在適合對流發展之有利條

件，此時只要有局部輻合之激發作用，即可以誘發

強對流的生成。在本個案模擬中，偏東至東南氣流

與宜蘭地區之地形正好滿足此一條件，進而造成宜

蘭地區之強降水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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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WRF 模擬臺灣中北部地區低能見度及低雲幕現象之個案研究 
 

任亦偉、王信富、陳文倩 
 

空軍氣象聯隊 
 

摘   要 
 

本研究利用 WRF 數值模式(the Advanced Research WRF, ARW)模擬 2012 年 02 月 28 日出現於臺灣中北部地

區之低能見度及低雲幕個案，並探討此低能見度及低雲幕個案對臺灣中北部地區及機場天氣之影響。 
分析當時綜觀大氣環境顯示，2 月 27、28 日台灣地區為東北季風天氣型態，2 月 28 日 08 時於臺灣東部外

海生成一道鋒面，之後於 20 時持續加深向東移動；分析桃園、中壢(中央大學)、新竹、清泉崗等測站觀測資料

顯示，自 2 月 28 日 08 時鋒面自臺灣東部外海生成後，各測站之溫度原先受東北季風影響持續下降，但自中午

11 時起，各測站溫度陸續出現短暫回升情形，幅度約 2-3℃，之後又開始下降，氣壓則呈現升-降-升，而風向則

出現北-南-北風向之不連續現象；另依據中壢地區民眾實際拍攝資料顯示，當日下午中壢地區 13 至 14 時曾出現

類似滾軸雲(roll cloud)之天氣現象，持續時間約 1~2 小時，因此研判 2 月 28 日自中午 12 時至下午 17 時臺灣中北

部地區大氣出現短暫之不連續現象，應由密度流(density current)現象所造成，而中壢地區出現之滾軸雲，研判應

為密度流所引發之大氣邊界層不穩定或擾動現象。分析各測站實際觀測能見度及雲幕高資料顯示，密度流於 2

月 28 日中午起移入各測站後，桃園、新竹等海拔高度較低測站(桃園約為 33 公尺，新竹約為 8 公尺)，能見度及

雲幕高度無明顯變化，但中壢(中央大學)、清泉崗等海拔高度較高測站(中央大學約為 150 公尺，清泉崗約為 200

公尺)，能見度及雲幕高度皆明顯下降，顯示本次個案密度流所引發之大氣邊界層不穩定或擾動現象自密度流高

度一半(約 150 公尺)左右開始往上發展，對於近底層(<100 公尺)之大氣則無明顯影響，此與過去之相關研究結果

一致。 
分析 WRF 數值模式位溫剖面資料顯示，模擬之密度流其厚度約為 300 公尺，移速約為 20-25m/s，此與本次

個案實際測站觀測資料評估之數據近似，分析模式相當位溫剖面資料顯示，2 月 28 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17 時臺

灣中北部地區出現相當位溫不連續現象，研判此應為密度流之空氣秉性與環境不同所造成；分析模式二維風場

擾動及擾動動能(TKE)剖面資料顯示，二維風場擾動及擾動動能持續由北往南傳遞，顯示密度流所引發之大氣邊

界層不穩定或擾動現象以波動方式傳遞能量形成滾軸雲，持續造成海拔高度較高測站(中壢、清泉崗)之能見度及

雲幕高度不佳，由此顯示 WRF 數值模式對於此密度流之個案有不錯之掌握能力。 

 
關鍵字：密度流、滾軸雲、WRF 數值模式、低能見度與低雲幕 
 

一、前言 
    密度流(density current)為一種發生於大氣邊

界層之天氣現象，對於東亞及台灣地區而言，密度流

較容易出現於冬春二季，原因在於密度流發生主因之

ㄧ為近地表有冷空氣逸入於暖空氣下方，而冬春二季

之東北季風天氣型態正好為密度流提供冷空氣來源。

滾軸雲(roll cloud)常伴隨於密度流生成時，其生成原因

主要為當密度流往下游傳遞時，在其前緣之上半部由

於 Kelvin-Helmholtz 不穩定機制，導致大氣之邊界層

有擾動及不穩定現象，因有雲系生成。本研究利用

WRF 數值模式(the Advanced Research WRF, ARW)模
擬 2012 年 02 月 28 日出現於臺灣中北部地區之低能見

度及低雲幕個案，並探討此低能見度及低雲幕個案對

臺灣中北部地區及機場天氣之影響。 
 

二、研究工具及方法 
    WRF 數 值 模 式 是 由 美 國 國 家 大 氣 研 究 中 心

(National Center of Atmosphere Research, NCAR)及美國

國 家 環 境 預 測 中 心 (National Center of Environment 

Prediction, NCEP)等氣象單位共同研發之數值模式，為

一完全可壓縮以及非靜力模式，採用 F90 語言編寫。

水平方向採用 Arakawa C 網格點，垂直方向則採用地

勢追隨座標(σ)，在時間積分方面採用三階或者四階

的 Runge-Kutta 演算法。WRF 模式不僅適合進行理想

性模擬，亦可應用於真實天氣的個案模擬及探討。本

研究將 WRF 設定為四層巢狀網格，水平解析度分別

為 27、9、3 及 1 公里，垂直解析度為 45 層，初始場

及邊界條件使用 NCEP GFS 全球模式，其水平解析度

為 0.5°×0.5°，模式預報時間為 24 小時，相關模式細部

設定請參閱表一。 
為研究此密度流個案對臺灣中北部地區及機場之

影響，針對桃園(RCGM)、新竹(RCPO)、及清泉崗

(RCMQ)三機場 101 年 02 月 28 日 08 至 20 時之逐時觀

測資料作分析，機場資料由空軍氣象聯隊提供，另從

中央大學「大氣邊界層暨空氣污染實驗室」網頁攫取

101 年 02 月 28 日 10 米自動氣象觀測塔資料，各機場

相關地理位置及測站海拔高度如圖 1 所示。 

 

三、觀測資料分析 
（一）綜觀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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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NCEP GFS 1.0°×1.0°網格點資料顯

示，101 年 2 月 27 日 12Z 臺灣地區為東北季風

天氣形態，2 月 28 日 00Z 時一風場輻合帶於臺

灣東部外海生成，此輻合帶於生成後中心氣壓

持續下降，於 2 月 28 日 12Z 時形成一鋒面帶向

東移動，此時臺灣地區依舊為東北季風天氣型

態（圖 2.a-c）。925hPa 風場、溫度場、重力位

高度、相對溼度、及輻合輻散場顯示，101 年 2

月 27 日 12Z 時臺灣地區風場以東北向風為主，

相對濕度偏高，風場無明顯輻合輻散；101 年 2

月 28 日 00Z 時一風場輻合帶自琉球群島一帶向

西南延伸經臺灣地區至南海一帶，臺灣地區附

近相對濕度偏高，風場輻合輻散現象較 2 月 27

日 12Z 明顯（圖 3.a-d）。850hPa 風場、溫度場、

重力位高度、相對溼度、及輻合輻散場顯示，

101 年 2 月 27 日 12Z 時臺灣地區風場以東南向

風為主，相對濕度偏高，大陸東南沿海一帶風

場輻合較明顯；101 年 2 月 28 日 00Z 時東南風

速較 2 月 27 日 12Z 強，且大陸東南沿海一帶風

場 輻 合 帶 向 東 移 動 至 臺 灣 海 峽 一 帶 （ 圖

4.a-d）。500hPa 風場、溫度場、重力位高度、及

渦度場顯示，101 年 2 月 27 日 12Z 時臺灣地區

位於正渦度為主，101 年 2 月 28 日 00Z 時有一

槽線位於華南一帶，向東移動，至 101 年 2 月

28 日 12Z 時槽線通過臺灣地區，臺灣地區由正

渦度轉為負渦度（圖 5.a-c）。 

（二）各測站觀測資料分析 
圖 6 及圖 7.a-d 分別為桃園機場(RCGM)及

新竹機場(RCPO)101 年 02 月 28 日 08 時至 20
時各氣象要素變化，二機場之海拔高度分別為

33 及 8 公尺。圖中顯示，桃園、新竹機場 02
月 28 日晨間風場以北向風為主，能見度約為

2000 至 3000 公尺，雲幕高約 400 至 600 英呎，

溫度持續下降，而氣壓持續上升，二場皆有降

雨現象；桃園機場約自 1130 時起、新竹機場自

1100 時起天氣開始變化，風場由北向風開始轉

為南向風，風速亦較晨間為弱；氣溫原本開始

回升，最高至 15℃，回升幅度達 2℃，但於 1330
時又開始下降，另相對溼度原開始下降，最低

降至 91％，但約於 1310 時則又開始上升；能

見度及雲幕高則開始回升，最高分別至 5000
公尺及 1600 英呎，之後桃園、新竹機場分別於

1400 時及 1330 時後風場又轉回北向風，風速

亦逐漸增強，能見度及雲幕高亦逐漸下降。分

析風場資料顯示，受東北季風天氣系統影響，

桃園與新竹機場原以北向風場為主，但自 1100
時起至 1400 時止，風場轉為南向風場，1400
時之後又轉回北向風場；再分析二機場之溫

度、相對濕度資料顯示，1100 時前二機場溫度

皆持續下降，但自 1100 時至 1400 時，二機場

溫度呈現短暫性回升又下降，相對溼度先下降

後上升，二者相位為 180 度，1400 時之後溫度

及相對濕度則同時下降。依據上述資料顯示，

約 1100 時，臺灣地區由於轉南風，空氣變較為

溫暖，因此測站溫度上升，濕度下降，至 1400
時，後方一股冷空氣快速逸入，因此，風場又

轉為北風，溫度下降，濕度上升，如此劇烈之

冷暖空氣交會造成了大氣邊界層極易出現不穩

定帶，研判此不穩定帶即與密度流 (density 
current)現象有關。 

圖 8.a-d 為清泉崗機場(RCMQ)101 年 02 月

28 日 08 時至 20 時各氣象要素變化，圖中顯

示，清泉崗機場 02 月 28 日晨間風場亦以北向

風為主，能見度約為 2000 至 3000 公尺，雲幕

高約 200 英呎，而氣壓持續上升，亦有降雨現

象；約自 1200 時起，天氣開始變化，風場由北

向風開始轉為南向風，風速亦較晨間為弱；氣

溫剛開始為回升，最高至 14℃，回升幅度達 2~3
℃，但約於 1450 時又下降，而相對溼度則並未

如桃園、新竹機場有明顯變化，此為其值得特

別討論之處；能見度一開始先回升，最高至

5000 公尺，約於 1300 時開始明顯下降，於 1450
時達最差，僅 100 公尺，雲幕高亦於 1430 時達

最差，僅 50 至 100 英呎，於晚間 1800 時雲幕

及能見度始緩慢回升。 
圖 9 為中央大學 101 年 02 月 28 日 10 米自

動氣象觀測塔資料(攫取自中央大學「大氣邊界

層暨空氣污染實驗室」網頁)，圖中顯示，晨間

風場以北向風場為主，溫度持續下降，而氣壓

持續上升，有降雨現象；約自 1130 時起天氣開

始變化，風場由北向風開始轉為南向風，風速

亦較晨間為弱；氣溫開始回升，最高至 15℃，

回升幅度達 2℃，另相對溼度原開始下降，最

低降至 91％，但約於 1310 時則又開始上升，

氣溫原本開始回升，最高至 14~15℃，回升幅

度達 2~3℃，但約於 1330 時開始劇烈下降，最

低達 10~11℃，下降幅度達 4~5℃，但相對溼度

不同於桃園、新竹機場，反而近似於清泉崗機

場無明顯變化，約為 98％；之後約於 1400 時

及 1330 時後風場又轉回北向風，風速亦逐漸增

強。 
依相關研究顯示，若大氣近地面層存在逆

溫層，則適合密度流存在並會往下游傳遞，圖

10(a-d)分別為 101 年 02 月 27 日 12Z 及 02 月

28 日 00Z 板橋(46692)、馬公(46734)之探空資

料，圖中顯示，101 年 02 月 27 日 12Z 時板橋

測站 1.5km 以下無逆溫層，約 1.5 至 2.0km 存

在一逆溫層，101 年 02 月 28 日 00Z 時板橋測

站從地面至 3.0km 皆為逆溫層，顯示逆溫層有

加厚趨勢；馬公測站則顯示逆溫層皆存在於 0.5
至 1.5km 之高度，依以上資料分析顯示，中北

部地區近地面層皆存在一逆溫層，適合密度流

存在並會往下游傳遞。 
依據上述各氣象要素分析，此次密度流個

案抵達新竹、桃園、清泉崗機場時間分別約為

1330、1350、及 1430 時，依此速度推算，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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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度流個案約以 20~25m/s 之速度朝東南東方

向移動。 
 

四、數值模式模擬結果 

（一）模式模擬綜觀環境分析 

圖 11(a-d)為模式模擬之 2km 以下位溫(θ)

及風場垂直剖面圖，模式網格解析度為 1km，

其中垂直方向風場(w)放大 10 倍，圖中以各測

站之經緯度為參考點，切南北方向剖面，圖左

側為南方，圖右側為北方，時間則選擇密度流

大約抵達各測站時間，新竹機場(RCPO)約為

101 年 02 月 28 日 1330 時，桃園機場(RCGM)

及中壢地區約為 1350 時，清泉崗機場(RCMQ)

則約為 1430 時。圖中顯示，模式模擬當密度流

抵達新竹、桃園機場及中壢地區時，當地位溫

約為 288 至 290K，密度流抵達清泉崗機場時，

當地位溫約為 290 至 292K，且由新竹、桃園機

場及中壢地區之垂直剖面圖中(圖 10a-c)，發現

模式已模擬出密度流現象之部份特徵，包括密

度流前方之頭部(head)有突出現象，經分析模擬

之密度流其厚度約為 300 公尺，移速約為

20-25m/s，此與本次個案實際測站觀測資料評

估之數據近似。 

圖 12(a-d)為模式模擬之 2km 以下相當位溫

(θe)及風場時間序列圖，模式網格解析度為

1km，其中垂直方向風場(w)放大 10 倍，時間自

101 年 02 月 28 日 00Z 至 12Z，各圖以各測站之

經緯度為參考點，其中(a)參考點為桃園機場

(RCGM)(b)參考點為中壢(c)參考點為新竹機場

(RCPO)(d)參考點為清泉崗機場(RCMQ)。圖中

顯示，自各測站實際天氣開始變化時間（桃園

機場、中壢約自 1130 時，新竹機場約自 1100
時，清泉崗機場約自 1200 時）起，相當位溫數

值持續增加，顯示大氣中水氣含量增加，此與

各機場所觀測到之溫度回升現象一致，而待密

度流通過後，另一波較乾冷空氣抵達各測站

時，各機場溫度及氣壓持續上升，模式模擬之

相當位溫變化亦與觀測相符。 
（二）模式模擬 TKE 資料分析 

密度流特徵之ㄧ為大氣邊界層擾動動能

(disturbance kinetic energy, TKE)將明顯增加，原

因為冷空氣逸入暖空氣下方，舉昇冷空氣，大

氣邊界層出現垂直運動，因此密度流出現時，

亦將伴隨大氣垂直速度震盪現象。圖 13(a-d)為

模式模擬之 2km 以下擾動動能(J/kg)及風場垂

直剖面圖，模式網格解析度為 1km，其中垂直

方向風場(w)放大 10 倍，時間自 101 年 02 月 28

日 00Z 至 12Z，各圖以各測站之經緯度為參考

點，其中(a)參考點為桃園機場(RCGM)(b)參考

點為中壢(c)參考點為新竹機場(RCPO)(d)參考

點為清泉崗機場(RCMQ)。圖中顯示，密度流抵

達各測站之時間前後，垂直速度風場及擾動動

能皆出現震盪現象，顯示密度流所引發之大氣

邊界層不穩定或擾動現象以波動方式傳遞能量

形成滾軸雲，持續造成海拔高度較高測站(中

壢、清泉崗)之能見度及雲幕高度不佳，由此顯

示 WRF 數值模式對於此密度流之個案有不錯

之掌握能力。 

 

五、結論 

本 研 究 利 用 WRF 數 值 模 式 (the Advanced 
Research WRF, ARW)模擬 2012 年 02 月 28 日出現於

臺灣中北部地區之低能見度及低雲幕個案，並探討此

低能見度及低雲幕個案對臺灣中北部地區及機場天氣

之影響。 
分析當時綜觀大氣環境顯示，2 月 27、28 日台灣

地區為東北季風天氣型態，2 月 28 日 08 時於臺灣東

部外海生成一道鋒面，之後於 20 時持續加深向東移

動；分析桃園、中壢(中央大學)、新竹、清泉崗等測

站觀測資料顯示，自 2 月 28 日 08 時鋒面自臺灣東部

外海生成後，各測站之溫度原先受東北季風影響持續

下降，但自中午 11 時起，各測站溫度陸續出現短暫回

升情形，幅度約 2-3℃，之後又開始下降，氣壓則呈現

升-降-升，而風向則出現北-南-北風向之不連續現象；

另依據中壢地區民眾實際拍攝資料顯示，當日下午中

壢地區 13 至 14 時曾出現類似滾軸雲(roll cloud)之天氣

現象，持續時間約 1~2 小時，因此研判 2 月 28 日自中

午 12 時至下午 17 時臺灣中北部地區大氣出現短暫之

不連續現象，應由密度流(density current)現象所造成，

而中壢地區出現之滾軸雲，研判應為密度流所引發之

大氣邊界層不穩定或擾動現象。分析各測站實際觀測

能見度及雲幕高資料顯示，密度流於 2 月 28 日中午起

移入各測站後，桃園、新竹等海拔高度較低測站(桃園

約為 33 公尺，新竹約為 8 公尺)，能見度及雲幕高度

無明顯變化，但中壢(中央大學)、清泉崗等海拔高度

較高測站(中央大學約為 150 公尺，清泉崗約為 200 公

尺)，能見度及雲幕高度皆明顯下降，顯示本次個案密

度流所引發之大氣邊界層不穩定或擾動現象自密度流

高度一半(約 150 公尺)左右開始往上發展，對於近底

層(<100 公尺)之大氣則無明顯影響，此與過去之相關

研究結果一致。 
    分析 WRF 數值模式位溫剖面資料顯示，模擬之

密度流其厚度約為 300 公尺，移速約為 20-25m/s，此

與本次個案實際測站觀測資料評估之數據近似，分析

模式相當位溫剖面資料顯示，2 月 28 日中午 12 時至

下午 17 時臺灣中北部地區出現相當位溫不連續現

象，研判此應為密度流之空氣秉性與環境不同所造

成；分析模式二維風場擾動及擾動動能(TKE)剖面資料

顯示，二維風場擾動及擾動動能持續由北往南傳遞，

顯示密度流所引發之大氣邊界層不穩定或擾動現象以

波動方式傳遞能量形成滾軸雲，持續造成海拔高度較

高測站(中壢、清泉崗)之能見度及雲幕高度不佳，由

此顯示 WRF 數值模式對於此密度流之個案有不錯之

掌握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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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相關模式細部設定 

 
 

 
圖 1. 各機場相關地理位置及測站海拔高度。 

 

 

           
      
圖 2. NCEP GFS 地面網格點資料，其中著色區及黑實

線為海平面氣壓場(hPa)，紅實線為溫度場(℃)，

箭頭為風標，時間分別為(a)2 月 27 日 1200UTC(b)2

月 28 日 0000UTC(c)2 月 28 日 1200UTC。 
 

 
             
圖 3. 925hPa 風場、溫度場、相對溼度、及輻合輻散場，

其中左圖著色區為相對濕度、紅實線為溫度場、

黑實線為重力位高度、箭頭為風標，右圖著色區

為輻合輻散場，暖色系為輻合，冷色系為輻散，

(a)與(b)時間為 101 年 2 月 27 日 12Z 時，(c)與(d) 時

間為 101 年 2 月 28 日 00Z 時。 
 

(a) (b)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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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續) 
 

 

 
             

圖 4. 同圖 3，但為 850hPa。 
 

 

            
        
圖 5. 500hPa 風場、溫度場、重力位高度、及渦度場，

其中著色區為相對渦度，暖色系為正渦度，冷色

系為負渦度、紅實線為溫度場、黑實線為重力位

高度、箭頭為風標，右圖著色區為輻合輻散場，

時間分別為(a)101 年 2 月 27 日 12Z 時(b)101 年 2

月 28 日 00Z 時(c)101 年 2 月 28 日 12Z 時。 

 
圖 6. 桃園機場(RCGM)101 年 02 月 28 日 08 時至 20

時各氣象要素變化，其中(a)紅線表示風向(°)、
藍線表示風速(kts)(b)紅線表示能見度(m)、藍線

表示雲幕高(ft)(c)紅線表示溫度(℃)、藍線表示相

對溼度(％)(d)藍線表示氣壓(hPa)。圖中藍色區段

時間為 1340 至 1400 時，研判約為密度流抵達該

地區時間。 
 

 
圖 7. 同圖 6，但為新竹機場(RCPO)資料，圖中藍色區

段時間為 1320 至 1340 時，研判約為密度流抵達

該地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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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同圖 6，但為清泉崗機場(RCMQ)資料，圖中藍

色區段時間為 1420 至 1440 時，研判為密度流通

過該地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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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中央大學 101 年 02 月 28 日 10 米自動氣象觀測

塔資料(攫取自中央大學「大氣邊界層暨空氣污

染實驗室」網頁)。 
 

 
圖 10. 板橋(46692)、馬公(46734)之探空資料，其中

(a)、(c)為 101 年 02 月 27 日 12Z，(b)、(d)為 02
月 28 日 00Z。 

 

 
圖 11. 模式模擬之 2km 以下位溫(θ)及風場垂直剖面

圖，模式網格解析度為 1km，其中垂直方向風

場(w)放大 10 倍，各圖以各測站之經緯度為參考

點，切南北方向剖面，圖左側為南方，圖右側

為北方，時間則選擇密度流大約抵達各測站時

間，各圖中紅色三角形即代表各參考點位置，

其中(a)參考點為桃園機場(RCGM)、時間為 1350

時(b)參考點為中壢、時間為 1350 時(c)參考點為

新竹機場(RCPO)、時間為 1330 時(d)參考點為清

泉崗機場(RCMQ)、時間為 1430 時。 
 

 
圖 12. 模式模擬之 2km 以下相當位溫(θe)及風場時間

序列圖，模式網格解析度為 1km，其中垂直方

向風場(w)放大 10 倍，時間自 101 年 02 月 28 日

00Z 至 12Z，各圖以各測站之經緯度為參考點，

其中(a)參考點為桃園機場(RCGM)(b)參考點為

中壢(c)參考點為新竹機場(RCPO)(d)參考點為清

泉崗機場(RCMQ)。 

 

 
圖 13. 同圖 12，但為模式模擬之 2km 以下擾動動能

(TKE)及風場時間序列圖。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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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動力區域氣候預報系統之預報能力分析 

林欣怡 1    蕭志惠 2 

1 中央大學及中央氣象局科技中心 

2 中央氣象局科技中心 

摘  要 

根據中央氣象局動力區域氣候預測系統，2007 至 2011 年期間之機率預報結果，在此以統計

分析的方法說明本系統對臺灣地區降水及二米溫度的預報能力，以提供使用者作為預報應用之參

考。 

關鍵字：三分法機率預報、動力降尺度、POD 

 

一、前言 

中央氣象局為了提高東亞地區尤其是臺

灣地區的氣候預報能力，早在 1997 年即已開

始區域氣候模擬的相關研究，並於 2003 年開

始動力區域氣候預報系統的建置與作業化測

試。圖 1 為動力區域氣候預報系統的主要架

構。 

本預測系統，係以美國國際氣候與社會研

究院（IRI）提供之全球大氣與海洋動力預報

（IRI/ECHAM）作為區域氣候模式美國國家環

境預報中心的區域波譜模式（NCEP/RSM）及

本局的區域波譜模式（CWB/RSM）之初始場

及背景場，進行動力降尺度季節預報。其中全

球模式的預報場的解析度為 T42L18，每月一

次的預報共有 15 個預報樣本，每個預報樣本

的時間長度為 7 個月。 

區 域 氣 候 模 式 ， 包 括 NCEP/RSM 及

CWB/RSM 的水平解析度均為 60 公里，積分範

圍涵蓋大部份的東亞地區(104-136°E、8-37°

N)，水平方向有 55×54 個網格點，每次預報的

時間長度為 5 個月。動力降尺度每月共計有 30

個預報樣本。 

預報產品包括動力降尺度預報的系集平

均；以 30 年歷史積分資料（1971-2000 年）為

參考之東亞地區距平環流，包括 850hPa 風場

距平、降水距平及二米溫度距平；以及臺灣本

島北、中、南、東 4 分區之降水及二米溫度的

三分法機率預報。 

在本報告中，分析以北區為主。預報校驗

的部份，使用了臺灣地區 24 個氣象局測站的

降水及二米溫度觀測資料。 

二、資料與分析方法 

（一）資料 

圖 2 為模式的網格點配置及氣象局測站

分布圖。圖中之黑色圓點為模式的網格點位

置，黑色實線將臺灣分成北、中、南、東 4 分

區，三角形的點為氣象局測站所在位置。其中

北區包含 9 個測站，分別為台北、基隆、鞍部、

竹仔湖、淡水、宜蘭、蘇澳、新竹、彭佳嶼；

中區有 3 個測站，台中、梧棲、日月潭；南區

有 7 個測站，嘉義、高雄、恆春、台南、大武、

澎湖、東吉島以及東區的蘭嶼、花蓮、台東、

成功 4 站。模式的分區資料則是以各分區內所

有網格點的平均為代表。 

（二）分析方法 

圖 3 為以 2007 到 2011 年期間，共 5 年，

台灣北部地區的降水及二米溫度逐月預報的

原始資料，圖中列出每個月高於正常（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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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正常（深灰）, 低於正常（淺灰）三類的

預報機率的時間序列。 

本報告以預報檢出率（POD）來表示系統

的預報能力。POD 的計算方式為 

misseshits

hits
POD


  

其中 hits 代表該分類的所有預報筆數中，與觀

測相同的筆數，也就是預報正確的預報筆數。

misses 則是指所有預報筆數中，預報失誤的預

報筆數。簡單的說，就是預報正確的預報筆數

除以總預報數，即稱為預報檢出率。預報檢出

率的數值範圍為 0 到 1，1 為最好的值，意指

完全命中。 

    可信賴度圖表則可顯示預報概率與觀測

到事件的發生頻率之間的關係。圖中橫座標為

預報的機率（從 0％～100％），縱座標為觀測

發生的頻率（亦從 0％～100％）。可信賴度由

接近對角線的曲線表示為最好的值。若是曲線

低於對角線，表示預測過於自信（預測的機率

太高），若曲線高於對角線則表缺乏自信（預

測的機率太低）。故可信賴度圖可用來表示所

發佈的預報機率分佈特徵，揭示出預報的敏感

度。 

三、結果 

首先將原始資料進行月平均氣候特徵的

分析，結果如圖 4 所示。降水預報對於北部區

域，除了 2 月及 10 月高於正常的預報較高之

外，大多都是接近正常及低於正常的預報機率

較高。春季時，預報接近正常的機率較高，而

到夏季，則預報低於正常的機率較高。溫度方

面，則除了 6 到 8 月，預報接近正常及低於正

常的機率較高，冬季（9 到 12 月）時高於正常

及接近正常的預報機率較高。 

由臺灣北區之預報檢出率來看（圖 5）：

降水方面，系統對於 2 到 5 月的接近正常、7

到 9 月之低於正常、及 10 到 11 月的高於正常

類別都有較佳的預報能力。二米溫度，則是除

3 月是各分類的預報能力都不錯外，其他月份

都是以高於正常及接近正常類形的預報能力

較佳。 

比較台灣 4 分區機率預報之區域特性，則

如圖 6 所示：降水的三類分布在 4 個分區都很

相近，大致上較低於正常及接近正常的預報機

率較高，二米溫度則是明顯的以高於正常及接

近正常的預報機率較高。 

經檢出率的檢驗，則可以發現溫度的預報

能力優於降水，其中又以高於正常及接近正常

的檢出率較高（圖 7）。預報能力最佳的是南

區的二米溫度。 

最後，由台灣 4 分區平均之機率預報可信

賴圖（圖 8）可看出，降水之預報機率在 30%

之下者常為缺乏自信的預報，在 50%之上者為

過於自信預報的情形。 

二米溫度之預報機率，對高於正常的類型

常有缺乏自信的情形，對低於正常的類型常有

過於自信的情形，對於接近正常類型的預報機

率值在 60%之下者有較高的可信賴度。 

四、討論 

      由於近幾年來臺灣地區尤其是秋冬季大

都處於溫度偏暖的環境下，因此溫度低於正常

的發生次數明顯偏少。本報告在進行分析時難

免有資料不足的缺憾。 

對於臺灣北區溫度預報能力較差的問

題，初步推斷是因為 60 公里解析度的臺灣地

形不能充分表現出北部地勢的高度及複雜度

所致。預期在發展下一代高解析度的動力區域

氣候預報系統時，此問題應可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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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CWB動力區域氣候預報系統之架構。 

 

 

圖 2、現行作業系統 60 公里解析度區域氣候模式的網格點（黑色圓點）及臺灣北、中、南、東 4

分區的界線（黑色實線），其中三角形為氣象局所屬測站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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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07-2011 年臺灣北區降水與二米溫度機率預報之時間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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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臺灣北區降水與二米溫度機率預報之季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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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臺灣北區降水與二米溫度機率預報檢出率之季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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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臺灣 4 分區降水與二米溫度機率預報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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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臺灣 4 分區降水與二米溫度機率預報之機率檢出率。 

圖 8、臺灣 4 分區平均之降水與二米溫度機率預報可信賴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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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動力區域氣候預報系統之氣候場更新計畫 

吳慧玲  蕭志惠 

中央氣象局科技中心 

 

摘    要 

為符合世界氣象組織氣候平均值的定義，中央氣象局動力區域氣候預測系統之氣候場亦進

行相同年份的更新計畫。報告中將介紹本局動力區域氣候預測系統氣候場的更新計畫，及比較

新（1981-2010 年）與舊（1971-2000 年）二組東亞區域氣候環流及與臺灣 9 測站之氣候差異。 

關鍵字：動力降尺度、區域氣候 

 

一、 前言 

中央氣象局之動力區域氣候預測系統，

係以美國國際氣候與社會研究院（IRI）提供

之全球大氣與海洋動力預報（IRI/ECHAM）

作為區域氣候模式，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

的區域波譜模式（NCEP/RSM）及本局的區域

波譜模式（CWB/RSM）之初始場及背景場，

每個月進行 60 公里水平解析度之動力降尺度

季節預報作業。積分範圍涵蓋大部份的東亞

地區(104-136°E、8-37°N)，水平方向有 55×54

個網格點，每次預報的時間的長度為 5 個

月。預報產品包括動力降尺度之東亞地區環

流、降雨及二米溫度的距平，及台灣地區 4

分區之機率預報。 

二、 資料來源 

在進行預報結果的距平分析時，需使用降

尺度預報的歷史積分作為參考的預報氣候場。 

動力降尺度氣候場的建立，所使用的模式

背景場係取自IRI所提供之1組ECHAM AMIP

積分資料。資料之解析度為T42L18，觀測的

海溫，積分時間為1971年1月起至2010年10

月。區域氣候模式的積分方式係參考一般預報

作業中歷史積分（hindcast）的積分方式。將 

AMIP 積分中的每一個月都當作是一筆預報

的初始條件，並以初始資料及之後的5個月積

分 作 為 背 景 場 及 邊 界 條 件 ， 分 別 進 行

NCEP/RSM及CWB/RSM之動力降尺度積分。

以建立30年平均氣候場為例，每個區域模式需

進行360次5個月的積分，所得的氣候場為各月

Lead1~Lead5之30年平均結果。 

為符合世界氣象組織氣候平均值的定

義，中央氣象局動力區域氣候預測系統之氣候

場亦進行相同年份的更新計畫。本文將使用

NCEP/RSM與CWB/RSM區域氣候模式之歷史

積分資料，以不同的時間區間，1981-2010年

與1971-2000年，分別建立新、舊兩組的東亞

區域平均氣候場。且只針對30年氣候場中的

Lead1做討論與分析。 

三、新舊氣候場比較 

    圖 1 及圖 2 為二個動力區域氣候預報模

式平均降水及二米溫度之 1 月及 7 月新舊氣候

場的差異。 

1 月降水的主要差異在於長江流域至日本

一帶的降水有增加的情形，相對的在熱帶，尤

其是接近赤道地區，降水有減少的情形。7 月

的降水差異，由菲律賓西側之南海向東延伸到

西北太平洋為降水增加最顯著的區域，而降水

減少的區域則出現在東亞大陸東南沿海、南海

北部、台灣附近及東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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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米溫度的差異則顯示出，近 10 年來包

括西北太平洋、南海及東海等洋面溫度都有增

加的情形。1 月東亞大陸的鄰近海域是增溫的

最顯著地區，包括中南半島、南海、東海至西

北太平洋。黃河以南及長江流域則是出現降溫

的現象，降溫的幅度約在 0.5。C 左右。7 月的

二米溫度差異，除了長江以北及中南半島等地

外，整個分析範圍都為增溫的情形。增溫最顯

著的地區為長江以南、南海南部及西北太平

洋，增溫的幅度約在 0.2-0.4。C 之間。 

    接下來針對臺灣地區氣候差異，佐以氣象

局地面測站的觀測資料，進行模式氣候場與實

際觀測的比較分析。圖 3、圖 4 與圖 1、圖 2 相

同，唯針對台灣地區，所選取出 119-123°E 及

21-26°N 的範圍。由 1 月模式的氣候場差異，

可發現台灣在近 10 年有偏向高溫多雨的趨

勢；7 月的氣候則偏向高溫少雨。 

    圖 5 為台灣 9 個氣象局地面測站 1 月和 7

月之降雨氣候值差異。1 月全台 9 個測站的降

水都呈現近 10 年來有減少的情形；7 月除了

台北和台東兩個測站之降水減少外，其他測站

降水都有增加的趨勢。 

    圖 6 為台灣 9 個氣象局地面測站 1 月和 7

月之二米溫度氣候值差異。無論是 1 月或 7 月

全台 9 測站溫度都有增加的情形。 

    比較模式與實際觀測的氣候變化情形，降

水部分較分歧，模式預報在 1 月降雨多為增加

但觀測卻顯示為減少，7 月模式預報全台降水

都減少但觀測顯示大部分地區為降水增加的

情形。模式降水的氣候變化趨勢似乎與觀測相

反。二米溫度部分，無論是模式或觀測都一致

有增溫的情形。其中 1 月增暖的幅度大於 7

月，在模式與觀測亦是相當一致的。 

四、結果與討論 

本報告的重點在於介紹中央氣象局動力

區域氣候預測系統中區域氣候模式組降尺度

氣候場氣候場的建立方式，並比較在不同氣候

基準年下，降尺度氣候場的差異。由於降尺度

氣候場的大尺度環流的時空分布二米受到背

景場全球模式所控制，因此無法避免的有系統

性誤差的存在。 

針對臺灣地區而言，二米溫度的氣候特徵

與觀測是比較一致的。 

在此只取1月和7月的降水及二米溫度氣

候場做分析，在全年氣候場之比較分析均完成

之後，將可看出模式氣候差異之季節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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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區域氣候預報系統新氣候場與舊氣候場的降水差異，其中（a）為 1 月、（b）為 7 月。 

 

(a)    (b)   

圖 2：同圖 1，但為二米溫度。 

 

(a)    (b)   

圖 3：同圖 1，唯放大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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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同圖 3，但為二米溫度。 

 

(a)  (b)   

圖 5：台灣 9 個氣象局觀測站觀測降雨之新舊氣候值差異，其中（a）為 1 月、（b）為 7 月。 

 

(a)    (b)   

圖 6：同圖 5，但為觀測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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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全球氣候預報模式之亞洲與西北太平洋季風模擬技術評估 

李清縢、李思瑩、盧孟明 

中央氣象局 科技中心 

摘 要 

中央氣象局正在建立第二代二步法短期氣候預報系統，大氣模式方面氣象局全球預報模式(CWB 

Global Atmosphere Model)的解析度將提升至T119L40(水平方向約為150公里,垂直方向40層)。目前

CWB-GAMT119L40己分別完成50年(1949-2006)和20年(1991-2010)的AMIP規格之氣候模擬。本研究分析了這

兩套模擬結果的年循環與亞洲季風的特徵以及大氣模式對海溫變化的敏感度。結果發現大氣環流之氣候

場模擬和NCEP重分析資料相似，形態相關係數可達0.9以上，而且模擬的赤道海溫指標與大尺度環流之間

的相關性和觀測結果相似，代表模式能正確反應海平面溫度與大氣環流之間的相關特徵。但夏季模擬太

平洋副熱帶高壓強度偏強，且位置偏北，雨量氣候場在印度洋和赤道西太平洋地區則模擬偏強。另外，

比較新模式和目前氣象局之T42低解析度作業版模式的氣候模擬，發現新一代高解析模式明顯改進了印度

洋以及ITCZ的降水誤差，雨量氣候值的空間分佈更接近於觀測。 

在年循環(Annual Cycle)分析方面，發現新模式所模擬的各種季風指標之年循環均與觀測結果相近，相

關係數可達0.9以上，明顯優於T42低解析度模式，但在西北太平洋季風指標的表現則明顯劣於其它地區的

季風指標。未來將進一步分析各季的變化特性，增加對模式模擬能力與誤差特性的瞭解。 

 

一． 前言 

中央氣象局目前正在加緊發展第二代二步法

短期氣候預報系統，預計在 2015 年發展完成開始

作業。，在全球大氣預報模式方面，現在作業版的

氣象局全球預報模式解析度將從 T42L18 提升至

T119L40(水平方向約為 150 公里,垂直方向 40 層)。

目前氣象局己分別完成 50 年(1949-2006)與 20 年

(1991-2010)的 AMIP 規格之氣候模擬(簡稱 AMIP50

與 AMIP20)，兩者主要差異在於使用不同的海平面

溫度資料來當作邊界條件。在進行新模式之預報系

統前，需要針對 AMIP 結果詳細分析，藉此了解此

模式的預報能力以及誤差範圍。任俊儒等人(2008

年)檢驗目前氣象局現有 T42 解析度之全球預報模

式(簡稱 CWB-T42)得到，此模式在夏季降雨有顯著

誤差，尤其在東亞及西北太平洋區域近乎無預報能

力。本研究除了分析此高解析度全球模式之 AMIP

模擬結果外，也一併探討此高解析度模式是否能夠

有效改善 CWB-T42 模式在夏季所造成的降水誤

差。 

二、使用資料 

本研究使用觀測資料為 1949-2010 年 NCEP 

ReanalysisⅠ(Kalnay et al., 1996; NCEP-R1)之大尺度

環 流 場 資 料 ， 另 外 海 平 面 溫 度 資 料 則 是

ERSST-V3b(Smith et al.,2008), 時 間 長 度 為

1949-2010 年，雨量觀測場則是使用 GPCP (Adler et 

al., 2003)以及 CMAP(Xie and Arkin, 1997) 全球雨量

資料，年份為 1979-2010 年。 

全球預報模式之 AMIP 資料有 50 年(1949-2006)

及 20 年(1991-2010)的模擬結果，另外也使用目前

氣象局作業化模式之 AMIP 資料，年份為 1950-2005

年。由於各 AMIP 模式資料之解析度不盡相同，所

以此研究將各模式資料內插成 144 x 73 網格點數

(解析度為 2.5 度)。此外由於 AMIP50 與 AMIP20 模

式資料均得到相同的結果，所以以下將只針對

AMIP50 的模擬結果來討論。 

三．海平面溫度與大尺度環流特徵 

首先討論新一代模式是否能夠有效掌握海平

273



面溫度(SST)與大尺度環流場之間的空間相關分佈

特性，所以使用各種不同海溫指標與海平面氣壓

(SLP)做空間相關分佈圖，圖1顯示12月的Nino3.4區

域之SST指標分別與NCEP-R1及AMIP50之SLP做空

間相關分佈圖。圖中可看到NCEP-R1的SLP在赤道

太平洋地區呈現正、負相關的分佈特徵，大西洋區

域則為正相關，代表當Nino3.4異常增暖時，赤道東

太平洋會出現低壓、西太平洋為高壓。此SLP的分

佈特徵，在AMIP50的模擬結果中也可看到，但模

式在西太平洋正相關區域似乎擴展到印度洋區

域，且東太平洋的負相關區域也往北延展，兩者空

間形態相關係數可達0.8，代表模式可正確反應出

海溫與大尺度環流之間的相關特性。 

由 表 1 顯 示 各 個 海 溫 指 標 在 不 同 季 節 和

NCEP-R1與AMIP50的SLP之空間相關係數分佈，而

後再根據此空間分佈來求得形態相關係數表，使用

的海溫指標分別為Nino1+2, Nino3, Nino4, Nino3.4, 

NinoWest, Modoki (Ashok et al., 2007)以及IOD (Saji et 

al., 1999)。表中可明顯看到使用中、東太平洋區域

之海溫指標(如Nino3,Nino3.4, Nino4)所求得的海平

面氣壓分佈特徵，不論是在哪個季節，AMIP50都

與NCEP-R1有很高的相關係數值，顯示模式都能正

確掌握住此區域海溫對大氣的反應特性，不過在其

它海洋區域所使用的海溫指標則表現不太理想，如

IOD指標在12月份的形態相關係數卻只有0.195。 

四. 全球氣候平均場  

  圖2顯示GPCP、CMAP、AMIP50及CWB-T42之

全年平均降雨氣候場分佈圖，由GPCP全球雨量分

佈圖中，可看到主要降雨區域集中在東印度洋、

ITCZ、SPCZ以及中美洲地區。而在西北太平洋地

區，明顯降雨則發生在Bay of bagel、日本東方海面

上。CMAP的雨量分佈圖也和GPCP類似，但東印度

洋 、 赤 道 西太 平 洋 的 雨量 明 顯 比 GPCP 偏 多 。

AMIP50的模擬結果中，主要降水區域和GPCP相

似，兩者空間形態相關係數高達0.86，但降水量模

擬偏多，尤其是在東印度洋、SPCZ、中太平洋的

ITCZ以及中美洲地區。CWB-T42結果顯示主要的降

雨區域都較靠於陸地地區，且雨量明顯偏多，另外

ITCZ的降雨帶模擬明顯和GPCP有顯著差異存在，

並且降水區域似乎無法像GPCP的降雨帶延展至海

洋地區，和GPCP的形態相關係數只有0.75，此相關

係數低於AMIP50年的結果。 

Kim et al.(2011)定義的AC1與AC2來討論降水随

季節變化特性，其中AC1定義為4-5月平均降雨減去

10-11月平均降雨，AC2則是6-9月平均降雨減去12-3

月平均降雨。圖3顯示GPCP、CMAP、AMIP50及

CWB-T42之AC1的全球雨量分佈圖，GPCP及CMAP

都顯示出赤道以北地區為正距平，以南為負距平，

而正距平較大的區域則在中國南方以及中美洲地

區，代表4-5月份的降水主要降水集中在中國南

方、中美洲等地區，而10-11月主要降水則移至澳

洲、南美洲及非洲等地。AMIP50的模擬結果和

GPCP類似，同樣在北(南)半球有正(負)距平的分佈

特徵，形態相關係數為0.79，但在赤道太平洋區域

可看到AMIP50模擬雨量隨季節的轉換並沒有像

GPCP那麼明確，同樣在主要降雨區域也是模擬雨

量偏多。CWB-T42的結果中，整個太平洋地區的

ITCZ降雨帶和GPCP有較大差異，而且主要降水區

域雨量偏多，形態相關係數值只有0.65。圖4為AC2

之GPCP、CMAP、AMIP50及CWB-T42全球雨量分

佈圖，圖中GPCP、CMAP在太平洋及大西洋地區大

約以北緯7.5度分成兩個正、負距平的特徵，以南(北)

為正(負)距平情形，此外在台灣地區至中國大陸沿

岸有正距平情形。AMIP50結果和GPCP相似，兩者

形態相關係數達0.78，而在台灣至中國沿岸地區以

及Bay of Bagel的降水明顯區域，AMIP50都能模擬

出此區域的降水分佈特性。CWB-T42的降水分佈和

GPCP則有明顯差異存在，尤其在赤道太平洋區

域，整個降水帶並沒有像GPCP有顯著的正、負距

平情形，形態相關係數也只有0.6，此外像台灣至

中國沿岸以及Bay of Bagel為兩個不同的降雨區

域，CWB-T42無法模擬此現象，顯示出AMIP50高

解析模式能夠突顯出局部地區的降雨分佈特徵。 

  Wang et al.(2010)定義了全球七個主要季風區，分

別為NAM、NAF、SA、EA、SAM、SAF以及AUS，

根據此七大區域分別計算GPCP雨量和AMIP50及

CWB-T42雨量之空間形態相關係數表(如表2所

示)，整體而言AMIP50的相關係數值明顯高於

CWB-T42，尤其在NAM(50°W-60°E, 0-45°N)區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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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區域(EA, 105°E-150°W, 0-45°N )，兩者的相關

係數只都有0.69，顯示此東亞區域劣於其它區域的

雨量模擬。 

  圖5顯示Jun-Aug(JAS)季節平均之SLP(a)與降水(d)

之NCEP-R1全球分佈圖以及AMIP50及CWB-T42分

別與NCEP-R1之差異圖，圖中可得到AMIP50及

CWB-T42分別和NCEP-R1之空間形態相關係數值

為0.94與0.92，顯示兩者和NCEP-R1的SLP空間分佈

相似，但AMIP50模擬的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位置偏

北，且強度偏強，而CWB-T42也是模擬太平洋副高

偏強，並且強度明顯西伸至中國大陸地區。在降水

場結果中，GPCP主要降水區域在中國南部，ITCZ、

中美洲以及赤道太西洋等地區，AMIP50模擬主要

降水區域和GPCP相似，空間形態相關係數為0.79，

但降水量偏多，尤其是在印度洋與中美洲地區。

CWB-T42的降水差異分佈和AMIP50相似，但陸地

上的降水量明顯比AMIP50有更大差異，此形態相

關係數值只有0.63。另外其它變數場的模擬結果均

和SLP的結果相似(圖略)。 

  圖6顯示Dec-Feb(DJF) )季節平均之SLP(a)與降水

(b)之NCEP-R1全球分佈圖以及AMIP50及CWB-T42

分別與NCEP-R1之差異圖，兩者分別與與NCEP-R1

的SLP空間形態相關係數值為0.96與0.9，顯示空間

分佈特徵類似於NCEP-R1，但AMIP50模擬阿留申低

壓強度明顯偏弱，造成北太平洋地區有反氣旋式環

流距平，CWB-T42則是模擬阿留申低壓的中心位置

偏東，而中國大陸上的高壓明顯偏強。從降雨場分

佈圖中可看到，GPCP顯示主要降水地區在海洋大

陸、澳洲北方及南美洲，另外日本東方也有明顯降

雨帶，AMIP50模擬主要降水區域和GPCP相似，形

態相關係數值為0.87，北半球的降水差異明顯較其

它區域小，而南半球降水量偏多大都集中於海洋地

區，尤其是印度洋及SPCZ位置。另外CWB-T42與

GPCP的形態相關係數為0.79，降水差異則集中於陸

地及沿岸地區，例如非洲東岸、海洋大陸、中美洲

等地區，降水量明顯偏多。 

五. 亞洲季風區 

  亞洲季風是東亞地區的主要氣候特徵之一，為了

加以了解模式是否能夠掌握季風區內的環流特

徵，所以將 AMIP50 及 CWB-T42 模式資料處理成

氣候平均場之日資料，再採用 Wang et al. (2001)與

Webster and Yang(1992)的季風指標 (WNPM, WYI) 

來分析兩種模式對於季風區域內大尺度環流場的

模擬能力。 

  圖 7 顯示 NCEP-R1、AMIP50、CWB-T42 之

WNPM(a)與 WYI(b)指標的氣候平均值之日時間序

列圖，圖中可以看到 WNPM 指標中，NCEP-R1 在

8-9 月間達最高值，随後開始遞減。AMIP50 在 1-5

月模擬此指標偏強，但在 8-9 月沒有出現最高值，

反而在 10 月有最高值出現，顯示 AMIP50 模擬季

風最強的季節有落後情形。CWB-T42 的結果中，

1-4 月模擬此季風指標偏弱，6 月達到最強，反而

在 7-10 月有減弱的情形，這與 NCEP-R1 所顯示的

季風指標變化有明顯差異存在，代表 CWB-T42 在

模擬夏季季風區域內的大尺度環流特徵表現不理

想。從 WYI 季風指標中，NCEP-R1、AMIP50 與

CWB-T42 變化一致，同樣都在 6-8 月間出現最高

值，而後隨月份增加開始減小。由以上分析可以得

到 AMIP50 與 CWB-T42 雖然能夠正確模擬 WYI 指

標的變化，但對於 WNPM 指標則有明顯差異，由

於兩者季風指標所定義的區域不同，顯示模式在模

擬夏季中、高緯度地區的風場變化仍需改善。 

Wang and LinHo(2002)根據雨量變化的特性來定

義亞洲季風區，分別為印度夏季季風區(ISM)、西

北太平洋夏季季風區(WNPSM)以及東亞夏季季風

區(EASM)。圖 8 顯示 GPCP、AMIP50、CWB-T42

之三個季風區域內的雨量氣候平均值之日時間序

列圖，圖中可看到 WNPSM 季風區域內，GPCP 在

5 月份雨量開始偏多，8 月達到最大值，隨後雨量

減少。AMIP50 可看到也是在 5 月份時雨量明顯增

多，但 8 月份卻沒有出現雨量最大值，反而 11 月

份出現最大值。CWB-T42 結果也是在 5 月有雨量

最大值，但 6-10 月反而雨量偏少，此現象與 GPCP

的雨量變化有明顯誤差，同樣也是在 11 月份雨量

再次達最大值。在 EASM 季風區的降水中，無論

GPCP、AMIP50 及 CWB-T42 都呈現出相似的雨量

變化特徵，雖然在 6 月模式有出現雨量大值，而 7

月 GPCP 有另一個月雨量大值，AMIP50 有大致模

擬出現象，但 CWB-T42 卻沒有。另外 ISM 季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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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雨量中，可看到三者雨量變化情形一致，但

CWB-T42 明顯雨量偏多，而 AMIP50 則是較接近

GPCP 的雨量值。由以上分析得到，三個季風區域，

除了 WNPSM 區域外，AMIP50 均比 CWB-T42 更接

近 GPCP 的雨量變化情形，但對於 WNPSM 季風區

域內的雨量，兩個模式都有顯著誤差，尤其是

CWB-T42 在夏季誤差較大。 

六. 結論與討論 

  本研究分析新一代高解析之氣候預報模式

與目前作業化模式之 AMIP 結果比較，得到此高解

析模式不論在環流場、雨量等氣候場模擬均比原有

模式更接近於觀測場，尤其是雨量氣候場部份，除

了改進海洋上降水外，也突顯出局部性的降雨分佈

特徵。不過新一代高解析度模式對於太平洋副熱帶

高壓仍模擬強度偏強，且中心位置偏北。此外此高

解析度模式在東亞季風區域，除了西北太平洋季風

區域外，其它區域所模擬的風場與雨量氣候場變化

均和觀測值，而且明顯比原有模式改進許多。未來

將更進一步分析新一代模式對於季節變化的模擬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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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形態相關係數表之各個海溫指標在不同季節

和 NCEP 重分析資料與 AMIP50 的 SLP 之空間相

關係數。  

 

表 2 GPCP 與 AMIP50 及 CWB-T42 雨量之七大區

域之空間形態相關係數表。 

 

 

 

 

 

 

 

 

 

 

 

 

 

 

 

 

 

 

 

 

 

 

 

圖 1. 12 月的 Nino3.4 區域之 SST 指標與 NCEP 

AMIP50(上)及 NCEP ReanalysisⅠ(下)之海平面氣

壓(SLP)的空間相關分佈圖。 

 

 

 

 

 

 

 

 

 

 

 

 

圖 2. 年平均之 GPCP(a)、CMAP(b)、AMIP50(c)、

CWB-T42(d)的雨量氣候場分佈圖。圖中左上角數

字代表此區域內的雨量平均值。 

 

 

 

 

 

 

 

 

 

圖 3. 同圖 2，但為年平均之 GPCP(a)、CMAP(b)、

AMIP50(c)、CWB-T42(d)的 AC1 雨量氣候場分佈

圖。 

 

 

 

 

 

 

 

 

 

 

圖 4. 同圖 2，但為年平均之 GPCP(a)、CMAP(b)、

AMIP50(c)、CWB-T42(d)的 AC2 雨量氣候場分佈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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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Jun-Aug(JAS)季節平均之 NCEP-R1 之 SLP(a)

與 降 水 (d) 之 分 佈 圖 以 及 AMIP50(b,e) 及

CWB-T42(c,f)分別與 NCEP-R1 之 SLP 與雨量差異

圖。 

 

 

 

 

 

 

 

 

 

 

圖 7. WNPM(a)與 WYI(b) 季風指標之氣候平均值

的日時間序列圖，圖中分別為 NCEP-R1(細實線)、

AMIP50(粗實線)與 CWB-T42(點線)。 

 

 

 

 

 

 

 

 

 

 

 

 

 

 

 

 

 

 

 

 

 

 

 

圖 6. 同圖 5，但為 Dec-Feb(DJF)之 SLP 與雨量

分佈圖。 

 

 

 

 

 

 

 

 

 

 

 

 

 

 

 

 

 

 

 

 

圖 8. WNPSM(a)、EASM(b)、ISM(c)季風區域內之

雨量氣候平均值的日時間序列圖，圖中分別為

GPCP(細實線)、AMIP50(粗實線)與 CWB-T42(點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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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B 2nd Week日均溫MOS與MMS系集統計預報模式測試評比 
 

陳重功 羅存文  陳孟詩 王嬿蘭 

氣象科技中心  氣象預報中心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為提升第二週統計預報的預報能力，本文中應用多重預報時段資料組的統計預報模式方式

(MMS/Multi-tau MOS)，並與原先的 MOS(Model Output Statistic)模式進行比較。藉由美國 NCEP 

GEFS(Global Ensemble Forecast System)所提供的 384h 超前預報，作為延伸至第二週預報的基礎。 

文中對於 NCEP GEFS 之 MMS 與 MOS 的模式建立的比較，MMS 模式在 R2 和 MAE(Mean 

Absolute Error)上，較 MOS 模式有顯著的進步。但在分析過程中，也顯示出 276 小時以後至 372

小時的預報準確度均處於相同的誤差範圍。而在所進行的獨立預報測試案例中，MMS 模式的預

報能力卻和 MOS 模式的近乎相同，甚至於部分預報時段的預報準確度，MOS 模式的表現比

MMS 模式為佳。雖可能歸因於所取用的 GEFS 預報變數過少，以至於第二週的模式部分，沒有

充分的物理描述。但是 GEFS 模式的預報能力尚待更進一步的查驗。 

關鍵詞：MOS、MMS、系集預報。  

 

一、前言 

本局動力統計預報的預報指引模式的開發，己有

應用於多組動力數值模式上之經驗，對於預報作業模

式與架構都有詳細的規範(見陳等，2005)，並己落實

到每日的預報作業支援上，供給預報作業必要的輔助

參考。主要開發技術上，經歷短期(Short Range)的本

局 區 域 模 式 CWB LAFS (Limited Areal Forecast 

System)、CWB NFS (Non-hydrostatic Forecast System)

及日本區域模式 JMA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RFS 的 PP、MOS 及 MMS 等統計模式發展(見於羅與

陳，2003、陳等，2009)。在中期(Medium Range)預報

的 發 展 上 ， 則 是 應 用 了 本 局 的 CWB-GFS(Global 

Forecast System)及 JMA-GFS，2 組中期動力數值預報

模式開發出相對應之未來一週的統計預報指引產品。

期間對於 2 組全球動力數值模式的降尺度至台灣地區

的預報特性，有深入的研究與探討(見陳等，2006)。

近年與長期課共同跨足於二週的系集統計預報之開發

應用(見李等，2011 及陳等，2011)。透過動力統計預

報的開發，深入瞭解 NCEP GEFS 的預報特徵和能力。

本文所選取的被預報元為台灣地區各測站的冬季日平

均溫度，是一個綜觀性質為主宰的地區天氣要素。足

以透過此一要素探究數值模式的綜觀預報的能力。 

本研發主要在於藉由 MMS 的開發更深入瞭解第

二週預報的預報能力與參考價值。以為預報作業提供

足夠客觀性的預報參考評估。 

二、資料與研究方法 

(一)、資料 

  本文中採用 NCEP GEFS 的系集預報產品，計有

一組控制組(Control run) 及加上 20 組系集預報成員

(Ensemble member)的預報產品。預報時效為 00Z24h

至 384h，每 12h 的預報產品輸出間隔。資料期限起始

於 2009 年 1 月 1 日至 2012 年 2 月止。由於本研究是

在探討冬季(12、1 及 2 月)的模式特性，所以冬季約

有 4 年資料，使用 2009 年 1 月、2 月、12 月及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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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2 月，12 月與 2011 年 1、2 月，共 8 個月來建

立統計模式，並用 2011 年 12 月及 2012 年 1、2 月進

行獨立測試。 

  所使用到的NCEP GEFS模式的網格點(2.5o*2.5o)

分布見於圖 1 中所示的白色中空圓圈，共採取了 10

個點用以將測站鄰近測站的 4 個格點變數量內插至測

站上。所收集的系集動力數值模式預報變數，計有海

平面氣壓(MSLP：Mean Sea Level Pressure)、850mb

溫度(T：Temperature)、850mb 東西風(U)、850mb 南

北風(V)、700mb 高度(H：Height)、700mb 相對濕度

(Rh：Relative humidity)、500mb 高度、250mb 東西風、

250mb 南北風與 12 小時纍積雨量(TRSR：TeRrain 

Surface Rainfall)，共 10 組場量變數。 

  本文中被預報元為台北(46692)、花蓮(46699)、台

中(46749)、高雄(46744)、澎湖(46735)及玉山(46755)

等 6 個測站的日平均溫度。而以台北測站為模式案例

討論之主要代表。所選取之資料期限與 NCEP GEFS

的相對應。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中所採用的統計預報模式，包含 PP、MOS

與 MMS 三種模式。模式中應用複式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以向前因子選取(Forward Selection)方式

建立預報方程，詳細的描述見於 Neter et al. (1983)的

書籍中。PP 模式以被預報事件的起端(00Z)為建模式

的時間點。而 MOS 及 MMS 則以控制組(control run)

的 00Z36h、60h、84h、、、372h，各時段各自建立一

組迴歸方程，共 15 組。再將所對應時段之各個系集

成員的相對應變數，代入預報方程中以取得各自的預

報指引值。 

  而 MMS 模式為 Multi-tau. times MoS，以多重鄰

近相連預報時段資料組來建立模式。在本研討中隨預

報時效的增長所引入的資料數目亦隨之增加。主要在

156h 前，取前、後各納入 2 組，計 5 組 tau. times 資

料組代表所預報的時段；180h 至 276h 區段的模式，

則增加為前、後各納入 3 組，計 7 組預報 tau. times 資

料組。而 300h 至 372h 區間，則用前、後 4 組資料納

入，共計 9 組。主要目的在於調整可能存在的數值模

式預報相位落差。 

  文 中 所 採 用 的 計 算 量 有 ： 迴 歸 方 程 的

R2(Explained Variance)，平均預報狀態的 Bias，預報

準確度的 MAE(Mean Absolute Error)，與相關係數

(Correlation)等基礎分析運算來進行各項量化的評比。 

三、模式建立特徵分析 

  在開發 NCEP GEFS MOS 日平均溫度統計預報模

式的主要預報因子蝌 850T 為首，在陳等(2011)有詳細

的探討，主要由於僅從 10 組預報因子庫選取，而其中

又僅此一組為以溫度形式表達。同樣的狀況亦存在於

MMS 的模式，而多為資料組中的前段 850T 主導。其

次少數的高度場亦會是主要的預報因子，但僅出現於

較長預報時效的預報時段時。 

圖 2(a)為台北測站(46692)的各個時段的 MOS 及

MMS 模式建立各項模式指數分布狀態。基本上，MOS

的 R2隨預報時段的增加，由近乎 0.8 逐步降至略低於

0.2 的變異詮釋度。MMS 的表現與 MOS 有一致的趨

勢，但各個時段點的 R2值均較 MOS 的高，且有隨預

報時段的加長，而改善越多的情勢。主要表現在由

204h 至 348h R2增加量較明顯，僅在 252h、274h 與

372h 時段，較不突出；主要應歸因於所取納入組數區

間分段處，所產生鄰近組數差異的結果。本研究中所

設制的 IR(Improvement Rate)，是由 MMS 的 R2減去

MOS 的 R2 再除以 PP(00Z)的 R2(約為 0.81)而成，IR

的表現趨勢與 R2的比較變化一致。由圖中亦呈現出，

平均 MMS 的 MAE 值約略比 MOS 的調降 0.2oC。整

體的 MAE 變化由 36h 起至 372h，約由 1.2oC 漸增到

2.4oC，約在 276h 時 MAE 即達到 2.4oC 到 372h 間，

均處於沒有增、減的狀態。 

圖 2(b)為台北、花蓮、台中、高雄、玉山及澎湖

6 站的各時段之 R2分布，澎湖是各站中 R2 描述最低

的一組，在到達 180h 之前約低了 0.15。而高雄站的

R2分布較澎湖好很多，但仍明顯的表出和其他站差了

0.5 的落差。花蓮、台中及玉山的分布趨勢與強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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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和台北近乎一樣。 

四、MMS 模式測試比較 

  經由上述的台灣各區的模式建立與比較，選取台

北站為獨立測試的評比案例。圖 3 為 2011 年 12 月至

2012 年 2 月期間的預報測試，(a)為 MOS 及 MMS 各

時段的 Correlation、(b)為 Bias(c)是 MAE。 

    圖 3(a)的相關分布顯出在此試期間，252h 前 MMS

似乎較 MOS 的相關性質略高一些，僅約略為

0.01~0.02。252h 之後則 MMS 和 MOS 的強弱變化，

則是互為起落。基本上，MMS 和 MOS 間沒有明顯的

相關差異。在圖(b)的 Bias 部分，整體上滿足隨著預報

時段的加長而加大 Bias 值，但至 276h 後反而有 Bias

下降的情境。圖中明顯的看出 MMS 的 Bias 值均較

MOS 的高約 0.4~0.6oC。Bias 的值的變動的區間，大

致在 0.32~1.7oC 之間。圖(c)的 MAE 分布，在 276h 前

MMS 和 MOS 幾乎完全一致，之後 MMS 的 MAE 值

顯得比 MOS 的多約 0.15oC 的預報誤差。主要的預報

誤差範圍，大致落在 1.05~2.5oC 之間。 

五、模式預報個案 

  本局長期預報作業均於每週下午進行預報會議

討。因此，採用每週四的 NCEP GEFS 對未來 384h 的

預報產品，進行日均溫統計預報預報作業供給。圖 4、

5、6 及 7 即個別為 2012 年 1 月 5 日、12 日、19 日和

26 日(週四)的 00Z 未來 2 週的日均溫之(a)MMS 和

(b)MOS 預報產品。圖中綠線代表對應之觀測值，藍

色線是 Control run 的預報結果，紅色線是 ensemble 

mean(系集成員預報指引的平均值)。而灰色代表各個

系集成員(20 組)的分布。 

若由總含括的系集預報範圍檢視之，似乎總有些

系集成員的預報值是含蓋了觀測值的。但若由單一的

control run 與 ensemble mean 檢驗，則可現大致上第一

週(2~8 日)還有預報的準確性可號參考，或有可信的預

報趨勢度。基本上預報誤差也較溫和些。而第二週

(9~15 日)則顯得預報參考的可信度比較低，而且趨勢

度也不佳。兩組模式的結果，很難於別出優劣。 

此現象由表一(第一週)及二(第二週)的兩組模

式，連續 4 週的預報偏差程度與誤差度的數值分布，

可見沒有如建模時，如此絕對的情形即 MMS 各項評

比均優於 MOS 的。二者的表現略差於建模期間，且

在於柏仲之間。 

   

六、結論 

系集預報的開發需要大量的電腦資源，同樣地後

端的接繼應用，也是對電腦需求很大，尤其是儲存部

分。動力統計預報所需的這方面要求是很嚴謹的。 

本局第二週預報所選取的數值模式是 NCEP 

GEFS 版本，因取得容易。但先期處於預報作業參考

使用，僅收納 10 個預報變數。對於發展 MOS 而言，

很難於滿足在降尺度推估建模時的物理解釋度。經過

先期的開發結果顯示出，以 control run 所建的 MOS

模式，相比於 ensemble mean 的模式效果一致。未來

本局採取僅完整收集 NCEP GEFS 的 control run 產

品，用以建立 MOS 模式。預報作業時僅接收所需之

系集成員的因子變數場量。如此可大幅解決電腦儲存

與運算的資源不足。 

本文的結果充分的顯示出，該數值模式對台灣地

區在第一週的預報資訊上，有足夠的可信度與準確

性。但第二週的預報能力，即大幅度降低。同時，建

模式時所展現 MMS 的優勢，在獨立測試時均無法有

持繼性的穩定表現。由於缺乏充足的物理詮釋，因為

變數量過少，致使無法更進一步地提出癥結。應充分

收集完整的變數量，重測模式的穩定度。 

參考文獻 

Neter, J., W. Wasserman, and M. H. Kutner, 1983：

Applie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Richard D.，

Irwin INC.，Homewood，Illinois，547pp． 

羅存文與陳重功，2003：2001 年最高/低溫統計預報結

果分析，氣象學報，45，33-50。 

281



 

  

陳重功、羅存文、施佩君與賀介圭，2005：統計預報

模式相位調整預報評比，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

會論文彙編，中央氣象局，臺灣，臺北，157-162。 

陳重功、羅存文與賀介圭，2006：MRF JMA MOS 與

GFS MOS 六月份測試模式之特性比較，天氣分

析與預報研討會論文彙編，中央氣象局，臺灣，

臺北，2-58 – 2-62。 

陳重功與羅存文，2009：中央氣象局 LAFS MOS 

2000~2003 年冬季最高/低溫度之預報回顧與評

比，氣象學報，48，1-16。 

陳重功、羅存文、李柏宏、賈新興、陳孟師與王嬿蘭，

2011：CWB 2nd Week 日均溫 MOS 系集預報模

式開發-(II)測試評比，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論

文彙編，中央氣象局，臺灣，臺北，370 – 375。 

李柏宏、賈新興、陳孟師、王嬿蘭、陳重功與羅存文，

2011：CWB 2nd Week 日均溫 MOS 系集預報模

式開發之技術探討(I)，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論文彙編，中央氣象局，臺灣，臺北，364 – 369。 

 

 

 

 

表一、台北(46692)第 1 週 MOS 與 MMS 預報評比

1-WK MOS MMS 

Case Ctr EnsM Ctr EnsM

B
ia

s 

Jan05 0.76 1.02 1.27 1.22 

Jan12 ‐1.06 ‐1.24 ‐1.20 ‐1.39

Jan19 1.36 1.13 1.26 1.01 

Jan26 ‐0.33 ‐0.33 ‐0.09 ‐0.01

M
A

E
 

Jan05 0.81 1.25 1.33 1.40 

Jan12 1.06 1.40 1.20 1.48 

Jan19 1.36 1.38 1.29 1.34 

Jan26 1.96 1.74 1.69 1.63 

 

 

 

 

 

 

 

表二、台北(46692)第 2 週 MOS 與 MMS 預報評比

2-WK MOS MMS 

Case Ctr EnsM Ctr EnsM

B
ia

s 

Jan05 ‐1.70 ‐1.32 ‐1.17 ‐1.27

Jan12 2.73 2.68 1.93 2.13

Jan19 1.83 1.52 2.16 1.33

Jan26 1.59 1.73 1.60 1.67

M
A

E
 

Jan05 1.89 1.27 0.77 1.32

Jan12 3.04 2.77 2.38 2.44

Jan19 2.14 1.94 2.36 1.81

Jan26 3.92 3.78 3.98 3.88
 

 

 

 

 

 

 

 

 

 

 

 

 

 

 

 

 

 

 

 

 

 

 

 

 

 

 

 

 

圖1.NCEP GEFS 2.5o*2.5o格點分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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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TCCIP計畫推動經驗談氣候資訊服務 

 

陳永明、林李耀、朱容練、張振瑋、黃柏誠、黃嬿蓁、李惠玲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摘        要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鑑於氣候變遷對臺灣造成的影響可能愈趨嚴重，國家推動

各項氣候變遷調適策略時需要更多的科學數據與研究成果作為依據，因此自 98 年底推

動三年期「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計畫」(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以下簡稱 TCCIP)，該計畫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負責統籌執

行，藉由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中央氣象局及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等學

校之研究學者共同合作，針對氣候科學研究與下游衝擊所需之整合應用，強化氣候變遷

科學研究與推估能力，並落實氣候變遷資訊的應用研究與服務。 

TCCIP 計畫進行將近三年，禀持當初計畫擬定之精神，由下而上從利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角度進行氣候變遷之研究與氣象服務，其精神與 WMO 第三次世界氣候

大會（WCC3）所揭示的 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GFCS）的精神不謀而合。

TCCIP 計畫三年來藉由氣象研究人員的努力，嘗試與使用者進行溝通，無論在資料的產

製，服務的產品以及氣候情境的假定上，累積了不少寶貴經驗，值得與氣象從業人員分

享。 

  TCCIP計畫的重點成果與氣候變遷資訊服務整理包括：1.建立長期氣候降雨資料庫; 

2.  建立氣候變遷資訊服務平台網站與服務機制; 3.出版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4.  從水文應

用需求建立氣候變遷推估情境假定; 5.氣候變遷極端降雨之水文衝擊關鍵技術研發…等。 

本論文將著重於氣候研究與資料使用者在計畫三年來溝通的經驗與成果作為出發，探討

氣候資訊服務的方式、可能性以及可能的困難，作為氣象界推廣氣候服務應用的參考。 

 

 

 

 

關鍵字：氣候變遷、氣候資訊、氣候服務、TC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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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降尺度技術於台灣春季乾旱之應用 
            

       朱容練 黃柏誠 張振瑋 吳宜昭 Soo-Jin Sohn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摘    要 

    本研究利用TCCIP月降雨網格資料與APEC Climate Center之短期氣候模式Hindcast資料進行台

灣春雨之探討與統計降尺度系統建立。結果顯示，台灣春雨主要發生於台灣北部並向中部山區延伸

的區域，平均約600mm，約佔全年總降雨量的1/4。春雨的多寡，與ENSO(Nino 3.4 SST)存在約2
個月的延遲相關，並且顯示，聖嬰年的隔年，台灣春雨會有偏多的趨勢出現。以Nino3.4 海溫、SLP、

U200 以及V850 等大尺度環境場進行預報因子測試，發現Nino3.4 海溫、SLP與U200 可作為台灣北

部春雨預測時之大尺度預報因子；而V850 的驗證中可知，該物理量較無法正確反映應有的降尺度

降雨年際變化。多重模式系集平均結果雖然穩定，從大尺度的表現評估也優於單一模式，但是降尺

度後之降雨技術得則分相對不高，約介於 0.3~0.4 之間，進一步測試如區域選取以及預報因子選取

等，將會是未來的工作重點。 

關鍵字：春雨、統計降尺度、TCCIP、APCC 
 

一、前言 

 

乾旱是一種自然的氣候現象，一般都以月或季節的

時間尺度表現。台灣年平均降雨約 2500 公釐，嚴格來

說，理應不虞匱乏，不至於有乾旱的問題，然而，受到地

形與降雨不均勻等因素，仍然時有乾旱事件的發生，造成

農業、工業、民生等各方面的衝擊。 
春雨是台灣北部一期稻作的主要雨水供應來源，而

春天的降雨情形，也是以台灣北部地區最為顯著，若以長

時間(年代際)來看，台灣春雨的變化與太平洋十年振盪

(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簡稱PDO)有著明顯關聯

(Hung et al. 2004)。當PDO呈現正相位時，台灣春雨

有偏多的趨勢，可歸因於此時台灣位於氣旋式環流的大尺

度環境中，且北方鋒面系統亦較活躍之故。此外，若從短

期氣候的觀點出發，則發現台灣春雨與聖嬰現象(El Nino 

and Southern Oscillation；簡稱ENSO)有關(Jiang et al. 
2003)。若能掌握PDO與ENSO未來的變化趨勢，將有助

台灣春雨預報能力的提升。 
短期氣候模式是目前預報大尺度環流特徵演進的主

要工具，以現今的技術，對於大尺度環流以及動力場部

分，具某種程度之掌握能力，然而氣候模式之降雨預報，

則仍然是有待持續提升預報能力的物理量，其中又以地處

熱帶與副熱帶交界處的地區更具挑戰。再加上目前的氣候

模式空間解析度仍然無法解析局部地區之降雨，若欲進行

區域氣候預測，除了仰賴區域氣候動力模式之外，另一個

方法則是統計降尺度(Chu et al. 2008)，透過氣候模式之物

理量與區域降雨之統計關係，進而獲得未來三個月內之降

雨預測結果。 
若能有效預測台灣北部春季降雨，意味著對春季乾

旱的掌握能力亦可隨之提升。有鑒於此，本研究即針對台

灣北部春雨，利用不同氣候模式之物理量為預報因子，進

行統計降尺度系統之建立與測試，第一部分為前言，第二

部分為資料與分析方法，第三部分為結果分析，最後則為

結語。 

 

二、資料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計畫

(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簡稱TCCIP)所產製的台灣地區 5 公里空間網格

解析度之月降雨觀測資料(1960-2009)作為分析之主要變

量；搭配最佳化之觀測海表面溫度(Optimized Interpolat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簡稱OISST)針對台灣北部地區的

春季降雨進行分析研究。此外，本研究亦利用從APEC氣

候中心(APEC Climate Center；簡稱APCC)所取得之13 組

短期氣候模式後報(Hindcast)資料，時間為 1983-2003 之月

資料進行台灣春雨之統計降尺度系統之建立與初步測試。

相關統計降尺度方法如下所述: 
圖一為本研究所使用統計降尺度流程圖。利用經驗

正交函數分析（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簡稱EOF）

分別將氣候降水與全球環流模式(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簡稱GCM)預報因子進行資料重建，其後利用奇

值向量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簡稱SVD）方

法（Bretherton，1992；Chu et al., 2008）將二重建後資料建

立長期之統計關係，利用SVD之統計特性，將GCMs所提

供之Hindcast資料進行降尺度投影（Projection），取得台灣

北部地區之春季降雨預測值，並配合TCCIP5 公里網格降

雨觀測資料資料進行比較與分析。關於統計降尺度之細部

說明，可參考Kim et al. [2004]，Feddersen and 
Andersen [2005]與 Chu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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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分析 

 

(1) 台灣春雨分析 
台 灣 地 區 平 均 年 總 降 雨 量 大 約 介 於

2000mm~3500mm之間，其中又以東北角及山區的降水最

為顯著，圖二為 2、3、4 月累積降雨占全年降雨的比值空

間分布圖，春季降雨比值大於 1/4 年總降雨量的區域主要

集中於台灣北部地區。為瞭解台灣春雨與ENSO之間的關

聯性，將ENSO指數與春季降雨佔1/4年總雨量的區域平均

雨量進行延遲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台灣北部春雨與

Nino3.4 海溫存在約 2~3 個月的延遲相關，亦即當Nino3.4
海溫於冬季呈現偏暖訊號時，隔年台灣春雨將會有偏多的

趨勢出現，選取 82/83, 86/87, 87/88, 91/92, 94/95, 97/98, 

02/03, 06/07 為聖嬰年；83/84, 84/85, 88/89, 95/96, 98/99, 

99/00, 00/01, 07/08 為反聖嬰年進行春雨之合成分析，如圖

三所示。由圖可知，不論是聖嬰年或反聖嬰年，台灣春雨

似乎都顯現降雨偏多的訊號，然而利用無母數檢定法進行

95%的統計檢定後發現，聖嬰年時，台灣春雨偏多的訊號

有通過檢定，因此認為，聖嬰年時，台灣春雨有偏多的可

能。此一結果，可作為推測台灣隔年春季乾旱與否的指標

之一，在台灣北部乾旱的預測與推估上有其正面助益。從

圖二之區域平均降雨逐年變化分析可知(圖未示)，該區域

年總雨量約2200mm，春雨約600mm，佔全年雨量的27%
左右。此外，從逐年的降雨變化趨勢發現，該區春雨似乎

有逐年減少的趨勢，並存在年代際之振盪訊號，此結果與

Hung et al. (2004)之研究一致。 
 

(2) 統計降尺度 

 

1. 觀測海溫為預報因子 
如前節所述，台灣春雨與ENSO Index存一明顯相

關，本節即利用此一關係，以Nino3.4 海溫(DJF)為預報因

子，嘗試建立台灣北部春雨(FMA)之統計降尺度系統。圖

四為降尺度過後之降雨與觀測降雨之相關係數空間分布

圖。由圖可知，利用Nino3.4 海溫作為預報因子，其降尺

度結果以推估中央山脈西側之降雨技術得分較高，大約介

於 0.4~0.5 之間，而該區域則與春雨主要降雨區域類似。

至於東北角地區之降雨，則是呈現負相關訊號，亦即技術

得分相對較低。 

 

2. 以模式物理量為預報因子 

除了以海溫作為預報因子外，本研究亦嘗試利用

GCM之大尺度物理量作為預報因子，進行台灣春雨之統

計降尺度分析。本研究所使用之GCM資料為從APCC所取

得，共 13 個模式之Hindcast資料，所用以建立降尺度系統

之大尺度物理量有V850、SLP與U200 等。表一為各模式

中各預報因子與台灣春雨之SVD1 解釋百分量。由表可

知，絕大多數模式，對於SVD1 可解釋的百分量均超過

90%，惟BCC模式中的SLP與MSC_GM2、MSC_GM3 之

V850，其解釋百分量分別為 89%、83%與 84%，較其他

GCM略低；對應年紀變化的走勢上(如表二)，大部分的模

式表現，相關係數值皆在 0.5 以上。其中又以CWB和

NCEP的V850 預報因子，其相關係數值為 0.8。反觀

MSC_SEF之SLP的表現則是明顯偏低(~0.3)。 
圖五為以SLP為預報因子所進行之統計降尺度技術驗

證。由圖可知，大部分模式對於台灣北部春雨的推估上,其

相關係數大都介於 0.3~0.4 之間。CWB則是於主要降雨區

的相關係數介於 0.4~0.6 之間，推估技術明顯優於其他模

式。GDAPS_F則是呈現負相關係數為主，此外，大多數的

模式,對於東北部地區之降雨，其掌握能力較不理想。圖六

為以U200 作為預報因子時之模式降尺度推估技術得分。由

圖可知，CANCM4 模式的表現較佳，模式普遍對於南投附

近之降雨有較理想的推估結果，同樣是在東北部地區的降

雨掌握能力有限。反觀以V850 為預報因子進行驗證，結果

顯示所有模式的技術得分均相對較低(圖未示)。  
由上述實驗結果可知,以赤道Nino3.4 海溫、SLP與U200

等大尺度物理變數作為預報因子，在台灣春雨的推估上，

有不錯的掌握能力。MME的結果雖然穩定，但其技術得分

則是介於0.3 與0.4 之間，較單一模式結果(如CWB)低。 
 

四、結語 

 
台灣春雨對於北部一期稻作的影響極大，若能充分掌

握其降雨之未來趨勢，將有助於北部水資源的調度與乾旱

預警。從本研究的觀測分析發現，台灣春雨主要以北部為

主，約佔全年降雨的四分之一左右。而聖嬰年的隔年春季，

台灣北部春雨則是有偏多的現象出現。從統計降尺度系統

的建立與初步測試結果中發現，大尺度預報因子以SLP與

U200 的表現技術得分較高，低層風場如V850 則是推估結

果較不理想，其原因可能與所選取的預報因子空間區域有

關，這將會是未來須進一步測試的重點之一。 

本研究未來將進一步利用統計降尺度結果，結合乾旱

指數(如SPI等進行乾旱程度的預測，並且介接水文模式進

行集水區流量模擬測試，以期能在灣春季時之集水區降

雨、水庫入流量以及乾旱的預報上，能發揮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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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模式中各預報因子與台灣春雨之SVD1 解釋百分

量SCF(%) 

Model SLP U200 V850 

BCC 89 96 90 

CWB 95 97 92 

GDAPS_F 93 95 93 

JMA 94 92 95 

METRI 96 92 93 

MSC_CAMCM3 94 95 97 

MSC_CAMCM4 95 96 95 

MSC_GEM 97 96 95 

MSC_GM2 96 94 90 

MSC_GM3 95 91 83 

MSC_SEF 95 96 84 

NCEP 96 96 94 

NIMR 96 92 93 

 

 

 

表二模式中各預報因子與台灣春雨之SVD1 時間序列

相關係數值 

Model SLP U200 V850 

BCC 0.7 0.6 0.7 

CWB 0.5 0.5 0.8 

GDAPS_F 0.6 0.5 0.7 

JMA 0.7 0.6 0.7 

METRI 0.5 0.4 0.7 

MSC_CAMCM3 0.6 0.6 0.7 

MSC_CAMCM4 0.5 0.6 0.6 

MSC_GEM 0.5 0.5 0.6 

MSC_GM2 0.6 0.5 0.7 

MSC_GM3 0.6 0.4 0.5 

MSC_SEF 0.3 0.4 0.6 

NCEP 0.7 0.7 0.8 

NIMR 0.5 0.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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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統計降尺度流程示意圖 

 

 

 

 

 

圖二 台灣春季降雨百分比空間分布，圖上彩色部分為降

雨比率大於25%以上之區域 

 

 

 

 

圖三 ENSO年之春雨合成分析圖。其中(a)為El Nino年之

平均降雨量，(b)為El Nino年通過檢定之平均降雨量，(c)

為La Nina年之平均降雨量，(d)為La Nina年通過檢定之平

均降雨量 

 

 

圖四 SST為預報因子之統計降尺度相關係數

分布圖。(其中降雨驗證為APHRODITE 25Km

網格解析度之觀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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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五 以SLP為預報因子所進行之統計降尺度技術驗證相

關係數圖。 

 

(a)

 

(b) 

 

圖六 以U200 為預報因子所進行之統計降尺度技術驗證

相關係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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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效應對高屏地區半世紀夏季地面溫度及降雨影響之研究 

沈鴻禧 1、汪建良 1、楊順欽 1、鄧子正 2、林淑卿 3 

1 國防大學理工學院環境資訊及工程系 

2 警察大學消防系 

3 中央氣象局天文站 

 

摘   要 

本研究針對中央氣象局高屏地區:高雄(都會區)及恆春(郊區)50 年（1956- 2005 年）夏季(6 月

至 8 月)之每日地面溫度及降雨量做研究，第一組資料為周三到周五做平均，第二組資料為周六

到周一做平均，以瞭解在高屏地區因周末效應人類活動對地面溫度及降雨的影響，結果顯示兩個

測站地面溫度兩組資料相差極微，以高雄測站為例，有降雨日之地面溫度 50 年平均為 27.8℃，

兩組溫度差僅為 0.04℃，有降雨日之恆春測站的兩組地面溫度資料平均皆為 27.6℃。 

 

降雨量方面，則以夏季年降雨日、降雨強度(降雨總量/降雨日)為比較基準，結果顯示高雄測

站工作日組平均降雨日較周末組為高，前者為 18.92 日較後者高 0.1 日，恆春站亦同，工作日平

均降雨日為 22.7 日，較周末組高 0.68 日； 本研究進一步將降雨日分為小於 10mm/day 的小雨日

及大於 10mm/day 的大雨日，則小雨降雨日工作站組較周末組高，但大雨降雨日則結果相反，恆

春站結果亦同。在降雨強度方面，結果顯示高雄測站無論小雨日或大雨日，周末組平均的降雨強

度為均較工作日組為高，但恆春站小雨日的降雨強度工作日組較周末組高，但大雨日則周末組為

高，此點隱含著周末效應在高屏地區降雨日、及大雨日之降雨強度的影響較明顯，但地面溫度的

周末效應影響較微。 

 

關鍵字: 周末效應、降雨日、降雨強度 

 

一、前言 

台灣長期氣象觀測資料的分析研究，在過

去 20 年有不錯的成果，沈與張(2000)針對臺灣

8 個氣象站近百年的地面溫度做分析，上升了

約 0.8~ 1.3℃，Liu et al. (2002)及中央氣象局科

技中心報告(2009)出版了「1897-2008 台灣氣

候變化統計報告」顯示，近百年來全台平均溫

度上升為 0.8℃，其中都會區平均上升 1.4℃；

在長期降雨方面的研究，Liu et al.(2002)針對

過去 45 年觀測資料做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地

區因人為活動增加及都市化等因素導致夜間

溫度增加， 以及小雨量(<4mm/h)減少及大雨

量(>10mm/h)增加，此研究結果亦與國外研究

有一致性(Houghton et al., 2001)；行政院 100

年災害防救白皮書指出: 台灣長期極端氣候

頻率有增加趨勢，以影響台灣災害最大的颱風

而言，高強度降雨及高累積降雨量次數增加；

而根據統計民國 89 年(2000 年)以前，發生極

端強降雨的颱風約每 3-4 年一次，但民國 89

年(2000 年)以後，發生極端強降雨的颱風約每

年一次；黃傳等(2012)研究中國大陸東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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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盛夏降雨強度線性趨勢線發現，有逐年增

加的趨勢。 

談等(2007)利用 1986- 2006 年氣象局台

北地面測站及板橋探空站的氣象參數，來探討

台北都會區春節的假期效應，結果發現在溫度

變數方面，在日夜溫差、日最高溫和日均溫皆

為非春節期間大於春節期間，二個期間的差異

值分別為 0.61℃、0.53℃及 0.22℃，全天空日

射量、累積降雨量及平均能見度方面，假期效

應並不顯著。 

Cerveny et al. (1998) 分析美國東岸大城

市降雨有明顯的周循環，周末降雨偏多，主要

以都會區人類活動所產生之氣溶膠的周循環

有關。Forster 和 Solomon(2003)利用 50 年的

氣象參數研究指出，周末效應是一長期且侷地

化的變化。 

上述研究結果，引發吾人對台灣高屏地區

夏季溫度及降雨量周末效應研究之興趣，故本

研究將以台灣高屏地區：高雄市及恆春站最近 

50 年(1956- 2005 年)溫度及降雨量為研究基

準；夏季的降雨占全年的絕大多數，故本研究

以 6-8 月的平均值代表年平均值；此外，為瞭

解人為活動增加是否會影響地面溫度及降

雨，故本研究設定第一組資料是周三至周五的

平均(工作日組)，第二組資料是周六至周一的

平均(周末組)，並比較兩組的差異性(Forster 

and Solomon, 2003)。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包含氣象局測站:高雄站(都會區)

及恆春站(郊區)1956-2005年(50年)每年6月1日

- 8月31日地面溫度及降雨長期日平均資料。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工作日(周三至

周五三天平均(稱為工作日組)，與周六至隔周

一三天平均(稱為周末組)的差異性。本研究在

過去 50 年工作天(周三到隔周一)係參照陸拓

資訊萬年曆 http://time.rootinfo.com.tw。 

三、結果分析 

圖一為高雄測站（1956 -2005）夏季降雨

日(>10mm/day)之地面溫度五年滑動平均之逐

年變化圖，藍色周三至周五的平均值（工作日

組），棕色為周六至周一的平均值（周末組），

50 年長期平均地面溫度均為 27.1℃，但從 1970

年起周末組的地面溫度有上升的趨勢，值得吾

人注意；夏季降雨日之地面溫度平均，兩組皆

為 27.8℃，相差僅 0.04℃。此外， 恆春測站(郊 

區) 夏季降雨日之地面溫度平均，兩組皆為

27.6℃。至於小雨日(<10mm/day)高雄及恆春

站地面溫度分別為 28.4℃及 28.3℃，此意味著

周末效應對地面溫度的影響，並不明顯。 

圖二與圖一同，但為降雨次數，50 年的

平均周末組的平均為 9.14 次，略高於工作組

的 8.76 次，但是自 1990 年之後，兩組大雨日

降雨次數頗為接近，小雨組降雨次數則剛好相

反，工作組為 10.16 次略高於周末組的 9.68

次，恆春站亦有相同的結論。 

圖三與圖一同，但為降雨次數，50 年的

平均周末組的平均為 51.64mm/day，高於工作

組的 47.9mm/day，顯示周末效應對大雨日是

有影響的，但值得防災單位注意的是自 1995

年之後工作組的降雨強度高於周末組。恆春站

亦有相同的結論(周末組: 10.3mm/day，工作日

組: 9.7mm/day)。小雨日的降雨強度高雄測站

周末組(3.1mm/day)高於工作組(3.0mm/day)，

恆春測站則相反。 

 

四、 結論與討論 

本研究針對中央氣象局高屏地區:高雄(都

會區)及恆春(郊區)50 年（1956- 2005 年）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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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至 8 月)之每日地面溫度及降雨量做研

究，第一組資料為周三到周五做平均，第二組

資料為周六到周一做平均，以瞭解在高屏地區

因周末效應人類活動對地面溫度及降雨的影

響，結果顯示兩個測站地面溫度兩組資料相差

極微，以高雄測站為例，有降雨日之地面溫度

50 年平均為 27.8℃，兩組溫度差僅為 0.04℃，

有降雨日之恆春測站的兩組地面溫度資料平

均皆為 27.6℃。 

降雨量方面，則以夏季年降雨日、降雨強

度(降雨總量/降雨日)為比較基準，結果顯示高

雄測站工作日組平均降雨日較周末組為高，前

者為 18.92 日較後者高 0.1 日，恆春站亦同，

工作日平均降雨日為 22.7 日，較周末組高 0.68

日 ；  本 研 究 進 一 步 將 降 雨 日 分 為 小 於

10mm/day 的小雨日及大於 10mm/day 的大雨

日，則小雨降雨日工作站組較周末組高，但大

雨降雨日則結果相反，恆春站結果亦同。在降

雨強度方面，結果顯示高雄測站無論小雨日或

大雨日，周末組平均的降雨強度為均較工作日

組為高，但恆春站小雨日的降雨強度工作日組

較周末組高，但大雨日則周末組為高，此點隱

含著周末效應在高屏地區降雨日、及大雨日之

降雨強度的影響較明顯，但地面溫度的周末效

應影響較微。 

Lau et. al.(2006) 指出亞洲地區降雨，有

一部分取決於東亞夏季季風的強弱，而季風的

強弱又受到上游區氣溶膠(aerosol)的直接熱力

影響(Haywood and Boucher, 2000)，高屏地區

工作日所造成的氣溶膠，會產生周三到周五降

雨顆粒的減小，因而降雨強度較周末小。 

龔等(2006)分析中國大陸 1979- 2002 年

194 個測站資料，直接定義星期六的降雨次數

減去星期三的降雨次數，為正則稱為周末效

應，福建地區為微弱負值地區，中國大陸東北

地區及西南地區係屬強周末效應地區，台灣高

屏地區近福建地區，本研究則採三日平均法，

降雨日周末組僅略高於工作組，屬信號不強的

周末效應，與龔等的結論有一致性，但是本研

究 將 降 雨 日 區 分 小 雨 日 及 大 雨 日

(>10mm/day)，則小雨日係負的周末效應，但

大雨日則相反，大雨的部分則與 Cerveny et al. 

(1998) 分析美國東岸大城市降雨的結果有一

致性。 

談等(2006)彙整國內外研究指出，台灣北

部非春節期間氣溶膠的半間接輻射效應會抑

制降雨，但夏季期間氣溶膠的間接輻射效應會

抑制降雨，以致假期期間的日夜溫差高於非假

期期間，本研究周末效應在溫度方面並不顯

著，但從圖一來看，大雨日的溫度變化自 1970

之後，卻是往上，值得本研究日後做更深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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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圖一：高雄測站（1956-2005）夏季>10mm/day

降雨日之地面溫度五年滑動平均的逐年變

化圖，藍色為周三至周五平均，棕色為周六

至周一平均。橫軸為年份，縱軸為溫度，單

位℃。 

 
 

 
 
圖二：與圖一同，但為降雨次數五年滑動平均

的逐年變化圖。橫軸為年份，縱軸為次數。 
 
 
 
 
 
 

 
圖三：與圖一同，但為降雨強度五年滑動平均

的逐年變化圖。橫軸為年份，縱軸為降雨強

度，單位 mm/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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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化 －  

(1)方法介紹 

林昀靜 1 蘇聖中 2 卓盈旻 1 盧孟明 1 

1中央氣象局科技中心 2中央氣象局地震中心 

 

摘   要 

以往分析資料的長期趨勢都習慣採用線性分析方法來表示，這是由於線性變化趨勢相當直觀易懂，但此方

法是基於資料為線性（linear）和平穩（stationary）狀態假設之下。然而氣候系統是非線性（non-linear）和非平

穩（non-stationary）的，線性分析方法無法完全表現應有的變化，因而成為了解氣候變化原因的障礙。本報告

將介紹使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EEMD）可突破傳統線性方法的限制，完全依照時間序列資料的特性分

解出不同時間尺度的變化特徵。根據 EEMD 原則分析資料，有助於發現不同時間序列之間是否在一些特定的時

間尺度有類似的變化，增加了解或解釋氣候變化現象的機會。報告中將以臺灣氣候和全球溫度的變化為例比較

與說明 EEMD 和線性趨勢分析的差異。 

 

一、前言 

經驗模態分解法（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是希爾伯特黃轉換（Hilbert-Huang Transform, 
HHT）過程中的一個部份（Huang et al., 1998）[1]，
此方法是根據原始資料的變化特性，將資料從高頻到

低頻分解成多個內建模態函數（ Intrinsic Mode 
Function, IMF）分量和一個殘差項（residue），各個時

間尺度的內建模態函數分量代表不同的能量及頻

率，所有分量的總和便是原始資料。由於分解過程是

根據訊號局部時間尺度特性來處理，因此適合用於分

析非穩態（non-stationary）及非線性（non-linear）的

資料。 

經驗模態分解法在訊號分解上容易發生一個重

要的問題，就是會有模態混淆（mode mixing）的情形

出現，所謂模態混淆是指一個 IMF 分量中混雜了兩個

不同尺度的訊號，或是一個相近尺度的訊號出現在不

同的 IMF 分量中。模態混淆發生的主因是因為某些訊

號的極值點分布間隔不均勻，上、下包絡線產生誤

差，造成原始訊號中某些間斷且不規則的雜訊取代了

原本的內建模態函數。當模態混淆出現時，分解出來

的內建模態函數就失去了物理意義。因此，Wu 和

Huang（2009）[2]提出了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EMD）

改善經驗模態分解法（EMD）中模態混淆的問題。 

本研究將採用 Wu 和 Huang（2009）提出的整體

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EEMD）分析台灣地區的溫度

以及全球的溫度資料。 

二、方法 

以下詳細介紹經驗模態分解法及整體平均經驗

模態分解法的理論及方法。 

(一) 瞬時頻率 

在內建模態函數中，瞬時頻率是個重要的元素，

它指引分量函數所要的限制條件，符合這些限制的函

數就是內建模態函數，此後才能利用經驗模態分解法

將信號解析成數個內建模態函數分量。所以在介紹內

建模態函數前，必須先定義瞬時頻率。 

傳統的傅立葉分析是採用三角函數中的正弦及

餘弦調和函數來當作基底函數，因此頻率與振幅皆是

固定不變的。若要針對頻率值隨著時間改變的非穩態

資料進行分析，傳統的傅立葉分析方法是無法表現出

資料在局部時間內的特性。 

為了得到有意義的瞬時頻率，必須設定一個嚴格

的條件，就是對於任一個函數要得到有意義的瞬時頻

率，其傅立葉轉換的實部必須只能有正的頻率。因

此，必須將整體性的這個限制條件修正成為局部性

的，且振幅與頻率兩者皆要為時間函數。 

(二) 內建模態函數（IMF） 

在物理上有意義的瞬時頻率，除了前述之外，其

函數相對於局部零均值（local zero mean）是要為對稱

的，且其跨零點（zero-crossings）及極值（extrema）
的數目要相等，因此可以根據上述的幾點來定義內建

模態函數，詳細的限制條件敘述如下。 

1. 在內建模態函數中，跨零點的數目與極值的數

目必須要相等或是僅能相差一個。 

2. 在任何時間點上，由局部極大值所定義的上包

絡線（maxima envelope）及局部及小值所定義的下包

絡線（minima envelope）之間的均值包絡線（mean 
envelop）必須為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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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限制條件中，第二個條件是將傳統的整體

性條件修改為局部性條件，針對分析非穩態資料的來

說，採用局部極大值定義的上包絡線與局部極小值定

義的下包絡線來強迫局部的對稱，即可以避免瞬時頻

率因不對稱波形存在而導致的晃動。但並非在所有情

況下，即滿足上述兩個條件的內建模態函數，都可以

有完美的瞬時頻率，但卻能確保其瞬時頻率和原始資

料的物理特性是一致的。 

(三) 經驗模態分解法（EMD） 

經驗模態分解法就是將資料分解成數個有物理

意義的內建模態函數的過程，此分解法基於下列三個

假設。 

1. 資料必須至少有兩個極值，包括一個極大值及

一個極小值。 

2. 若資料中沒有極值但有反曲點時，則將訊號作

一次或多次微分將極值找出來。 

3. 訊號特徵時間尺度的定義是兩個極值之間的

時間差。 

經驗模態分解法的分解步驟如下： 

1. 取原始資料 )(tX 中之局部極大和極小值 

2. 分別以立方曲線（cubic spline）擬合得到上包

絡線 ku 與下包絡線 kl ，原始的訊號則會被上、下包絡

線完全包覆，再經由上、下兩條包絡線得到的平均值

稱為均值包絡線 1m 。 

21
kk lu

m


  

3. )(tX 和 1m 的差值為第一個分量，以 1h 來表

示，即為 

11)( hmtX   

上述這分解出內建模態函數的過程稱為轉移過

程（shifting process），透過此過程可以消除模態波形

的疊加和使波形更具對稱性，從資料中解析出必要的

分量。 

4. 理論上來說，經分解得到的內建模態函數必須

具有前述的兩個基本條件，因此步驟 1 的求得的 1h 應

該是一個內建模態函數分量，但若是原始資料振動幅

度劇烈，只有一次的轉移過程通常不足以分解出基本

的內建模態函數分量。因此，若第一個分量中含有不

同能量的擾動及數據並未全都跨越零點，且平均包絡

線之值亦非為零，則要獲得符合內建模態函數條件的

分量就需要較多次的轉移過程。在第二次轉移過程

中，將 1h 當作是訊號，重複進行上述的均值包絡線計

算過程，直到第 k 次轉移過程（如下式）滿足內建模

態函數的基本條件，則 kh 成為第一個內建模態函數分

量 1C ，便可停止此模態的轉移過程，然後繼續計算下

一個模態。 

kkk hmh 1  

5. 1C 是從原始訊號中分解出週期最短的分量，

再從原始訊號中分離出 1r 。 

11 )( CtXr   

1r 中包含較長週期的分量，再將 1r 視為原始資料

重複內建模態函數的分解過程，因此訊號可被分解成

數個頻率由高至低的內建模態函數，最後可以得到 n

個內建模態函數 iC 和一個殘差值 nr 。原始訊號 )(tX

可表示如下： 





n

i
ni rCtX

1

)(  

其中， nr 為不可再分解的單調函數或常數餘數，

用來代表訊號的平均趨勢（trend）。 

(四) 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EEMD） 

因為在經驗模態分解法的分解過程中，常受到間

斷且不規則性的雜訊干擾而產生模態混合的情形，因

此，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利用高斯白噪音（white 
noise）具有頻率均匀分布的特性，在原始訊號中加入

多組平均值為零且標準差為常數的白噪音，來消除雜

訊的影響。 

白噪音是一組隨機的訊號，EEMD 分解法在分解

前，先將白噪音加入原始訊號，對此新訊號利用 EMD
分解法進行分解，然後繼續增加不同的白噪音重複進

行 EMD 分解。白噪音會均勻分布在每個 IMF 分量

上，使加上白噪音的訊號在不同尺度上具有連續性，

因此訊號就會被分解到適當頻率的分量中。計算整體

平均會使加入的白噪音互相抵消，因而可以較好抑制

EMD 分解中產生的模態混淆現象。加入的白噪音必

須不會影響訊號中高頻分量極點的分布特性，又能改

變低頻分量極點的間隔分布。 

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的分解步驟如下： 

1. 設定整體平均數 N 及加入原始訊號的白噪音

振幅   

2. 把原始資料加上白噪音，並將兩者視為一組新

的資料 

3. 利用 EMD 分解法對此新資料進行分解 

4. 重覆步驟 2 及步驟 3 共 N 次，但每次隨機繁

衍不同組的白噪音加於原始資料上 

5. 將每個分解後之 N 組 IMF 進行平均 

根據統計，加入的隨機白噪音振幅與原始訊號間

的誤差關係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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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其中， N 為整體平均數（Ensemble number），
為加入原始訊號的白噪音振幅， n 為原始訊號的標準

差。由上式可知，當固定整體平均數時，誤差會隨加

入的白噪音訊號等級而改變，因此可根據處理時間與

精度需求來加以調整參數。 

雖然 EEMD 分解法大致上改進了 EMD 分解法的

模態混淆現象，使分解所得的 IMF 分量更加具有物理

意義，不過有時平均次數不足，卻容易造成同一頻率

範圍的訊號被分解成兩個訊號。Wu 和 Huang（2004）
[3]提出一個顯著性檢定（Significance Test）方法，可

以幫助判斷各個 IMF 是屬於有意義的頻率分量，或僅

只是單純的噪音而已。 

三、資料 

本研究中台灣的溫度資料是採用六個具有長期

記錄的氣象觀測站，分別是台北、台中、台南、恆春、

花蓮和台東，時間取六個測站都有資料紀錄的 1911
年至 2009 年，針對各測站不同季節的溫度變化做

EEMD 分析，也將此六個測站的溫度資料作空間上的

平均，用來代表台灣地區的平均溫度。而全球溫度資

料 則 是 使 用 NCDC 的 年 溫 度 距 平 資 料

（ https://www.ncdc.noaa.gov/cmb-faq/anomalies.php#a
nomalies），包括海面溫度、陸地溫度及海面加陸地溫

度等三種，資料使用的時間長度也是 1911-2009 年。 

四、研究流程 

本研究是採用 Wu 和 Huang（2009）提出的整體

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EEMD），分析上述台灣地區和

各測站不同季節的溫度以及全球三種不同的溫度資

料，以下將利用花蓮站冬季（DJF）的溫度來說明此

方法的應用，並以台灣地區的年平均溫度及全球陸地

溫度的分析結果來討論趨勢分析的差異。 

在分析溫度資料的過程中，發現白噪音振幅的大

小對分解出的內建模態函數（IMFs）影響很大。且若

加入相同的白噪音振幅於原始資料，作多次的 EEMD
分析，可能就會有多次不一樣的結果，顯示出此資料

對白噪音的敏感度很強。因此，為了改善上述在分解

過程中由白噪音造成的誤差，本研究針對一組溫度資

料作多次的 EEMD 分解，在每一次的分解都加上相同

振幅的白噪音，最後再將每次分解後的每組 IMF 進行

平均，得到平均的 IMF。詳細研究流程圖如圖(1)所示。 

由這多次的分解就可以得知此組白噪音對資料

的影響性，若影響很大，則每次分解出來的每組 IMF
的差異就會很大；若影響不大，則每次分解出來每組

IMF 的差異就會很小，且會很接近平均 IMF。根據此

方法就可以挑選出最適合原始資料的白噪音振幅，此

白噪音振幅不但對資料的影響性不大，也不會造成分

解上的誤差，而且可以達到抑制經驗模態分解中產生

的模態混淆現象。 

五、結果與討論 

（一）白噪音振幅選擇 

嘗試分析振幅大小範圍為 0.01 至 0.5 間多種不同

的白噪音於原始資料，以挑選適合原始資料的白噪音

振幅。以下利用花蓮站冬季（DJF）溫度以白噪音振

幅為 0.1 及 0.5 的分析結果來說明及討論 50 次

（ en =50）EEMD 的分解結果。 

圖(2)所顯示的是利用白噪音振幅為 0.1 時的分析

結果，而圖(3)則是白噪音振幅為 0.5 時的分析結果，

圖(2a)及(3a)為 EEMD 分解出的 IMFs，從上到下分別

表示季節平均溫度資料、第 1 個至第 5 個 IMF 分量和

最後的殘差項（即趨勢值）。圖中灰色線的部分為 50
次的 EEMD 分解結果，黑色線則是 50 條灰線的平均，

用來表示最後得到的平均 IMF。有灰色線的出現表示

利用同一組資料、同一個白噪音振幅作 50次的 EEMD
分解，每次分解的結果都不相同，若灰色線的分布範

圍越大，表示此組白噪音振幅對資料的影響性越大。

圖(2b)顯示的是白噪音振幅為 0.1 時，第 1 個至第 5
個 IMF 分量的顯著性檢定，圖(3b)則是白噪音振幅為

0.5 時的顯著性檢定。圖中灰色線的部分為 50 次分別

的顯著性檢定，黑色點則是作過 50 次平均的平均 IMF
分量的顯著性檢定結果。 

從圖(2a)及圖(3a)中可以看出白噪音振幅在 0.1 及

0.5 時，灰色線的分布範圍是差不多的，但從顯著性

檢定的圖中可以明顯看出當給定的白噪音振幅為 0.1
時，在長週期（圖(2b)中 c3 到 c5，即第 3 到第 5 個 IMF）
時對於週期計算的跳動變化很大，表示 50 次分解結

果的週期變化很不一致。因此根據分析結果可得知，

白噪音振幅 0.5 會比 0.1 更適合用於花蓮站冬季的溫

度分析。 

（二）台灣地區年平均溫度及全球陸地溫度

EEMD 分析 

以台灣地區的年平均溫度和全球的陸地溫度為

例討論其 EEMD 的分析結果。如圖(4a)所示，台灣的

年均溫可以拆解成多個不同週期的 IMFs 及最後的殘

差項（即趨勢值），但根據週期的顯著性檢定（圖

(4b)），僅有第 5 個 IMF 分量通過 95%的顯著性檢定，

表示其餘的 IMFs 分量可能是由白噪音所組成。因此

根據分析結果，可以說在這 99 年間台灣的年均溫有

持續上升的趨勢，且有約 50.2 年的顯著振盪週期。根

據全球的陸地溫度的 EEMD 分析結果（如圖(5)所
示），溫度也有持續上升的趨勢，且從週期的顯著性

來看，也僅有第 5 個 IMF 有通過 95%的檢定，表示全

球的陸地溫度約有 92 年的週期變化。 

（三）趨勢分析 

過去我們常用的趨勢分析都是以線性趨勢（linear 
trend）為主，但根據 Wu 等人（2007）[4]提到的趨勢

定義，線性趨勢是屬於非本質（extrinsic）而且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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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定（predetermined）的趨勢，所謂事先決定的趨

勢，就是已經先假設趨勢的變化特性，而且可以用參

數或方程式來表示，這種趨勢分析方法可能適用於線

性或穩態的資料，但若是變動較大的非線性

（non-linear）或非穩態（non-stationary）資料，利用

此方法來分析趨勢則是不合理的。 

若要分析的資料是屬於非線性或非穩態資料，就

應該要避免上述提到的非本質的方程式及主觀假

設。因此，Wu 等人（2007）針對趨勢做了合理的定

義，合理的趨勢必須包括以下三點： 

1. 趨勢必須是適合資料本身的（intrinsic）且是

根據資料所找出，完全沒有主觀的假設存在。 

2. 趨勢必須存在一段固定的時間範圍內。 

3. 在固定的時間內趨勢只能存在一個極值。此定

義可以很容易區別週期與趨勢間的差異，若在週期的

變化當中挑選一段固定時間，只要這段時間的變化只

存在一個極值，就表示這段時間有趨勢，趨勢只是週

期變化當中的一部分。 

總結上述三點，趨勢的定義為：趨勢是適合資料

本身的單調函數或在固定的時間內只存在一個極值

的函數。（The trend is an intrinsically fitted monotonic 
function or a function in which there can be at most one 
extremum within a given data span.） 

利用經驗模態分解法所分解出的趨勢可以完全

符合上述的條件，因為經驗模態分解法就是將資料分

解成數個有物理意義的內建模態函數的過程，是根據

資料本身的變動特性作分解。 

以下以台灣地區的年均溫和全球陸地溫度的趨

勢變化為例說明 EEMD 趨勢和線性趨勢的差異，如圖

(6)所示。圖中黑色線為原始資料、紅色為 EEMD 分

解後的趨勢結果、藍色線則是線性變化趨勢。從圖(6a)
的分析結果來看，台灣地區的年溫度變化趨勢在這 99
年間是呈現持續不斷上升的情形，且無論是用 EEMD
分解或是線性趨勢，都有非常類似的結果。但是根據

圖(6b)的結果，可以看出利用線性趨勢來描述全球陸

地溫度的變化是較不合理的，因為在 2000 年之後，

線性趨勢與原始資料相比，就有明顯偏低的情形出

現。由於 EEMD 分解法是根據資料本身的變動特性作

分解，沒有任何的主觀假設，因此可看出利用 EEMD
分解後的趨勢是較接近原始資料的變化情形。 

六、結論 

從本研究當中可知，作多次的整體平均經驗模態

（EEMD）分解可以挑選出最適合原始資料的白噪音

振幅，且利用此方法分解出來的趨勢是適合資料本

身，沒有任何的主觀假設。從台灣地區及全球陸地的

溫度分析結果可得知，無論利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

解或是線性趨勢分析，台灣地區的溫度及全球的陸地

溫度在1911-2009年間是有持續上升的趨勢，但利用線

性趨勢卻無法準確的描述出全球陸地溫度的趨勢變

化情形，而EEMD則可以，且利用EEMD法也可以分

析出台灣的溫度約有50年的顯著振盪週期，而全球的

陸地溫度則是以約92年的週期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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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研究採用方法流程圖，其中 IMF 表示內建

模態函數， r 表示殘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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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2) 白噪音振幅為 0.1 時花蓮站冬季（DJF）溫度

的 EEMD 分析結果，(a)為 EEMD 分解結果，從上到

下分別表示季節平均溫度資料、第 1 至 5 個 IMF 分量

和殘差項。灰線為 50 次的個別 EEMD 分解，黑線則

是 50 次的平均。IMF 圖旁的數字是由平均 IMF 分量

所計算出的週期（單位：年）。(b)為 IMF 分量的顯著

性檢定。灰線為 50 次的個別顯著性檢定，黑色點則

是平均 IMF 分量的檢定結果。 

 

(a) 

(b) 

圖(3) 白噪音振幅為 0.5 時花蓮站冬季（DJF）溫度

的 EEMD 分析結果，同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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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4) 台灣年均溫的 EEMD 分析結果，同圖(2)。 

(a) 

(b) 

圖(5) 全球陸地溫度的 EEMD 分析結果，同圖(2)。 

 

(a) (b) 

圖(6) (a)為台灣地區 1911-2009 年的年平均溫度變化趨勢。(b)為全球陸地溫度 1911-2009 年的變化趨勢。圖中

黑色線為原始資料、紅色為 EEMD 分解後的趨勢結果、藍色線則是線性變化趨勢。 

300



 

 

運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化–(2)台灣溫度和雨量趨勢分析 

 
卓盈旻 1  林昀靜 1  盧孟明 1  蘇聖中 2 

 
1 中央氣象局科技中心  2 中央氣象局地震中心 

 

摘    要 

本研究採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EMD）分析台灣測站資料

的長期變化趨勢。EEMD分析方法具有隨分析資料調整的自適性（adaptive），相當適合用於非線性及非平穩狀態

資料的分析，可以將資料從高頻到低頻分解成多個不同時間尺度的訊號。利用EEMD可以將不同時間尺度訊號分

解的好處，將類似週期變化的訊號濾除乾淨，最後獲得的殘餘項就代表非週期性的變化之後，更易於詮釋資料

所代表的物理意義。 

針對台灣溫度和雨量氣候變化的分析結果發現，台灣地區的年平均溫度在1911~2009年有顯著上升的趨勢，

上升幅度約1.5度，而線性趨勢的上升幅度為1.4度。全島平均溫度變化還有一個約50年的變化週期，可以看到全

島平均溫度在1920年代和1980年代為低值時期，在1950年左右為達到氣溫高值，在1985年之後溫度又開始上升，

表示最近全島氣溫的增暖是包含一個約50年的週期波動在內。在平均溫度的季節變化上，台灣地區也都呈現上

升的趨勢，冬季平均溫度有相當清楚週期約70~90年的振盪現象，變化相位與北大西洋年代際振盪類似。雨量則

因受到地形影響，不同測站有不一樣的變化特徵。大致上年平均雨量有減少的趨勢，季雨量有30年左右的變化

週期。 

 

一、前言 

國科會於發表的「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

（許等 2011）中，曾針對台灣地區氣候變遷趨勢進行

分析，主要是選用6個有百年以上紀錄的測站資料，分

析近百年台灣氣候的線性變化趨勢。報告中指出台灣

暖化現象十分明顯，不論是100年、50年和30年的年平

均溫度變化都有顯著上升趨勢，台北在3個不同時期的

升溫速率都是6站中最快，恆春的增溫幅度最小。在季

節特性方面，秋季的百年暖化幅度最大，但近30年則

以冬季的增溫幅度大於其他三季。台灣年總雨量沒有

明顯的長期變化，雖然有下降的趨勢，但是幅度非常

微小。 

以往長期趨勢分析採用線性趨勢分析法，這是由

於線性變化趨勢相當直觀易懂。然而氣候為一個非線

性（non-linear）和非平穩（non-stationary）變化的系統，

與傳統線性分析方法的基本假設有所出入。為改進此

缺點，本研究使用Wu和Hung（2009）提出的整體平均

經 驗 模 態 分 解 法 （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EMD）重新分析台灣測站資料的長期

變化趨勢。EEMD分析方法具有隨分析資料調整的自

適性（adaptive），沒有線性方法的線性（linear）和平

穩（stationary）的假設，也沒有多項式擬合或傅立葉

分析的基底函數假設，可完全依據資料本身的特性，

將時間序列從高頻到低頻分解成多個不同時間尺度的

訊號。利用EEMD解出的長期變化趨勢是將不符合趨

勢定義具有類似週期變化的訊號濾除乾淨之後獲得的

殘餘項，因此可把「趨勢」和「週期性」（有波峰和波

谷起伏）變化清楚分離，有助於瞭解資料特性或進一

步詮釋時間序列的變化。 

本研究透過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EEMD）

來分析台灣地區溫度和雨量的長期變化。研究中所使

用的資料和分析方法在第二節中說明，第三節討論台

灣溫度和雨量變化趨勢的結果，第四節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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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與分析方法 

（一）資料 

本研究選用6個具有百年長期記錄的氣象測站，分

別是台北、台中、台南、恆春、花蓮和台東，資料分

析期間取6個測站都有資料紀錄的1911年至2009年。分

析溫度和雨量的長期變化趨勢，長期變化分為全年和

季平均來看，季平均為每3個月的移動平均，一年有12

個季平均值。台灣全島平均是指6個測站的平均。 

（二）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Wu和Huang（2009）提出的整體平均

經驗模態分解法（EEMD），詳細的理論和分解步驟可

參閱運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

化–(1)方法介紹（林等 2012, Hung et al. 1998, Wu and 

Hung 2004）。為提昇邊界資料分析的可信度，本研究

每一次的EEMD分解都包含了重複50次加入相同白噪

音振幅的分解，最後再將50次分解的每組IMF和趨勢

值進行平均，得到一個平均值的IMF和趨勢值，依據

此方法便可以挑選出最適合原始資料的白噪音振幅。 

三、結果與討論 

（一）溫度 

圖1為6個測站年平均溫度經由EEMD分析（實線）

和線性分析（虛線）結果的趨勢變化，灰色背景代表6

個測站線性趨勢變化的範圍。由年平均溫度的趨勢變

化得知，6個測站在1911~2009年期間都有逐漸增溫的

趨勢，EEMD趨勢變化顯示台中在這段期間的升溫幅

度最大，約增加1.8℃，恆春最小，為1.3℃。線性趨勢

變化顯示台北測站為線性升溫幅度最多的，此分析結

果與EEMD不同，是由於台中在1995年左右氣溫有突

然升高的情形，導致EEMD的分析結果比線性升溫幅

度高了0.4℃。台北測站平均氣溫的EEMD分析結果顯

示，在過去百年期間氣溫並不是維持同一種速率直線

上升，而是在1911~1935年期間略微下降，1935年後開

始增溫，至1980年之後有加速增暖的趨勢變化。 

圖2為測站資料經由EEMD分解後第五個IMF分量

的週期變化情形，6個測站的週期分別為台北49.1年，

台中96.4年，台南85.6年，恆春49.5年，花蓮47.9年，

台東69.9年，其中僅台中、台南和恆春通過95%的顯著

性檢定。圖中顯示6個測站的週期波動變化相當不一

樣，台中站的波峰發生在1935年左右，恆春出現在1960

年，其餘測站則是在1950年左右。台北、台中、台南

和恆春在1980~1990年為波動週期的低值時期（波

谷），之後氣溫波動開始轉為增加的情形，花蓮和台東

則是出現在1970年代，然後氣溫開始增加，在2000年

左右到達波峰，隨後氣溫有開始下降的趨勢。表示近

20年6個測站氣溫上升速率的增加，除了有非線性的上

升趨勢之外，還包含週期性的波動變化在內，此波動

變化在近20年正處於由波谷轉為波峰的階段，因而增

加了升溫的幅度。恆春波動變化的振幅較其餘測站要

來得大，值得進一步分析。 

圖3為6個測站平均的全島年平均溫度的趨勢變

化，圖中黑色線為原始資料，藍色線是線性分析結果

的趨勢變化，紅色線為EEMD分解後的趨勢結果，綠

色線為EEMD趨勢線加上第五個IMF分量。台灣全島的

年平均溫度在1911~2009年期間是持續不斷上升的趨

勢，EEMD和線性趨勢變化有著非常相似的表現，

EEMD的趨勢線較線性趨勢線接近原始資料的振幅變

化。在這99年期間，EEMD溫度趨勢線的上升幅度為

1.5℃，而線性為1.4℃，兩者之間的差異不大。全島平

均溫度變化還有一個約50.2年的週期變化（通過95％

顯著性檢定），此波動週期在1920年和1985年為氣溫低

值時期，在1950年左右為達到氣溫高值，在1985年之

後溫度又開始上升，表示最近20年全島氣溫的增暖是

包含一個50年左右的週期波動在內。 

表1為6個測站全年和季平均溫度經由EEMD分解

後，第一個至第五個IMF分量的週期，表中紅字代表

週期通過95%顯著性檢定。顯示通過顯著檢定的第五

個IMF分量大致有50年左右和70~90年兩種的週期變

化，大部分都出現在秋季和冬季，尤其是NDJ季6個測

站第五個IMF分量週期都通過檢定，分別為台北49.9

年，台中93.7年，台南96.7年，恆春52.6年，花蓮58.4

年，台東82.9年。 

依照季節將通過顯著檢定的第五個IMF分量分類

後可以發現，大部分測站冬季平均溫度第五個IMF分

量的波動變化韻律相當一致（圖4），波動週期約為

70~90年的多年代振盪模，與北大西洋年代際振盪

（Atlantic Multidecadal Oscillation，AMO）的相位變化

也相當接近，是目前研究所發現最強的臺灣測站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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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變化訊號。 

 

 

圖1：1911~2009年台灣6個測站年平均溫度的長期趨勢

變化，實線為經由EEMD分析的結果，虛線為線

性分析結果，灰色背景代表6個測站線性趨勢變

化的範圍。 

 

圖2：1911~2009年台灣6個測站年平均溫度經由EEMD

分解後第五個IMF分量的週期變化結果。 

 

圖3：1911~2009年台灣地區年平均溫度的趨勢變化，

圖中黑色線為原始資料，藍色線是線性分析結果

的趨勢變化，紅色線為EEMD分解後的趨勢結

果，綠色線為EEMD趨勢線加上第五個IMF分量。 

 

圖4：1911~2009年6個測站冬季平均溫度經EEMD分解

後，第五個IMF分量通過顯著性檢定的週期波動

變化。 

 

（二）雨量 

圖5為台灣全島年總雨量的變化趨勢，圖中黑色線

為原始資料，紅色為EEMD分解後的趨勢結果，藍色

線則是線性變化趨勢。台灣地區的年總雨量與線性分

析結果一致，約有下降的趨勢，雖然雨量減少的幅度

較線性結果多，但兩者都沒有明顯長期變化趨勢。 

表2為6個測站全年和季總雨量第一個IMF至第五

個IMF分量的週期，表中紅字表示週期通過95%顯著性

檢定。各測站在不同季節的雨量變化趨勢差異很大，

大致而言，季總雨量約有30年左右的週期變化，但各

季節的乾、濕週期變化時間也不一致，表示雨量因受

到地形影響，不同測站有不一樣的變化特徵。 

 

 

圖1.5：1911~2009年台灣地區年總雨量的趨勢變化，黑

線為原始資料，藍線是線性分析結果的趨勢變

化，紅線為EEMD分解後的趨勢結果。 

 

四、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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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採用黃鍔院士的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EMD）來

分析台灣測站資料的長期變化趨勢。EEMD分析方法

具有隨分析資料調整的自適性（adaptive），相當適合

用於非線性及非平穩狀態資料的分析，可以將資料從

高頻到低頻分解成多個不同時間尺度的訊號，有助於

於詮釋資料所代表的物理意義。 

針對台灣溫度和雨量氣候變化的分析結果發現，

台灣地區的年平均溫度在1911~2009年有顯著上升的

趨勢，上升幅度約1.5度，而線性趨勢的上升幅度為1.4

度。全島平均溫度變化還有一個約50年的變化週期，

可以看到全島平均溫度在1920年代和1980年代為低值

時期，在1950年左右為達到氣溫高值，在1985年之後

溫度又開始上升，表示最近全島氣溫的增暖是包含一

個約50年的週期波動在內。在平均溫度的季節變化

上，台灣地區也都呈現上升的趨勢，大部分測站的冬

季平均溫度第5個IMF分量也就是週期約在70~90年的

多年代振盪模的變化韻律相當一致，與北大西洋年代

際振盪的相位變化也相當接近，是目前研究所發現最

強的臺灣測站年代際變化訊號。雨量則因受到地形影

響，不同測站有不一樣的變化特徵。過去99年台灣年

平均雨量呈現減少的趨勢，季雨量約有30年左右的週

期變化。 

參考文獻 

林昀靜、蘇聖中、卓盈旻、盧孟明，2012：運用整體

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化–(1)方法

介紹。101年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許晃雄、陳正達、盧孟明、陳永明、周佳、吳宜昭等，

2011：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行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185-231。 

Huang, N.E., Z. Shen, S.R. Long, WL Wu, H.H. Shih, et 

al., 1998: Th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and 

Hilbert Spectrum for Nonlinear and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Analysis. Proc. Royal Soc. London Ser., 

A 454, 903-95. 

Wu Z. H., and Huang N. E., 2004: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hite noise using th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method. Proc. Royal Soc. 

London Ser., A 460, 1597-1611. 

Wu Z. H. and Huang N. E., 2009: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a noise-assisted data analysis 

method. Advances in Adaptive Data Analysis, Vol. 1, 

No. 1, pp. 1–41. 

 

 

 

 

 

 

 

 

 

 

 

 

 

 

 

 

 

 

 

 

 

 

 

 

 

 

 

 

304



 

 

表 1：6 個測站全年和季平均溫度經由 EEMD 分解後每組 IMF 分量的週期，每格由上而下分別為第一個至第五

個 IMF，紅字表示週期通過 95%顯著性檢定。 

 JFM FMA MAM AMJ MJJ JJA JAS ASO SON OND NDJ DJF Year

Taipei 

2.9 
6.6 
14.1 
44 

87.6 

2.8 
5.8 
11 

22.7
79.7

2.7 
5.2 
11 

25.2 
51.1 

2.9
6.2
11 

33.6
73.4

2.8
5.5
9 

32.6
48.2

2.6
5.8
9.9
27.4
98.1

2.8
5.8
9.9
26

50.7

2.7
5.2
9.9
24.9
53.5

2.6
5.8
11 

31.3
89.8

2.6 
5.2 
11 

30.2 
63.6 

2.8 
5.5 
11 

29.8 
49.9 

2.7
6.2
14.1
42.9
53.7

2.8
6.2
12.4
33.1
49.1

Hualien 

2.9 
6.6 
12.4 
28.2 
92.8 

3 
6.2 
12.4
29.3
70.8

2.6 
5.2 
12.4 
27.5 
43.5 

2.8
5.2
9.9
22.2
90.9

3.2
6.2
12.4
33.2
87.3

2.8
5.8
12.4
29.3
88.8

2.8
6.2
11
26

49.5

2.8
5.8
11 

27.3
54.5

2.6
5 
11 

24.7
52.8

2.8 
5.8 
12.4 
29.2 
49.8 

2.9 
5.8 
12.4 
29.1 
58.4 

2.5
6.2
12.4
27.1
89.7

2.7
5.8
11 
26 

47.9

Tainan 

2.8 
6.2 
12.4 
30 

93.1 

2.8 
5.2 
9.9 
22.5
50.1

2.8 
6.2 
12.4 
37.1 
50.1 

2.6
5.2
11 

21.9
50.4

2.8
5.8
9.9
21.8
49.4

3 
5.2
11

34.8
93.7

2.6
5.5
9.9
35.6
83.9

2.8
5.5
11 

34.3
51.2

2.6
5.2
11 

32.7
89.1

2.8 
5.2 
9.9 
29.3 
96.2 

2.8 
5.5 
11 

28.5 
96.7 

2.6
5.8
14.1
29.7
91.1

2.9
6.2
12.4
32.6
85.6

Taichung 

2.8 
6.2 
12.4 
37.1 
77.9 

2.8 
5.2 
11 

22.8
49.8

2.6 
5.5 
14.1 
31.4 
49.5 

2.8
5.8
9.9
23.3
90.6

3 
5.8
12.4
34.7
77.3

2.9
6.6
9.9
26.9
87.6

2.8
5.8
11

23.8
90.8

2.5
6.6
11 

34.6
90.9

2.8
6.2
9.9
30 

94.4

2.6 
5.2 
12.4 
29.5 
96.8 

2.8 
5.5 
11 

29.8 
93.7 

2.5
5.8
9.9
24.4
48

2.8
7.1
12.4
41.8
96.4

Hengchun 

2.7 
5.2 
11 

26.2 
70.8 

3 
5.5 
9.9 
29 

88.3

2.8 
5.5 
11 

30.2 
92.3 

2.8
5.2
12.4
39.5
51.7

2.7
5.8
12.4
33.6
91.1

* 

3 
5.5
11

23.7
49.3

2.9
6.6
11 

29.9
49.8

2.7
6.2
9.9
18.4
49.3

2.5 
5.5 
11 

23.4 
51.5 

2.7 
5.8 
11 

27.4 
52.6 

2.8
5.8
12.4
23.2
49.5

2.8
6.2
11 

20.6
49.5

Taitung 

2.9 
6.2 
12.4 
37.6 
66 

3.1 
6.2 
11 

46.2
71.1

2.8 
6.6 
14.1 
29.7 
52.9 

2.8
5.8
11 

30.7
50.5

2.8
5.5
12.4
28.2
88.2

3 
6.2
12.4
28.3
82.5

3 
5.8
11

31.5
50.4

2.8
6.2
11 

22.9
53.9

2.8
5.5
9.9
25.2
81.8

2.7 
5.8 
12.4 
22.5 
69.7 

2.8 
5.8 
11 

29.4 
82.9 

2.8
6.6
14.1
35.7
54.5

2.8
5.8
11 

39.1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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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個測站全年和季總雨量經由 EEMD 分解後每組 IMF 分量的週期，每格由上而下分別為第一個至第五個

IMF，紅字表示週期通過 95%顯著性檢定。 

 JFM FMA MAM AMJ MJJ JJA JAS ASO SON OND NDJ DJF Year

Taipei 

2.6 
5.2 
12.4 
33.1 
51.2 

2.8 
5.8 
9.9 
26.6
50.7

2.7 
5 
11 

31.3 
84.2 

2.9
6.2
12.4
34.1
50 

2.8
5.2
9.9
29.4
50.7

2.7
5.8
14.1
22.4
57.7

2.7
5.5
11

38.3
92.1

2.5
5.8
12.4
31.4
68.7

2.8
5.5
9.9
21.7
46.5

2.6 
5.5 
12.4 
28.3 
51 

2.5 
5.2 
9.9 
25 

49.2 

2.7
5.8
11

26.1
50.1

2.7
5.2
9.9
25.2
41.2

Hualien 

2.8 
5.5 
12.4 
31 

61.1 

2.8 
5.8 
11 

28.2
55.6

3 
5.8 
9.9 
29.4 
43.5 

3 
5.8
12.4
30.4
49.2

2.9
5.2
11 

25.3
41.1

2.8
5.5
11

25.6
91.3

3.2
5.8
9.9
28.7
89.6

2.6
5.2
11 

24.2
63 

2.8
5.5
12.4
33 

95.4

2.8 
5.2 
12.4 
23.3 
66 

2.6 
5.5 
9.9 
26.3 
55.9 

2.7
5.2
11

26.4
51.4

2.8
5.8
11 
23 

87.4

Tainan 

2.7 
5.8 
11 
24 

81.9 

2.9 
6.6 
12.4
29.2
49.3

2.9 
5.8 
9.9 
26.1 
51.9 

* 

2.7
6.2
11 

30.2
51.5

2.7
5.8
9.9
26.3
63

2.6
5.5
9.9
32.6
52.1

2.9
5.8
14.1
28.5
49.8

3.1
6.6
12.4
29.9
87 

2.7 
5.5 
11 

28.9 
88 

2.6 
5.5 
9.9 
31.4 
59.4 

2.9
6.2
9.9
28

92.4

2.5
5.8
9 
29 

38.7

Taichung 

2.6 
4.7 
11 

25.1 
49.2 

2.8 
5.5 
9.9 
29.4
49.4

2.9 
5.5 
11 

24.7 
50.5 

2.6
5.2
14.1
31.9
83.8

2.8
5.2
9.9
28.9
53.2

2.7
5 
11

32.1
62.2

2.9
5.8
11
28

93.3

2.8
5.2
11 

25.4
49.5

3.1
6.2
11 

37.2
50.7

3 
6.2 
12.4 
31.6 
51.5 

3 
5.8 
12.4 
35.4 
90.7 

2.7
7.1
12.4
29.9
62.5

2.6
5 

9.9
29.2
89.7

Hengchun 

2.8 
5.5 
11 

23.1 
50.8 

2.9 
5.8 
14.1
31.3
52.6

2.8 
4.7 
8.2 
16.4 
44.1 

2.8
5.8
11 

39.1
95 

2.9
5.8
12.4
31.6
49.1

2.6
5.8
12.4
31.1
50.5

2.8
5.8
12.4
25.4
88.6

2.8
5.8
12.4
24.3
49.1

2.7
5 

12.4
27.3
48.7

2.8 
5 
11 

27.3 
67.6 

2.8 
5.5 
12.4 
30.6 
56.4 

2.4
5.2
11

23.4
50.1

2.7
5.5
9.9
24.4
47.2

Taitung 

2.8 
5 

9.9 
32.9 
43.8 

3 
6.6 
12.4
35.3
50.6

2.8 
5.5 
9 

23.5 
39.6 

2.9
5.5
9.9
23.4
49.9

3.1
7.1
12.4
26.5
83.5

* 

3.1
5.5
11
23

79.3

2.9
6.2
12.4
27.6
87.4

2.8
5.2
9.9
28.5
59.5

2.8 
6.2 
9.9 
27.3 
45.2 

2.8 
5.8 
11 

35.5 
51.6 

2.9
6.2
9.9
25.6
44.4

2.8
5.5
11 

29.6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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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aim at typhoon tracks by classifying them into El Niño and La Niña events. The tri-plots, 
based on fractal dimension, originally for understanding the self similarity between two datasets, are used 
to concentrate the different El Niño/La Niña event typhoon track characteristics. Those tri-plots 
concentrated characteristics next classified by the smooth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SVM). After 10-fold 
cross-validation, the training error is about 0.025 to 0.268 and the testing error is about 0.271 to 0.334. At 
the same time, it is worth checking the classification in earlier/later half of the period of the individual El 
Niño/La Niña event by separating the original dataset into two parts. The training error of earlier half 
period of event is about 0.128-0.315 and testing error about 0.349-0.399; the training error of later half 
period of event is about 0.060-0.304 and testing error about 0.247-0.342. The half event results are worse 
than the whole data event. Moreover, we can separate the individual typhoon track into first half and later 
half two parts. The first half of track training error is about 0.021-0.271 and testing error about 
0.277-0.355. The later half of track training error is about 0.027-0.312 and 0.246-0.378. The half track 
results are similar to the whole track results, and the first half track results are better than the later half 
track.  

Keywords: fractal dimension, tri-plots, smooth support vector machine 
 

 
1. Introduction 

It is an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 work of the 
typhoon track classification which can be used to 
diagnose th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s and establish 
typhoon databases. Some researches (Camargo et al., 
2007a; Camargo et al., 2007b; Lee et al., 2007) focused 
on the different shapes or the clusters of the typhoon 
trajectories. It means that they divide the typhoon 
trajectories into several groups; for example, the 
eastwestward movement typhoons, or the recurved 
movement having more north-southward component 
movement typhoons, or maybe the typhoons close to the 
continent, or the typhoons trapped in some areas, etc. In 
general, they describe typhoon tracks mostly based on 
their intuition without too much theoretical support. The 
method of Lee et al. (Lee et al., 2007) sliced the typhoon 
tracks into different segments by different moving 
directions, and used the minimum description length 
(MDL) to cluster the typhoon tracks. The method of 
Camago et al. (Camargo et al., 2007a; Camargo et al., 
2007b) followed Gaffney and Smyth (Gaffney and 
Smyth., 1999) trajectory clustering with mixtures 
regression models, and arranged the typhoon tracks into 
seven clusters. The common point of these researches 
regards every single typhoon track as one sequence. In 
this work, we consider typhoon tracks by collecting the 
typhoon cases for a period of time to find a glob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yphoon data. We examine the 
different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s of typhoon track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In atmosphere, the most significant annual 
circulation variation events are El Niño and La Niña. 
When the El Niño happened,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rea will move to the central Pacific Ocean and that 
definitely causes the typhoon generation area eastward 
and changes the shapes of typhoon track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lassify the typhoon trajectories in a 
period of time into either El Niño or La Niña event. 

The method of tri-plots (Traina et al., 2001) is one 
popular data mining tool to find the pattern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large-scale, multidimensional 
datasets. The tri-plots are composed of two self-plots and 
one cross-plot. In the comparison of two datasets through 
tri-plots, the two self-plots find the patterns of two 
individual datasets and the cross-plot fi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atasets. Taking each El 
Niño and La Niña event data in turn, we can depict the 
distribution of each data cloud by self-plots and measure 
the distance of two data clouds by cross-plots. We then 
use the distances from cross-plots as the input for Isomap 
(Isometric feature mapping) (Tenebaum et al., 2000) to 
find low-dimensional embedding of the typho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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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at, in the low dimensional space, the smooth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SVM) with gaussian kernel 
(Lee and Mangasarian, 2001) is used to classify the 
typhoon data into El Niño or La Niña event. 

2. Data 

The typhoon track data that we discuss are from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JMA). The data recorded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which covers the west of the 
longitude 180E to the east of the 100E typhoon center 
movements (positions) and other observation variables, 
e.g., pressure, wind speed, etc. The data features in this 
study include: 

1. longitude, 
2. latitude, 
3. minimum pressure, 
4. average high level (300 hPa) wind speed of the 

typhoon center, and 
5. topographical information. 
 

We obtain the first three features from the JMA 
database; while the last topographical information is 
calculated to show how close the typhoon center is from 
the continent. The point is: when typhoon touches the 
land, the intensity will decrease dramatically or even 
disappear. Typhoon cannot hold longer on the land, so it 
will not penetrate into the land so far. In brief, if the 
typhoon center is at land, we define the distance is equal 
to 0. In contrast, the typhoon center is at sea,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land are calculated. 
The fourth feature, the 300 hPa wind speeds are from 
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 Prediction (NCEP) 
reanalysis-2 data. The 300 hPa wind speeds in here 
regard as the steer direction of the typhoon movement 
(Chan and Gray., 1982; Emanuel, 2005). 
The El Niño events and the La Niña events are based on 
Niño 3.4 index by NOAA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 In order to use the NCEP 
reanalysis-2 300 hPa data, we only focus on the time 
events after 1980. There are seven El Niño years and the 
labels are set to be 1. In contrast, there are five La Niña 
events and the labels are set to be 1 . We also have 10 
neutral events which do not belong to either El Niño or 
La Niña group. The number of labeled dataset is 
relatively small. In some occasions, we chop the events 
into sub-events so that we can obtain the result with 
more statistical meaning. 

 
3. Fractal dimension and Tri-plots 
 

Traina et al. (2001) proposed the tri-plots based on 
fractal dimension to calc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distances between two datasets points. The tri-plots 
include three kinds of plot tools: 
1. self-plot ( for dataset A ), 
2. self-plot ( for dataset B ), and 
3. cross-plot ( for two datasets ). 
For two datasets A and B, the self-plot function and 

cross-plot function are defined as 

 
, , ( 1)

( ) log( )
2

A i A ii
A

C C
Self r

?
=

å   , 

and 

 , , , ( ) log(  )   A B A i B i
i

Cross r C C= å . 

 
where , A iC （ , B iC ）is the number of points from set A
（B）in the i-th cell, and r is the distance of the pairs of 
points. Hence, the cross-plot (self-plot) function is 
proportional to the count of A-B (A-A or B-B) pairs 
within distance r, and the cross-plot (self-plot) is the 
figure of the cross-plot (self-plot) function versus log(r). 
If A is self similar, the self-plot of A is close to a straight 
line and the slope is the intrinsic dimension of the set 
which is correlated with thefractal dimension of the set 
(Belussi and Faloutsos.,1995). In most situations, the 
cross-plot and self-plot with log(r) are not linear, and we 
can use regression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regression 
lines. We use the line slopes to discuss the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datasets A and B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data 
points (Tseng et al., 2010). In this study, we only use the 
self-plot to describe the individual typhoon track. 
According to Tseng et al. (2010), the self-plot consists of 
the slope and intercept of the regression line which 
stands for the individual typhoon track. So, for one 
typhoon track now can be represented as the (slope, 
intercept), one coordinate on the plane. The more similar 
two typhoon tracks are, the closer the two points of 
(slope, intercept) from two typhoon track self-plots. In 
brief, according to the property of tri-plots, we can 
conclude to three points: (1) if two datasets are identical, 
the two slopes of self-plots are same and one regression 
line overlaps the other; (2) if two datasets have same 
slopes but different intercepts, that means two datasets 
have same intrinsic or fractal dimension but different 
shapes, e.g., line and circle with same fractal dimension 
and different shapes; (3) the more slopes variations 
between two datasets, the more differences they have, 
and we can use this to differentiate these two things.  
 

4. The Results of Tri-plots Classification 

The Study of Self-plots. As mentioned, the features that 
we used in this study are longitude, latitude, minimum 
pressure, u (300 hPa), v (300 hPa), and the topography 
information. The slope and intercept based on self-plot 
function is regarded as the point coordinates in a space. 
Then, we plot all the annual El Niño and La Niña events 
in 2-D, as shown in Figure 1. Basically, the ENSO points 
(red points) and the La Niña points (blue points in the 
middle) are roughly separated into two groups. It is 
interesting to take a close look of the point set in the 
intercept verse slope space. In Figure 1a, we find that the 
8688 on the top right and 9596 on the bottom left are two 
extreme points (red points) and the La Niña points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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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in the middle) are separated into two groups. The 8688 
event locates around the large slope and intercept area; 
on the contrary, the 9596 event are found around the 
small slope and intercept area. After checking with the 
original typhoon trajectories, we find that the number of 
typhoon cases in 9596 is very few and the number of 
cases is about 12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in contrast to 
other events.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typhoon cases in 
8688 event is in normal situation, but it belongs to ENSO 
event and the typhoons seem to travel longer distances 
than others. When we use the distance to calculate the 
tri-plots, the longer distances we get, the larger slope we 
have. This explains why the 8688 event has large slope 
and intercept and the 9596 event has small slope and 
intercept. 

We can check the Figure 1a following the vertical 
line with the same slope; for example, along the lines 
slope = 2.85 and slope =3.1. There are two events, 9798 
and 0203, located around the 2.85 slope; similarly, there 
are two events, 8889 and 9800 located around the 3.1 
slope. When we check the typhoon trajectories,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the 8889 and 9800 events are very similar, 
and the 9798 and 0203 events are very similar, too. As 
we know, the slope represents the fractal dimension, and 
the same fractal dimension of two data clouds implies 
that they are self-similar. The different intercept but the 
same slope depicts that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in real 
geometrical shapes; for example, a line and a circle (or a 
ring, i.e., without the inside part) have the same fractal 
dimension but different shapes. Based on this, the 
self-plot distribution can afford a tool for atmospheric 
scientists to do cluster studies. On the other hand, we 
plotted the slef-plots of neutral events in green points for 
comparison in Figure 1b.  

Next, we examine the results if the individual 
event is separated into two equal period segments: earlier 
period and later period.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ure 
1c and Figure 1d. We can see the distribution of Figure 
1d is similar to Figure 1a. The 9596 event locates in the 
farther bottom left corner, and the positions of other 
events are relative to Figure 1a. In contras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arlier half period of events is more 
dislike than the distribution of whole period events or 
half later period events. Following the idea of the 
earlier/later segments, we can focus on the every typhoon 
track and separate the track in half: first half and later 
half parts. The first half and later half of track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ure 1d and Figure 1e. Qualitatively speaking, 
the distribution of half tracks is not like whole events or 
half events. However, we can see the 9596 and the 8688 
events are still in the extremely positions. Somehow the 
relative posi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vents seem to 
follow the whole events. In here, the self-plots just help 
us to realize the events qualitatively. We will know the 
more distance between two event points, the more 
dissimilarity they have. Next, we use the cross-plots to 
establish the classifier and calculate the dissimilarity 
quantitatively.   

The Study of Cross-plots. We would like to use cross 
plots to separate two types of data, the El Niño and the 
La Niña event typhoon trajectories. Based on the same 
set of features, the output from the cross-plot functions 
are regarded as the distances for the Isomap (Tenebaum 
et al., 2000). In Isomap, we 1) construct a neighborhood 
graph by linking each pair of events/points that qualify as 
neighbors; 2) find the length of the shortest paths 
between each pair of points and take them as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ir geodesic distances; and 3) take 
the pairwise (geodesic) distances as the input and apply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or MDS) to find the global 
Euclidean coordinates of the points. Because there are 
only 12 labeled events (seven El Niño, five La Niña) in 
our study, it is not so meaningful to operate the Isomap 
or the classification task based on such a small dataset. 
We split the dataset from 12 events to 60 events by 
chopping each of the original event into five smaller 
sub-events. In here, we carefully chop the event so that 
one typhoon case is still kept in the same event. We set 
the intrinsic dimensionality (Tenebaum et al., 2000) 
equal to five for Isomap, then classify the events by 
SSVM in the embedded space produced by Isomap. As 
shown in 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are: training 
error around 0.025-0.268 and the test error about 
0.271-0.334, for different k’s for the nearest neighbor 
choice. 

As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in the self-plots, we 
separate the datasets into earlier half period of events, 
later half period of events, earlier half of tracks, and later 
half of tracks four types. Again we calculate the 
cross-plots, ISOMAP, and SSVM to get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Considering the half period of events, the 
earlier/later half period of events are shown in Table 2 
and Table 3. The best training error (testing error) of 
earlier half period of events is 0.211 (0.349), and the best 
training error (testing error) of later half period of events 
is 0.060 (0.247). The later half period of events are easier 
to be classified than the earlier half period. Even in the 
training stage, the error rates of the earlier half period of 
events are very high. This situation is similar to the 
self-plots distribution. When considering the half 
typhoon tracks (Table 4, 5), the best training error 
(testing error) of earlier half of tracks is 0.041 (0.277), 
and the best training error (testing error) of later half of 
tracks is 0.063 (0.246). The results between half tracks 
are not so obviously in contrast to half events. We can 
get good training error rates even the testing error rate 
are still high. In brief, all the experiments we can get 
about 70% accuracy in testing. 

5. Conclusions and discussions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d the quantitative and 
objective tools, tri-plots method,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yearly typhoon track 
events. In tri-plots, we afford a global view to see 
different annual events by the self-plot distribu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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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indirectly imply no two El Niño events are 
identical. Besides, the tri-plots experiments tell us what 
kind of features we probably should have them include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r for typhoon databases. We 
believe that adding the high level winds 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opographical effec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yphoon databases.  

In cross-plo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y two 
periods of typhoon track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distance 
which can be used for ISOMAP analysis and the 
following classification. After 10-fold cross-validation, 
considering the whole events, the training error is about 
0.025 to 0.268 and the testing error is about 0.271 to 
0.334. When considering the classification in 
earlier/latter half of the period of the El Niño/La Niña 
events, the training error of earlier half period of event is 
about 0.128-0.315 and testing error about 0.349-0.399; 
the training error of later half period of event is about 
0.060-0.304 and testing error about 0.247-0.342. 
Somehow the half event results are worse than the whole 
data events. Moreover, we separate the individual 
typhoon track into first half and later half two parts. The 
first half of track training error is about 0.021-0.271 and 
testing error about 0.277-0.355. The later half of track 
training error is about 0.027-0.312 and 0.246-0.378. The 
half track results are similar to the whole track results, 
and the first half track results are better than the later half 
track. Based on the all evaluations, we have about 70% 
accuracy on classifying the typhoon tracks belonged to 
El Niño or La Niña events. 

In the future, the tri-plots can be extended to other 
traditional Meteorological data analysis like 500 hPa 
anomaly score or flow pattern recogni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use tri-plots to diagnose the typhoon track 
ensemble prediction. The self-plots can be used for 
determined the less ensemble members but the larger 
spread of the t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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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rror table of the SSVM based on 

cross-plots and ISOMAP 

 

 

5 6 7 8 9 10 

Training 

 error 
0.268 0.032 0.116 0.025 0.033 0.027

Testing 

 error 
0.334 0.271 0.358 0.289 0.320 0.327

 

 

Table 2: Error table of earlier half period of event by 
SSVM based on cross-plots and ISOMAP 

 

 

5 6 7 8 9 10 

Training 

 error 
0.211 0.310 0.272 0.315 0.128 0.148

Testing 

 error 
0.349 0.397 0.351 0.399 0.356 0.359

 

 

Table 3: Error table of later half period of event by 
SSVM based on cross-plots and ISOMAP 

 

 

5 6 7 8 9 10

Training

 error 
0.283 0.304 0.182 0.084 0.104 0.060

Testing 

 error 
0.372 0.324 0.308 0.294 0.302 0.247

 

 

Table 4: Error table of first half of track by SSVM based 
on cross-plots and ISOMAP 

 

 

5 6 7 8 9 10

Training

 error 
0.271 0.041 0.086 0.004 0.021 0.039

Testing 

 error 
0.338 0.277 0.355 0.290 0.318 0.322

 

 

Table 5: Error table of later half of track by SSVM 
based on cross-plots and ISOMAP 

 

 

5 6 7 8 9 10

Training

 error 
0.312 0.161 0.161 0.063 0.098 0.027

Testing 

 error 
0.378 0.251 0.310 0.246 0.250 0.293

 

 

SSVM 

k 

SSVM 

k 

SSVM 

k 

SSVM 

k 

SSV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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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lf-plot based on 6 features. (a) Twelve El Niño and La Niña events. (b) The neutral 
year events are considered (green points). (c) The earlier half period of the twelve El Niño and La Niña events are taken. 
(d) The later half period of the twelve El Niño and La Niña events are taken. (e) The earlier half parts of typhoon tracks 
are taken. (f) The later half parts of typhoon tracks are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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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年（2010 -2012）東亞冬季季風特徵分析與比較 

李思瑩  盧孟明 

中央氣象局科技研究中心 

 

摘  要 

根據 NOAA/NCDC(National Climatic Data Center)氣候監測報告指出，近三年冬季(十二月至隔年二月)平均

的北半球陸地平均氣溫都排在 1880 年以來的前 30 名以內，但是在局部地區，如歐洲與北美，反而出現破紀錄

的低溫。例如 2010 年冬季北美東岸與歐洲遭遇破紀錄的大雪，2011 年冬季，歐洲許多地區低溫破紀錄，2012

年冬季東歐與亞洲大陸中高緯度區域多處酷寒。這 3 年冬季在全球大尺度環流也有一些明顯的變化，熱帶太平

洋交替出現聖嬰─反聖嬰─反聖嬰現象，中高緯度的北極震盪與阻塞高壓都很活躍。東亞冬季季風因受熱帶和

中高緯度波動的雙重影響，也出現了一些明顯的變化，本文將根據氣象局科技中心氣候資訊系統的季風監測內

容分析 2010-2012 三年的季風特徵，依不同的季風指數，探討季風的強弱與變化特徵與中高緯和熱帶對流的相

互作用，並分析東亞季風變異對台灣低溫和寒潮事件活躍程度的影響。 

 

關鍵字：東亞冬季季風 

 

一、 前言 

根據 NOAA/NCDC(National Climatic Data Center)

氣候監測報告指出，近三年冬季(十二月至隔年二月)

平均的北半球陸地平均氣溫都排在 1880 年以來的前

30 名以內，但是在局部地區，如歐洲與北美，反而出

現破紀錄的低溫。例如 2010 年冬季北美東岸與歐洲遭

遇破紀錄的大雪，2011 年冬季，歐洲許多地區低溫破

紀錄，2012 年冬季東歐與亞洲大陸中高緯度區域多處

酷寒。這 3 年冬季在全球大尺度環流方面有顯著的變

化，熱帶地區從 2010 至 2012 年出現聖嬰─反聖嬰─

反聖嬰的現象，中高緯度的北極震盪與阻塞高壓都很

活躍，在 2010 年北極震盪更是出現近 30 年來，連續

負相位天數最多的一年。 

東亞冬季季風因受此熱帶和中高緯度波動的雙重

影響，在這 3 年間也出現了明顯的變化。 

氣象局科技中心氣候資訊系統在東亞冬季季風監

測方面，利用東亞冬季季風環流的多重特徵，使用包

含西伯利亞-蒙古高壓、西伯利亞-蒙古高壓與阿留申

低壓氣壓差、中高緯度西風噴流與北半球西風噴流變

化這些特徵的四個季風指數來監測東亞冬季季風，本

文以 2010-2012 年為例，根據季風監測內容分析三年

的季風特徵，依不同的季風指數，探討季風的強弱與

變化特徵與中高緯和熱帶氣流的相互作用，並分析東

亞季風變異對台灣低溫和寒潮事件活躍程度的影響。 

二、 定義與使用資料 

2-1、 東亞冬季季風指數 

季風指數的選取或設計主要是根據北半球冬季海

平面氣壓與高層西風的分佈特徵，定義如表一。 由

於西伯利亞高壓為冬季季風最主要的系統，SMH 為選

取北半球冬季時期歐亞大陸上海平面氣壓最強的中心

範圍－40°N- 60°N、70°E-120°E，計算其區域平均的

海平面氣壓值，用以監測西伯利亞-蒙古高壓的強度變

化(Chang and Lu 2012)。若從北半球冬季平均海平面

氣壓分布來看，主要的特徵是歐亞大陸上的高壓以及

北太平洋上的低壓，此東西向氣壓(環流)分布，使得

東亞地區在冬季有極強的北風分量，當氣壓差愈大(高

壓愈高、低壓愈低)，北風就愈強。因此 Wu and 

Wang(2002)利用 110°E(蒙古高壓)與 160°E(阿留申低

壓)氣壓差的變化來定義東亞冬季季風。 

除了氣壓，Jhun and Lee (2004)與 Li and Yang 

(2010) 認為高層風場也可用以定義季風指數。Jhun 

and Lee(2004)利用 40°N-60°N、80°E-120°E 範圍平均

的海平面氣壓(西伯利亞高壓)與每個網格點的 U300

進行相關係數分析，以 0°-70°N, 60°E-140°W 範圍的

U300 和 25°-50°N, 105°-145°E 範圍(東亞)的地面溫度

進行 SVD 分析，結果都顯示 U300 與東亞地區地面溫

度有很好的相關性，因此選取 U300 與西伯利亞高壓

有高相關係數的兩個範圍(27.5°-37.5°N, 110°- 170°E

與 50°-60°N, 80°-140°E)來定義東亞冬季季風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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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and Yang(2010)先利用 1982-2006 年期間冬季

(DJF) 10°S-70°N,60°E-180°範圍中每個網格點的

200hPa 緯向風分別與區域平均(25°-50°N, 100°-145°E)

的 1000hPa 經向風、Nino3.4 指數以及 EHSLP(為

30°-50°N,0°-180°範圍海平面氣壓之 EOF 第一模態的

時間序列，其主要是反應連結西伯利亞高壓與阿留申

低壓間的變化)進行相關係數分析，三個結果從南到北

都有清楚的正─負─正(相關)的帶狀分布，即 30N 處

主要的西風帶較強(弱)時，南北兩側的緯向風較弱

(強)，此時熱帶中東太平洋的海溫較暖(冷)，東亞地區

的北風也較強(弱)，即 EAWM 增強(減弱)。再以相同

範圍的 V1000 與 10°S-60°N, 70°-170°E 範圍的 U200

進行 SVD 分析，其中 U200 的型態與相關分析得到的

分布相似，亦為清楚的正─負─正的帶狀分布，相對

應的 V1000 中心在東亞地區，顯示當西風較弱(強)

時，東亞地區為南(北)風。上述結果指出，EAWM 和

高緯度大氣環流與低緯度海溫有很強的關係，而 U200

與低層大氣環流有很強的連結，並且能夠用來測量

EAWM 的變化。因此以 U200 以及計算出的帶狀分布

位置來定義東亞冬季季風。 

 

2-2、 台灣全島型寒潮定義 

根據盧與李(2009)，首先判斷台灣 21 個測站各自

是否發生寒潮事件，判斷方法說明如下：若一個測站

的 Tmin 在第 1 日(Day+1) 達到「低溫」標準或 48 小

時降溫幅度(Tmin(Day-1)-Tmin(Day+1))達到「驟降」

標準，則判定為有寒潮事件發生，並將 Day0 定為寒

潮開始日。若 24 小時升溫幅度

(Tmin(DayN)-Tmin(DayN-1))達「回升」標準或在第 N

日(DayN)的 Tmin 高於 PR20 的溫度，則將 DayN 定為

寒潮結束日。逐一測站判斷之後，若 21 個測站中有

17 個或以上的測站發生寒潮，即定為全島型測站，並

以發生寒潮事件的測站中最早發生的日期為全島型寒

潮開始日，最晚結束日期為全島型寒潮結束日。 

 

2-3、 使用資料 

資料方面，季風指數以及中高緯與熱帶監測項目

是使用 NCEP/NCAR 重分析逐日資料、OISST 以及

NOAA 的外逸長波幅射(OLR)，北極震盪指數(AO)、

北大西洋震盪指數(NAO) 是自美國國家氣候預報中

心(CPC/NOAA)網站上取得。 

另選取氣象局 21 個測站(分別為淡水、鞍部、台

北、竹子湖、基隆、彭佳嶼、花蓮、宜蘭、澎湖、台

南、高雄、台中、阿里山、大武、玉山、新竹、恆春、

成功、蘭嶼、日月潭、台東)之日最低溫(Tmin)進行極

端低溫以及全島型寒潮事件分析。 

資料使用時間為 1951 年至 2012 年 10 月-3 月，

文中是以前一年 10 月至當年 3 月為當年冬季，即 2009

年 10 月至 2010 年 3 月是代表 2010 年冬季。 

 

三、 監測項目與結果分析 

氣候資訊系統的季風監測，主要是用來監測每年

東亞冬季季風的強度、變異以及監測每年台灣全島型

寒潮。 

3-1、 季風指數 

東亞冬季季風的監測是以根據東亞冬季季風特徵

所定義的四個指數為主，從四個季風指數的逐日變

化、不同強度的天數、變異量以及頻譜分析四個部分

來探討季風的強弱以及變化。 

逐日變化方面(圖 1)，代表西伯利亞-蒙古高壓強

度的 SMH 指出，SMH 在 2010 年 11 月即有一波較強

的變化，之後即沿著氣候平均值呈現季內尺度的震

盪，變動頻率較高，在 1 月有最大值(蒙古高壓最強)，

之後快速減弱，2011 年的 SMH 變化大、振幅強，一

樣在 1 月達最大值，但高壓增強的時間持續近一個

月，2 月快速減弱後，又在 3 月增強，2012 年相較前

兩年，相同的是仍沿著氣候平均值在變化，但變化的

振幅較小，特別的是 SMH 可分為三段變化，即 12 月

之前皆低於氣候平均值，12-2 月中皆高於氣候平均

值，2 月中之後又多是低於氣候平均值，顯示 SMH 多

維持在強度偏強(高壓距平)的狀態下。代表西伯利亞-

蒙古高壓與阿留申低壓之東西向氣壓差，即東亞地區

北風強度的 EWW 的變化與 SMH 類似，表示當蒙古

高壓較強時，東西向氣壓差也較大，但 EWW 還考慮

到阿留申低壓的強度，所以不盡然完全相同。3 年的

EWW 比較下，以 2011 年冬季的變化與振幅最大，2012

年最小，表示在 2011 年冬季，東亞地區北風增強的強

度較強，2012 年最弱。代表高層西風的 EJL 與 ELY

與 SMH、EWW 有類似的變化，但 SMH 與 EWW 變

化頻率較 ELY 與 EJL 來的高，說明了氣壓的變動較高

層風場來的快。 

從逐日變化看到的是藉由指數的變動所代表的東

亞冬季季風主要特徵(蒙古高壓、北風、高層西風噴流)

大概的變化，即 2010 年與 2011 年冬季季風變動快、

振幅大，2012 年變動快、振幅小，且 3 年冬季指數季

內尺度變化的特徵明顯。冬季季風的強度以及變異須

進一步用不同強度的天數、變異量以及頻譜分析來看。 

冬季季風的強度若從指數計算的單一冬季平均值

來看，很可能因正負變化抵銷，以致無法正確判斷冬

季季風的強度，因此將季風指數計算出不同強度，再

統計不同強度的天數來判斷冬季季風的強度。首先，

計算四個指數 1981-2010年 10月-3月期間之逐日氣候

平均值，並以 1981-2010 年冬季為基準計算出標準

差，統計 1981-2010 年冬季期間高(+)或低(-)於氣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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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的天數，作為天數的平均值，再統計每年冬季(10

月至隔年 3 月)四個指數高於或低於氣候平均值的天

數以及高於或低於不同標準差的天數(表二)。從不同

的指數之間不同強度的天數可看出此 3 年冬季季風的

不同。 

表二可以看到，2010-2012 年 SMH 高於氣候平均

值或 1-3 個標準差的天數都超過 30 年的平均值，顯示

這 3 年蒙古高壓都偏強(高於氣候平均值)。而在 EWW

指數中，2011 年仍維持每種強度天數都超過平均值的

表現，2012 年，2010 年正的天數約在正常範圍，2012

年高於氣候平均值的天數高於平均天數，但強度較高

的天數偏少。EJL 與 ELY 則指出 2011、2012 年不管

是高於氣候平均值或標準差的天數都超過 30 年平

均，表示這兩年的高層西風偏強，而 2010 年偏低的天

數顯示其西風強度偏弱。 

上述結果顯示，2010 年雖有蒙古高壓偏強的特

徵，但高層西風(EJL、ELY)偏弱，為弱季風年，2011

年則因四個指數都顯示強度偏強的特徵，為強季風

年，2012 年只有 EWW 顯示偏弱的訊號，顯示北風較

弱，但蒙古高壓與高層西風都偏強，為強季風年。 

強度上已知道 2010-2012 年冬季季風的強弱，高

頻變動部分則利用代表季風變化振幅大小的變異量來

討論。在此，同樣地以 1981-2010 年為基準，計算四

個指數 3 年的變異量，其中，除 ELY 之外，3 個指數

都在 2011 年最大、2010 年次之、2012 年最小，ELY

為 2012 年最大、2011 年次之、2010 年最小，這樣的

變化應與 ELY 還考慮到熱帶地區有關係。 

最後，以頻譜分析來看冬季季風指數的週期變

化，在逐日變化的部分已看出 3 年的冬季季風皆有明

顯的季內尺度變化，那其中最顯著的週期為何？整體

來說，因氣壓的變動較高層風場快，所以 SMH 與

EWW 的顯著週期比 ELY 與 EJL 來的短。此 3 年中，

2010 與 2012 年在四個指數都有較多不同時間尺度的

分量(顯著的週期較多)，2011 年的 EWW 沒有顯著的

週期變化，SMH、ELY 與 EJL 這 3 個指數皆有 7-13

天的顯著週期。  

 

3-2、 中高緯度與熱帶地區 

許多研究都指出影響東亞冬季季風的因素很多，

如熱帶地區的ENSO (Zhang et al. 1996; Tomita and 

Yasunari 1996; Wang et al. 2000; Hamada et al. 2002; 
Chang et al. 2004; Chan and Li 2004)，中高緯度地區的

AO、NAO (Gong et al. 2001; Jhun and Lee 2004; Wu et 

al. 2006; Li and Bates 2007; Wu et al. 2009)。因此在監

測系統中，除了監測季風指數，也需要監測中高緯度

的AO、NAO以及blocking，熱帶地區的ENSO(指數、

海溫)與熱帶對流(OLR)。 

2010-2012年中高緯度系統活躍，2010年是AO近

30年來負相位最強的一年，不僅強度強，且負相位持

續的天數將近兩個月(2009/12-2010/2)，這為中高緯度

地區帶來嚴重的災害，2011年冬季仍是AO負相位主導

的一年，但強度較弱，2012年則與前兩年不同，以正

相位為主。NAO與Blocking和AO的變化類似，當AO

為負相位時，NAO亦為負相位，Blocking活躍；當AO

為正相位時，NAO亦為正相位，Blocking不活躍。 

熱帶地區在2010-2012年則是以聖嬰─反聖嬰─

反聖嬰交替出現，此時熱帶對流在相對應的年份上表

現是當聖嬰年時赤道地區MJO發展較好，可以傳遞到

中太平洋，而當反聖嬰年時，赤道地區對流侷限在西

太平洋以西。 

在這3年冬季，ENSO與冬季季風的關係良好，當

聖嬰年時，東亞冬季季風較弱，當反聖嬰年時，東亞

冬季季風較強，此與許多研究一致，但與AO、NAO

就沒有明顯的相關性。 

 

3-3、 台灣地區極端低溫 

台灣冬季主要受東亞冬季季風影響，當西伯利亞-

蒙古高壓朝大陸沿岸以及西太平洋向東南移動時，會

有強烈的冷空氣爆發以及強烈的北風伴隨高壓南下，

並在短時間內到達熱帶地區(Chang et al., 1983)。當這

個情況發生時，往往為台灣帶來嚴重的災害，因此，

冬季季風的強弱與移動變化對台灣的影響是非常重要

的，其對台灣影響最直接也最劇烈的就是溫度的變

化，因此，冬季主要是針對台灣測站極端低溫天數以

及全島型寒潮事件的發生進行監測。 

在 3 年東亞冬季季風有著不同表現的情況下，台

灣的冬季也有著不同的反應。在極端低溫(最低溫各自

低於最低溫 PR10 - 機率分布左端 10%)天數方面(圖

2)，2010 年與 2012 年，幾乎全部測站的低溫日數都

低於 50 年來的 50%，2011 年則相反，有 19 站的極端

低溫天數超過 50 年來的 50%，並且有 11 個測站超過

50 年的 75%，顯示極端低溫天數偏多。在全島型寒潮

方面，3 年則分別為 2010 年出現 2 次、2011 年 6 次、

2012 年沒有全島型寒潮發生。 

上述結果指出，2012 年的強季風年，台灣極端低

溫發生的頻率與強度都不高，表示東亞冬季季風的強

度與台灣全島型寒潮事件的發生，並沒有完全的關

係。值得注意的是李與盧(2011)內指出 EWW(氣壓差)

與台灣寒潮發生頻率關係很好，這個結果與 2010-2012

年冬季的結果一致。 

四、 未來工作 

氣象局科技中心所建立的氣候資訊系統中季風監

測的部分，主要是監測每年東亞冬季季風的強度、變

異以及監測每年台灣全島型寒潮。在本文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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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 年三年為例，根據季風監測內容分析季風

的特徵，並依不同的季風指數，探討季風的強弱與變

化特徵與中高緯和熱帶對流的相互作用，並分析東亞

季風變異對台灣低溫和寒潮事件活躍程度的影響。 

在季風強弱的判定上，以高層西風噴流定義的

EJL、ELY 比起代表高壓變化的 SMH、EWW 在

2010-2012 年期間似乎較能表現季風強度的變化。未

來是否適宜用 EJL、 ELY 兩個指標判斷季風強弱，

而以 SMH 和 EWW 作為輔助性的參考指標，還需要

繼續研究。 

這三年的台灣寒潮頻率與季風的關係顯示寒潮頻

率與 EWW 的關係較好，這可能是因為北風強弱是台

灣全島型寒潮事件是否頻繁的關鍵因素。但只使用三

年資料還不足以對以上問題做出結論，未來將使用更

多年的資料針對這些問題做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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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and Yang (2010) 

表一 東亞冬季季風指數。 

 

 

SMH ＋ － 1SD 2SD 3SD JL ＋ － 1SD 2SD 3SD 

2010 87 95 72 78 63 67 54 59 2010 67 115 58 101 52 89 44 72

2011 80 102 72 90 65 74 59 62 2011 86 96 76 89 67 80 64 71

2012 90 92 78 72 67 50 57 32 2012 108 74 101 62 86 52 65 40

ave 78.9  103.1  64.4  86.0  52.3  70.4 40.4 55.1 ave 83.4 98.6 70.5 85.2  58.3  70.9  46.6 57.9 

WW ＋ － 1SD 2SD 3SD LY ＋ － 1SD 2SD 3SD 

2010 88 94 38 47 7 15 1 3 2010 68 114 58 98 52 85 46 76

2011 97 85 56 48 27 10 6 3 2011 93 89 85 74 80 57 72 41

2012 92 90 44 25 10 2 0 0 2012 109 73 99 64 85 59 71 50

ave 90.4  91.6  36.7  35.1  8.6  8.2  1.4 1.1 ave 83.3 98.7 70.3 83.8  57.9  69.0  46.0 56.4 

表二 四個指數於 2010-2012 年冬季期間高(+)或低(-)於指數氣候平均值天數之天數與高或低於 1-3 個標準差的天

數，ave 代表 1981-2010 年冬季期間高或低於指數氣候平均值天數的平均天數。（單位為天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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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四個指數於 2010 年(上)、2011 年(中)、2012 年(下)10 月至 3 月間的逐日變化。 

(由左而右分別為 SMH、EWW、EJL、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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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 21 個測站極端低溫日數盒鬚圖。(a)為 2010

年，(b)為 2011 年，(c)為 201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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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年台灣春雨及環流特性之比較 
 
 

吳宜昭 黃柏誠 朱容練 張振瑋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氣象災害防治組
 

                        
  

摘    要 

春雨為台灣北部農業用水的重要來源。過去研究指出，台灣春季降雨的年際變化主要

受到聖嬰/反聖嬰影響。2011年與2012年春季同樣都處於反聖嬰狀態，但前者降雨偏少，後

者偏多。本研究嘗試由季節背景環流、鋒面活動及降雨等多重角度比較此兩年春季（二至

四月）的差異。初步分析顯示，兩年季節平均低層大氣的水氣供應差異明顯。2011年台灣

附近近地面至低層大氣有顯著東北風距平，水氣偏少；2012年菲律賓海的低層大氣有一反

氣旋距平，台灣附近的南風分量明顯，自南方來的水氣供應較2011年充沛。 
比較這兩年台灣北部(以中央氣象局台北測站為代表)春季降雨的逐日變化，發現2012

年降雨的頻率明顯較2011年高。另外，這兩年大多數(六至七成)台灣北部發生明顯降雨事

件時，台灣附近有鋒面通過或接近，因此進一步統計東亞春季鋒面的頻率並分析鋒面生命

史中經過的區域。比較得知，2012年和2011年相比，通過或接近台灣附近的鋒面頻率較高，

每波鋒面在台灣附近平均滯留時間較久，因此2012年春季台灣北部受到鋒面影響的日數較

長(約2倍)，這可能是造成2012年春季台灣北部降雨較頻繁及春雨總量較高的重要因素。 
根據本研究結果，背景大氣環流的水氣來源多寡和是否有鋒面通過以提供有效舉升機

制，可能都是影響台灣春雨多寡的重要因素。這些因子可做為未來監測春季降雨多寡或者

氣象乾旱發生潛勢的參考。 
 

關鍵字：台灣春雨、水氣傳送、春季鋒面 
 

一、前言 

春雨為台灣北部一期稻作重要的灌溉用水來

源。台灣的冬季除了東北部，全臺平均降雨偏少。

經過一個相對乾的冬季後，北部第一期稻作緊接著

自2月上旬開始播種、浸田、整田、插秧至6月收成，

梅雨季來臨前一期稻作的主要灌溉用水來源端視是

否有春季鋒面通過台灣、為北部帶來豐沛降雨而定。 
過去已有研究指出，台灣春季降雨的年際變化

受到聖嬰/反聖嬰影響，聖嬰年冬季後台灣春季的降

雨量及春季的強降雨事件均較正常年或反聖嬰年都

多(Chen et al. 2003，Jiang et al. 2003)。2011年與2012
年之前的冬天同樣都處於反聖嬰狀態，但兩年春雨

量差異很大。2011年二至四月的降雨均較氣候值偏

少許多(圖1)，因此台灣旱象漸漸出現，為因應可能

持續的旱象，在梅雨季還未來臨前，經濟部水利署

邀集各政府機關代表及專家召開了四次抗旱會議，

直至後來五月艾利颱風外圍環流及鋒面通過帶來降

雨，才解除了旱象。2012年同樣為反聖嬰年之後的

春季，但除了三月雨量偏少，二月及四月雨量都偏

多 (圖1)，顯然於此二年聖嬰的狀態並非造成春雨差

異的主要因素，究竟那些環流的差異引起這兩年春

雨的對比是本研究探討的目標。 

本研究嘗試由多重尺度探討此兩年春季（二至

四月）的降雨及環流特性有何差異。除了分析背景

環流，也分析比較這兩年鋒面系統活動及其和台灣

北部降雨間的關係。 

二、資料與方法 

由於春季降雨佔全年降雨比例較高的區域以北

部為主，分析春季降雨時挑選中央氣象局位於北部

的傳統測站，目前先以台北測站為代表，分析2011
及2012年二至四月雨量的逐日變化。 

在分析東亞春季鋒面活動的變化時，使用2011
年、2012年二至四月中央氣象局每6小時之地面天氣

圖，以統計鋒面的活動，分析時並特別注意鋒面是

否通過或接近台灣附近，將台灣附近有鋒面通過或

接近的日期均標記下來。由於鋒面移動速度慢時影

響台灣的時間可能拉長至一日以上，標記時會區分

是否為同一波鋒面或是下一波新的鋒面到來。 
於分析大尺度環流特性時，使用美國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CEP／NCAR）的全球

網格日解析再分析資料（Kalnay et al., 1996）（簡稱

NCEP／NCAR Reanalysis資料），包括各標準層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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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比濕及水氣通量…等，其空間解析度為2.5°x 

2.5°。 

三、結果分析 

(一)大尺度環流特徵 
首先分析兩年春季的大尺度背景環流。分別以

侯平均及季節平均來比較兩年的環流特性。 
首先，以侯解析度分析低層大氣的水氣傳送，

發現2012年春季低層大氣（700百帕）持續有水氣自

華南傳送至台灣附近，而2011年的水氣傳送明顯較

2012年少(圖未示)。 
由季節平均的環流距平分析則發現(圖2)，2011

年東亞及西北太平洋區域低層大氣的水氣集中在約

北緯20度以南的區域，大範圍對流以海洋大陸為中

心自東熱帶印度洋延伸至菲律賓海，此為反聖嬰年

熱帶的典型環流特徵。華南至台灣附近為高壓距

平，且台灣附近地面至低層大氣均有顯著東北風距

平，且使得低緯度地區水氣不易向北傳送至臺灣與

中國華南附近，造成台灣附近、北緯20度以北的區

域水氣較氣候值低，均為大範圍乾區籠罩。相較之

下，2012年台灣附近低層大氣環流距平有明顯南風

分量，自南方來的背景水氣供應較氣候值及2011年

充沛。 

 (二)降雨及鋒面活動 

1. 台北測站降雨逐日變化 

春雨的多寡除了以2011及2012年各月雨量距平

來比較，另以台北測站的雨量觀測，分析二至四月

降雨量的逐日變化。 
在降雨事件頻率及強度的分析上，若以同一波

降雨事件的峰值大於5mm定義為降雨事件，2011年

降雨事件共7次，低於2012年 (共15次)的一半 (圖

３)。另外，2011年降雨事件的強度也比2012年降雨

事件強度小(圖３)。 

2. 降雨事件和台灣附近鋒面的關係 
台北的降雨事件和鋒面有一定程度的相關。將

降雨逐日變化和台灣附近有鋒面通過或接近的日期

相比較，發現兩者變化雖非完全一致，但降雨事件

發生時多伴隨有鋒面通過。統計得知2011年及2012
年分別有70%及60%降雨事件伴隨鋒面通過或接近

台灣。可知鋒面確是對台灣北部春季降雨的重要貢

獻。 

3. 通過或接近台灣的鋒面活動 
接下來比較這兩年通過或接近台灣附近的鋒面 

(以下簡稱台灣鋒面)活動，包括鋒面頻率及每波鋒面

平均滯留日數。以2011年為例，2011年台灣附近有

鋒面存在的日數共15日，但同一波鋒面影響時間可

能不只1日，分析後發現這15日為共10波鋒面通過影

響造成，因此平均每波鋒面滯留日數為1.5日。以同

樣方式分析2012年，兩年的比較列於表1。2012年和

2011年相比，通過或接近台灣鋒面頻率較高 (17次比

上10次)。因台灣附近有鋒面的日數較長 (32日比上

15日)，平均起來，每波鋒面在台灣附近滯留時間較

久 (1.9天比上1.5天)。換句話說，2012年和2011年相

比，台灣鋒面發生頻率較高(1.7倍)，每波鋒面在台灣

附近滯留時間較久(1.25倍)，最後導致2012年台灣附

近有鋒面的日數較長(約2倍)，這可能是造成2012年

春季台灣北部降雨較頻繁及季節降雨總量較高的重

要因素。 

四、結語 

春雨是台灣北部的重要的農業用水來源。2011
年與2012年春季同樣都處於反聖嬰狀態，但前者降

雨偏少，後者偏多。本研究比較2011/2012年台灣北

部春季降雨及區域環流特性差異。初步分析發現背

景大氣環流的水氣來源多寡和是否有鋒面通過以提

供有效舉升機制，可能都是影響台灣春雨多寡的重

要因素。這些因子可做為未來監測春雨多寡或者氣

象乾旱發生潛勢的參考。 
本研究呈現的只是初步成果，未來尚有許多議

題待澄清。例如，季節背景環流及伴隨的低層大氣

水氣供應的差異其原因為何？和2011年反聖嬰強度

遠較2012年強是否有關? 再者，2011年及2012年春

季六至七成的降雨事件發生時附近有鋒面通過或接

近台灣，其餘三至四成的降雨事件伴隨的大尺度或

綜觀環境為何？最後，本研究的發現係根據兩年的

個案比較而來。若將同樣的分析延伸至更多年的個

案，歸納出來的降雨或環境特徵將更具統計意義。

這些都是本研究未來預期進一步探討與回答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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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1 年(上)及 2012 年(下)二至四月台灣地區降雨距平。 

 
圖 2 2011 年(左)及 2012 年(右)二至四月平均環流的距平，氣候值為 1979-2001 年之平均。

(上)850hPa 水氣通量(色階)、水氣通量分量(箭頭)。(下)925hPa 風場(箭頭)、海平面氣壓

(色階)及向外長波輻射(OLR) (等值縣，綠色為濕區，棕色為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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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 2011 年(上)及 2012 年(下)中央氣象局台北測站二至四月降雨（mm）逐日變化。 

 
表 1 2011 與 2012 年二至四月台灣附近有鋒面通過或接近之日數及次數比較 

 2011 2012 2012/2011 

台灣附近有鋒面存在的日數 (日) 15 32 2.13 

通過或接近台灣鋒面的次數 (次) 10 17 1.70 

鋒面在台灣附近滯留平均日數 (日/次) 1.5 1.9 1.25 

 
 

322



2011 年 11 月台灣異常氣候之氣象分析 

劉昭民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摘  要 

台灣常年 11 月份的氣候是比較涼爽而少雨之情況，但是 2011 年 11 月份卻出現溫暖多雨之異常氣候，使台

灣農業遭受到很大的損失。因此，造成這一個月異常氣候之因素值得吾人加以探討。 

本文首先將根據 2011 年 11 月份台灣各氣象測站之月平均溫度(℃)、月總雨量(公厘)與各氣象測站之多年平

均值互相比較，求岀其距平值，得知兩者均呈現正距平，即較常年 11 月份氣候更加溫暖多雨。最後根據氣象資

料加以分析，認為造成 2011 年 11 月份台灣異常氣候之因素有以下兩者。 

一、 三次鋒面過境所帶來的東北季風，加上台灣近海低氣壓環流所產生之共伴作用。 

二、 台灣附近海面上溫度呈現正距平，加上來自孟加拉灣和南中國海暖濕西南氣流，源源供應暖濕水汽，

以致造成強對流天氣和久雨，甚至豪大雨天氣。 

關鍵字：異常氣候、氣象分析、東北季風、低氣壓。 

 

一、前  言 

氣象人員都知道，台灣常年 11 月份在季節上已經進入冬季，所以所出現的氣候比較涼爽而少雨。但是 2011

年 11 月 7 日~17 日台灣各地卻受到三次鋒面過境以及低氣壓環流所產生共伴作用之影響，以致出現連日陰雨之

天氣，甚至有很多地區出現豪雨和大雨之情況，例如 11 月 7 日瑞芳日雨量達 153 公厘，基隆日雨量達 148 公厘，

11 月 10 日阿里山日雨量達 155 公厘(打破 1965 年 11 月 5 日日雨量 123.5 公厘之紀錄)，11 月 15 日東澳日雨量

達 300 公厘，冬山和蘇澳日雨量達 200 公厘，16 日東澳日雨量達 312 公厘，17 日長濱日雨量達 353.5 公厘，多

打破數十年來 11 月份雨量之紀錄。以 11 月份之月雨量來說，基隆月雨量高達 896.1 公厘，宜蘭月雨量達 622.8

公厘，蘇澳月雨量達 762.1 公厘，花蓮月雨量達 517.5 公厘，台東月雨量達 559.0 公厘，不但曾造成蘇花公路關

閉，東部旅遊業蕭條，而且使各地蔬菜腐爛，水果落果，僅農業上之損失即高達 6 億元以上。因此，當時之異

常氣候值得吾人加以探討，本文首先統計 2011 年 11 月份台灣主要測站月均溫和月雨量之距平值，然後再根據

當時之氣象資料，分析造成該月份異常氣流之氣象因素。 

 

二、2011 年 11 月份台灣主要測站之月均溫距平值和月雨量距平值 

根據中央氣象局各氣象測站和民航局飛航服務總台氣象中心各氣象台之氣象資料，將 2011 年 11 月各地之

實際月均溫和多年平均值加以比較，吾人可得表一。 

 

表一：2011 年 11 月台灣主要測站月均溫統計表(單位：℃) 

測站 名稱 台北 高雄 恆春 基隆 宜蘭 花蓮 台東 

2011 年 11 月月均溫 22.7 25.1 24.4 22.4 22.0 23.0 23.8 

多年平均值 20.5 23.6 22.4 20.5 20.0 21.4 22.4 

距平值 +2.2 +1.5 +2.0 +1.9 +2.0 +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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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一之統計，可知 2011 年 11 月台灣各地月均溫均呈現正距平。 

將 2011 年 11 月台灣主要測站之月雨量和多年月雨量平均值加以比較，吾人可得表二。 

 

表二：2011 年 11 月台灣主要測站月雨量統計表(單位：公厘) 

測站 名稱 台北 高雄 恆春 基隆 宜蘭 花蓮 台東 

2011 年 11 月月雨量 241.2 29.9 45.5 896.1 622.8 517.5 559.0 

多年平均值 71.9 21.4 55.0 311.1 349.1 149.3 85.2 

距平值 +169.3 +8.5 -9.5 +585.0 +273.7 +368.2 +473.8 

 

由表二之統計，可知 2011 年 11 月台灣各地月雨量只有恆春呈現負距平情形，而且負距平值很小，而且位

居背風面的南部地區月雨量均比較少。反之，位居東北季風迎風面的北部、東北部、東部地區月雨量非常多，

正距平值也非常大，使前述地區所有的水庫滿水率達 90%以上。可見 2011 年 11 月份台灣各地反常地出現溫暖

多雨之極端氣候。 

 

三、2011 年 11 月台灣異常氣候之氣象分析 

分析 2011 年 11 月份所有的氣象資料，可知造成該月份溫暖多雨之異常氣候的因素以下兩者。 

(一) 三次鋒面過境所帶來的東北季風，加上台灣近海低氣壓環流所產生之共伴作用 

通常秋季和冬季遇有鋒面過境時，所帶來的鋒面雨和東北季風雨之雨量都不會太多，但是台灣近海海面上

若有低氣壓存在時，則其影響就很大，它不但像夏季台灣近海低氣壓給台灣地區帶來強對流天氣(1982，劉)，而

且像秋末冬初台灣近海熱帶氣旋與極地高壓共伴環流，可以給台灣北部、大台北地區、東北部地區、宜蘭、花

蓮、台東地區帶來豪大雨一樣(1977，葉)，台灣近海低氣壓之環流也可以和鋒面過境後之東北季風產生共伴作用，

造成上述地區出現豪大雨天氣。圖一和圖二分別是 2011 年 11 月 7 日 0000 UTC 及 2011 年 11 月 11 日 0000 UTC

鋒面過境後之地面天氣圖。圖三和圖四為與地面天氣圖同一時間之衛星雲圖，可見台灣東部地區和巴士海峽有

對流雲存在。至於 2011 年 11 月 15 日鋒面過境後之天氣圖形勢亦和前兩者相似(圖略)。 

(二) 台灣附近海面上溫度呈現正距平，加上來自孟加拉灣和南中國海暖濕西南氣流，源源供應暖濕水汽。 

早在 30 年前，氣象學家即已指出，當艾尼紐現象出現時，海溫的升高會使低層大氣變暖，大氣呈現不穩定，

因而易造成深厚對流及超過歷年平均雨量的大雨(1982，美國氣象局特殊氣候公報)。2011 年 11 月，東亞地區以

及台灣地區海水面溫度即出現+1℃~+2℃(日本海地區)見圖五，故台灣地區於 11 月上旬至中旬期間，一再出現強

對流天氣和豪雨及大雨天氣。 

現在氣象人員亦認為台灣地區的春雨、梅雨季中之豪大雨、颱風過後所引進的西南氣流等暖濕水汽均源自

於孟加拉灣和南中國海。同理，2011 年 11 月上旬台灣地區 850 hPa 之水汽來源亦來自孟加拉灣、東南亞、南中

國海，台灣地區 850 hPa 相對濕度均在 65%以上(見圖六)。中南半島、南中國海、北部以及台灣地區 850 hPa 平

均相對濕度均呈現正距平(圖略)。故能造成台灣地區之異常降水─強對流天氣和久雨以及豪大雨天氣。 

 

四、結  論 

由本文之分析，可知造成 2011 年 11 月份台灣異常溫暖多雨氣候之氣象因素為以下兩者： 

(一) 三次鋒面過境所帶來的東北季風，加上台灣近海低氣壓環流所產生之共伴作用。 

(二) 台灣近海海面上溫度呈現正距平，加上來自孟加拉灣和南中國海暖濕西南氣流，源源供應暖濕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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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造成強對流天氣和久雨，甚至豪大雨天氣。 

近年來，受到全球暖化氣候之影響，以致極端天氣頻頻發生，2011 年 11 月份台灣出現溫暖多雨之異常氣候，

亦可能與全球暖化之影響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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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中央氣象局和民航局氣象中心提供氣象資料，使本文方能完成，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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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11 年 11 月 7 日 0000 UTC 地面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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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11 年 11 月 11 日 0000 UTC 地面天氣圖 

 

圖三：2011 年 11 月 7 日 0000 UTC 衛星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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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11 年 11 月 11 日 0000 UTC 衛星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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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11 年 11 月 7 日 西太平洋海面溫度距平圖 

 

圖六：2011 年 11 月 11~20 日 850 hPa 平均相對濕度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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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北部對流風暴之氣候研究 

林定宜 

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 

摘   要 

對流風暴是導致台灣地區氣象災害的主要類型，其特點是時、空尺度小，生命期短、但破壞力大，

預警能力卻較低，尤其對防災層面和大眾經濟而言，影響至鉅。因此如何做好對流風暴的診斷、監測

和預報是刻不容緩的重要課題。以往國內對於對流風暴之氣候特性與其物理參數較少系統性分析。重

要的物理參數風暴諸如：相對風暴螺旋度(SRH)、對流可用位能(CAPE)及能量-螺旋度指數(EHI)等相

關概念，均為預報員在常規作業上所常見，是豪大雨有關研究工作的良好工具，但目前為止在台灣較

少研究歸納資料。有鑑於此，本人以預報中心之平日作業資料為基礎，進行對流風暴之應用研究，以

期改善短期天氣預報之品質，藉以達到防災、減災之目的。  

本研究是立足於綜觀大氣環境下，探討風暴相對螺旋度(SRH)、對流可用位能(CAPE)、能量-螺

旋度指數(EHI)等物理參數氣候特性研究，試以揭開綜觀大氣環境下，這些物理參數應用於臺灣北部

地區的氣候特性。本文將對流風暴相關概念做了整理，進行資料分類及統計，進而做若干重要模式探

空之SRH初始資料校驗以及6hr、12hr預測資料校驗。研究結果發現SRH、CAPE及EHI等參數分析方

法在台灣北部地區短期預報實際業務有着廣泛的應用價值，其變化特徵與天氣類型關係密切，宜善加

推廣應用。  

關鍵詞：風暴相對螺旋度(SRH)，對流可用位能(CAPE)，能量‐螺旋度指數(EHI)，超大胞(supercell)，  沿

向流(streamwise)，垂直沿向流(crosswise)，風徑圖(hodograph)，盒鬚圖(box-and-whiskers plots) 

 

一、前言 

對流風暴天氣現象包括了豪大雨、雷雨、強風、

龍捲、冰雹、沙塵暴等。本研究主要乃針對對流風暴

之重要物理參數進行應用方面之研究，探討台灣地區

不同天氣型態下這些物理參數的氣候特性。所研究之

物 理 參 數 包 括 ： 風 暴 相 對 螺 旋 度 (Storm-Relative 

Relicity；縮寫為 SRH )、對流可用位能(CAPE)及能量-

螺旋度指數(EHI)。資料來源是以氣象局預報中心平日

作業資源為基礎，進行了資料蒐集、品管、分類、統

計及取圖，並對主要模式探空之風暴相對螺旋度數據

做初始資料及預測資料校驗。 

由於台灣北部地區較少出現超大胞或是龍捲風，

故研究著眼在台灣地區主要特有的劇烈、災害性天氣

型態。研究之天氣型態包括了「熱帶氣旋環流風」(TC

環流風)、「西南至偏南風」(SW-S 風)、「非西南至偏南

風」(非 SW-S 風)、「鋒面通過」及「午後雷陣雨」等

類型；資料月份時間以四月至八月「暖季」為主。 

二、風暴發展之物理機制與參數說明 

根據美國大學大氣研究聯盟（UCAR）與美國國家

氣象局合作開發的互動式遠距學習系統(COMET)之教

材，當風暴相對入流「垂直」環境的水平渦度向量，

此種入流渦度稱為「垂直沿向流」(crosswise)，此時垂

直速度與垂直渦度無正相關；而當風暴相對入流「平

行」環境的水平渦度向量，此種入流渦度稱為「沿向

流」(streamwise)，此時垂直速度與垂直渦度正相關。

在一個相對於風暴的坐標系中，流入風暴的低空氣流

之水平渦度向量方向主要是順著氣流方向的「沿向渦

度」(streamwise vorticity)通過風暴上升氣流的傾斜及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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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作用而轉變為垂直渦度，成為旋轉上衝流。旋轉上

衝流起源於水平渦管的傾斜和拉長，這個假設已被廣

泛採用。因此，風暴相對螺旋度取決於沿流線方向的

渦度和相對風暴氣流的強度，而這些因子又取決於低

層垂直風切的強度、方向及風暴的運動。 

Markowski 等(2010)在其著書中認為由於「線性動

力項」貢獻到「動力垂直擾動氣壓梯度力」(dynamic 

vertical perturbation pressure gradient force)之效應，使

對流胞風切的上風處(upshear)會產生高壓，對流胞風

切下風處(downshear)會產生低壓。 

至於由「非線性動力項」貢獻到「動力垂直擾動

氣壓梯度力」之效應則是：對流風暴發展初期，上衝

流使低壓分裂成垂直風切方向的左、右對稱各一反旋

式、氣旋式之低壓渦旋，此時在中層因有氣壓最低值，

故由低層至中層有擾動低壓產生直接向上的「動力垂

直擾動氣壓梯度力」，與最大正的「擾動渦度」同相位，

尤其當在深層垂直風切向量經過沿向渦度(streamwise 

vorticity)的中心軸時，上升運動和渦度擾動同相位，兩

者高度相關，此時非線性項促使對流風暴的發展。而

當風切向量是垂直沿向流渦度(crosswise vorticity)時，此

時則不利對流風暴發展。有關「動力垂直擾動氣壓梯

度力」與「非線性動力」、「線性動力」間之關係請參

考式 1。 

- S•▽h (1) 

式(1)取材自 Markowski 等(2010) 

 稱為「動力垂直擾動氣壓梯度力」作用力

項，其值愈大愈有利對流風暴發展。 

稱為「非線性動力」作用力項。 

- S•▽h 稱為「線性動力」作用力項。 

本研究之中主要參數有三個：分別為「風暴相對

螺旋度」、「對流可用位能」及「能量-螺旋度指數；

EHI」，茲簡述如下： 

1、 風暴相對螺旋度 

根據 Davies-Jones 等(1990) 定義風暴相對螺旋度為： 

H(z)=‐   dz
z

V
kCV

z

z

h
h 









0

……(2)
 

式(2)中，C 是風暴移動向量，ｚ為氣層厚度，通

常取 Z-Z0=3km，Vh 是水平速度。風暴相對螺旋度可以

理解為低層大氣中(0 至 h 高度)風暴相對速度與風隨高

度順轉(或逆轉)數值的乘積，當風向順轉時，風暴相對

螺旋度為正，反之則為負。 

2、對流可用位能 

對流風暴的強度和類型與風暴環境的熱力結構有

密切的關係。而對流可用位能表示在浮力作用下，單

位質量氣塊從自由對流高度(LFC)（氣塊溫度超過其環

境溫度，氣塊相對於環境是不穩定的高度）上升至平

衡高度(EL)（環境溫度超過氣塊的溫度，氣塊相對其

周圍環境是穩定的高度）受環境正浮力累積做的功。

亦即測量自由對流層的累積浮力能垂直積分量指數。

從幾何意義上說，此浮力能量正比於探空分析中 T-lnp

斜溫圖上的正面積。其單位爲 J．kg-1 (劉等，2005)。對

流可用位能表達式為式(3)(Rose et al., 2002)： 

………………(3) 

式(3)中 θ(z) 是氣塊沿溼絕熱線上升時的位溫 

)(z


 是環境位溫 

LFC 是氣塊的舉升自由對流高度 

EL 是氣塊的平衡高度 

CAPE 是氣塊浮力能的垂直積分量，對強對流天氣

的發生及落區有不錯的指標作用。 

3、能量-螺旋度指數--EHI  

Hart 和 Korotky(1991)將對流有效位能(CAPE)和螺

旋 度 (H) 組 合 成 能 量 - 螺 旋 度 指 數 (Energy Helicity 

Index，EHI)，其定義爲： EHI=(SRH · CAPE)/(1.6×105) ，

在此 SRH 爲低空 0 至 2km 的風暴相對螺旋度。 EHI

指數為一無因次數，反映了在強對流天氣出現時，對

流有效位能與風暴相對螺旋度之間的相互平衡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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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收集及研究方法 

資料來源係以預報中心日常作業資源為基礎，統

計對象是以較強對流風暴系統為主，因此在做資料篩

選之時，回波強度選擇大於等於 30dBz 時才納入統計

研究對象。在研究設計方面，將天氣類型分為「西南

風至偏南風型」(SW-S 風型)、「熱帶氣旋型」(此處定

義為熱帶氣旋中心路徑須通過板橋探空站半徑 300km

以內)、「非 SW-S 風型」以及「回波強度大於等於

40dBz」。 

此外為尋求較佳的模式，使研究更具作業上的實

用性，本研究統計了 2011 年 3 至 4 月間板橋上空數種

重要模式探空之 SRH 初始資料(OBJ)校驗，以及 6hr、

12hr 模式預報資料校驗，以驗證模式探空之 SRH 短期

預測之可用性，期望找出計算 SRH 較佳的模式。 

四、結果及應用 

本研究共計蒐集了 2008 年至 2010 年暖季(4 月至

8 月)197 個個案，各種統計結果以圖形呈現如下： 

 

圖 1. 2008 年至 2010 年不同天氣類型 SRH-CAPE 關係

圖。 

 

圖 2：不同天氣類型下 SRH 之盒鬚圖(統計期間：2008 

年至 2010 年)。 

 

圖 3、同圖 2，但為 CAPE。 

 

圖 4、同圖 2，但為 E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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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不同模式探空 SRH 初始場與板橋探空 SRH 之

MAE(從 2011 年 3 月 28 日至 2011 年 4 月 26 日，總計

60 個案)。 

 

圖 6：不同模式探空 SRH 6 小時預報場與板橋探空 SRH 

之 MAE(從 2011 年 3 月 28 日至 2011 年 4 月 27 日，總

計 60 個案) 

 

圖 7：同圖 6，但為 12 小時預報之 MAE(從 2011 年 3

月 28 日至 2011 年 4 月 28 日，總計 60 個案)。 

除統計分析了197個降雨個案並歸納不同天氣型

態之個案，也參酌國內外文獻資料以及氣象預報中心

實務作業經驗，綜結而言獲致了下列主要的預報應用

概念： 

(一)WINS 系統中 storm motion 之 0 至 6km mean flow 求

法可利用幾何重心來求得速度向量。風暴之移向與移

速簡化求法是以「0 至 6km 的 mean flow」×0.75＝風暴

移速； 「0 至 6km 的 mean flow」順轉 30 度角＝「storm

移向方位角」。水平渦度向量與不同高度層的垂直風切

向量形成正交。至於對流風暴 SRH 在 WINS 中詳細求

法步驟如下： 

1、找出 storm-relative wind vectors 0km 至 3km 掃描

面積之幾何「重心」當作 0km 至 6km 之平均風(mean 

wind) 向量。 

2、計算 SRH 值時，以 1976 年 Maddox 30R75 法採

取 0km 至 6km 平均風的 75%作為風暴之移速，移向

為 0 至 6km 平均風速往右順轉 30°，即可定出風暴

中心的位置向量(在 WINS 風徑圖中，風暴中心顯示

符號為「＊」)，由「風徑圖原點」指向風暴中心「＊」

處，即為風暴移動之速度向量。 

3、以＊為基準，由 WINS 風徑圖中相互平行的虛

線 (虛線乃平行於 0km 至 3km 熱力風之方向)內插

即可得風暴的 SRH 值。 

(二)SRH 在數值計算上等於風徑圖上 0 至 3km 氣層中

風暴相對風向量所包圍面積的兩倍。當風向順時針轉

時，面積為正，當風向逆時針轉時，面積為負。 

(三)依照本研究的結果，不同天氣類型之 SRH-CAPE

關係圖分佈型態狀似直角雙曲線 y=1/x 在第一象限的

曲線圖形，可以發現台灣北部地區許多對流風暴出現

在「中等 SRH 值與中等 CAPE 值」環境下，也可以出

現在「高的 SRH 值與低的 CAPE 值」或是「低的 SRH

值高的 CAPE 值」之環境下發生。此結果與 Davies 和

Johns (1993)等人研究了 JDL dataset 242 個春季強而猛

烈的龍捲風與熱帶氣旋，以及 Brooks 等人於 1994 的研

究結果類似。  

(四)EHI 指數反映了在強對流天氣出現時，對流有效位

能(CAPE)與風暴相對螺旋度(SRH)之間的相互平衡特

徵。而 EHI 數值越大，強對流天氣的潛在程度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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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由 EHI(能量-螺旋度指數)圖形得知，在統計的

197 個強降水回波個案中，有 15 個個案 EHI 值>1，其

中 SW-S 風型佔 11 例，TC 環流風型佔 4 例。因此，根

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當台灣北部地區 EHI 大於 1 時，

此種環境已有利於對流風暴發展(圖 1)。此結果與章

(2011)之觀點類似。 

(五)由研究結果統計出四種類型天氣的 SRH、CAPE 及

EHI 的盒鬚圖。在 SRH 方面：「SW-S 風」之中數值為

最高，「TC 環流風」在前 75%值比其他類型都要高(圖

2)。在 CAPE 方面，「SW-S 風」之中數值最高，前 75%

值亦最高(圖 3)。在 EHI 方面，「SW-S 風」與「>40dBz

型」之中數值均屬較高，但差異不大；「TC 環流風」

的前 75%值比「>40dBz 型」、「SW-S 風」、「非 SW-S 風

型」都要高(圖 4)。 

(六)關於模式的 SRH 初始場，經 60 個 2011 年春季個

案之校驗，結果以 NCEP_0P5*0P5 模式之 MAE 為最

小，表現最穩定，其次為 WRF_M01_5 模式(圖 5)。而

模式 SRH 預報場經 60 個 2011 年春季個案，以

NCEP_0P5*0P5 模式預報在 6HR 及 12HR 之 MAE 均為

最小，模式表現較佳，其次為 WRF_M01_5 模式(圖 6

及圖 7)。 

(八)WINS 中之風徑圖中有 0 至 6km 的駛流，即平均風

(AVG WIND)資訊。在 S-SW 風型的例子中可發現，台

灣常位於 S-SW 風對流胞風切下風處(downshear)，易產

生低壓環境(起因於式 1 的線性動力項特性)；又 S-SW

風平行於水平渦度的分量較大，使沿向渦度較大，此

時垂直氣壓擾動與渦度擾動有高度正相關(起因於式 1

的非線性項特性)。風暴內流的強度是強大旋轉上衝流

發展的關鍵因素。當風暴相對內流平行於環境水平渦

度向量，或垂直於環境的風切向量時，即具有旋轉上

衝流之特性。由統計研究顯示，在台灣北部暖季時

「S-SW 風」大致符合了平行水平渦度向量且垂直於環

境風切向量的特性，其暖平流對應正 SRH，因此其 SRH

值定性及定量上均較高，其 CAPE 值亦較高。因此若

S-SW 風強，旋轉上衝流亦強，順轉風切所圍成的面積

亦較大，0 至 3km SRH 的能量就會較高。另由個案研

究得知，鋒面通過前低層之 S-SW 風常較強，而台灣

北部海面的風場配置一般是近地面吹 E-SE 風，850hPa

吹 W-NW 風，因此低層水平渦度向量按照右手定則，

會指向 S-SW，沿向渦度較大，因此鋒面過境前，SRH

能量逐漸增加達到最大，在 SRH 最大值發生數小時

內，便會出現較強降雨。而在鋒面通過後，台灣北部

風向轉為北至東北風，SRH 值通常便會迅速下降。 

(九)由個案研究得知，在水氣條件豐沛及低的 CIN 值

及沉降作用之情況下，午後雷陣雨型與高的 CAPE 值

關聯性大，而此時 SRH 量值可以很小，甚至可以為負

值。 

(十)經由統計與個案研究發現，台灣北部地區之對流風

暴包括「TC 環流風型」及「SW-S 風型」風徑圖定性

上以順轉型居多；至於「非 SW-S 風型」及「午後雷

陣雨型」則不一定是順轉型。 

五、結論 

研究結果發現 SRH、CAPE 及 EHI 等參數分析及

預報在台灣北部地區在實際業務短期預報方面有着不

錯的應用價值，其中結合性參數 EHI 要較單一參數

SRH、CAPE 更具指標意義，其變化特徵與天氣類型間

關係密切，宜善加推廣應用。玆將本研究所獲得的重

要指引及結論歸納如下： 

(一) 依據研究資料將 SRH 之物理機制整理如圖 8 

 

圖 8：SRH 的物理機制程序圖 

(二)「S-SW 風」的 SRH、CAPE 及 EHI 值定性及定量

上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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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RH-CAPE 關係圖呈直角雙曲線 y=1/x 在第一象限

的曲線圖形。北部地區對流風暴可出現在「中等 SRH

值與中等 CAPE 值」環境，也可以出現在「高的 SRH

值與低的 CAPE 值」或「低的 SRH 值高的 CAPE 值」

之環境。當台灣北部 EHI 大於 1 時，則有利於對流風

暴發展。 

(四)模式的 SRH 初始場，以 NCEP_0P5*0P5 模式之平

均絕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為最小。而模式

SRH 預報場亦以 NCEP_0P5*0P5 模式預報在 6HR 及

12HR 之 MAE 為 最 小 ， 模 式 表 現 較 佳 ， 其 次 為

WRF_M01_5 模式。 

(五)由個案研究得知，鋒面通過前低層 S-SW 風較強， 

SRH 能量會逐漸增加達到最大，在 SRH 最大值發生後

數小時內，便會出現較強降雨。在鋒面通過後，風向

轉為 N-NE 風，SRH 值隨即迅速下降。 

(六)台灣北部地區之對流風暴包括「TC 環流風型」及

「SW-S 風型」風徑圖定性上以順轉型居多；而「非

SW-S 風型」及「午後雷陣雨型」則不一定是順轉型。 

(七)由個案研究得知，在水氣條件豐沛及低的 CIN 值

及沉降作用之情況下，午後雷陣雨型與高的 CAPE 值

關聯性大，而此時 SRH 量值可以很小，甚至可以為負

值。 

(八)有關天氣型態與 SRH、CAPE 及 EHI 之間定性關係

請見表 1。 

 

表 1：天氣型態與 SRH、CAPE 及 EHI 之定性關係 

    參數

    

特性或趨勢 

型態 

 

SRH 

 

 

CAPE 

 

EHI 

鋒面過境前 上升 上升 上升 

鋒面過境後 下降 下降 下降 

SW-S 風型 大 大 大 

TC 環流風型 最大 大 大 

非 SW-S 風型 不定 不定 不定 

午後雷陣雨型 小 大 中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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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氣衍生器(Weather Generator)是一種時間降尺度的工具，可以用於衍生

相似統計特性的日資料時間序列。天氣衍生器提供每日天氣時間序列，由使用

端指定衍生區域、時間長度、排放情景而衍生之長期天氣資料。LARS-WG為

本研究所使用之天氣衍生器，可用於測站上對於當前抑或未來氣象資料的模

擬。 

本報告挑選觀測資料測站，包含台北、台東、台南、恆春、台中、花蓮等

具百年資料之測站資料，以及五大流域曾文溪、濁水溪、花蓮溪、高屏溪、淡

水河網格點資料做為分析依據，衍生月最低溫、月最高溫、月降雨極值、乾濕

序列等資料。資料衍生是否能重現基期統計特性，關乎其演算方式與理論，更

是證明天氣衍生器之適用與否，本研究以衍生台南地區A2情境之所有GCM模

式為例，衍生未來氣候變遷情境之氣候時間序列資料，以推估台灣地區面臨極

端氣候衝擊的天氣統計特性。 

關鍵字：天氣衍生器、LARS-WG、基期、百年測站、五大流域、極端氣候 

 

一、前言 
 
為解決日資料應用與時間降尺度需求 

而發展的天氣衍生器(Richardson，1981)，可

提供逐日天氣時間序列資料，對於區域、時

間長度、排放情境衍生天氣資料有近似的統

計代表性，本研究利用台灣六處百年測站資

料與全球大氣環流模式之統計降尺度資料做

為天氣衍生器之基期校驗資料，用以研究氣

候變遷下之未來日資料時間序列統計特性。 

LARS-WG天氣衍生器是英國洛桑實驗

室為研究水文模型與作物模型所開發的隨機

天氣衍生器(Racsko，1991)，已被證明適用未

來氣候變遷研究(Semenov & Barrow，1997)，

與其他天氣衍生器不同處在於LARS-WG利

用半經驗分布預測降雨，對於極端亦或少見

氣候模擬能力優於其他利用馬可夫鍊的天氣

衍生器(Mavromatis，2001)，LARS-WG可利

用某地區之歷史氣象與地形資料之統計特徵

衍生該地未來年之最高溫、最低溫、降雨、

太陽幅射等日資料時間序列。 

 

二、使用資料與方法 

 

2.1  資料來源 
本研究之六大百年測站(包含台北、台東、

台南、恆春、台中、花蓮)日氣象資料來源自

中央氣象局，以及TCCIP提供全台灣統計降

尺度5公里解析度之75個網格點與其高程，如

圖一，分布同25公里統計降尺度之挑選網格

點資料做為五大流域(包含曾文溪、濁水溪、

花蓮溪、高屏溪、淡水河)1980年至1999年之

日資料校驗，利用基期長短不同做為時間序

列之基期衍生驗證，各測站與網格資料如表

一。 
校驗資料中皆包含年、月、日、高程、

日溫度最大值、日溫度最小值、日降雨量，

輸入資料比對以基期衍生之同統計特性之序

列資料檢核。  

2.2  LARS-WG天氣衍生器衍生過程 

LARS-WG天氣衍生器利用累積概率分

佈函數(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PDF)
定義半經驗分布模型(semi-empirical 

distribution，SED)模擬降雨與乾濕序列，氣

溫模擬配適依據高斯曲線，其公式為： 

	 	 a ，a h ，i	 	1，. . . .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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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為間隔數，h 表示觀測事件的第i個時間

間隔，選擇間隔為[a - 1，a )，依不同天氣數

據決定，其中a 	1 a ，且降雨量與乾濕

序列間隔[a - 1，a )隨i增加而增大(Semenov& 

Stratonovitch，2010)。 

LARS-WG在溫度運算與降雨量相互獨

立，日最高溫度與最低溫度是以乾/濕序列下

的日溫度平均與標準偏差隨機產生，季節週

期依高斯分布；月平均和標準偏差以傅立葉

級數殘差擬合，並利用傅立葉級數校正各月

最高溫與最低溫的觀測值。(Racsko，1991；

Semenov & Barrow，1998) 

2.3  LARS-WG數據處理 
利用LARS-WG天氣衍生器衍生資料，  

第一，首先建立*.dat資料檔，內容依序年、

月、日、最高溫、最低溫、降雨排列，第二，

建立*.st說明文件，其中包含測站位置與高程，

其三，建立GCM情境檔，本研究擬以A2情境

下，台南地區之GCM情境衍生資料作呈現。 

 

三、基期衍生校驗 
 

3.1  百年測站校驗 
利用中央氣象局實測資料，包含台北

(1897年至2011年)、台東(1901年至2011年)、

台南(1897年至2011年)、恆春(1900年至2011
年)、台中(1897年至2011年)、花蓮(1911年至

2011年)等六處百年測站資料與五大流域(曾

文溪、濁水溪、花蓮溪、高屏溪、淡水河之

基期皆為20年)網格資料為主，各流域點位基

本資料如表一，包含年、月、日、高程、日

最大值、日最小值、日降雨量等，使用

LARS-WG天氣衍生器衍生基期資料，資料運

算之矩陣排列以六月資料為例，如圖二，二

維資料以基期長度20年乘上30日之日資料由

大至小作排序，衍生100倍資料形成矩陣第三

維，取三維矩陣中之最大值資料作衍生與觀

測資料比對，如圖四，而為觀察衍生次數與

觀測值統計特性，日資料衍生長度分別以10
倍、100倍、1000倍做為衍生結果統計測試，

將數據排序後取歷年最大與最小溫度雨量值

(排除零值)做排序，輸入資料比對以基期衍生

之相同統計特性序列資料檢核，如圖三，左

排三張小圖為衍生10倍、100倍、1000倍日資

料之月低溫極值，紅線、黑線、藍線分別為

百年單月最低溫之觀測序列中的最大值、中

間值與單月最低溫之觀測序列中的最小值，

盒鬚圖為WG衍生10倍、100倍、1000倍之各

月高溫最大值坐落區間，中間三張小圖為衍

生10倍、100倍、1000倍日資料之月高溫極值，

紅線與黑線分別為百年單月最高溫之觀測序

列中的最大值與單月最低溫之觀測序列中的

最小值，盒鬚圖為基期衍生10倍、100倍、1000
倍之各月高溫最大值坐落區間，右排三張小

圖為衍生10倍、100倍、1000倍日資料之月降

雨極值，紅線分為歷年各月降雨極值，盒鬚

圖為WG衍生10倍、100倍、1000倍之各月降

雨極值坐落區間，可以證明衍生10次以上，

其統計結果並無明顯差別，但衍生資料所佔

之記憶體確是以倍數增 
長，故在執行資料衍生時需注意資料量問

題。 
圖四為六處百年測站資料基期衍生，包

含年、月、日、高程、日最大值、日最小值、

日降雨量等，圖中折線與盒鬚圖定義同圖三，

以左排之月低溫極值而言，台北站衍生資料

除了七月溫度稍為偏低，九月溫度稍為偏高

外，衍生資料幾乎配適於兩條實測折線之內，

且低溫基期中位數與衍生資料中位數幾近擬

合，故月最低溫部份，在六處測站皆有良好

的重現性。 
以中間六小圖之月最高溫極值而言，各

測站衍生資料除了花蓮10月溫度稍為偏低外，

衍生資料幾乎配適於兩條實測折線之內，且

降雨基期中位數與衍生資料中位數幾近擬合，

故月最高溫部份，在六處測站皆有良好的重

現性。 
以右排之月降雨極值部份而言，紅色折

線為單月最高降雨量之觀測序列中的最大值，

盒鬚圖為WG衍生之各月降雨最大值坐落區

間，由圖可見台東站衍生資料除了豐水期稍

為偏低外，衍生資料之盒鬚極值幾乎擬合於

折線，且降雨基期中位數與衍生資料中位數 
幾近擬合，故降雨部份，六處測站亦有不錯

的重現結果。 

 3.2  統計降尺度20年網格測站校驗 
除了使用百年測站資料進行基期衍生外，

本研究亦使用統計降尺度後之20年網格資料，

使用時間為1980年至1999年，以此20年基期

衍生資料比對上述百年測站資料之差異，檢

視在不同時間尺度的條件變因下，資料衍生

之差異。 
網格挑選延續統計降尺度研究中所使用

之五大流域臨近格點， 20年基期衍生資料與

統計降尺度網格資料比較如圖五，在月低溫

極值、月高溫極值、月降雨極值之折線與盒

鬚圖之定義與圖四之百年測站資料相同，月

高溫與月低溫極值中，淡水河於枯水期時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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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溫度偏低；月降雨極值中，花蓮溪十月降

雨極值差異稍大之外，不論是月高溫、月低

溫、月降雨基期中位數與衍生資料中位數皆

幾近擬合，其餘基期衍生資料皆有良好重現

性，故可知在時序資料夠長的前題下，長時

間基期衍生資料，其二十年與百年資料重現

性並無顯著不同，即可說明在資料長度的足

夠下，資料衍生分布不會因資料長短而有明

顯偏誤。 
由上述基期檢測顯示LARS-WG對於台

灣各地天氣特徵統計模擬良好，而標準偏差

較大的月份易受極端值影響而使降雨明顯偏

多，但LARS-WG對於乾旱情況與溫度時間序

列之概率模擬極佳。資料衍生是否能重現基

期統計特性與極值部份，關乎其演算方式與

理論，故解釋或應用衍生資料上，更需謹慎

驗證天氣衍生器於當地之適用與否。 

 

四、結果與討論 
 
為求全球氣候變遷下之全台未來氣候變

遷情形，本研究以全台網格模擬後，以台南

市(五公里網格點424日資料)為例，輸入GCM
之A2情境下19個模式資料加上最劣情境模式

(豐枯水期正負一倍標準差)之月降雨改變率

作為如圖六，以LARS-WG產製全台未來天氣

長期逐時序列後，得到與基期近似統計特性

之時間序列如圖中桃紅色之基期衍生線，衍

生資料產製以盒鬚圖呈現，上排三圖為A2情

境之近未來2020-2039年日資料衍生，下排三

圖為A2情境之遠未來2080-2099年日資料衍

生，遠未來較劣情境之衍生連續乾溼日數與

日降雨量ECDF(Empirical Cumulative 

Distribution)圖，日低溫圖中，近未來低溫約

上升近1度，遠未來低溫約上升約3度；而日

高溫圖中，近未來高溫約上升幅度較不明顯，

但遠未來高溫明顯上升約3至4度，而雨量極

大值部份在近未來比歷史之降雨改變比值可

能增幅30%，遠未來呈現倍數增長趨勢，由

於經驗分布90%之基期值與未來值中位數幾

近擬合，唯大於90%盒鬚圖值明顯增加，可

以推測未來降雨日縮短，雨量確有倍增趨

勢。 

 

五、小結 
 
本研究利用LARS-WG天氣衍生器，依據

六地百年測站與五大流域網格點之氣象資料

等不同時間尺度衍生資料進行校驗，結果證

明LARS-WG天氣衍生器對於台灣地區氣候

資料衍生有良好的配適性，並以台南為例，

衍生未來氣候中，GCM模式資料所衍生未來

天氣時間序列，並可一窺氣候變遷下之未來

天氣統計特性，對於生態、農糧、水資源、

調適策略制定具參考價值，衍生之資料期助

社會經濟層面的統計分析供各方參酌。 

 

六、參考文獻 
 

[1] Mavromatis T, Hansen JW (2001):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imulated crop response of four stochastic 

weather generators. Agric For Meteorol 

109:283–296. 

[2] Racsko P., Szeidl L. & Semenov M. (1991): 

A serial approach to local stochastic 

weather models. Ecological Modelling 57, 

27-41. 

[3] Richardson C.W. (1981) : Stochastic 

Simulation of Daily Precipitation, 

Temperature, and Solar Radiation.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17,182-190. 

[4] Semenov M.A. & Barrow E.M. (1997): Use 

of a stochastic weather genera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Climatic Change 35, 397-414. 

[5] Semenov M.A., Brooks R.J., Barrow E.M. 

& Richardson C.W (1998): Comparison of 

the WGEN and LARS-WG stochastic 

weather generators in diverse climates. 

Climate Research 10, 95-107. 

[6] Semenov, M. A. and P. Stratonovitch 

(2010): Use of multi-model ensembles from 

global climate models for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Climate research 

(Open Access for articles 4 years old and 

older) 41(1): 1. 

 

 

 

 

 

 

 

 

 

337



 

  

表一、各測站基本資料 

 

 

 

 

  

圖一、各測站之高程與網格點編號概況                 圖二、矩陣資料運算 

 

測站 經度 緯度 高程(m) 
 

平均最低溫 
(℃) 

平均最高溫 
(℃) 

最高降雨量 
(mm/day) 

花蓮 121.605 23.9769 16 20.21 26.88 465.8 

台南 120.2047 22.9933 40.8 19.97 29.02 523.5 

台北 121.5067 25.0397 5.3 19.16 26.44 425.2 

台東 121.1467 22.7542 9 20.81 27.84 484 

恆春 120.7381 22.0056 22.1 21.97 28.56 484.8 

台中 120.6758 24.1475 84.04 18.97 28 660.2 

曾文溪1048 120.65 23.25 528 17.01 25.72 416.7 

濁水溪1060 120.65 23.85 248.03 17.28 26.73 197.02 

高屏溪1360 120.85 23.25 1315 13.44 22.15 484.26 

花蓮溪2308 121.45 23.85 1144.66 13.4 20.4 731.46 

淡水河2332 121.45 25.05 0 20.47 26.55 104.61 

台南424 120.25 23.25 0 20 28.47 1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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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網格1048衍生次數測試 

 

 

 

圖四、百年測站基期衍生與觀測資料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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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五大流域網格20年資料與基期衍生比對 

 

 

圖六、424網格於A2情境之所有GCM在近遠未來各模式資料衍生CDF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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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對颱風活動之影響 

:西北太平洋與北大西洋之比較 
蕭立朋

1                
余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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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擬利用氣候模式輸出資料，探討全球暖化後對於颱風活動是否會造成什麼影響。

我們使用氣候模式上常用來估計熱帶氣旋生成頻率的物理量，Genesis Potential Index 

(颱風潛在生成指數，簡稱GPI)來探討西北太平洋和北大西洋這兩個海域，在地球暖化的環

境下，其颱風活動頻率、路徑和強度是否有顯著變化？並探討引起這些變化之氣候因素。

颱風資料方面，我們使用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理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所提供的IBTrACS；大氣資料方面，我們使用兩個最新的大氣再分

析資料，包含歐洲中尺度天氣預報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WF)的ERA-interim，以及美國國家氣象局國家環境預測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的CFSR做為現在氣候的背景。暖化情境方面，我

們使用政府際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於

2007年第四次評估報告(AR4)所提供的21世紀氣候模式預測資料，以探討全球暖化對於颱風

活動的影響。 

    我們首先由IBTrACS的颱風個數統計中了解到，在1979年至2009間，西北太平洋與北大

西洋兩者颱風個數並無明顯增加或減少趨勢。但藉由CFSR資料來討論現在氣候，發現西北

太平平洋GPI值在1979年到2009年間，呈現一個增加的趨勢，但北大西洋GPI值在同時期卻

呈現持平的情形。此外，我們也發現西北太平洋GPI值年際震盪幅度明顯大於北大西洋，顯

見影響西北太平洋颱風活動氣候因素較為複雜。在未來氣候情境中，IPCC AR4所提供的25

個模式資料中，只有17個模式有完整的大氣和海洋資料可計算GPI值，因此本研究僅使用17

個個模式來討論。我們首先利用17個IPCC AR4模式做系集平均，然後以該平均氣候計算GPI

值。根據系集平均氣候模式估計，在未來氣候狀態下，西北太平洋颱風活動程度呈現顯著

增加的趨勢；反之，北大西洋颱風活動程度卻呈現微幅減弱的情形。本研究也將針對造成

上述差異之背後物理因素進行詳細探討。 
 

關鍵字：颱風潛在生成指數，全球暖化 
 

一、前言 

 

    在臺灣近年來，由於極端天氣現象發生的頻率

增加，引起學界好奇是否與近期全球暖化所造成之

氣候變遷有關；台灣位於熱帶氣旋十分活躍的西北

太平洋，颱風伴隨而來的強風豪雨對台灣社會造成

相當程度的損失，因此我們希望對颱風有更深的了

解。目前颱風的研究多著重在個別颱風的路徑及地

形的交互作用上，但就防災準備而言，颱風氣候的

研究有機會更早提供預警及準備，因此增進對颱風

氣候的了解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熱帶氣旋在熱帶海

洋上形成，空間尺度達數百公里，為天氣時間尺度

的現象，其尺度難以於氣候模式中解析，加上其活

動和發展大都處於洋面上。直到1960年代氣象衛星

加入觀測後，才能獲得較完整的颱風活動資訊。然

而就氣候研究而言，模式是重要的實驗工具，雖然

難以掌握颱風這類颱風尺度較小的天氣系統，但仍

然可以利用環境場間接推估颱風活動，也因此了解

颱風活動與環境場的關係是研究颱風氣候的重要

議題。 

    研究颱風氣候需要決定如何描述其活動，最常

使用「生成數」（Number of Tropical Cyclone, 簡稱

NTC），其優點為單純且明確，而對於颱風盛行路

徑來說，颱風生成數即代表颱風活動，並藉由分析

強弱個數或比例即可獲得發展上的變化；「累積氣

旋能量」（Accumulated Cyclone Energy,簡稱ACE）

是由Bell et al.(2000)開始使用的熱帶氣旋活動指數，

其概念是累積每個熱帶氣旋最大風速的平方為動

能總和（單位：10 knots ），但ACE指數為了計

算上的方便，而忽略了颱風內部的結構，容易高估

強颱的貢獻；近期Yu et al. (2009)以modified 

Rankine vortex 為基礎，加上觀測資料回歸計算出

較為精確的熱帶氣旋近地面動能，藉以表現颱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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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情形，該修正版熱帶氣旋活動指數稱為Revised 

Accumulated Cyclone Energy(簡稱RACE)指數。本

研究利用上述量度颱風活動指數，來探討全球暖化

對西北太平洋和北大西洋這兩個海域之影響，以及

造成此影響之可能氣候因素。 

 

二、研究資料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理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所提供

的IBTrACS颱風最佳路徑資料；我們採用IBTrACS的

V3R3版本，其資料起始於1848年至2010年包含了全球的

熱帶氣旋共6688筆的生命時間、位置、以及最大風速，

時間解析度為每6小時；為了討論颱風與大氣條件之間的

關係，本研究在大氣資料方面，我們使用兩個最新的大

氣再分析資料，包含歐洲中尺度天氣預報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簡稱 

ECMWF)的ERA-interim，以及美國國家氣象局國家環境

預測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的

CFSR做為現在氣候的背景；ERA-interim資料時間尺度從

1979年至2011年，解析度為0.75°X 0.75°，而CFSR的資料

時間是從1979年至2009年，解析度為2.5°X2.5°。為了配合

研究時間範圍，本研究將IBTrACS、ERA-interim以CFSR
在時間尺度方面都從1979年至2009年；為了配合研究時

間範圍，本研究將僅分析1979年至2009年間之IBTrACS、

ERA-interim以及CFSR資料；另一方面為求解析度一致，

皆統一內差為2.5°X2.5°經緯度分析。 

    暖化情境方面，我們使用政 府際氣候變遷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於

2007年第四次評估報告（AR4）所提供的21世紀氣候模

式預測資料，以探討全球暖化對於颱風活動的影響；AR4
總共有25個模式資料，但經過我們測試，排除欠缺資料

的模式之後，可使用的僅剩下17個模式；時間方面，我

們擷取1980年至2099年做為未來氣候，解析度也內插為

2.5°X2.5°。 

    我們利用颱風生成數（NTC）用來統計颱風活動

的程度，但由於單純用颱風個數無法描述颱風持續的時

間及能量，不太適合當作量度颱風活動的唯一指標，我

們也將利用ACE和RACE作為輔助指標。熱帶氣旋活動

（ACE）指數和修正版熱帶氣旋活動（RACE）指數

之計算方法簡述如下： 

    ACE的計算是以每六小時一筆的颱風資料，累計

整個海域最大風速的平方代表動能指數，單位是

10 knots 。相較生成數ACE考慮了熱帶氣旋的強度及

持續時間，足以反應出每年颱風的活動程度。RACE指數

是基於ACE和modified Rankine vortex模型發展出的估計

法；假設颱風為軸對稱modified Rankine vortex，其切向風

的徑向風提剖面為: 

: 

V r
V , r r

V , r r  

其中V r 為切向風，V 是颱風最大風速，r 則是最

大颱風半徑， 代表最大暴風半徑外的切向風衰減程度。

假設颱風最大半徑r 為V rc V 處，其中r ，

對V 做圓積分可得到颱風近地面風場動能: 

K
1

πr
V

π

r ∙ rdθdr

1

r

1
2

r α 1
1 α  

將V 定在35knots， 值約為0.51。 

    除了直接分析颱風資料，透過環境場來推估颱風活

動也是常用的方法。Bister and Emanuel (2002)量化熱帶氣

旋的潛在強度（Potential Intensity, 簡稱PI）計算方法為: 

 

V
T
T
C
C

CAPE∗ CAPE |  

c T ln
p
p

1
2
V CAPE|  

兩式疊代以求得熱帶氣旋可能發展的最大風速V 以及最

低氣壓P ，式中T 為海面溫度，

T 為中性穩定層的外流溫度，C 及C 分別為焓傳送

及拖曳係數，CAPE∗是海平面高度飽和氣快所有的可用

位能，CAPE則是邊界層以上的可用位能，

P 則是環境氣壓；以此為基礎進一步配合其他環境變數，

得到熱帶氣旋潛在生成指數（genesis potential index，簡稱

GPI指數）(Emanuel and Nolan,2004): 

 

GPI |10 η|
H
50

V
70

1 0.1V  

其中η是850hPa絕對渦度，H為700hPa相對溼度，V 是

熱帶氣旋強度潛勢(PI)，V 為850hPa和200hPa垂直風

切值，GPI的特點在能單純以環境變數來推估熱帶氣旋生

成數，但颱風活動並不能單純以生成數表示，為分析上

的極限。 

 

三、北大西洋Vs西北太平洋 

 
    全球颱風生成地區主要分佈於太平洋、印度洋與大

西洋，因太平洋及大西洋上所擁有的觀測資料較多，而

且觀測時間較長，因此本研究著重於這兩個地區，這兩

個大的生成地區實際上依照不同的位置及地理特徵又可

以加以細分，所以我們從兩個大的生成地區中，各挑出

一個對人類活動影響較大的地區，分別為北大西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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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北太平洋，我們在北大西洋所選取的範圍為經度40 

°W.-80 °W.北緯10 °-40 °，而西北太平洋則為經度為110 

°E.-180 °E.北緯0 °-40 °。 

    首先我們從颱風個數統計上來討論（圖1），在北大

西洋颱風除了因月份的變化比較明顯之外，實際上颱風

個數的變化沒有一個特別明顯的增減，雖然在某幾個強

聖嬰年時颱風個數有明顯的增加，但整體的趨勢不是那

麼明確，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西北太平洋也是呈現一個相

同的情形，都是用月份的變化較明顯，而每年的差異則

不如預期的明顯。 

 
圖1:(a)北大西洋地區，颱風個數(nTc)逐年統計，(b)是西北太平洋nTc的

逐年統計，(c)北大西洋從1979至2009年nTc的月平均資料，(d)則為西北太

平洋資料。 

    為了討論各個颱風指數的差異，首先利用ACE與

NTC的比較，圖2看到北大西洋的ACE，發現在90年代之

前，ACE指數與NTC的相關性高，可利用ACE指數來表

示颱風，不過在後面的幾年ACE呈現就不如預期；反觀

西北太平洋部分，90年代之前ACE與NTC的相關性就不

如北大西洋，在數個時間點ACE明顯高估。 

 
圖2:(a)為北大西洋地區ACE的逐年統計，(b)是西北太平洋ACE逐年統計，

其中實線為ACE，虛線為nTc。  

 
接著討論RACE的差異（圖3），我們發現北大西洋RACE
很明顯的相較ACE在多數時間點都與NTC更接近，RACE
與NTC的相關性更高；另一方面西北太平洋，我們同樣

可以發現RACE有改進ACE與颱風的相關性；  

 
圖3:(a)是北大西洋地區RACE的逐年統計，(b)是西北太平洋ACE逐年統

計，其中實線為RACE，虛線為nTc。  

 
以上ACE和RACE都是由颱風資料來直接分析颱風，接著

我們希望藉由環境場來推估颱風活動，因此我們利用GPI
指數與NTC比較差異(圖 4)，我們發現在北大西洋2000
年之前GPI與NTC的相關性不高，直至2000年之後，GPI
比較前面兩個指數，更能用來代表NTC，而西北太平洋

方面GPI的表現雖然不如北大西洋理想，尤其是98年之後

高估很多，但仍然可做為判斷颱風的指標，因此我們認

為GPI未來仍有相當程度改正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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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a)為北大西洋地區GPI的逐年統計，(b)是西北太平洋GPI逐年統計，

其中實線為GPI，虛線為nTc。  

 

    經過前面的討論，我們發現北大西洋與西北太平洋

兩個生成地區所呈現的差異頗大，因此我們想對於環境

場做更詳細的討論；接下我們將GPI指數方程取自然對數

分離成cETA、cRH、cVport與cVshear四個分項來討論(圖 

5)。整體而言，北大西洋的GPI的增加不是那麼的明顯，

我們認為北大西洋颱風的生成主要受到cETA的主導。而

cRH與cVport兩項的作用可以互相抵消，cVshear則扮演一

個負回饋的角色。

 
圖5 :(a)為北大西洋地區的cGP，(b)、(c)、(d)、(e)分別為cETA、cRH、cVport

以及cV-shear。 

 
而圖6為GPI指數在西北太平洋方面的討論\，GPI指數呈

現上升的趨勢，將GPI分項來看我們了解，在西北太平洋

除了受到cETA之外cRH也是對西北太平洋颱風有明顯的

正貢獻，cVport和cVshear的貢獻就沒那麼明顯，所以我

們得到一個結論:北大西洋生成的颱風主要受到cVshear
的影響，而西北太平洋颱風主要是cRH的影響。 

 
圖6:(a)為西北太平洋地區的cGP，(b)、(c)、(d)、(e)分別為cETA、cRH、

cVport以及cV-shear。 

四、結論 

 
我們藉由GPI指數，利用IPCCAR4的模式做合成，來推估

未來颱風氣後的發展，在北大西洋(圖7)結果顯示GPI指數

並無一個特別成長的趨勢，研究顯示，與現在颱風的氣

候特徵差異不大，不過cVport方面略有增加的趨勢；但是

在西北太平洋(Fig. 8)我們發現未來100年颱風呈現增加的

趨勢，將GPI指數拆項cETA、cRH、cVport與cVshear後，

西北太平洋颱風的成長是由於cRH的增加而導致，除此之

外由cETA我們發現赤道地區也呈現一個增加的趨勢，未

來可能替熱帶氣旋提供更多的能量，因此使得颱風的增

加。未來研究我們將提出改進GPI指數之方法來，以提高

其預測西北太平洋地區颱風活動之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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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a)為北大西洋地區未來氣候的cGP，(b)、(c)、(d)、(e)分別為cETA、cRH、

cVport以及cV-shear。 

 

 

圖8 (a)為北太平洋地區未來氣候的cGP，(b)、(c)、(d)、(e)分別為cETA、cRH、

cVport以及cV-sh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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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MRI-AGCM全球模式所作的氣候推估當作初始場及邊界資料，用以驅動高

解析度區域模式(WRF模式)進行動力降尺度，依據模式推估的結果探討未來臺灣地區的暖

化程度與極端溫度的變遷。分析結果顯示，WRF模式在溫度的空間變化上與MRI-AGCM有

很高的一致性，冬季的暖化程度大於其他季節、日最低溫的增溫情形大於日最高溫及日均

溫、山區的增溫程度明顯大於平地。另外在極端溫度的分析中，臺北都會區發生極端高溫

的頻率最大，而在極端低溫的頻率分析中，世紀末沿著中央山脈周圍的地區減少的最多，

但都會區的變化則較不明顯。最後，連續高溫事件的分析中，世紀末臺北都會區、中部平

原及高屏一帶有明顯增加的趨勢。以連續5天高溫事件為例，臺北都會區在現在(1979-2003
年)時期平均約小於1次，到了世紀末增加至4-5次。由WRF模式的推估結果顯示，臺灣地區

極端高溫及連續高溫事件出現的頻率越來越頻繁，而極端低溫有越來越少的趨勢。 

關鍵字：動力降尺度、極端溫度、連續高溫事件 
 

一、前言 

 

2010年7月，熱浪襲擊北半球，許多國家溫度飆

升並創下紀錄，臺灣也無一倖免，臺北市出現38.6
℃的高溫。今年7月，高溫籠罩全臺灣，尤其是臺北

測站，連續7天出現37℃以上的高溫，38.3℃的高溫

紀錄也在歷史排名的前五名內。根據IPCC第四次評

估報告，全球暖化將使這些極端氣候更常出現，未

來這些極端氣候導致的災難也會越來越多。全球暖

化的議題無疑地是目前全球關注的焦點，許多研究

都指出臺灣地區的氣溫變化呈現明顯上升的趨勢。

Hsu and Chen(2002)發現過去百年(1897-1999年)臺灣

地區年平均氣溫上升了1-1.4℃；中央氣象局(2009)
根據全臺灣25個測站分析年平均溫度的變化，指出

1897-2008年間全臺灣年平均氣溫百年上升了0.8 
℃。而在近幾十年來，增溫的速率明顯加快，盧等

(2011)分析1911-2009年6個具百年以上的氣象站，指

出臺灣年均溫上升了1.4℃，相當於0.14℃/10yr，近

30年的增溫速率有明顯加快，增溫幅度為0.29℃

/10yr，為百年趨勢的2倍。在季節平均變化方面，近

30年的變化以冬季的增溫情形最明顯(柳等 2008，陳 

2008)，冬季的平均溫度變化在近50年及近30年的暖

化程度居四季之冠，尤其在2000年之後溫度升高的

程度更加明顯(盧等 2011)。 

除了平均溫度的升高，許多研究 (Liu et al., 

2002；Shiu et al., 2009；陳, 2008)指出近50年至百年

來極端溫度發生的頻率亦都呈現增加的趨勢。李與

盧(2010)發現1960-2009年間臺灣多數測站的極端高

溫日數確實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其中以宜蘭、花蓮、

臺東、成功及玉山5個測站在近15年來增加最為明

顯，而西南部測站的極端高溫日數沒有明顯的趨

勢；中央氣象局(2009)指出近百年來最高溫大於30℃

的日數平均增加約28天，而氣溫低於10℃的日數近

50年來山區減少的程度比平地明顯。 

未來的氣候推估情形方面，IPCC第四次評估報

告中指出，以A1B的情境為例，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

溫的變化將會比上世紀末增加約1.7-4.4℃(平均2.8
℃)。另外，使用解析度20公里的區域模式模擬未來

(2081-2100年)日本地區的氣溫變化(Kurihara et al., 

2005)，其結果顯示冬天增溫的情形比夏季明顯，相

對於1981-2000年，未來平均溫度將增加2℃以上(以

一月為例)。但對於臺灣地區而言，即使是20公里的

解析度，對於局部地區的天氣及氣候特徵的描述仍

有不足之處。由於臺灣地勢陡峭，唯有使用高解析

度的地形才能讓區域模式對於臺灣的區域氣候特徵

掌握的更好，動力降尺度的工作對於氣候模擬應有

相當大的價值。 

本研究使用一區域模式來進行解析度5公里動

力降尺度，利用區域模式較高的時空解析能力產製

出一高時空解析度的天氣或氣候資料，來推估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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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極端溫度之變化。第二節介紹模式的設定

及研究中所使用的資料，第三節為結果與討論，第

四節為結論。 

二、模式設定與資料介紹 

 

本研究採用日本氣象廳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JMA)氣象研究所(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MRI) 發展的高解析度大氣環流模式 

(MRI-AGCM)所模擬的氣候推估結果，當作初始場及

邊界條件來進行動力降尺度，模式每6小時提供一筆

的三度空間資料，包括風場、溫度場、濕度場及重

力位場等。MRI-AGCM具有TL959極高的水平解析

度，全球網格數為1920 × 960，網格間距約20 km，

垂直方向上有60層(Mizuta et al., 2006)。此模式採時

間切片(time-slice)的實驗設計方式，先以大氣海洋環

流耦合模式的模擬結果計算出未來海溫隨時間線性

增加的趨勢，再將現今海溫的變異加諸在隨時間線

性增加的海溫上，來驅動高解析度大氣環流模式，

推估未來大氣環流的變化。模擬三個時間切片的時

間共 75 年，分為現在 (1979-2003 年 ) 、近未來

(2015-2039年)及世紀末(2075-2099年)。 

執行動力降尺度所採用的區域模式為美國大氣

研究中心(NCAR)發展的天氣研究與預報模式系統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ing system，

之後簡稱WRF模式)。模式設定為單層網格，其水平

網格數為380 × 400，解析度5 km，垂直方向上有36
層。模式海溫的部分，MRI-AGCM提供6小時解析的

海溫資料至模式中當作底層的邊界條件。物理參數

設定(Bukovsky and Karoly, 2009)：邊界層參數化採

用Yonsei University scheme、微物理參數化採用

WSM 5-class scheme、積雲參數化採用KF cumulus 

scheme、近地表面過程的計算採用Noah land surface 

module、表面層的計算則用Monin-Obukhov surface 

layer scheme，為了輸出一些診斷分析使用的變數，

模式部分的程式碼也已經做了修改，並且將IPCC 

AR4中A1B情境的溫室氣體濃度改變的情境納入輻

射的計算(使用CAM3的輻射計算模組)。除了更高解

析度的地形之外，本研究使用一組更貼近臺灣目前

土地使用現況的地表資料(戴等，2008)。此組資料採

用 了 跟 隨 WRF 模 式 所 提 供 的 美 國 地 質 調 查 

(USGS，US Geological Survey)的土地利用資料、

MODIS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土地利用資料及中鼎工程顧問公

司的高解析度土地利用資料(CTCI)合成得之。 

由於區域模式與驅動它的全球模式在使用的解

析度、地形、地表特徵、動力計算方式及物理模組

皆大不相同，兩模式模擬出的平衡狀態多半有所差

異。在氣候模擬中兩者的氣候狀態亦不相同，而有

所謂的氣候偏移。與Feser and Storch (2008)採用的一

樣方法：為了避免執行降尺度所導致太大的氣候偏

移，而無法重現與全球模式相同的大尺度環流特

徵，在此研究中採用波譜調整(spectral nudging)的方

法，以減少大尺度環流的氣候偏移 (Kida et al., 

1991)。為保留高解析度地形及土地利用所模擬出的

氣候的特徵，在本研究中僅針對邊界層以上的風

場、重力位以及溫度做波譜調整。 

本研究使用的觀測資料為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

資訊平台計畫(TCCIP)產製的溫度資料，包含日最高

溫、日平均溫及日最低溫，時間長度為1979-2003年，

共25年的資料。使用的資料分為兩部分：月平均資

料及日資料。在計算季節的平均溫度分布時是使用

月平均資料，另外在極端溫度的分析時，由於月平

均資料無法探討極端事件，因此使用日資料，其水

平網格解析度為5公里。 

三、結果與討論 

 

在針對未來臺灣地區春(3-5月)、夏(6-8月)、秋

(9-11月)、冬(12-2月)四個季節的溫度變化推估之

前，先了解MRI-AGCM與WRF模式的空間分布特

徵 。 圖 1 為 現 在 (1979-2003 年 ) 時 期 的 觀 測 、

MRI-AGCM及WRF模式四個季節的平均溫度分布。

由圖中可明顯看到，MRI-AGCM與WRF模式皆能成

功模擬出季節的溫度變化，且有一致的空間分布特

性，其溫度的分布主要還是隨著模式中的地形所影

響。而 WRF模式在執行動力降尺度之後，比

MRI-AGCM更接近觀測結果，且更為細緻，主要是

因為WRF模式採用更貼近臺灣目前土地使用的地表

資料，更能表現出真實的氣候特徵。 

未來的溫度變化推估中(圖2)，MRI-AGCM與

WRF模式有很高的一致性，在近未來及世紀末的變

化皆為增暖的趨勢。近未來的增溫幅度大致在1.6 ºC
以下 (偏黃綠色系 )，世紀末的增溫幅度大致在

1.6-3.4ºC(偏橘紅色系)，顯示區域模式的結果受到

AGCM的影響頗大。然而，溫度暖化的程度依季節

與高度不同而有顯著的差異，在近未來的變化中，

全臺灣春、夏、秋、冬四季分別為0.82℃、0.7℃、

0.65℃及0.87℃。而世紀末的增溫程度較大，分別為

2.52℃、2.36℃、2.47℃及2.58℃。大致而言，冬季

的暖化程度大於其他季節，此結果與Kurihara et al.
及 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指的未來冬季溫度的上升

速度較夏季快速是一致的，以及日最低溫的增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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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大於日最高溫及日均溫、山區的增溫程度明顯大

於平地。 

關於山區的暖化程度大於平地的特徵，在此我

們分析地表能量的收支，以能量收支的觀點來探討

地表溫度變化的特徵。淨地表能量通量為短波淨輻

射通量(向下減去向上)，加上長波淨輻射通量(向下

減去向上)，減去向上的潛熱通量及可感熱通量的變

化量總和。圖3為WRF模式相對於1979-2003年間，

近未來與世紀末淨地表能量通量變化(W/m2)，其為

25年的平均值。由圖中可看到未來淨地表能量通量

變化在臺灣各地大多為增加的趨勢，世紀末的增加

程度明顯大於近未來，尤其是北、中、南的都會區，

明顯地反映著都市化的特性，但在冬季的中部山區

卻是減少的趨勢。 

上述能量收支的變化雖然有著區域性的差異，

但並未顯示出隨高度的變化，無法以之解釋地面溫

度暖化程度的空間分布情形。雖然從能量收支的變

化無法解釋地面氣溫暖化程度的空間差異，但其卻

與鄰近地區相同高度上的暖化程度有相當密切的關

係，由圖4可明顯看到前述地面氣溫的暖化程度與周

遭相同高度上的空氣暖化程度極為相近，顯示此地

面暖化特徵極有可能受溫度平流所主宰著。圖4為世

紀末WRF模式的增溫程度(相較於1979-2003年)與高

度之相關，綠點為地面2米氣溫，黑色盒鬚圖(Box plot)
則用來表示不同高度層(橫軸)氣溫的暖化程度，盒子

上方及下方的虛線為95%及5%，上緣及下緣為75%
及25%，中間橫線為中位數，紅色星點為陸地，藍色

星點為海上格點，由盒子的長短可判斷資料散佈的

情形。盒鬚圖計算的範圍從119.0ºE至123.0ºE，21.0ºN
至26.5ºN，共83 × 123個格點，高度層分別為1000、

975、950、925、900、875、850、800及700 hPa。 

為了瞭解臺灣地區極端溫度是否有增減之情

形，在此以動力降尺度的結果推估近未來及世紀末

的頻率分布，計算夏季日最高溫大於37ºC及冬季日

最低溫小於10ºC的發生頻率，並搭配觀測值來相互

比對。極端高溫的頻率分析從圖5可以明顯看到，

WRF模式在現在(1979-2003年)時期能成功模擬出臺

北都會區及高屏一帶的訊號，但苗栗及中部平原則

有高估之現象。在未來的變化趨勢上，近未來與現

在的差異並不大，僅以臺北都會區的增加較為明

顯，從現在時期小於1天增加至1-2天。到了世紀末，

西半部地區增加的相當明顯，尤其是臺北都會區，

平均一個月發生極端高溫的天數竟高達9-11天，將近

1/3的天數是高溫37ºC的天氣。若從空間的分布情形

來看，世紀末發生極端高溫的範圍變廣了。整體而

言，頻率增加較顯著的地區出現在臺北都會區、新

竹、臺中都會區、嘉義市及高屏一帶，顯示在氣候

變遷之影響下，世紀末發生極端高溫的頻率在都會

區有越來越多的趨勢。另外，在極端低溫的頻率分

析中(圖6)，發生冬季日最低溫小於10ºC的區域以中

央山脈為主，由觀測值及WRF模式中亦可看到，山

區向平地漸減，而在1979-2003年的都會地區(臺北、

新竹、臺中、嘉義、高雄及屏東)可以看到發生的頻

率(小於3天)明顯小於其他地區。從近未來及世紀末

的改變分布圖中顯示，全臺大多為減少的趨勢，世

紀末的改變最為明顯，尤其以沿著中央山脈周圍的

地區為主，而都會區(臺北、臺中、嘉義及高雄)的變

化則較不明顯。 

根據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中指出，未來夏季發

生熱浪事件的時間將變長，特別是強度及頻率將變

大。因此，藉由WRF模式的推估結果來了解未來臺

灣地區出現連續高溫事件的可能性。連續高溫事件

是以模式中夏季日最高溫大於35ºC的天數計算連續

2天、3天至連續10天的次數。圖7至圖9為現在

(1979-2003年 ) 、近未來 (2015-2039年 )及世紀末

(2075-2099年)連續高溫事件的頻率分布，由圖可看

到連續高溫發生的地區大多在臺北都會區、中部平

原及高屏一帶，且在世紀末有明顯增加的趨勢。以

連續 5 天高溫事件為例，臺北都會區在現在

(1979-2003年)時期平均一年約小於1次，到了世紀末

則增加至4-5次。由以上分析結果顯示，在全球暖化

的趨勢下，臺灣地區極端高溫及連續高溫事件出現

的頻率將越來越頻繁且範圍越來越廣；而發生極端

低溫的頻率有越來越少的趨勢。 

四、結論 

 

本研究使用MRI-AGCM當作初始場及邊界條件

進行WRF模式5公里動力降尺度。計算夏季日最高溫

大於37ºC、冬季日最低溫小於10ºC，及夏季連續高

溫事件的頻率，以推估未來臺灣地區極端溫度的變

化趨勢。 

分析結果顯示，全臺灣在近未來與世紀末的溫

度變化皆為增暖的趨勢，近未來的增溫幅度大致在

1.6ºC以下，而世紀末的增溫幅度則較明顯，大致介

於1.6ºC至3.4ºC之間。溫度暖化的程度依季節與高度

不同而有顯著的差異，山區的增溫情形較平地明

顯、日最低溫增溫的程度大於日最高溫及日均溫、

冬季暖化的情形明顯大於其他季節。而在極端溫度

的分析中，發生極端高溫的頻率在1979-2003年間較

不明顯，平均一個月小於1天，近未來臺北都會區則

增加至1-2天，到了世紀末，臺北都會區最明顯，增

加至9-11天，平均一個月將近1/3的天數是高溫37ºC
的天氣。整體而言，發生極端高溫的地區多好發於

都會區，在世紀末範圍也變廣了。另外，在極端低

溫的頻率中顯示，全臺灣大致為減少的趨勢，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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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的改變最為明顯，尤其是沿著中央山脈周圍的地

區，而都會區的變化則較不明顯。最後，在連續高

溫頻率分析中，世紀末臺北都會區、中部平原及高

屏一帶地區，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利用動力降尺度的結果對極端溫度的推估是有

助於瞭解未來的變化，但仍必須考慮到它的不確定

性，由於本研究僅採用單一模式來進行模擬，其結

果的適用性需進一步探討，對於下游的衝擊評估及

因應策略研究者在使用資料時需非常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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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觀測、MRI-AGCM及WRF模式現在時期(1979-2003

年)春季、夏季、秋季及冬季之平均溫度分佈圖。單位：

ºC 

 

 

 
圖2. MRI-AGCM與WRF模式最高溫、平均溫及最低溫在近

未來(2015-2039年)及世紀末(2075-2099年)的改變量。

單位：ºC 

 

 
圖3. WRF模式相對於1979-2003年間，近未來(2015-2039年)

及世紀末(2075-2099年)淨地表能量通量變化。單位：

W/m2 

 

 
圖4. WRF模式推估世紀末增溫程度與高度之散佈圖。計算

範圍從東經119.0-123.0度，北緯21.0-26.5度，共83 x 123

個格點，高度層分別為1000、975、950、925、900、

875、850、800及700 hPa。綠點為地面資料(包含海上

及陸地)，黑色盒子為不同高度層的資料，盒子上方及

下方的虛線為95%及5%，上緣及下緣為75%及25%，

中間的橫線為中位數，紅色星點為陸地資料，藍色星

點為海上資料。單位：ºC 

 

 

 
圖5. 觀測(1979-2003年)及WRF模式推估現在(1979-2003

年)、近未來(2015-2039年)及世紀末(2075-2099年)夏季

溫度大於37ºC的頻率分布。單位：days/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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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觀測(1979-2003年)及WRF模式推估現在(1797-2003

年)、近未來(2015-2039年)及世紀末(2075-2099年)冬季

溫度小於10ºC的頻率分布(上圖)及平均日數變化(下

圖)。單位：days/month 

 

 

 
圖8. 同圖7.，除了時期為近未來(2015-2039年) 

 

 
圖9. 同圖7.，除了時期為世紀末(2075-2099年)

圖7. WRF模式推估現在時期(1797-2003年)連續高溫(溫度

大於35ºC)的頻率分布。單位：事件/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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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MRI-AGCM的氣候模擬結果推估未來臺灣地區颱

風降雨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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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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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之60km解析度大氣環流模式(MRI-AGCM)的氣候

模擬資料來分析臺灣地區颱風降雨的氣候特徵，並推估臺灣地區颱風降雨的氣候值以及

其在未來的變遷。所使用的氣候資料來自於僅初始條件不同的四組系集模擬在現代

(1979-2003)及21世紀末(2075-2099)的結果。在四組系集模擬中，以臺灣附近這個區域而

言，颱風路徑分布有著相當大的變異，而臺灣地區颱風降雨分布受颱風路徑主宰，此路

徑差異也將影響颱風降水氣候值的空間分布。因為颱風路徑的模擬變異程度相當大相當

不確定因素影響此研究的目的在於推估，為了避免颱風路徑這相當不確定因素影響推估

的結果，研究的重心將放在分析模式中颱風中心跟降水的空間分布的統計關係。 

經由分析MRI-AGCM所模擬不同時期中的所有颱風事件，可得到特定颱風中心位置

所伴隨的平均降雨分布圖後，並可以計算出其在21世紀末之颱風降雨改變率的空間分

布。最後可以透過此颱風降雨的改變率與觀測之颱風降雨，用來推估不考慮颱風路徑變

遷的情境下21世紀末時之颱風降雨氣候值。分析結果顯示雖然颱風中心在某些位置時未

來時期的降雨是減弱的，但將侵颱期間的雨量累積後則顯示受暖化的影響下，臺灣地區

颱風降雨有增加的趨勢，尤其在宜蘭地區、雪山山脈、阿里山山區及高屏山區有顯著增

加的現象。 
 

一、 前言 
 

伴隨著颱風的強降水常在臺灣引發嚴重的天

然災害，譬如造成排水能力較差的地區淹水、土

石坍塌、土石流、路基流失、堤防潰決等。另一

方面，颱風帶來的降水卻又是重要的水資源來源

之一，不足的颱風降水常使得隔年出現乾旱的機

率大幅提高。颱風是防災工作及水資源管理所高

度關切的對象之一，在氣候變遷對臺灣地區影響

的研究中，颱風降水的推估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課

題。 

Sugi et al. (2009) 分析高解析度氣候模式的結

果指出全球暖化會導致本世紀末颱風發生頻率減

少。Knutson et al. (2010) 的研究中指出，根據高

解析度動力模式的模擬，世紀末全球颱風發生的

頻率減少6-34%，但是強颱風頻率增加，颱風暴風

半徑100 km內降雨強度增加約20%，然而這些變化

在各海域的變動程度有著相當大的差異。對於臺

灣地區而言，這些伴隨著全球暖化所產生的變化

值得做進一步的探討。 

此外，除了發生頻率及降雨強度的改變外，颱

風路徑的改變也會影響到臺灣地區颱風降雨的分

布。Murakami et al. (2011) 分析MRI-AGCM的颱風

生成位置，發現暖化之後西北太平洋颱風發生的地

點有往東北方向移動的傾向，連帶著影響了西北太

平洋颱風行徑的路線。由於地形鎖定的效應，颱風

降雨的空間分布與颱風路徑有密切的關係(Cheung 
et al., 2008；Chang et al., 1993)，顯示颱風路徑的

改變會顯著影響颱風降雨的變異。 

而由先前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颱風路徑

的偏差對颱風降水的空間分布有相當大的影響，

侵臺颱風路徑若在未來的推估中呈現有意義的系

統 性 偏 移 ， 也 會 主 宰 颱 風 降 雨 的 變 遷 ( 陳 等 , 

2011)。但是單一模式的結果中侵臺颱風的個數有

限，很難評估所呈現的路徑及降水變遷是有意義

的。為此，本研究設計出一套方法來推估颱風降

雨的氣候值在未來變化的情形，使用日本氣象廳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JMA)氣象研究所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MRI)所提供的

多組60km解析度的全球模式模擬的颱風路徑及降

水，以較多的颱風樣本數目，獲得較有意義的統

計結果，進一步去推估臺灣地區颱風降雨在未來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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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式及資料說明 
 

本研究使用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發展的大

氣環流模式(MRI-AGCM)所模擬的多組氣候推估

結果，資料解析度為60km，此模式採時間切片

(time-slice)的實驗設計方式，先以大氣海洋環流耦

合模式的模擬結果計算出未來海溫隨時間線性增

加的趨勢，再將現今海溫的變異加諸在隨時間線

性增加的海溫上，來驅動高解析度大氣環流模

式，推估未來大氣環流的變化。模擬兩個時間切

片的時間共50年，分為現在(1979-2003年)及21世

紀末(2075-2099年)。此多組模式資料所使用之海

溫設定皆相同，僅初始條件有所不用。 

考慮到中央氣象局雨量站的密度從1992年開

始有明顯的增加，因此採用觀測資料之起始時間

選為1992年開始。因為60km MRI在模擬侵臺颱風

個數上有低估的情形，4組模擬結果平均為每25年

出現85場，在比對模式與觀測的結果時，為了讓

觀測與模式有較接近的侵臺颱風場數，因此觀測

的分析期間選為1992-2006年，此期間侵臺颱風場

數共83場。其中氣象局雨量站資料經處理為網格

資料，其空間解析度為0.0125度，網格數為162 × 

275，颱風路徑資料則使用日本氣象廳之最佳路徑

資料。 

 

三、 模式與觀測降雨分析 
 

圖1為4組60km解析度之MRI颱風路徑密度分

布圖，(A)、(B)分別為現在(1979-2003)及21世紀末

(2075-2099)之分布，其中每個時期各有4張圖分別

代表4組不同初始條件但具有相同海溫下之颱風

路徑模擬。颱風路徑密度分布的計算方式為利用

每6小時一筆的颱風中心位置，計算中心位置出現

在1o×1o網格上的次數。結果顯示儘管海溫皆相

同，4組系集模擬的颱風路徑分布結果在臺灣附近

如此小的區域中存在相當大的差異。然而對比於

暖化前後路徑密度，結果顯示除暖化後未來颱風

密度有減少的趨勢外，很難判斷暖化對颱風路徑

在該區域的變化影響為何。 

由於颱風降雨分布受颱風路徑所主宰，而模

擬的颱風路徑在小區域中變異的程度太大，嚴重

影響對暖化後臺灣地區颱風降雨改變的評估。為

避免颱風路徑差異此一不確定性大的因素，在此

我們從探討颱風中心跟降雨的空間分布關係著

手，然後分析其降雨在未來的變化情形。亦即考

慮當颱風中心落於某固定位置時，算出相對應的

平均降雨空間分布，而得到颱風中心位置與降雨

的關係圖(圖2)。本文在計算颱風中心跟降水的空

間分布關係時，將4組系集模擬中所有侵臺颱風納

入統計，以增加樣本的數目。 

圖2為颱風中心落在1×1的藍色框之中時的

一個例子，模式和觀測結果皆顯示臺灣地區的平

均降雨主要發生在中南部山區，受限於模式60km
的解析度無法在模式中有效地呈現出臺灣複雜陡

峭的地形對降雨的影響，模式推估的量值有明顯

低估的現象。圖3則為21世紀末時當颱風中心落於

圖中綠色框框中之颱風降雨改變率的推估，暖色

系表示未來降雨減少，冷色系表示降雨增加，圖

中顯示受暖化影響，臺灣地區平均降雨皆增加，

距颱風中心所在位置較近的地方增加率較大。 

 

四、 未來颱風降雨推估 
 

模式推估之颱風降雨因解析度較粗的關係，

導致降雨與觀測結果在位置上有偏差，且量值上

有明顯低估的現象，因此本文僅採用其改變率的

推估搭配上1992-2006年之觀測雨量來做世紀末颱

風降雨的推估。又因路徑不確定性高，為排除路

徑影響之不確定性，在推估世紀末颱風降雨時暫

不考慮颱風路徑變遷之影響，不採用模式中颱風

路徑密度的統計值，僅使用觀測之颱風路徑密度

分布，故本研究僅考慮受暖化影響下之颱風降雨

強度的改變。世紀末之颱風降雨推估是以觀測之

降雨分布的統計值為基礎，再加入模式對降雨改

變率來推估未來颱風降雨的空間分布(圖4)。進一

步將1992-2006年間所有颱風路徑密度氣候值的空

間分布(圖5A)當作權重，對所有侵臺颱風中心所在

位置對應之颱風降雨分布做加權平均後，則可以

得到颱風降水的氣候值(圖5B)。分析結果顯示，受

暖化的影響下，世紀末時期當颱風中心位於不同

區塊時對臺灣地區造成的降雨變化趨勢有增加也

有減少(圖未示)，但整體而言世紀末臺灣地區的颱

風降雨仍是增加的趨勢(圖5C、D)，尤其是中部地

區及中北部山區增加較為顯著。 

除了使用所有侵臺颱風路徑密度氣候值，這

個方法亦可使用特定的颱風路徑密度分布作為權

重，來估算特定的颱風降雨。因為臺灣地區之颱

風降雨分布受颱風路徑影響很大，以不同路徑分

類 侵 襲 臺 灣 的 颱 風 造 成 之 降 雨 分 布 有 所 不 同

(Cheung et al., 2008)，本研究依據氣象局之九大路

徑分類(圖6)做颱風降雨分析，對世紀末時不同颱

風路徑對臺灣地區降雨分布的影響做進一步的探

討。分析方式為分別計算出九大路徑之路徑密度

分布(圖7A、D)後，利用颱風中心位置與降雨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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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圖(如圖2)計算出各路徑之平均降雨分布(圖

7B、E)，並利用60km MRI之颱風中心位置與降雨

的改變率推估世紀末各路徑之降雨分布(圖7C、

F)。圖8所示為世紀末九大路徑降雨分布改變率，

圖中顯示除第五路徑的北部地區和第八路徑的阿

里山山區在世紀末降雨有減少的趨勢外，其餘皆

顯示降雨增加，降雨增加最為顯著的區域為第四

路徑的西部地區及第七路徑的西部沿海區域，降

雨改變最小的則為第五路徑。其中北部地區降雨

增加最為顯著的路徑為第一、第二和第三路徑，

而造成西南部降雨增加最顯著的路徑為第三、第

四和第七路徑。 

 

五、 結論 
 

本研究使用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之4組

60km解析度大氣環流模式(MRI-AGCM)的推估來

探討臺灣地區世紀末之颱風降雨變遷，模擬結果

顯示颱風路徑受不同初始場的影響顯著，為避免

颱風路徑此一不確定性高的因素影響，分析時先

計算出觀測(1992-2006)的路徑密度分布和颱風中

心位置與降雨的關係圖，再利用60km MRI模擬的

降雨改變率做世紀末降雨的推估。 

推估結果顯示在不考慮路徑分布密度改變的

情況下，世紀末颱風降雨的氣候值受氣候變遷影

響下呈現增加的趨勢，西南部地區及山區增加較

為顯著，其中又以彰化、雲林一帶增加最顯著，

但主要降雨仍集中在宜蘭、雪山山脈、阿里山山

區及高屏山區。 

考慮將世紀末之颱風降雨依氣象局九大路徑

分類討論時，推估結果顯示除了第五、第八路徑

在部分區域有降雨減少的趨勢外，世紀末時以其

他路徑侵臺的颱風為臺灣地區造成的降雨是增加

的，其中以第四和第三路徑侵臺的颱風降雨增加

最顯著，平均改變率分別為51.18%和42.01%，降

雨增加最少的則為以第五路徑侵臺的颱風，其改

變率為5.51%。 

然而本研究對於世紀末的颱風降雨推估皆無

考慮颱風路徑於世紀末的變化，僅考慮降雨受暖

化影響下的改變趨勢，又因臺灣地區颱風降水分

布受颱風路徑影響顯著，需注意在推估世紀末之

颱風降雨變異時有可能與實際情形存在偏差。 

 

參考文獻 
 

 

Cheung, K. K., L.-R. Huang, and C.-S. Lee, 
2008: Characters of rainfall during tropical cyclone 
periods in Taiwan. Nat. Hazards Earth Syst. Sci., 8, 
1463-1474. 

Chang, C.-P., T.-C. Yeh, and J.-M. Chen, 1993: 
Effects of terrain on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yphoons 
over Taiwan, Mon. Weather Rev., 121, 734–752. 

Knutson, Thomas R., John L. McMcbride, 
Johnny chan, Kerry emanuel, Greg Holland, Chris 
Landsea, Isaac Held, James P. Kossin, A. K. 
Srivastava and Masato Sugi, 2010: Tropical cyclones 
and climate change. Nature Geoscience, 3, 157-163. 

Mizuta, R., H. Yoshimura, H. Murakami, M. 
Matsueda, H. Endo, T. Ose, K. Kamiguchi, M. 
Hosaka, M. Sugi, S. Yukimoto, S. Kusunoki, and A. 
Kitoh, 2012: Climate simulations using 

MRI-AGCM3.2 with 20-km grid.  J. Meteor. Soc. 
Japan, 90A, 233-258. 

Murakami, H., B. Wang and A. Kitoh, 2011: 
Future change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typhoons: 
Projection with a 20-km-mesh global atmospheric 
model. J. Climate, 24, 1154-1169. 

Sugi, M., H. Murakami, and J. Yoshimura, 2009: 
A Reduction in Global Tropical Cyclone Frequency 
due to Global Warming. SOLA, 5, 164-167. 

陳淡容、鄭兆尊、林宜穎、陳永明、陳正達、

Masato Sugi，2011：以MRI-AGCM推估未來臺灣

地區颱風降雨的變遷。建國百年天氣分析預報與地
震測報研討會論文彙編，433-438。 

 

 

354



 

 

圖1 60km解析度之MRI路徑密度分布圖，即以經緯1度的網格統計每個格區內觀察到的颱風個數，(A)、(B)分別為現

在及世紀末之分布，其中各時期的不同張圖代表在相同海溫下4組不同初始場模擬的結果 (單位：次數) 

 

 

圖2 颱風中心所在位置(藍色框框)與平均颱風降雨的分布圖，(A)為60km MRI-AGCM現在時期(1979-2003)之結果，(B)
為觀測(1992-2006)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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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颱風中心落於綠色框框時之颱風降雨改變率 

 

圖4 在不考慮路徑改變的情形下推估世紀末颱風中心

在該網格時的降雨分布(單位：mm/hr) 

 

 
圖5 (A) 觀測1992-2006之颱風路徑密度分布圖、(B) 觀測1992-2006年平均颱風降雨分布圖(單位：mm)、(C) 推估世

紀末之降雨分布及(D) 降雨改變率分布 

 
圖6 九大颱風路徑分類示意圖 (中央氣象局)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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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觀測(1992-2006)第一路徑(上排A~C)和第二路徑(下排D~F)颱風之路徑密度分布圖(A、D)及對應之降雨分布(B、

E)和推估世紀末之颱風降雨分布(C、F) (降雨分布圖單位：mm/hr) 

 
圖8 九大颱風路徑分類之世紀末颱風降雨改變率推估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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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推估之應用-以春季不降雨日為例  
 

張振瑋   朱容練   吳宜昭   黃柏誠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氣象災害防治組 

 

摘   要 

由於氣候變遷影響台灣、東亞地區甚至全世界，越來越多極端天氣發生，也越來

越多天氣災害發生，因此，評估台灣於氣候變遷影響下，天氣、氣候特徵的改變為本研

究最重要之目標。目前氣候變遷之研究皆架構於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IPCC) 第四次評

估報告中 24 個模式模擬之結果，而過去社會經濟或是水文科學等在氣候變遷上的研究

中，在模擬未來情境之模式挑選上有其困難度，本研究透過科學判斷建立氣候變遷推估

系統，有助於應用端挑選模式，更精準模擬未來情境。 

本研究將以春季不降雨日為例，嘗試建立起該氣候變遷推估系統之架構。改進過

去應用端在挑選模式之缺點。首先選取出台灣地區人民、社會所關注、影響最大之氣象

事件，由於此種事件無法在模式模擬中被確切模擬，因此需透過科學研究，找出與此事

件有高度相關並可觀測與模擬之天氣度量因子(phenomena metrics)與其空間範圍，透過度

量因子，檢視模式對其度量因子之模擬能力，以間接判定該模式對所選取出之氣象事件

模擬程度。以此方法即可選取出對於該氣象事件較能模擬掌握之模式(performance 

metrics)。在本研究中結果發現，台灣春季不降雨日在時間上有明顯之年代與年際震盪

特徵。而大環境場中，海平面溫度、海平面氣壓、低層經向風場、水氣場等皆與台灣春

季不降雨日在時間與空間上有很高之相關性，因而可找出春季不降雨日之度量因子。再

透過統計方法教驗 IPCC 中各模式對其度量因子之模擬能力，挑選出 MRI、ECHAM4、

ECHAM5 等有較高模擬能力的模式以提供水文、農業等下游端研究參考使用。 

 

關鍵字：氣候變遷，度量因子，年代震盪，年際震盪 

 

一、前言 

 

由於氣候變遷影響台灣、東亞地區甚至全世

界，越來越多極端天氣發生，也越來越多天氣災

害發生，因此，為了保障人民、社會安全，評估

氣候變遷對台灣之影響，為本研究最重要之目標。

本研究透過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

(TCCIP)工作團隊(team1)在氣象上之研究並產製適

合台灣地區研究之均一化、網格化資料，以及工

作團隊(team2)產製 IPCC AR4 之未來情境降尺度資

料，皆提供給另一工作團隊(team3)評估在氣候變

遷下，對台灣社會之影響與衝擊。因此，本研究

所關注之重點將會在於影響台灣地區人民安全、

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天候事件，如颱風、梅雨、乾

旱等。 

由於需推估台灣未來之氣候狀態，需透過降

尺度方式，分析 IPCC AR4模式模擬未來情境資料。

過去兩年計畫執行上發現，應用端在模擬未來情

境之模式挑選上有其困難度，本研究藉由透過科

學判斷建立推估系統，有助於應用端挑選模式，

模擬未來情境。 

本研究嘗試建立氣候變遷推估系統，改進過

去應用端在挑選模式之缺點。首先先選取出人民、

358



社會所關注、影響最大之氣象事件，由於此種事

件在模式模擬中無法確切模擬出，因此需透過科

學研究，找出與此事件有高度相關並可觀測與模

擬之天氣度量因子(phenomena metrics)與其空間範

圍，並透過度量因子，檢視模式對其度量因子之

模擬能力，以間接判定該模式對所選取出之氣象

事件模擬程度。以此方法即可選取出對於該氣象

事件較能模擬掌握之模式(performance metrics)。在

國外先進技術國家中，如日本，美國，也都使用

此概念之推估系統。相對本計劃將藉此此次研究

機會，建立起適合台灣之氣候變遷推估系統。此

系統之概念圖如圖 1。本研究將以春季不降雨日為

例，嘗試建立起該氣候變遷推估系統之架構。 

 

 

圖 1 為氣候變遷推估系統概念圖 

 

台灣以農立國，雖目前工業、科技業發達，

農業產值仍為台灣發展重點之一，因此在氣候變

遷加劇及水資源匱乏之情境下，民國 100 年 5 月

「全國糧食安全會議」 訂定糧食自給率 40%之目

標。而農業、工業、科技業發展，水資源皆扮演

者重要之角色，因此，在氣候變遷下，台灣地區

降雨的變化與其因應對策即成為發展之重點。 

每年二、三、四月，為台灣地區春季降雨主

要季節，更是台灣西北部地區主要降雨之時期。

也因台灣西北部地區有其降雨特性，提供了台灣

中北部地區第一期農作主要水資源來源。由農委

會農糧署資料顯示，台灣中北部地區之第一期稻

米產量占全台 40%。若春季時期降雨特徵有所改

變，對於農業、工業、科技業甚至民生皆有影響。

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台灣春季降雨占全年降雨 20%

之區域(圖 2)討論其不降雨日變異特徵，並透過天

候事件監測系統建立，進而推估未來情境下，台

灣春季不降雨日變異為何? 

  

圖 2:台灣地區二、三、四月占全年降雨超過 20%

之分布圖 

 

二、資料說明 

 

本研究採用 TCCIP Team1 所產製之測站資料

網格化降雨資料，該資料產製時之使用方法於另

一章節中介紹之。時間解析度為 1960~2009 年之日

資料，空間解析度為 1KmX1Km。文中所定義之不

降雨為當日降雨量低於 0.2 毫米視為不降雨。環境

場方面，本文採用 ECMWF(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再分析全球網格

資料，該資料為 1958~2001 年之月平均資料，空間

解析度為 2.5 o X2.5o，本研究所採之垂直分層為

1000，925，850， 500，200hPa。此外，為推估未

來情境，本研究使用 IPCC AR4 之 24 個模式模擬

結果討論之。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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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春季不降雨日研究之流程圖 

 

圖 3 為春季不降雨日之研究流程圖，為探討

不降雨日事件之長時間特徵，本研究採用波普分

析法(spectrum)找出該事件之週期特徵，其結果皆

通過 90%之統計檢定。此外，為找出其事件之度

量因子，本研究採用奇異值分解法(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方式計算每一物理量與不降雨

日事件之相關。當找出其度量因子與範圍後，透

過性能指標(Performance index, I2)診斷(Reichler and 

Kim, 2008)每一模式對其度量因子之模擬能力，以

作為後續模擬之參考。 

 

四、台灣春季不降雨日特徵 

 

本研究將探討春季(二、三、四月)台灣主要

降水區之不降雨日變化特徵，其空間範圍如圖 2

所示，主要探討區域位於台灣西北地區，而該區

亦為台灣稻作與工業科技之重要區域，因此該區

之不降雨日變化相對有其重要性。圖 2 左為台灣

春季主要降雨區之不降雨日統計，圖 4 右為不降

雨日距平分佈，綠色線為近 50 年之趨勢線，藍色

線為近 30 年之趨勢線。其中近 50 年之不降雨日

變化趨勢為每 10 年減少 3 日，近 30 年減少趨勢減

緩，為每 10 年減少 0.2 日不降雨日。為其中不降

雨日定義為該網格上每日降雨低於 0.2 毫米，而降

雨區之不降雨日則為該區所有網格之不降雨日平

均值。由圖初步可見，台灣春季主要降雨區之不

降雨日，在近 50 年間有明顯的減少趨勢，尤其在

1980 前後有明顯的跳躍。在近 30 年，也就是 1980

年後不降雨日變異不大， 

 

  

圖 4 左為台灣春季主要降雨區之不降雨日統計，

右為不降雨日距平分佈，綠色線為近 50 年之

趨勢線，藍色線為近 30 年之趨勢線。 

 

為探討該區不降雨日之週期特徵，本研究採

用波普分析與小波分析法，並通過 90%統計檢定，

探討其週期特性與檢視其是否有較長周期之變化

特徵。圖 5 為不降雨日透過波普分析之結果，X

軸為頻率分佈，Y 軸為變異量，黃色線為不降雨

日平均值，黑色線為波譜分佈，紅色線為超過 90%

以上之特徵可信度。綠色線為 Markov “Red Noise＂ 

波譜分佈。由圖中可見，不降雨日有明顯之年際

與 10 年以上之長週期變化特徵。其中以長週期之

變異量為最大。 

 

圖 5:為不降雨日透過波普分析之結果 

 

五、台灣春季不降雨日度量因子 
 

以往研究大多專注於春雨之研究，如 Hung et 

al. [2004]運用少數氣象局測站，已經分析出臺灣的

春雨年代際變化與太平洋上的北太平洋年代際震

盪 (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s ，簡稱 PDO，[Mantua 

et al., 1997]與[Zhang et al., 1997]) 有著非常顯著的

相關。反觀本研究所關注之春季不降雨日主題之

研究較少。由於春季不降雨日與春雨有高度負相

關，如圖 6 所示，圖 6 中黑線為春季降雨年平均

值與趨勢，紅色線為春季不降雨日年平均值與趨

勢，可明顯看到春季降雨量，由 1960 年至 2009

年逐年減少，而春季不降雨日逐年增加，兩者相

關係數達-0.86。因此，本研究將透過過去春雨之

研究結果，找出與春季不降雨日相關之度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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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圖 6 為春季降雨量與不降雨日相關圖，其中黑線

為春季降雨年平均值與趨勢，紅色線為春季

不降雨日年平均值與趨勢，兩者相關係數達

-0.86。 

 

由於春季不降雨日有明顯的年際與年代變

化特徵，而太平洋地區以海平面溫度有最明顯之

低頻震盪訊號，本研究將透過奇異值分解法(SVD)

計算 1961~2009 台灣北部春季不降雨日與海平面

溫度，進而探討其兩者之相關性與時空分布特徵，

其結果如圖 7，圖 7 為兩變異數經 SVD 計算後之

第一模組，可解釋變異分量為 85.64%，由於是計

算兩變數之年平均值，因此可解釋變異之百分比

較高。圖中 A 圖為台灣北部地區春季不降雨日之

變異空間分布，圖 B 為海平面溫度之變異空間分

布，圖 C 為兩物理量之特徵值，亦表示其 SVD1

所顯示之時間序列，紅色線為春季不降雨日之特

徵值，黑色線為海平面溫度之特徵值，兩者之相

關性達 0.64。由時間序列可見，兩物理量皆有遞

減之特徵。由圖可見，主要相關區域與海平面溫

度之低頻震盪特徵區域相同，在北太平洋地區

180~150W，30N~40N 有最高之正相關性，於

150W~90W，5S~5N 有最高負相關性。此結果可呼

應 Hung 等人(2004)所提之台灣春雨有明顯太平洋

年代震盪特徵，由於 PDO 冷年代時期，北太平洋

地區為暖海水距平，熱帶東太平洋地區為冷海水

距平，由於熱帶地區為冷海水距平分佈，該趨近

比面大氣場為輻散特徵，北太平洋地區則為輻合

特徵，其分佈有利台灣東南方之氣旋距平發展。

而台灣南方之氣旋距平為台灣帶來較乾冷之北方

空氣，較不利於降雨，因此，台灣地區春季不降

雨日有增加之結果。此外太平洋海平面溫度之年

際變化特徵與年代相似，因此對台灣地區春季降

雨變化亦有與年代變化相同之影響，此結果與

Jiang 等人 (2003)所研究之結果相同。因此，該兩

區(180~150W，30N~40N 與 150W~90W，5S~5N)之

海平面溫度可做為台灣春季不降雨日之度量因

子。 

 

圖 7 為兩變異數經 SVD 計算後之第一模組，可解

釋變異分量為 85.64%，圖中 A 圖為台灣北部

地區春季不降雨日之變異空間分布，圖 B 為

海平面溫度之變異空間分布，圖 C 為兩物理

量之特徵值，亦表示其 SVD1 所顯示之時間

序列，紅色線為春季不降雨日之特徵值，黑

色線為海平面溫度之特徵值，兩者之相關性

達 0.64。 

 

除海平面溫度場外，本研究之不降雨是亦與

有明顯低頻震盪特徵之海平面氣壓做相關，春季

不降雨日與海平面氣壓透過 SVD 計算後之第一模

態中可解釋變異分量為 82.59%(圖略)，同圖 7，由

兩物理量之特徵值分布可見，春季不降雨日隨時

間，有減少之趨勢，其中兩物理兩之相關性也達

0.6。由圖 B 中可見，主要與不降雨日在 120E~170E，

赤道~20N 區有最高負相關特徵，此表示，該區氣

壓下降，有助於氣旋發生，對於春季不降雨日有

正向貢獻。此結果可呼應 Hung 等人(2004)之研究

成果，Hung 提出該區在春季之氣旋特徵對於春雨

有明顯之正相關，由於該區之反氣旋分布，有利

於台灣南方西南氣流引入，利於台灣地區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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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若為氣旋分布則有利於不降雨日增加。此部

分也呼應於圖 7 中的 B 圖，由於熱帶中、東太平

洋地區冷距平訊號，而在換日線以西地區因冷暖

交界，易產生氣壓下降與氣旋之特徵，此現象皆

有利於不降雨日發生。 

由上述可知，台灣地區春季不降雨日與熱帶

西太平洋因年際、年代變化產生之反氣旋有關，

因此，本研究亦透過 SVD 計算不降雨日與 925hPa

緯向風場(簡稱 V925)之相關。SVD 計算台灣春季

不降雨日與 V925 之第一模態之可解釋變異分量為

83.31%(圖略)，由時間序列中可見，兩物理量皆有

隨時間遞減之特徵，較上述之海平面溫度與海平

面氣壓之相關性高，其相關性達 0.8，由圖可見，

於台灣南方 110E~130E，10N~20N 地區，V925 與

不降雨日有高度負相關。此結果與 Hung 等人(2004)

所提之台灣春雨特徵相同，該區若為南風分量，

則有利於南方暖濕水氣輸送，台灣春季降雨較為

豐沛。反之，若該區呈現北風距平，則將高緯地

區乾冷空氣向南輸送，台灣地區春季降雨有減少

特徵，春季不降雨日則有增加之趨勢。因此，該

區(110E~130E，10N~20N)之 V925 可定為台灣北部

春季不降雨日之度量因子。 

由於 Chen 等人在 2003 的研究中提出，台灣

地區春季降雨與台灣北方之高層噴流軸有關。在

初春(二月)時期，若台灣位於高層噴流軸入區下方，

由於該區高層有較強烈之輻散運動，因此有利於

該區低層輻合併引發上升運動，進而較有利於該

區降雨發生。此外，Jiang 等人於 2003 的研究中亦

指出，此高層噴流軸亦有年際尺度之變化特徵。

因此本研究將台灣春季不降雨日與高層 200hPa 之

緯向風場做時間與空間上之相關分析，用 SVD 計

算台灣春季不降雨日與 U200 之第一模態之可解釋

變異分量為 83.76%(圖略)，由時間序列中可見，兩

物理量皆有隨時間遞減之特徵，兩物理量之相關

性達 0.7，由空間分布可見，在台灣上空之緯向風

場強度與春季不降雨日為負相關，其表示當高空

緯向風場強度較弱時，較不利於低層輻合上升運

動，亦不利於該區降水發生，其表示該區不降雨

日數增加。此結果，可呼應於 Chen 等人與 Jiang

等人之論文結果。因此，本研究將 110E~140E，

20N~30N 區域之高空 200hPa 緯向風場定為台灣北

部春季不降雨日之度量因子。 

 以上分析結果皆顯示，大環境之環流場變化

不論在較長之年代變化尺度、年際變化尺度，到

較短之天氣尺度，皆會影響台灣北部春季之降雨。

但，若大尺度環流場有利於降雨，而該區水氣不

足，亦無法導致降雨。因此，大環境場水氣在該

研究中亦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因此，本研究將

春季之不降雨日與 700 hPa 之水氣場(比濕)做時間

與空間之相關分析，圖 8 同圖 7，為用 SVD 計算

台灣春季不降雨日與 700 hPa 比濕之第一模態，可

解釋變異分量為 86.58%，其可解釋變異分量之百

分比為上述之物理量最高，此表示兩者相關之時

間與空間分布特徵最為明顯，由時間序列(圖 C)中

可見，兩物理量皆有隨時間遞減之特徵，兩物理

量之相關性達 0.7。由空間分布可見，水汽在台灣

附近 20N~30N 地區為較明顯之負值變異特徵，與

台灣北部地區春季不降雨日為負相關。此表示，

若該區水氣較為缺乏時，意表示該區較不易降雨，

該區之不降雨日數即會增多。因此，該區

(110E~130E，20N~30N)700 hPa 之比濕分佈，可定

為台灣北部春季不降雨日之度量因子。 

 綜合上述討論之結果，可整理於表 1，其表

顯示，該五種物理量，在不同區域中，皆與台灣

北部地區春季不降雨日在時間與空間上有高度相

關性。因而該些物理量於該區域中，可定為春季

不降雨日之度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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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同圖 7，為兩變異數經 SVD 計算後之第一模

組，可解釋變異分量為 86.58%，圖 B 為 Q700

之變異空間分布，圖 C 為兩物理量之特徵值，

兩物理量之相關性達 0.7。 

 

表 1 為春季不降雨日之度量因子 

 

 

透過性能指標(Performance index, I2)診斷

(Reichler and Kim, 2008)檢視 IPCC AR4 24 個模式對

於前段研究結論度量因子之模擬能力，由教驗結

果可知如表 2，mri、echam4、cccma_cgcm3_1、

cccma_cgcm3_1_t63、echam5 對於春季不降雨日之

度量因子皆有較優異之模擬程度，也因該些模式

皆能較成功模擬出主要影響春季不降雨日之因子，

因此該些模式亦能較準確推估出現在與氣候變遷

情境下春季不降雨日之變化。 

 

表 2 IPCC AR4 模式透過性能指標模擬度量因子

之結果 

 

 

六、未來工作 
透過上述之檢驗方法，可提供下游應用端模

式選取之建議，進而透過統計或動力降尺度推估

未來情境下天氣事件之變化。在未來工作中，對

於不同的使用者、不同的研究議題，皆可透過此

推估系統找出，該議題、事件之度量因子，並透

過性能指數挑選出適當的模式，推估未來情境下

之變化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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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照Barriopedro et a1.(2006)論文內容，建立一套辦別阻塞高壓事件流程，此方法可

獲得阻塞高壓事件的整體時間、經緯範圍、中心位置及事件強度。研究中使用NCEP重分析

日平均500-hPa高度場資料，分析2009年10月至2010年10月的北半球阻塞高壓事件。和實際情

況相比此段時間內的阻塞高壓事件分析結果合理，未來將用長期資料分析北半球阻塞高壓

事件在氣候上的特性。 

關鍵字：阻塞高壓、NCEP重分析資料 
 

一、前言 

阻塞高壓是深厚的暖心高壓系統，持續時間可

達5天以上，常發生於北半球的大西洋、歐洲及太平

洋區域。亞洲冬季發生阻塞高壓時有利於西伯利亞

高壓發展，阻塞環流亦可加強東亞噴流，加速冷氣

團南移，進而影響台灣天氣(洪和賈，2007)。本文依

據Barriopedro et a1.(2006)論文，建立一套客觀且詳盡

的辦識阻塞高壓事件方法，此方法可獲得阻塞高壓

事件的整體時間、經緯範圍、中心位置及事件強度，

並提供吾人以客觀方式定義北半球全年的阻塞高壓

事件，不受限於小區域或季節，有助於研究阻塞高

壓之氣候特徵與變化。 

 

二、資料與研究方法 

本文依照Barriopedro et a1.(2006)內容，使用NCEP
重分析資料(Kalnay et al.,1996)內每日00UTC的500- 

hPa高度場變數，分析2009年10月至2010年10月的北

半球阻塞高壓事件。圖1為Barriopedro et a1.(2006)辨別

阻塞高壓事件的流程，本研究將圖1的步驟略為調動，

依序為：(一)計算阻塞高壓指數、(二)決定每日阻塞

高壓經度範圍、(三)定義阻塞高壓中心、(四)合併相

鄰阻塞高壓範圍、(五)判斷阻塞高壓事件持續日數、

(六)計算每日阻塞高壓強度。經上述計算後可定義出

每個阻塞高壓事件的每日和整體平均之高壓中心經

緯度、經度範圍、強度，及阻塞高壓事件持續的時

間長度。各步驟的詳細介紹如下： 

(一)計算阻塞高壓指數 

    阻塞高壓指數(GHGN、GHGS)定義為1、2式： 

													GHGN
Z λ, ϕ Z λ, ϕ

ϕ ϕ
 

													GHGS
Z λ, ϕ Z λ, ϕ

ϕ ϕ
																				 1  

																			ϕ 77.5°N  
																			ϕ 60.0°N  
																			ϕ 40.0°N  
																			 5.0°, 2.5°, 0.0°, 2.5°, 5.0°										 2  
    其中Z( , )代表經度 、緯度 的500‐hPa重力位

高度。計算時以每個經度上的ϕ 、ϕ 、ϕ 緯度為中

心，在其南北方向緯度5°範圍內共5點計算GHGS、
GHGN值。當5點中有1點完全通過式3條件時，定義

此經度有阻塞高壓發生。式3中 λ, 為經度 、緯

度ϕ ，1980至2010年500‐hPa高度場之00UTC氣候

值。	
	 	 	 	 	 	 GHGN＜－10gpm/°lat	
	 	 	 	 	 	 GHGS＞0	

	 	 	 	 	 	 , － λ, ＞0																												 3 	
 

(二)決定每日阻塞高壓經度範圍 

    如何決定阻塞高壓在經度上的連續範圍？

Barriopedro et a1.(2006)以經度上連續5個或5個以上通

過步驟(一)定義的格點(即經度連續12.5°)視為一段阻

塞高壓範圍，其中允許連續5點內(但非邊界上)包含1
個未通過定義格點。步驟(二)去除了通過定義但單一

存在或相鄰但過於零散的阻塞高壓，並獲得當日發

生阻塞高壓時的經度連續範圍。 

 

(三)定義阻塞高壓中心 

    阻塞高壓中心定義為選定範圍內經度和緯度分

別平均之高度最大值的交點。為使實際阻塞高壓中

心能落於選定範圍內，區域內經度往東西各擴5°，南

北邊界考慮經度範圍內所有通過阻塞高壓定義的各

點，南邊取最北的ϕ 值，北邊取最南的ϕ 值，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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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緯度範圍控制在最小，增加計算阻塞高壓中心的

準確性，並減低南方割離低壓的影響。 

 

(四)合併相鄰阻塞高壓範圍 

    當兩相鄰的阻塞高壓經度邊界距離≦22.5°，且

兩高壓中心距離≦45°時，相鄰的阻塞高壓可視為同

一個阻塞高壓，並將其經度範圍合併。原始兩阻塞

高壓中心高度值較高者則訂為新的高壓中心，此步

驟需重覆至所有相鄰阻塞高壓均不符合上述合併條

件為止。 

 

(五)判斷阻塞高壓事件持續日數 

    阻塞高壓事件以通過上述四步驟後的阻塞高壓

日期為第1天，並以第1天的阻塞高壓經度範圍為基

準。次日的阻塞高壓區域至少需1點落在此範圍內，

才視為同一事件的第2天。若次日有2段或以上的阻

塞高壓區域落在基準範圍內，則以格點範圍和第1天

重複較多的事件做為第2天。 

    若次日的經度範圍和第1天沒有交集，但兩天的

範圍邊界相距≦22.5°，且高壓中心相鄰≦20°，則可

視為同一事件的第2天。第2天確定後，便以第2天的

經度範圍取代為基準，依上述步驟尋找第3天，之後

再以第3天的經度範圍取代為基準，重複一直延續下

去。此外，在阻塞高壓事件中允許連續的日期中間

有1天不符合上述條件。當通過上述條件的日數持續

5天以上時，視為1個阻塞高壓事件。 

 

(六)計算每日阻塞高壓強度 

   每日阻塞高壓事件強度(BI)可用式4表示，其中 

Z λ	, ϕ 代表阻塞高壓中心高度、RC定義為參考高度，

為阻塞高壓上游重力位高度Z λ 	, ϕ 和下游Z λ 	, ϕ
之平均。	λ 	和λ 分別代表距離阻塞高壓中心西邊10°

和東邊10°的經度，ϕ和阻塞高壓中心緯度相同。 

															BI 100.0
Z λ	, ϕ
RC

1.0  

								RC
Z λ 	, ϕ Z λ 	, ϕ

2
																			 4  

 

三、結果討論 

(一)計算阻塞高壓指數討論 
圖2為經步驟(一)定義之2009年10月至2010年10

月北半球阻塞高壓發生區域，圖中參考Barriopedro et 

a1.(2006)分成：0°-90°E的歐洲(EUR)、90°E-180°的西

太平洋(WPA)、180°-100°W的東太平洋(EPA)及100°

W-0°的大西洋(ATL) 4區域。以2010年1月1至12日為

例(圖2箭號處)，其中一段阻塞高壓發生於EPA，並

隨時間往西延伸至WPA，另一段則發生在ATL上。

圖3為實際500-hPa高度場圖，對照圖2、3可見此方法

定義之阻塞高壓和實際的阻塞高壓範圍相當一致，

圖2中1月1日的阻塞高壓約發生在180°-150°W及30°

W-60°W之間，在圖3(a)可見在這兩段區域內均有Ω

型的阻塞高壓存在(ATL者較明顯)，並在40°N左右伴

隨有割離低壓。在圖2的4、7、10日，對應圖3(b)、

(c)、(d)顯示此方法大致能描述出阻塞高壓的發展和

移動，如圖3(b)在120°E-150°W、90°W-0°有3波較明顯

的阻塞高壓變化，到了圖3(d)阻塞高壓分布在90°E- 

120°E、150°E-150°W、60°W-30°E間，在圖2的4日和

10日上顯示的阻塞高壓範圍也和圖3相當一致。圖2
中阻塞高壓集中在兩段時期，分別為2009年12月到

2010年2月和2010年4月到8月。在經度分布上，阻塞

高壓隨時間常橫跨WPA和EPA或EUR和ATL，在經

度上較難明確區分成4塊區域。 

 

(二)合併相鄰阻塞高壓範圍討論 

   圖4為步驟(四)完成後之結果，和圖2相比顯示步

驟(四)保留了大多數的阻塞高壓經度，並去除了通過

定義但較零星存在的阻塞高壓經度。圖5是步驟(四)
後北半球的阻塞高壓中心經緯度的分布區域，圖中

顯示中心較集中在60°W-60°E內；圖6為步驟(四)後北

半球的阻塞高壓中心經度位置統計，落在EUR和

ATL的個數較多，WPA和EPA較少，4區域則各有1
個峰值區，此和Barriopedro et a1.(2006)統計4區域的

全年結果一致。 

 

(三)每日阻塞高壓強度和整體討論 

    完成步驟(六)後，得2009年10月至2010年10月內

共發生了32個阻塞高壓事件，32個事件內阻塞高壓

強度平均多落在0.5-0.65之間，在32個事件中便有12
件在此範圍內。強度平均最強則為1.14，發生在2010
年2月18日至2010年2月22日，範圍在120°W-150°W。

2009年12月30日至2010年1月31日的阻塞高壓事件

持續了33天，範圍在90°W-90°E內，是32個事件中次

長的事件。實際上2010年冬季歐洲酷寒，各地遭到

暴風雪侵襲，英國遭逢數十年來最嚴寒冬天，波蘭

將近140人凍死。32個事件其中最長為2010年7月3日

至2010年8月12日共41天，範圍在0°-90°E內，此段時

間內俄羅斯發生了世紀性的森林大火。這些事件顯

示阻塞高壓辨識是研究氣候極端事件的一個重要步

驟。從這一年的32個事件看來，事件的長度和強度

並不存在明顯關係，但仍需繼續分析多年資料以確

定是否每年都是如此。     

 

四、結論 

    本研究依照Barriopedro et a1.(2006)內容，建立一

套辦別阻塞高壓事件流程，目前初步分析2009年10
月至2010年10月的北半球阻塞高壓事件，和實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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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相比此段時間內的阻塞高壓事件分析結果合理，

未來將用更長期的資料分析北半球阻塞高壓事件在

氣候上的特性。 

 

五、參考文獻 

洪志誠與賈新興, 2007:“2004/05冬季台灣寒潮之探

討：阻塞高壓的影響＂, 大氣科學, 第35期, 151-164. 

Barriopedro, D., R.G. Herrera, A.R. Lupo, and E. 

Hernández , 2006:” A climatology of  Northern 

Hemisphere blocking”, J. Clim., 19, 1042-1063. 

Kalnay, E., and Coauthors, 1996: The NCEP/NCAR 

40-Year Reanalysis Project. Bull. Amer. Meteor. 

Soc., 77, 437–471. 

 

 

 

 

 

 

 

 

 

 
圖1  辨別阻塞高壓事件流程(Barriopedro et a1., 2006) 

 

 
圖2  2009年10月1日至2010年10月31日北半球阻塞

高壓發生區域Hovmöller圖，橫軸為時間、縱軸為經

度、數字代表此經度上緯度符合條件的格點數 

 

 

 
圖3(a)-(d)  2010年1月1日、4日、7日、10日(由上而

下)北半球實際500-hPa高度場圖，橫軸為經度、縱軸

為緯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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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2009年10月1日至2010年10月31日北半球合併

相鄰阻塞高壓範圍Hovmöller圖，橫軸為時間、縱軸

為經度 

 

 

 
圖5   2009年10月1日至2010年10月31日北半球阻

塞高壓中心經緯度(藍點)的分布區域 

 

 

 
圖6  北半球的阻塞高壓中心經度位置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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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一步法海氣偶合氣候預報模式之 

30 年 AMIP 積分測試以及大氣通量修正 

 

劉邦彥 1    林沛練 2    莊漢明 3 

1：國立中央大學 大氣物理研究所 及 中央氣象局氣象科技研究中心 

2：國立中央大學 大氣物理研究所 

3：美國 NCEP/EMC  

 

摘  要 

 

針對新一代的一步法海氣偶合氣候模式(CWB 1-tier CFS)之大氣部份進行 30 年之 AMIP type

積分實驗，並與 NCEP CFS 30 年 AMIP type 積分之結果進行比較，以了解兩者大氣模式針對相同

海溫條件下，長時間積分之大氣通量差異。 

 

NCEP CFS 為一成熟之海氣偶合模式，其大氣模式與海洋模式(MOM3)之間相互偶合的效果相

當良好，意味著 MOM3 海洋模式對 NCEP CFS 大氣模式所供應之大氣通量能有良好且正常之反

應，以至於能模擬出較合理之海溫資訊反應回大氣中。而未來 CWB 1-tier CFS 之大氣模式也將與

MOM3 進行偶合之動作，所以必須針對大氣通量之部分進行比較分析，以了解 CWB 1-tier CFS

之大氣模式是否能提供正確資訊給予 MOM3 海洋模式。而大氣通量之比較結果發現兩者大氣模

式之間仍有明顯的差異存在，我們便針對此差異提出統計之修正方法，藉由以 NCEP CFS 30 年

AMIP type 積分之結果作為依據，來產生出月平均氣候場之修正係數，並對此修正係數進行實際

的測試，以了解修正係數之方式是否能達到修正大氣通量之預期效果。 

 

一、 前言 

於去年期末報告中已分析過去年 CWB 

GFS AMIP type 30 年積分之結果，其中結果顯

示仍有相當多之問題仍須改善。今年上半年，

我們嘗試逐一排除造成積分結果不合理之原

因，並再重新進行一次 AMIP type 30 年積分，

且獲得到明顯的積分結果改善。未來將會把

CWB GFS 大氣模式嵌入 NCEP CFS 中，取代

原有之 NCEP GFS 大氣模式，而成為中央氣象

局新一代的 CWB 1-tier CFS 模式，並開始進

行 CMIP type 之積分測試。 

在進行 CMIP type 積分之前，我們必須得

了解到 CWB GFS 是否能提供合理的大氣通量

資訊給 MOM3，若是有所偏差則必須進行修

正之動作，而 NCEP CFS 為一發展成熟之氣候

模式，便建議以 NCEP CFS AMIP 之結果作為

大氣通量之修正標準，作為 CWB 1-tier CFS 

AMIP 積分結果之修正目標，而這樣做的目的

是為了將來 CWB 1-tier CFS 之大氣模式與海

洋模式 MOM3 進行偶合作用時，其所輸出至

MOM3 的大氣通量會相當接近 NCEP CFS 大

氣模式所輸出的，使得 MOM3 能得到較良好

的海洋上邊界資訊，近而在海氣交互作用時，

能反向提供給大氣模式較為合理且良好的海

洋資訊。當然若改正物理參數能良好的修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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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通量之結果，修正係數之方式則是無須被使

用。今年上半年，我們不僅針對模式進行改正

之動作，亦同時建立了修正係數之程序，並對

此修正係數進行實際的測試，以了解修正係數

之方式是否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二、 CWB GFS 與 NCEP 
GFS 通量差異比較 

 
  於潛熱通量季平均氣候場(圖一)之比較

可以看到，CWB GFS 於洋面上之地表潛熱釋

放明顯高於 NCEP GFS 以及 RA-2 之結果，且

偏強之區域隨著季節轉變而變動，冬、春兩季

篇強之區域偏北太平洋地區，而夏、秋兩季則

於南太平洋、印度洋以及南大西洋地區有較多

的潛熱釋放。經由以上敘述我們發現，CWB 

GFS 位於 ITCZ 附近之潛熱通量偏強，也意味

著較多的水氣蒸散至大氣中，這樣的情況可能

會對於 ITCZ 與 SPCZ 的降水造成過強的影響。 

 

利用 SRB 淨地表短波輻射之季平均氣

候場與模式(圖二)進行比較，發現於熱帶洋面

附近 CWB GFS 只有零星呈現偏高之短波分

布，而至副熱帶之區域則都是呈現比觀測場偏

低的情形。另外北半球之夏季明顯出現中高緯

度之地區有偏強之短波入射，而當南半球季入

夏季時，中高緯度的地區同樣也偏高的分佈。

此外利用 TRMM 衛星的觀測雨量季平均氣候

場(圖三)資料來進行比對，對應潛熱通量(圖一)

的分析，可以看到 CWB GFS 於 ITCZ 以及

SPCZ 一帶之降水都是呈現明顯偏強的情形，

另外印度洋以及中美洲一帶的降水也是有明

顯的偏強情形。 

由 850hPa 緯向風場之變異量(圖四)看起

來，可以發現 CWB GFS 在印度洋、東太平洋、

北太平洋、北大西洋以及中美洲一帶有明顯較

強之變異量存在，而這些較強的變異量與降水

量(圖三)之明顯偏強區域則是相互對應到，可

以理解在模式中上述的區域是存在著較頻繁

的動量擾動，進而造成較多的降水。潛熱通量

之變異量(圖五)可以看到，整體看來 CWB GFS

之結果與 NCEP RA-2 和 NCEP GFS 分佈一

致，但細部來看仍有些明顯偏多的變異量存

在，比方說位於 ITCZ 以及 SPCZ 附近之位置，

其變異量明顯高於 RA-2 之結果，對照先前所

看的降水(圖三)以及地表潛熱通量(圖一)之季

平均氣候場，相同的在 ITCZ 以及 SPCZ 附近

也存在著較強的降水與潛熱通量，意味著在

CWB GFS 中，這些區域之降水與水氣蒸發之

間的變化差異是相當大。淨地表短波輻射之變

異量(圖六)分析，可以看到 CWB GFS 之中高

緯度之地區有明顯的偏高變異量存在，對照圖

十之地表淨短波輻射季平均氣候場之比較，則

不難理解模式對於中高緯度地區雲之掌握仍

然不足，雲量可能呈現過少或是過薄，進而使

得過多之太陽短波輻射進入到地表，造成中高

緯度之地表淨短波輻射變異量明顯偏高，這也

是模式仍需改善之處。 

 

三、 修正係數法之建立 
 

修正係數的建立主要是先取得 NCEP 

CFS AMIP 每個格點上每個月的月平均氣候

場，在除上 CWB GFS AMIP 每個格點上每個

月的月平均氣候場，而得到我們所需要的修正

係數，其公式我們表示如下： 

cli
cwb

cli
ncep

A

A
  

利用上述的公式，我們便利用以下的簡

單公式將 CWB 之大氣通量結果進行修正的動

作： 

AAc   

除此之外，我們找出 NCEP CFS AMIP 

1979 至 2007 年之模擬結果，每個格點上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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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場之最大最小值，並將之建立成參考資訊

檔，其作用在於當通量值被經過修正後，可能

因為資料的特性關係而造成過大或過小之分

布，比方說，降水通量的部份，因降水並非處

處都有降水資訊，可能 CWB 之結果在某一格

點上有較多的降水通量，但 NCEP 之結果則是

很微小的降水通量，因此可能會造成通量修正

係數過小的情形發生，相反的，也可能會造成

修正係數過大的情形。利用最大最小值範圍的

參考資訊，我們可以把過強或是過小的修正值

經過判斷，再把他修正至參考的範圍內。 

 

我們將採用這些最大最小值的資訊，針

對經過係數修正後之 CWB 1-tier CFS AMIP 之

通量積分結果進行再次的改進。最大最小值之

修正公式如下表示: 

 

)max),min,min(max( ncepncepcc valvalAA   

 

我們期望可以利用此公式，使得將來 CWB 的

結果經過修正後，可以更接近 NCEP 的輸出結

果。於是我們嘗試利用 AMIP 積分 30 年中，

1979 至 2007 年間之資料來產生我們所需的修

正係數，並將此修正係數用在 CWB GFS AMIP

積分於 2008 年的大氣通量上。也就是利用過

去的資料來產生出修正係數，並且使用在未來

之預報上之測試。 

四、 修正係數法之應用 

 

我們利用上述之方法，針對修正係數之

方法進行測試，以了解其對大氣通量修正之貢

獻程度。首先我們可以比較修正前 CWB 與

NCEP AMIP 於 2008 年，淨地表短波輻射月平

均之差異(圖七)，可以發現 CWB 相較於

NCEP AMIP 之結果在陸地上的淨地表短波輻

射明顯偏強，而海面上偏弱，且地表偏強的區

域也隨著至照位置偏北或是偏南。CWB AMIP

之資料經過修正後，同樣是與 NCEP AMIP 於

2008 年的月平均場進行比較(圖八)，可以明顯

發現，陸地上偏強的部分有明顯的修正，而海

面上雖然還是有零星的差異，但相較於修正前

是呈現整體弱的情形比較起來，已經有微幅的

修正。同樣的狀況下，我們針對降水通量來

看，修正前與 NCEP 之差異(圖九)可以看到，

ITCZ 的位置 CWB 的降水通量明顯的高於

NCEP 之結果，而冬季的 SPCZ 亦是有偏強的

降水通量產生，另外在中美洲的南方海域則可

以看到很明顯長時間降水通量偏強的現象。經

過修正係數修正後之結果(圖十)，CWB 對於

ITCZ 以及冬季 SPCZ 還有中美洲南方降水通

量偏強的情形都有稍稍的改善，雖然 CWB 修

正過後之結果比起 NCEP 還是有偏強的情

形，但是偏強的程度有減弱許多。而緯向風場

的部份，修正前的結果(圖十一)，很明顯的冬

季在北半球以及夏季在南半球的中緯度地區

都有很大的差異存在，而經過修正後(圖十

二)，其差異強度有略為減弱，但修正前後其

差異性的分布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可能意味著

修正係數對於緯向動量通量並不會有太大的

修正，同樣的也不會造成太大的改變。 

 

五、 結論 

 

前面所敘述的輻射以及熱通量部分，可以

看得出來其修正係數可以達到一定的改善效

果，尤其是對於陸地上差異的部份有很大的修

正效果，可以看出來這是CWB與NCEP之間所

存在的常態性差異，而降水通量與緯向動量通

量的部份，因資料的特性關係，並沒有太大幅

度的修正，降水通量部分很可能因為本身

CWB與NCEP之間雨帶位置的差異，也會造成

修正結果不盡理想的問題存在。另外動量通量

的部份，同樣也並未有太大幅度的修正，但也

並沒有對CWB本身之結果造成太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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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來說，修正係數的方式對於CWB大氣通

量的修正是個相當可行的方式，而運用此方法

時，也不見得每個通量都需要被修正(例如:降

水通量以及動量通量)，這些通量縱使未進行

修正，也並不會對結果造成太大的影響，當然

前提是其CWB 1-tier CFS大氣通量數值之量

級不能與NCEP CFS之大氣通量量級差距太

大。 

 

 

 
圖一、由左至右分別為 NCEP RA-2、NCEP GFS 與 CWB GFS 各季潛熱通量場之氣候場，最右側則為 CWB GFS 與 NCEP 

RA-2 之差異。氣候資料統計時間為 1979 至 2008 年。 

 

圖二、由左至右分別為 SRB 衛星觀測、NCEP GFS 與 CWB GFS 各季在地表淨短波輻射通量之氣候場，最右側則為 CWB 

GFS 與衛星觀測之差異。氣候資料統計時間為 1983 年 7 月至 2007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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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由左至右分別為 TRMM 衛星觀測、NCEP GFS 與 CWB GFS 各季在降雨之氣候場，最右側則為 CWB GFS 與

衛星觀測之差異。氣候資料統計時間為 1998 年 1 月至 2008 年 12 月。 

 

 

圖四、由上到下分別為 NCEP RA-2、NCEP GFS

與 CWB GFS 之 850hPa 緯向風場變異量。資料

統計時間為 1979 至 2008 年。 

圖五、由上到下分別為 NCEP RA-2、NCEP 

GFS 與 CWB GFS 之潛熱通量場變異量。資

料統計時間為 1979 至 2008 年。 

圖六、由上到下分別為 NCEP RA-2、NCEP GFS

與 CWB GFS 之淨地表短波輻射場變異量。氣

候資料統計時間為 1979 至 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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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修正前之 CWB 與 NCEP AMIP 於 2008 年地表短波輻射通量月平

均之積分差異。 

圖八、修正後之 CWB 與 NCEP AMIP 於 2008 年地表短波輻射通量月

平均之積分差異。 

 

圖九、修正前之 CWB 與 NCEP AMIP 於 2008 年緯向動量通量月平均之

積分差異。 

圖十、修正後之 CWB 與 NCEP AMIP 於 2008 年緯向動量通量月平均

之積分差異。 

 

圖十一、修正前之 CWB 與 NCEP AMIP 於 2008 年緯向動量通量月平均

之積分差異。 

圖十二、修正後之 CWB 與 NCEP AMIP 於 2008 年緯向動量通量月平

均之積分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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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能動力統計預報的雛型模式開發 
 

陳重功 1 羅存文 1  方新發 2 

氣象科技中心 1  核能研究所 2 

中央氣象局  原子能委員會 

      

 
摘    要 

 
本文使用台電澎湖中屯風機組觀測之風速、風能資料，與中央氣象局的區域動力數值預

報模式 NFS (Non-hydrostatic Forecast System)的預報產品，應用動力統計預報 MOS(Model 
Output Statistics)技術對風速進行預報模式建立與預報後，再進行未來 48 小時風能預報的成果

評估。 
NFS MOS 風速預報模式的解釋度(R2)，由超前 12 小時至 48 小時約處於 0.8 至 0.5 間，獨

立測試案例的相關係數值，則處於 0.9 至 0.6 之間，顯示預報趨勢的合理性。同時風速的預報

誤差在建模與測試時的比較下，約降低了 1m/s(近乎 30%)的凖確度。當轉換為預報風能時，

預報的趨勢性隨預報時段增加，呈現較快的下滑。預報誤差部份，透過風能、風速的轉換方

程，建模與測試誤差範圍值，約各處於 150kw~240kw 與 150kw~300kw 之間。最大誤差增加

比率可達到 25%。 
因此，強化風速預報確度與找到更適當的風能、風速轉換描述，是提升風能預報凖確度

的重要關鍵。 
 
關鍵詞：動力統計預報，風能、風速的轉換方程 

 
 

一. 前言 
 

風能源於大自然，雖然取之無盡，卻亦難於調度

管理。為因應趨緩全球氣候環境變遷與瀕臨能源罄竭

之困難處境，低排碳、低污染之能源的開發與管理，

己成為未來應用發展的基調。歐美先進國家早於上世

紀末，己著手經營此一未來。 

而風能預報是很重要的風能管理運作之參考工

具。因此，能有效地提供風速的預報準確度高，且提

供夠長的預報時效資訊，是能源使用管理上的重要需

求。現今風能預報技術的發展以歐洲的 ANEMOS 計

畫(development of A NExt generation wind resource 

forecasting system for the large-scale integration of 
Onshore and offshore wind farms)的推動與成效最顯

著。其中主要部份之預報架構理念，為動力數值模式

-統計預報模式進行降尺度的風能預報設計運用，亦即

所謂的 MOS 預報技術。此即藉重動力數值模式的超

前預報為依據，再透過統計預報的特性來調降預報誤

差，以提升預報的準確度(Giebel et al, 2003)。 

然而，近年來隨著綠色能源對經濟與環境的未來

期許之影響下，更形突顯出能源調度管理對預報應用

的需要。藉由各式能源的協調供需調度與節約能源成

本效益等的目標考量下，至使預報模式開發的應用導

向，以能提供預報的不確定性(uncertainty)與預報風險

評估(prediction risk assessment)為預報服務的主要重

點(Kariniotakis et al, 2006)。而系集(Ensemble)動力數

值預報概念的系集預報系統(Lang et al, 2006)，以及以

機率預報(Pinso and Kariniotakis, 2010)型式的預報模

式被開發出來，即為因應現況的預報管理決策之參考

要求。 

由於台灣的地形分布特殊，加上不同季節時的區

域侷地熱力效應的影響，對於單點的風速、風向變化

的掌控與平衡確實有其相當程度的複雜性存在。因

此，欲做好風能的預報實需仰賴夠穩定的區域動力數

值模式所提供的有效預報資訊，及準確的風速、風能

圖 1. 台電中屯 1 號風機位置與 NFS 模

式鄰近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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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資料，方能作好更進一步可靠的預報參考指引。 

中央氣象局開發 MOS 動力統計預報作業系統，

己有 10 多載，整個系統的完整規劃詳細敘述於陳重

功等(2000)的報告中。而 MOS 主要之技術研習自美國

氣 象 單 位 (Meteorologic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MDL)。此預報系統開發與預報運作的重要

要求為，需近乎“凍結＂所使用的動力數值模式，維

持模式開發與預報時的使用數值模式預報資料性質

一致，來確保預報參考基準的穩定性與準確性。本研

究主要工作在於透過現行 MOS 的技術應用於風能預

報推估上，以瞭解其詮釋程度，作為未來運作開發時

的重要基石。 

 

 

二、研究資料與方法 
 

基於探尋適切短期風能預報模式，本研究以現行

之 MOS 統計預報模式的形式，建立相關風機組的風

能預報模式，進行模式與校驗的分析。以下茲就採用

的資料(風機觀測資料與動力數值模式資料)及預報模

式架構，予以敘述說明。 

 
(一)、風機資料的整理 

本研究中使用澎湖縣中屯嶼的台電 1 號風機(見

圖 1)的觀測風速及風能資料。圖 2(a)為原始每 6 分鐘

間隔的風能、風速觀測分布狀況。其中，風速約在

3m/s(風機運轉啟動風速)以下，風能為 0 kw；約在大

於 12m/s 以上，風能呈現極值約 600kw 附近。然而有

許多分布值並沒有落在主要分布區域內的點，均需由

記錄中濾除。研究中使用對應的觀測風速之二次曲線

的趨勢，並設定一定的 RMSE(Root Mean Squares Error)

比率範圍外濾除風速大於 3m/s 至小於 13.5m/s 間的不

適合(觀測有問題)值。經過濾與重整後，再進一步由

每小時內的觀測值，計算出每小時的平均風能與風速

值，其分布結果呈現於圖 2(b)，圖中顯示處理過的分

布趨勢與原始觀測分布是完全一致的，亦即表示資料

保持原有分布關係之原貌。 

 
(二)、 數值預報模式預報資料的整理 

動力數值模式所拌演的角色是，藉重其超前預視

的能力，提供超前的預報相關天氣掌控因子。研究中

所使用的區域動力數值模式為中央氣象局之 NFS 

(Non-hydro -static Forecast System) 5km*5km 網格間

距之預報產品，由於此模式己發展成熟，目前作業狀

態近乎完全符合“凍結＂的條件。所使用的網格點見

圖 1 中之黃色空心圓圈。主要數值模式預報之變數取

自 500 百帕(mb)以下之各個標準層場  (見陳等，

2000)，並加入各層的風速、東西風分量(u)和南北風

分量(v)的 1、2 和 3 次方等項目，為新增加的參考預

報因子變數。1 號風機需用的預報因子，則經由最近

之相鄰 4 個網格點的 NFS 預報變數值，內插至風機所

在 位 置 。 NFS 的 預 報 作 業 為 每 日 二 次 ， 分 別 於

08LST(Local Standard Time；即 00Z)，及 20LST(12Z)，

本研究採用預報時段由 12 小時至 48 小時，每 6 小時

預報間隔的數值模式輸出產品。 

 
(三)、模式建立與使用方法 

本研究中所採取的預報流程，主要參考 Waldl and 

Giebel (2000)與 Hashimoto et al. (2008)等人所規劃的

風能預報程序。主要使用 NFS MOS 預報風速，再透

過風速對應由觀測資料所產生的風速轉換風能的關

係式，將預報之風速換算為預報之風能。 

所以本研究的目標在於建立每日二次以 NFS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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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號風機2009年2月份記錄之風能(kw)與觀測之
風速(m/s)的分布。(a). 為原始每6分鐘間隔之觀測分
布，(b).為經過資料過濾後，平均每小時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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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風能動力統計預報模式建立與預報流程

375



 

力模式預報未來 12 至 48 小時，每隔 3 小時間隔之風

能預報模式。研究中所採取的架構為，以各預報時段

之動力數值模式所預報的各層場內插在站址上的各

式變數為參考預報因子，透過 Forward 選取之複式迴

歸模式(詳述於 Neter et al., 1983)的篩選過程，建立起

各相對時段之被預報的觀測風速值的最佳預報方程。 

圖 3 示意製作風能預報主要分為二組程序，即模

式建立與預報流程。透過模式立產生了各個超前預報

時段的 MOS 風速預報方程組，及所需之各月份的風

能、風速轉換函數。在預報運作時，當數值模式完預

報後，載入所需的數值預報產品，經過 MOS 風速預

報方程組的運算，取得各時段的風速預報指，透過風

能、風速的對應轉換函數，推估出所對應的風能產值。 

本研究為進行模式建立與獨立測試之資料區

隔，因限於風機觀測資料的不充足，僅採用 2009 年

2、3、4 月(春季)一季的風機觀測風速資料來建立 NFS 

MOS 風機逐時平均風速預報模式，再使用 2010 年的

2、3、4 月資料進行獨立預報測試。當然從 MOS 的

角度而論，僅用 1 年的春季建模的客觀性極低，可能

存在著強烈的年際變化，與季內變化性質上的差異。

若能以 3 至 5 年的資料建立預報模式，不僅能提升模

式的客觀性，且所選取出的預報因子亦更為適切，更

具備預報事件的物理意含，而預報結果也會顯示出較

高的穩定性。 

對於建立風能與風速的對應函數關係，圖 4 所代

表的是 2010 年 2、3、4 月的觀測資料所呈現的風能

與風速的關係，顯示利用風速來詮釋風能的解釋度，

高達 98.6%。圖中風速限制於 3m/s 至 13.5m/s 之間，

風速小於 3m/s 的設定風能值為“0 kw＂，大於

13.5m/s 的則設定為該季觀測超過風速上限值的平均

風能值。在此研究中，為避免會產生風能觀測可能的

年季或機械方面的難以預期之狀況所導致的問題，風

速預報對風能預報的轉換使用 2010 年 2、3、4 月的

轉換程式， 

Power(kw) = 3.255*(wind speed)2 

+ 17.47*(wind speed) - 107.7 
當預報風速值大於平均風速(13.5m/s)時，則以風

能上限值(~618 kw)，作為風能預報值。 

 

三、風速的模式建立與預報校驗分析 
 

(一)、統計模式的建立 
圖 5(a)所代表的是 00Z 及 12Z 間隔 3 小時昀各個

預報時段所建立的風速預報方程式的 R2(Explained 

Variance)分布，預報方程均建立於 0.5 的顯著水平值

(significant level，α=0.5)，相對應的圖 5(b)則為模式

建立的 RMSE (Root Mean Squares Error)誤差值隨預

報時間的分布。00 及 12Z 的 R2 分布，皆呈現隨著預

報時間延長，模式的變化解釋度逐漸下調，此處 R2

值約落在 0.5~0.8 之間，預報時段由 12 小時至 36 小

時，約處於較平穩的狀態，約在 0.7 上下，而 39 小時

至 48 小時間，則呈現解釋度下修至 0.5 至 0.6 間。 

預報模式建立所存在的誤差度，整體(由 12 小時

至 48 小時)分布在 2.5 至 4m/s 間，由 12 至 30 小時間

變化較為平緩，誤差值約在 3m/s 上下；33 小時以後

表 1. 00Z/12Z 之各預報時段的首要預報因子與 R2 
預報時段 氣壓層(百帕) 變數 R

2
 

12 1000/1000 水平動能/水平動能 0.59/0.48

15 1000/1000 水平動能/水平風速 0.53/0.58

18 1000/1000 水平風速/水平風速 0.59/0.58

21 1000/1000 水平風速/水平動能 0.51/0.53

24 1000/1000 水平動能/水平動能 0.53/0.53

27 1000/1000 水平動能/水平動能 0.57/0.53

30 1000/1000 水平動能/水平風速 0.59/0.61

33 1000/1000 東西風/水平風速 0.52/0.48

36 1000/1000 水平動能/水平動能 0.53/0.52

39 1000/1000 水平動能/(南北風)
3
 0.47/0.45

42 1000/1000 水平動能/(南北風)
3
 0.55/0.51

45 1000/1000 水平動能/(東西風)
3
 0.43/0.39

48 1000/1000 (水平風)
3
/東西風風 0.48/0.38

y = 3.255x2 + 17.47x - 107.7
R² = 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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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風能對應風速轉換關係圖，紅色(逗點)曲線為觀測

值分布，藍色斷線為轉換二次方程之曲線，區間定義在

風速＞3m/s 與＜13.5m/s 間。 

2

2.5

3

3.5

4

4.5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39 42 45 48

R
M

SE
(m

/s
)

Forecast Project (hour)

WDS - FIT

00Z 12Z

0.4

0.5

0.6

0.7

0.8

0.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39 42 45 48

R
2

Forecast Project (hour)

WDS - FIT

00Z 12Z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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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時段分布，(a)預報方程的 R2，及(b)RMSE(Root Mean
Squares Error)。建立時期為 2009 年 2、3、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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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值漸升至 4m/s。 

而各個預報時段之預報方程中的首要預報因子

分配情形，詳列於表 1 中，所有的因子均選自 1000

百帕的氣壓層。其中顯示 33 小時前，主要因子變數

為水平風速或水平動能，且在 30 小時處呈現最大值

(約 0.60)；在 33 小時之後出現風速的 3 次方項為主要

因子變數，相對的 R2 及 RMSE 亦均顯得較為為弱。

似乎透露出當主要預報因子解釋被預報元的合理物

理性減弱時，模式的表現亦較為弱。 

 
(二)、風速之預報校驗 

模式預報校驗選取的獨立預報測試資料期間為

2010 年 2、3、4 月。預報校驗結果見圖 6(a)及 6(b)，

所要表達的是與預報模式建立時的各個預報時段的預

報趨勢相關程度，以及預報的準確度之分配特性比對。 

圖 6(a)所呈現的是 00 與 12Z 的各個預報時段的

風速預報，與實際觀測風速間的變化趨勢相關程度分

布。相關係數的分布區間，約在 0.6 至 0.9 之間，見

圖中 21 小時至 36 小時間相關趨勢有下調的情勢，之

後又快速調升了約 15%(係數值 0.1)，再緩降至 0.7 左

右。而圖 6(b)預報的 RMSE，約略反應出與圖 5(a)反

向的分布形勢，預報誤差值，約由 3.5m/s 的誤差值隨

時段的遞增，而調升到 5.5m/s 附近。相較於模式建立

時的分布，顯示出模式在預報時依然能提供顯足的變

化趨勢，而預報準確度則預報誤差加大約 1m/s(30%)

左右。且相較於模式建立的特性，顯得預報的穩定性

降低了。當然，由模式建立的角度而言，可能是因為

只使一年資料來描述被預報元與預報因子之間的關

係，尚不夠客觀的去陳述年際間的調整趨勢所至。 

 
(三)、轉換風能之預報校驗 

接續取得 NFS MOS 風速的模式建立與預報測試

後，套用對應風速轉換風能的關係式，計算出 2009

年及 2010 年 2、3、4 月的相對預報風能，並分析與

實際觀測風能的相關程度與預報誤差度。圖 7(a)為建

模期間 00Z 與 12Z 的 12 小時至 48 小時，每隔 3 小時

的預報相關變化。主要相關係數變化由 0.2 至 0.8 之

間，大致呈現隨著預報時效增長而相關程度漸減；圖

7(b)則為獨立測試期間的預報相關變化。整體而言，

建模期間的變化較測試期間的為穩定，而 00Z 的變化

又較 12Z 的穩定。 

圖 8 為轉換風能的預報準確度分析，建模期間(圖

8(a))00Z 及 12Z 的風能逐各時段的 RMSE 分布，預報

誤差度主要處於 150kw 至 240kw 之間，略呈現隨預

報時校增長而準確度漸減。圖 8(b)則為預報測試的結

果，相較於建模期間變化起伏較大，主要變化範圍在

約 150kw 至 300kw 間，對 00Z 的 21h 及 45h 的預報

誤差最嚴重，與圖 6(b)風速預報的準確度變化分布近

乎一致。而 12Z 的情形除了 21h 及 45h，加上 33h、

36h 都處於預報誤差較差的預報時段。當然，與風速

預報的準確度分布是一致的。 

 

四、預報風能與風速的趨勢分布 
 
吾人若檢視圖 4 的風能與風速對應圖時，當 10m/s

的實際風速，若預報誤差在+3m/s 時，預測風能就多

估了約 200kw。所以，在套用本研究所用的風能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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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時段分布，(a)相關程度(Correlation)，及(b)RMSE。
預報時間為 2010 年 2、3、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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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00Z 與 12Z 各個預報時段(12~48hour)的 MOS 預

報風速轉換為預報風能的相關係數分布。(a)為 MOS 
風速模式建立期間(2009 年 2、3、4 月)，(b)為風速預

報獨立測試期間的變化(2010 年 2、3、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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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時，風速預報的準確度是很重要的。當風速預報

誤差在可接受的理想狀態時，對轉換風能的準確度影

響卻是很敏感的。 

圖 9、10 為選取 20LST(下午 8 點)不同啟始的各

個預報時段均到達此一被預報點的風速與風能的校

驗分布情境。圖中綠色圓圈代表建模期間的情，紫紅

色圓圈則代表獨立預報測試的分配情形，圖 10 中的

綠點為建模期間的實際觀測，而紅點為測試期間的觀

測分布。(a)、(b)、(c)及(d)分別是 00Z12h、12Z24h、

00Z36h 與 12Z48h 的分布。圖 9 顯示，建模期間隨著

預報時效增加，0 至 10m/s 略呈預報過度(即預報值比

實際大)現象。10m/s 以上，逐漸突顯出預報不足的清

形。而綜觀而論對於測試期間，此一現象均出現在每

個預報時段，只是隨著預報時效的增加，預報不足或

過度的程度漸漸效應加大化。 

此一情形反應於圖 10 的各個預報時段，當小於

10m/s 時，預報測的換風能幾乎均呈現高估，且預報

時效越長越擴散，而大於 10ms 則分布顯得零亂。假

設實際的風速與風機觀測資料完全符合理論，而 NFS 

MOS 風速的預報誤差能精凖的掌握，那麼轉換風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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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00Z 與 12Z 各個預報時段(12~48hour)的 MOS 預

報風速轉換為預報風能的預報誤差(RMSE)分布。(a)
為 MOS 風速模式建立期間(2009 年 2、3、4 月)，(b)
為風速預報獨立測試期間的變化(2010 年 2、3、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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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20LST 之各個時段之預報風能與觀測風速的對

應分布，(a) 00Z12h、(b) 12Z24h、(c) 00Z36h 及(d) 12Z
48h。綠色空心圓圈為建模期間之預報、紫紅色空心圓

圈代表測試期間之預報、深綠色圓點為建模期間的觀

測風能，而紅色圓點則為測試期間的觀測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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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可信度的滿意情況應當是可期待的。 

 

五、結論 
 
透過此研究所設定的風能預報模式，由整個建模

過程與預報測試的校驗探討，吾人對於風能預報的開

發經驗得到，觀測資料應更加嚴格控管，本研究的基

礎假設為：觀測風速是絕對確切(正確)的，同時也查

驗過風能與風速分布的合理性。當然，就 NFS MOS

風速預報的表現，由預報的趨勢與容忍的誤差度是可

接受的。而由圖 4 可發現或許 3m/s 至 13.5m/s 區間需

要更合理的調整，似乎二次方程的描述，並不完善；

在圖中以 8m/s 及 12.5m/s 為轉折點，則呈現對應風能

有過量、不足及大幅過量的分布情形。應該找到更完

美的轉換方程來描述。 

若上述的缺失均己改善，就此模式類型最佳的建

模資料期間，仍以 3 至 5 年的資料量，模式的客觀性

與預報穩定會更好。當然，在良好的觀測資料條件

下，或許應當直接建立風能預報的 MOS 模式，並配

合 MOS 的風速預報來交互進行風能預報決定，或可

降低預報風險。 

在此同時建議針就此一案例，若使用 Updatable 

MOS(UMOS)模組，應當能更加提升風能預報的凖確

度與趨勢度。UMOS 需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內，迅速更

新最新的觀測資料，以便重新估算或調整模式的現

況。亦即觀測資料的接收、整理與建模，均需納入線

上作業化執行，方能達到預期的成效。 

因此，基本上對於使用何種型式的 MOS 模式，

實有賴資料的狀況與特性而定。然而動力統計預報，

相較於動力數值模式預報，最主要能提升預報凖確度

的原理，即在於調降動力數值式的系統性誤差。因

此，動力統計預報的存在是伴隨著應用動力數值模式

所必需的。亦無疑地 MOS 預報的風速所推估的風能，

應該優於直接由數值預報產生的風速所推估出的風

能，更具預報的準確性與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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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了因應乾旱可能導致的缺水問題，若能利用相關的氣候預報資訊，預先在乾旱發生

前掌握未來供水與用水情勢，並考慮不同的供水策略與補償措施，評估可行之供水情形，

將是本篇研究主要目的。選定歷史乾旱年2002年和2003年做為研究年份，利用中央氣象局

發佈之季長期天氣展望資料，進行石門水庫供水評估。過程中結合預報資訊與氣象資料合

成模式(WGEN)，繁衍出符合預報趨勢之未來溫度及雨量資料，再投入水文模式(GWLF)中
模擬研究區域內各集水區之入流量，進一步帶入以系統動力模式軟體(Vensim)所建立的大

漢溪水資源系統動力模式，以求得各標的用水每旬可能之缺水率與發生缺水之機率，評估

農業用水在此缺水率下可能的休耕面積與休耕補償金額，以探討氣候預報資訊之最佳應用

策略。研究結果顯示季預報有一定的可信度，在預報預測機率最大區間命中實際區間的情

況下，可提早掌握乾旱發生的先機，提供決策者做出適當的水資源調適措施。 
 

關鍵字：乾旱、季節性預報、氣象資料產生器、系統動力模式 
 

一、前言 

近幾年氣候變異而引發許多極端水文事件，使

得部分地區發生乾旱缺水的頻率增加，台灣地區也

深受其擾。以2002年及2003年初北部地區之旱象為

例，由於降雨枯旱異常，農業仰賴的春雨遲遲沒來，

使得2002年北部地區旱象長達半年之久，在乾旱期

間有關單位對石門水庫部分灌區採取休耕停灌之措

施，調用農業用水以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對農業

經濟造成很大的損失。因此，在面對未來氣候不確

定的狀況下，為了降低耕種後春雨供應不足之風險，

若能藉由中央氣象局發佈的短期氣候預報，預先掌

握未來三個月之氣象變化，再依據預報資訊模擬水

庫未來供水情況，將可及早進行相關的決策分析調

節水庫操作，降低因降雨減少造成的經濟損失。 

二、文獻回顧 

2.1 乾旱與水資源 
乾旱對水庫供水上具有很大的影響，在乾旱時

期入流量預測研究方面，Huang et al. (2004)利用「乾

旱預警燈號」來建置乾旱時期的決策支援系統，將

水庫未來的缺水程度，以燈號警訊分級呈現，並對

應到不同的減供水措施，結果顯示經過作者提出改

善供水的決策，成功的讓整個預警燈號有下降的趨

勢。如果未來氣候條件發生改變時，灌溉用水量也

會受到影響，進而影響水資源的調配，因此若將乾

旱預警運用在農業面向方面，可以合理評估灌溉需

水量，Kim et al. (2011)利用多變量時間序列模式與經

驗正交函數(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耦合來生

成未來一萬年旱災發生的時間序列，搭配乾旱指標

(SPI)來預測韓國未來的乾旱，應用在大壩供水對於

農業脆弱度的探討，研究結果發現乾旱分佈的嚴重

趨勢符合歷史實際年降雨量的分佈。 

 

2.2 乾旱與水資源氣候預報在水資源管理與應用 

國內在進行氣候預報的研究，除了各系所之大

氣相關科系有進行相關研究之外，則以中央氣象局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為主要的氣候預報機

構。根據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二區管理處統計，2002
年發生的乾旱事件，因乾旱造成自來水公司賠償休

耕補償費之損失約為1.47億元，2003年除了農業的休

耕補償金外，政府在8月至11月時移用農業用水也造

成 了 高 達 2.31 億 元 的 損 失 。 Brumbelow and 

Georgakakos (2001)發現若改善農業供水系統的水文

預報，利潤也將隨之增加。Yao and Georgakakos 

(2001)與Hamlet et al. (2002)研究顯示，在氣候資訊裡

加入水文的預報可以提升水利系統的收益。 

 

2.3 系統動力模式 

系統動力(System Dynamics)是由許多相關因素

及彼此互動關係所構成的，其特別著重在時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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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素之間因果回饋(Causal-Feedback)的彼此相互

連結循環影響關係。Simonovic (2000)提到水資源系

統規劃問題是很複雜的，可透過電腦模擬幫助研究

者，克服對非線性與複雜互動關係的認知限制。近

年來很多學者都以系統動力模式來分析水資源問題，

例如：蔡耀逸(2007)，為減緩桃園地區之缺水狀況，

蒐集桃園境內可用水源及淨水場操作規則，並利用

Venism軟體建構桃園地區自來水供需系統動力模式，

以研擬出在缺水時期實際可行之應對方案及供水型

態。本研究使用Venism軟體，就現有之水資源設施

以及供需關係，建立大漢溪水資源系統動力模式，

探討未來各標的用水未來缺水率之變化。 

三、研究區域與案例介紹 

3.1 研究區域介紹 
  研究區域選在大漢溪流域，其水資源供水系統

中主要有兩處入流，分別來自大漢溪及三峽河，下

面將針對這兩處集水區來做討論。 

(一) 石門水庫集水區 
  石門水庫集水區位在淡水河流域的大漢溪中上

游，流域面積約763.4 km2，平均高程為1,400公尺。

石門水庫供水標的方面除農業灌溉，支援臺北縣、

桃園縣及新竹縣的公共給水外，尚具有防洪、發電

以及觀光等用途，集水區內主要有石門大壩、石門

發電廠、鳶山堰、後池堰、石門大圳及桃園大圳等

水工結構物。依經濟部水利署網頁公佈的資料顯示，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雨量站共有十四個，而區內的測

站資料蒐集需要較完整且多站的日降雨量資料，因

此本研究選用了其中八個測站，分別為鎮西堡、新

白石、玉峰、巴陵、高義、石門、嘎拉賀及霞雲站，

其分佈如圖3-1所示。分析採用之水文資料年份是由

1971至2000年，共30年。 

 

圖3-1 石門水庫集水區雨量站之相關位置圖 

(二) 三峽河集水區 
  三峽河集水區以三峽流量站為出口，集流面積

約135平方公里，平均高程為475公尺，研究所選用

之雨量觀測站有三峽、大豹兩個測站，流量觀測站

為三峽(2)測站各測站相關位置如圖3-2所示。分析採

用之水文資料年份是由1977至2000年，共24年。 

 
圖3-2 三峽河流量站與雨量站之相關位置圖 

 

3.2 研究案例介紹 
本研究將以2002年及2003年北部地區所發生的

乾旱事件做為模擬案例，探討利用季節性預報預測

春耕時期可能之缺水情況，期望在乾旱發生前預先

掌握情勢，提早做出相關對策。本研究整理當時實

際實行之限水措施，內容如下： 

(一) 2002年乾旱事件 

 3月1日起公告石門農田水利會所屬之石門大圳

灌區(石門灌區)休耕10,439公頃、桃園農田水利

會所屬之桃園大圳灌區(桃園灌區)七折供水。 

 3月12日起實施第一階段限水－停供次要民生用

水，減供板新地區用水10萬噸、桃園地區公共給

水停供次要民生用水。 

 3月16日起公告桃園灌區五折供水。 

 4月26日起實施第二階段-夜間減壓，公共給水自

5月2日起供水量為135萬噸，並實施夜間減壓。 

 5月3日起決議桃園灌區休耕15,000公頃。 

 5月13日起進入第三階段限水措施－每周供水五

天半，停水一天半。 

(二) 2003年乾旱事件 

 1月30日起公告桃園灌區一期作停灌，並協調石

門水利會以加強灌溉管理方式，節約灌溉用水供

給公共用水使用。 

 3月11日起石門灌區六折供水。 

 3月21日起石門灌區四五折供水。 

 4月1日起石門灌區一期稻作五折供水。 

四、研究方法 

4.1 氣象資料合成模式 
研究中使用Tung and Haith(1995)所發展之溫度

及降雨合成模式WGEN(Weather Generator)繁衍未來

氣象資料，產生方式說明如下。 

(一) 日溫度模擬模式 
未來氣候條件下日溫度之模擬，由月平均溫度，

透過一階馬可夫鏈做模擬(Pickering et al., 1988；

Tung , 1995)，其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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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T ssisissi TVTTT                (4-1) 

  方程式中Ti為第i天的溫度， sT 為對應該月s
類別之平均溫度，其中由於目前僅分為偏低、正常

及偏高三個類別，故s為1~3，ρs為該月份s類別Ti與

Ti-1之一階系列相關係數。Vi屬於N(0,1)， sT 為歷史

資料對應該月份s類別之標準偏差。假設每月的第一

天溫度以該月的月平均溫度代替，於是便可利用歷

史溫度資料模擬出未來新的日溫度資料。 

(二) 日降水量模擬模式 
  模擬過程可分為降雨事件和降雨日之降雨

量。降雨事件之模擬以歷史資料為演算依據，當統

計各月中第I-1日降雨時，第I日降雨的機率表示為

P(W|W)，不降雨表示為P(W|D)。模擬時每日會產生

一個(0,1)間之亂數RN。其第I天降雨事件判別式如

下： 

a. 每月第一天，當RN 該月降雨機率P(W)時，表

示此日為降雨日；否則，則第I天不會降雨 

b. 若第I-1天降雨量>0，當RN P(W|W)，則第I天會

降雨；否則，則第I天不會降雨。 

c. 若第I-1天降雨量=0，當RN P(W|D)，則第I天會

降雨；否則，則第I天不會降雨。 
降雨日之降雨量是由指數分佈方程式(4-2式)繁

衍的，其中 sP 是對應歷史資料第I月份s類別雨天之

平均降雨量，RN為介於0~1間的隨機亂數 。 

 )1ln()(P P RNI
s

          (4-2) 

 

4.2 水文模式 
本 研 究 採 用 GWLF(Generalized Watershed 

Loading Functions, Haith et al., 1992)水平衡模式模擬

集水區各水文量。模式計算流程如圖4-1所示。 

 
圖4-1 GWLF模式流程圖(童新茹，2011) 

 
  研究中採用GWLF計算地表逕流量(Qt)，公式如4-2式，

其中Pt為WGEN繁衍之日平均降雨資料，日土壤最大蓄積深

度(Wt)是由CN值(curve number)計算得到，計算公式如4-3式。

地下水流出量(Gt)計算公式如4-4式，是由地下水退水係數(r)
乘上飽和層含水量(St)得到。將由地表逕流量與地下水流量

相加，即可得到河川之入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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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統動力模式 
  本研究在分析前先界定出水資源系統範圍，再

透過系統動力軟體-Vensim，考慮現有水資源設施以

及其供應能力(圖4-2)，建立出大漢溪供水系統動力

模式(附圖1)。 

五、研究結果 

5.1 以不同機率取樣法則繁衍氣象資料 
研究中利用兩種不同的取樣方法，選取欲投入

模式中的歷史氣象資料區間，並將模擬結果做比較。

歷史氣象資料選用1971年至2000年石門水庫集水區

之溫度及雨量資料，繁衍氣象資料前，必須先將歷

史氣象資料以韋伯法分區間，介於累積機率0.3至0.7
之間稱為正常區間，累積機率小於0.3稱為偏低區間，

機率大於0.7稱為偏高區間。本節以2002年為例，預

報資料選用中央氣象局2001年12月底發布之2002年

1月至3月的溫度及雨量季節性預報。預報機率如表

5-1所示，取樣方法可分為下述兩種。 

(一) 最大機率法則：以季預報預測發生最大機率的

區間，來選取符合該區間之歷史資料。  
  以表5-1預報1月溫度為例，預報發佈最有可能發

生於偏高區間，因此挑選溫度為偏高區間歷史年溫

度，做為投入氣象合成模式之溫度歷史資料；若預

報中預測發生的最大機率區間有兩者相同，則選取

正常區間之歷史資料。 

(二) 全機率法則：以季預報預測各區間發生之機率

值，來對應各區間歷史資料選取組數。 
  以表5-1預報1月溫度為例，預報三區間機率為0.2、

0.3、0.5，假設欲合成100組溫度資料，則須在氣象

合成模式中選取歷史資料偏低區間繁衍20組、正常

區間繁衍30組和偏高區間繁衍50組溫度資料。 

 
表5-1 CWB季預報(2002年1月至3月)溫度及降雨機率 

 
溫度 降雨 

偏低 正常 偏高 偏低 正常 偏高 

1月 20 30 50 40 30 30 

2月 30 40 30 50 30 20 

3月 20 30 50 30 40 30 

(單位:%) 

2002年的模擬結果，如附圖2所示，依照最大機

率法則所衍生的資料分佈都會集中在預報最大機率

之區間，而全機率法則模擬結果資料分佈的範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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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整個分佈趨勢與預報各區間機率比例相似；2月

雨量預報最大機率值為偏低區間，使用最大機率法

則之模擬結果大多會集中在偏低區間，實際月雨量

亦屬於偏低區間，此結果稱之為命中，當預報命中

實際值之區間時，表示此月氣象資料繁衍結果具有

較高的可信度；但1月溫度實際值落在偏低區間中，

預報最大機率卻是在偏高區間，這種預報下溫度模

擬結果的可信度將會減低。 
在附圖2中可以看出使用全機率法則會將歷史

資料的選取範圍擴大，讓模擬結果的情況變多，不

定性範圍增加，難以從分佈中看出未來的趨勢，而

在「命中」情況時，是以最大機率法則預測到實際

值的機率較高，故本研究在後續模擬流量時，皆以

最大機率法則來使用預報資訊，做為歷史氣象資料

選取之依據。 

 

5.2 結合季長期天氣預報之流量模擬結果 
將5.1節以12月底發佈之預報，繁衍出未來三個

月符合當月預報趨勢的日溫度、日雨量資料投入

GWLF模式中，繁衍100組未來三個月流量，再以誤

差修正法(Bias Correlation)修正水文模式之誤差後，

得到集水區入流量資料。2002、2003年模擬結果如

圖5-1及圖5-2所示。 

 
圖5-1 2002年月流量模擬(2001年12月底預報) 

 
圖5-2 2003年月流量模擬(2002年12月底預報) 

 
▆ 陰影：歷史正常區間 ●：觀測值 －：100組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第75百分位 ---：第25百分位 

 
對照表5-1、表5-2，2002年1月預報溫度、雨量

最大機率區間為偏高、偏低區間，圖5-1中流量模擬

結果大部分落在偏低區間；2月預報溫度、雨量最大

機率區間為正常、偏低區間，流量結果大都在偏低

區間，1、2月的實際流量皆落在模擬結果之四分位

區間內，顯示模式有掌握到流量的趨勢；3月預報溫

度、雨量最大機率區間為偏高、正常區間，模擬流

量有高估實際值的情況。2003年各月預報溫度最大

機率區間皆為偏高區間，雨量為正常或偏高區間，

整體模擬結果有高估的情況，這是因為2003年是歷

史入流量較低的一年，所以由圖5-2可以看到觀測值

幾乎都低於正常區間以下，而GWLF水文模式在繁衍

入流量時，對降雨量參數比較敏感，因此當雨量預

報不準確時，將會對流量預測造成影響。 

 

5.3 搭配季節性預報推估農業用水缺水率 
選用中央氣象局於每個月底發佈之季節性預報，

以最大機率法則來繁衍氣象資料及流量資料，再將

入流量投入以Vensim軟體建的大漢溪供水系統動力

模式中，分析未來三個月的缺水率，缺水率公式如

下式5-1。  

100%N
1t D

N
1t tST

農業用水缺水率 
 

 
t

                    (5-1) 

(其中N為總分析時距，在此以旬尺度做計算，STt是t
時刻之缺水量，為每旬模擬農業用水可供水量與灌

溉計畫需水量之差值，Dt為第t旬之計畫需水量)  
石門水庫操作規線的執行方式，將減供農業用

水措施分成兩種，分別為:「農業用水依照原計畫供

水量供水(即水庫不打折供水)」和「農業用水依照原

計畫減供50%(即水庫打五折供水)」兩種，表中水庫

不打折供水時缺水率為0%，水庫打五折供水時缺水

率為50%，表5-3及表5-4為2002、2003年的模擬結果，

表中之數值代表發生此情況的機率。 

(一) 12/31發佈之預報 
表5-3 2002年1~9旬農業用水缺水機率 

 每 旬 缺 水 機 率 

供水措施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不打折供水 1 1 1 1 1 1 1 0.98 0.72

打五折供水 - - - - - - - 0.02 0.28

實際 
實行措施       

桃園灌區 
七折供水 

桃園灌區

五折供水  

表5-4 2003年1~9旬農業用水缺水機率 
每 旬 缺 水 機 率 

供水措施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不打折供水 1 1 1 1 1  1  1  1  0.99  

打五折供水 - - - - -  -  -  -   0.01  

實際 
實行措施  

桃園

停灌      
石門灌區 
六折供水 

石門灌區 
四五折供水 

 
以表5-3中第九旬為例，水庫不打折供水發生機

率為0.72，水庫打五折供水發生機率為0.28，機率越

高表示該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越高，因此本旬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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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底發佈之季預報模擬下，農業用水以不打折供

水的情況較有可能發生，其他各旬也有一樣的結果；

而表5-4中，2003年各旬水庫都以不打折供水情況發

生機率較大，表示這三個月發生不缺水的機率較大，

但對照下方有關單位在當時實際實行之農業用水減

供措施，兩者之間有較大的出入。 

(二) 1/31發佈之預報 
表5-5 2002年4~12旬農業用水缺水機率 

 每 旬 缺 水 機 率 

供水措施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不打折供水 1 1 1 1 1 0.48 0.17 0.45 0.62 

打五折供水 - - - - - 0.52 0.83 0.55 0.38 

實際 
實行措施    

桃園灌區 
七折供水 

桃園灌區 
五折供水     

表5-6 2003年4~12旬農業用水缺水機率 

 每 旬 缺 水 機 率 

供水措施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不打折供水 1 1 1 1 0.84 0.53 0.42 0.69 0.7 

打五折供水 - - - - 0.16 0.47 0.58 0.31 0.3 

實際 
實行措施 

石門灌區 
六折供水 

石門灌區 
四五折供水 

石門灌區 
五折供水 

上述分析結果顯示，使用12月之預報似乎沒有

正確反映出1月~3月的實際缺水情況，所以再以1月

底發佈之預報來模擬並分析比較，模擬結果如表5-5、

表5-6，與12月預報比較重複的旬(七~九旬)後發現，

可以看到表5-3第九旬發生五折供水的機率僅0.28，

表5-5第九旬打五折的機率就達到0.52(當旬較有可能

發生缺水)。再比較表5-4及表5-6重複的旬數，可以

看到使用12月預報，第九旬五折供水的機率為

0.01(幾乎不可能發生)，而使用1月底之預報從第八旬

開始有缺水的情況發生，第九旬雖以不打折供水的

機率較高，但五折供水的機率也很高為0.47，與當時

實際的乾旱情況來比較，整體看來以1月預報對乾旱

情況的掌握度是較高的。  

 

5.4 休耕決策分析 
由上述分析結果得知，決策內容將使用1月底發

佈之預報來做模擬，並參考「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

會灌區決策分析流程圖(水利署，2010)」，當農業減

供水量小於等於30%時，執行動態灌溉配水等措施；

當農業減供水量大於30%時必須執行停灌區域分析。

因此先以每旬農業用水計畫需水量減供30%作為模

擬策略(代表休耕30%灌溉面積)，判斷是否能降低水

庫打五折供水發生的機率，經過決策減供30%需水量

後2002、2003年之模擬結果如表5-7、5-8。  

表5-7 2002年4~12旬決策後農業用水缺水機率 
2002年1月預報 每 旬 缺 水 機 率 

決策後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不打折供水 1 1 1 1 1 0.95 0.63 0.82 0.9 

五折供水 - - - - - 0.05 0.37 0.18 0.1 

表5-8 2003年4~12旬決策後農業用水缺水機率 

2003年1月預報 每 旬 缺 水 機 率 

決策後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不打折供水 1 1 1 1 1 0.93 0.82 0.95 0.92 

五折供水 - - - - - 0.07 0.18 0.05 0.08 

 
表5-7、5-8結果顯示2002、2003年打五折供水發

生的機率都有明顯的下降，但第十旬打五折的機率

還是不低(0.37、0.18)，所以表示減供30%農業用水

計畫需水量可能不夠，減供率應大於30%，必須進行

停灌休耕分析。 

六、結論 

1. 研究中以兩種歷史氣象資料取樣方法(全機率、最

大機率法則)提供日氣象資料繁衍，採用全機率法

則所產生之溫度和雨量分佈較廣，後續流量模擬

結果較發散，不確定性也較高；而採最大機率法

則且在命中實際區間時，流量模擬準確性較高。  

2. 結合季長期天氣預報模擬流量，除了預報與實際

區間完全相反外，大多的實際流量會介於模擬流

量分布的四分位區間內，而由於降雨相對於氣溫

對地表逕流量多寡有較顯著影響，因此雨量預報

準確與否對於未來流量能否預先掌握是很重要的

因素。  

3. 利用大漢溪水資源系統動力模式模擬2002與2003
年的春雨乾旱事件，以2003年1月發布的預報為例，

相較於12月發布的預報有較高的準確率，且更接

近春耕用水時期，在農業用水管理上為較佳決策

參考月份，但由於季預報仍存在相當不確定性，

在水資源管理上如何利用適當備援用水以補救預

測失準之決策仍是一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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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 大漢溪供水系統動力模式示意圖 

 

 

 

      附圖2 2002年以最大機率法則與全機率法則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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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季長期天氣預報推估高雄地區登革熱流行趨勢 

徐葦茵 1 王玉純 2 呂金璋 3 李明旭 1 

國立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1 中原大學生物環境工程學系 2 
 

摘    要 

近年來登革熱一直為全球熱帶地區、亞熱帶地區相當嚴重的病媒蚊傳染性疾病，至1980
年為止，全球亞熱帶地區，有活動性登革熱病毒傳播的國家多達61國，所涵蓋總人口數約有

15億之多。台灣地處亞熱帶，高溫多雨，是病媒蚊傳染疾病的繁殖溫床，近年來由於氣候異

常，若高溫多雨將促使登革熱病毒及病媒活化，進而導致登革熱疫情之擴大。台灣地區近十

年來的登革熱病例流行，以2002年高雄地區為最主要的病例大爆發年，主因為2001年登革熱

病例持續發生且跨年而導致該年的大流行，其中出血性登革熱病例高達240例，死亡率更高達

百分之八點七。因此，預先研判登革熱在未來的可能發展趨勢為一重要的防疫課題。本研究

利用中央氣象局發布之季長期預報資料結合週期性流行指數，利用ARIMA(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自迴歸移動平均)時間序列模式預測登革熱病例在高雄地區的流行

趨勢。結果顯示利用此模式所預測之登革熱病例數與歷史事件比較，所建立模式能掌握登革

熱病例發展趨勢，因此可利用此模式結合未來之預報資料預測可能之病例發展趨勢。 
 

關鍵字：登革熱、高雄地區、季長期預報、時間序列 

 

一、前言 

近來登革熱一直為全球熱帶地區、亞熱帶地區相

當嚴重的病媒蚊傳染性疾病，至1980年為止，全球亞

熱帶地區，有活動性登革熱病毒傳播的國家多達61
個，涵蓋總人口約有15億之多；1990年Halstead學者

於其研究報告中指出：從1970至1980年代，每年約有

25萬人感染出血性登革熱(dengue hemorrhagic fever，

DHF)；由於都市化以及日益增加的國際貿易造成登

革熱病毒及病媒蚊的傳播速度增加，1998年登革熱出

現了前所未有的大流行，共有56個國家向世界衛生組

織報告了120萬的病例數，自此之後登革熱及登革出

血熱流行有明顯上升趨勢，拉丁美洲及東南亞國家有

千萬人受到感染，每年向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報告的平均病例在過去40年中，

每10年幾乎增長1倍。世界衛生組織在2009年提出的

文章指出：全球約有2.5億人口是生活在受登革熱病

毒威脅的區域中。 
台灣地處亞熱帶，高溫多雨，是病媒蚊傳染疾病

的繁殖溫床。近年來由於氣候暖化，促使登革熱病毒

及病媒活化，導致台灣地區登革熱病例數有明顯增加

趨。回顧台灣過去登革熱流行史，於日據時期曾多次

發生過登革熱流行，自1987年後幾乎年年都會出現規

模不等的本土疫情。 
近十年來的登革熱病例流行，以2002年為最主要

的病例大爆發年，主因為2001年登革熱病例持續發生

且跨年，而導致該年的大流行，2002年登革熱的確定

病例有5,345例，其中登革出血熱(dengue hemorrhagic 

fever，DHF)或登革休克症候群(dengue shock 

syndrome，DSS)的病例數高達240例，導致死亡數有

21例。此次主要流行於高雄縣市、屏東縣及臺南縣市，

為自1987年來最嚴重的一次流行。 

    本研究將氣象參數與病例數之間的時間序

列關係式找出，然後利用歷史30年的氣象資料統計出

不同區間各月份的平均溫度及雨量，再結合氣象局的

季預報資料挑選出所需年份各月份之氣象資料，以

SPSS 16.0統計軟體內的ARIMA(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自迴歸移動平均)時間序

列模式，建立登革熱病例及氣象因子間的時間序列關

係式，以預測未來登革熱病例的發展趨勢。 

二、研究區域與方法 

本研究區域主要以台灣南部的高雄縣市為主(縣

市合併前)，由疾病管制局統計資料顯示上述兩縣市

為台灣地區主要登革熱病例個案較多且每年持續有

較多病例數產生的縣市。圖一為1998~2009年台灣地

區登革熱通報病例分佈圖，由圖一得知台灣地區登革

熱病例主要分布地區為南台灣的台南縣市、高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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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屏東縣五縣市，但主要最大量的病例數還是發生於

高雄縣市。 
 

 
圖一 1998~2009年台灣地區登革熱通報病例分佈圖 

 
    為了確定中央氣象局所發布的季節性預報資料

可以使用在本研究區域，所以必須在雨量資料上，將

高雄站雨量資料與高雄縣 8個雨量測站做區域相似性

分析，以確定高雄縣市之間的氣候型態只是程度上的

差異。在溫度資料上，則將高雄站之溫度資料與氣象

局發布之季節性氣候預報做溫度之命中機率，來確定

可以準確的應用在研究中。 

    在預報命中率上，圖二、三為高雄站 1998~2009

年溫度、雨量在不同預報時距(lead time)預報命中率

之結果。以溫度之命中率來看，二月份之命中率最低，

不同預報時距之平均命中率為 0.455，命中率最高的

月份則為七月，其值為 0.75；在雨量之命中率方面，

十一月份之命中率最低，在不同預報時距之命中率僅

0.278，命中率最高的月份為三月，其值為 0.833。從

不同預報時距的命中率方面來看，溫度在當月之命中

率較高，其值為 0.611；雨量則在次月之命中率較高，

其值為 0.468。整體而言，溫度在當月的夏季(七至十

一月)之命中率較高，而雨量則僅在三月份的三個區間

有較高的命中率，顯示雨量的變化較溫度劇烈，所以

也較難預測準確。 

    圖四為高雄站與高雄縣 8 個雨量測站(木柵、古亭

坑、甲仙、多納、金山、阿蓮、美濃、旗山)之平均雨

量區域相似性。8 個雨量站中以多納站與高雄站之區

域相似性最低，平均相似性命中率為 0.602，其中在

偏低區間及正常區間之命中率各為 0.590 及 0.513，

低於偏高區間的命中率 0.704；與高雄站區域相似性

較高的測站為古亭坑站，平均命中率為 0.706，偏低

區間、正常區間、偏高區間之平均命中率分別為 0.684、

0.628、0.806。 
 

 
圖二 1998~2009年高雄站溫度在不同預報時距之命中

率 

 
圖三 1998~2009年高雄站雨量在不同預報時距之命中

率 

 
圖四 1998~2009年高雄縣雨量站平均區域相似性 

 
    圖五及圖六分別為高雄縣市在1998~2009年之月

累積病例數，高雄縣市在 2002 年皆有疾病大爆發的

發生，且在 2002 年下半年(七~十二月)高雄縣之累積

病例數為 4210 例，高雄市之累積病例數更高達 5922

例，為近十年來最嚴重的一次大爆發。 
 

 

圖五 1998~2009年高雄縣各月份之累積通報病例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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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1998~2009年高雄市各月份之累積通報病例數 

     
    本研究利用之時間序列模式(ARIMA)，其流程如

圖七所示 

 

圖七 ARIMA建立模型之流程圖 

 
    將所需之氣象參數及非氣象參數利用圖七之步驟

建立高雄縣市登革熱病例之時間序列之後，結合氣象

局季預報資訊選取歷史 30 年之氣象資料，投入建立之

模式，預測預測登革熱在未來可能之流行趨勢。 

三、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 高雄縣 
 
    表一為高雄縣登革熱病例時間序列之候選模式，

Case1~3 所加入之參數及模式分別為：Case1:登革熱

病例數+前一個月之流行指數(PI)+月流行指數(MPI)+

月平均溫度，模式為 ARIMA(0,0,3)；Case2：登革熱

病例數+流行指數，模式為 ARIMA(1,0,0)；Case3：登

革熱病例數+月平均溫度，模式為 ARIMA(1,0,0) 。由

表一中，因 Case1 中之 Normalized BIC 最小值，因此

選取 Case1 為模擬高雄縣登革熱病例數最適模型，其

迴歸式如式(1)所示。 
 

表一 高雄縣登革熱病例候選模式擬合統計資料 

 Case1 Case2 Case3 

R2 0.542 0.630 0.685 

RMSE 140.492 123.580 113.303

MAPE 74.420 72.503 78.018 

MAE 31.462 29.587 27.006 

Normalized 

BIC 

9.229 9.826 9.604 

 

ln Y 0.518ln ε 0.480ln ε
								0.589ln ε 0.493ln PI
																0.735ln MPI 3.312ln T

																														ln 12.588 																																																 1     

                
    上式中 Yt為所欲預測當月份之病例數，εt-1~εt-3

為所欲預測之病例數前一個月份之實際病例數與預測

病例數之誤差值，PIt-1為前一個月份之流行指數

(Population Index)，MPIt為當月份之月流行指數，Tt

則為當月份之月平均溫度，各月份之 MPIt值如表二所

示。 

表二 高雄縣各月份之月流行指數 

月

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指

數 
15.71 10.00 9.29 7.00 9.86 9.14 

月

份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指

數 
19.14 13.14 11.14 14.00 14.57 12.71

 
    圖八為檢定年份實際值與預測值之時間序列圖，

此模式在檢定年時僅在 2002年高峰值有較大之誤差，

但以整體來看其模擬之趨勢與實際值相同。圖九為利

用 SPSS16.0 軟體所預測出高雄縣 2006~2009 年之登

革熱病例數，實際值與預測值之 R2 值為 0.5279，顯

示模式所預測出之病例數與實際病例數為高度相關。

圖十為高雄縣2006~2009年登革熱實際值與預測值之

時間序列圖，其中實線部分為在模式中利用歷史月平

均溫與其他參數所預測出之登革熱病例數，而標號為

疾管局實際通報病例數，利用此模式所預測出之病例

數值與歷史登革熱病例較高的時間點皆有相同的高

值出現，整體來看預測值之趨勢與實際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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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高雄縣1998~2005年模式檢定年實際病例與模式

預測值時間序列圖 

 

 
圖九 高雄縣2006~2009年實際病例數與歷史月均溫模

擬登革熱預測值相關性 

 

 
圖十 高雄縣利用歷史月均溫模擬2006~2009年之病例

數時間序列圖 

 
    圖十一~圖十三為高雄縣 2006~2009 年登革熱實

際值與氣象局季預報不同時距所挑選之歷史氣象資

料投入 Case1 模式所預測之病例數之間的相關性。預

報當月、次月、再次月所預測登革熱病例之決定係數

分別為 0.5376、0.5312 及 0.5279。在利用不同預報時

距預報值所預測的病例數時間序列變化趨勢與實際

病例數時間序列變化皆相似，皆能在實際病例數為高

峰值時有準確的上升趨勢，如圖十四所示。 

 

圖十一 高雄縣2006~2009年實際病例數與預測值之相

關性(預報當月) 

 

圖十二 高雄縣2006~2009年實際病例數與預測值之相

關性(預報次月) 

 

圖十三 高雄縣2006~2009年實際病例數與預測值之相

關性(預報再次月) 

 

圖十四 高雄縣2006~2009年不同預報時距登革熱病例

之時間序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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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雄市 
 
    表三為高雄市登革熱病例時間序列之候選模式，

Case1~3 模式所加入之參數及模式分別與高雄縣相同。

由表三中，Case1 之 Normalized BIC 最小值因此選取

Case1 為模擬高雄市登革熱病例數最適模型，其迴歸

式如式(2)所示。 
 

表三 高雄市登革熱病例候選模式擬合統計資料 

 Case1 Case2 Case3 

R2 0.630 0.892 0.804 

RMSE 162.031 86.209 115.490 

MAPE 77.111 62.276 75.606 

MAE 46.905 27.441 36.887 

Normalized BIC 8.814 9.107 9.643 

 
  ln Y 0.656ln ε 0.419ln ε

								0.395ln ε 0.912ln PI
																0.582ln MPI 2.283ln T

																														ln 9.216 																																																 2  
 
    上式中 Yt為所欲預測當月份之病例數，εt-1~εt-3

為所欲預測之病例數前一個月份之實際病例數與預測

病例數之誤差值，PIt-1為前一個月份之流行指數

(Population Index)，MPIt為當月份之月流行指數，Tt

則為當月份之月平均溫度，各月份之 MPIt值如表四所

示。 

表四 高雄市各月份之月流行指數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指數 22.57 12.00 13.00 10.43 10.57 14.57 

月份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指數 19.00 19.57 26.57 39.29 40.86 23.43 

 
    圖十五為高雄市在1998~2005年檢定年模式所模

擬之病例數，與實際病例數僅在2002年高峰值有較大

之誤差，整體看來模擬值與實際值之趨勢為一致。圖

十六為利用SPSS16.0計軟體投入歷史實際月平均溫

度及其他非氣象參數所預測出高雄市2006~2009年登

革熱病例數與實際病例數之相關性，兩者之R2值為 

0.5431，為高度相關。圖十七為實際氣象參數所檢定

之模式所預測2006~2009年登革熱病例數流行趨勢時

間序列圖，其中實線部分為利用歷史氣象參與其他非

氣象參數所預測出2006~2009年之病例數，標號則為

疾管局實際病例數。 
 

 
圖十五 高雄市1998~2005年模式檢定年實際病例與模

式預測值時間序列圖 

 
圖十六 高雄市2006~2009年實際病例數與歷史月均溫

模擬登革熱預測值相關性 

 
圖十七 高雄市利用歷史月均溫模擬2006~2009年之病

例數時間序列圖 

 
    圖十八~圖二十為高雄市2006~2009年登革熱實

際值與利用歷史30年氣象資料結合氣象局發佈每月

季長期預報挑出每個月之月平均溫度後加入Case1之

後，模式所預測出之病例值與實際值的相關性，當月、

次月、再次月預報所預測登革熱病例之決定係數分別

0.5263、0.4432及0.5298。在利用不同的預報時距所

預測的病例數時間序列變化趨勢與實際溫度所預測

之病例數時間序列變化皆相似，都能在實際病例數為

高峰值時有準確的上升趨勢，如圖二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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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高雄市2006~2009年實際病例數與預測值之相

關性(預報當月) 

圖十九 高雄市2006~2009年實際病例數與預測值之相

關性(預報次月) 

圖二十 高雄市2006~2009年實際病例數與預測值之相

關性(預報再次月) 

圖二十一 高雄市2006~2009年不同預報時距登革熱病

例之時間序列圖 

 
 

四、結論與建議 

    氣象站高雄站之溫度及雨量與氣象局所發佈預

報命中率在不同時距上分別介於0.533~0.611及

0.431~0.468 ，在月份上之平均預報命中率分別介於

0.455~0.750及0.278~0.833，顯示可能雨量變化較大

所以在預報上與溫度相比較會較不易。此外在區域相

似性上，高雄縣八個雨量站與氣象站高雄站之雨量區

域相似性平均約為0.667，偏低、正常、偏高區間相

似性分別0.651、0.584及0.767，表示季長期天氣預報

可套用在高雄縣八個雨量站。 

    高雄縣及高雄市所預測出之登革熱病例與實際

值之間有相同的趨勢，在2006年及2009年的預測值中

較實際值低，2007、2008年預測值與實際值較相近，

誤差值較小。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所擁有的登革熱病例

通報資料始於1998年，在一開始的期間也許無法落實

病例通報，所以在前幾年的數據上可能會有些許誤差，

影響所建立模式的預報能力。 

    本研究利用月病例指數(MPI)結合季長期預報資

料中之最大機率所對應之月平均溫度應用在預測登

革熱病例上，未來可嘗試以不同月平均溫度選取方法

或不同氣象資料，並與預測結果比較。此外對於較極

端之登革熱病例的模擬，應該探討是否要將模擬之部

份以區間分類，如同氣象局之預報將氣象資料區分為

落入各區間之機率為何，如此便可得知往後的流行大

致是落於何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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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氣候統計降尺度預報資料推估石門水庫入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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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庫為台灣重要的水資源調配設施，也是幫助防範水文災害的重要緩衝器，近年來因為

經濟蓬勃的發展導致民生與工業用水需求逐年遽增，石門水庫運用相當頻繁，造成相關管理

單位之供水壓力尤其是乾旱時期大為增加，倘若能事先掌握未來入流量狀況，便能提供決策

者進行供水操作決策與乾旱預警之參考。目前中央氣象局所提供氣候統計降尺度預報產品，

為於每月月底預報未來五個月逐月雨量以及溫度狀態，本研究主要目的即為結合此預報系

統，探討其可行之使用方法，並透過氣象資料產生器以繁衍未來五個月可能的日雨量及日溫

度資料，投入水文模式進行集水區流量推估，進而提供流量機率預報資訊，且評估其經濟效

益。本研究利用最大機率法則、機率加權法則兩種氣候統計降尺度預報產品取樣策略，以氣

象資料合成模式(WGEN, Tung and Haith, 1995)繁衍水文模式所需之日溫度及日雨量資料，並

以技術得分(RPSS、LEPS)評估流量機率預報能力，結果顯示兩種取樣策略皆有大於氣候預報

之能力，其中以最大機率法則下有最佳的流量預報能力。在經濟效益評估中，無論是偏高或

偏低區間中，皆是於6~10月有較廣的經濟效益範圍。 

關鍵字：統計降尺度、氣候預報、石門水庫、流量預報
 

一、前言 
石門水庫集水區為台灣北部地區重要的水庫，主

要供應台北縣、桃園縣及新竹縣的用水，與這些地區

農業的生產、工業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水

資源供需的失調往往造成這些地區的水旱災害，倘若

能事先掌握未來入流量狀況，便能提供決策者進行供

水操作決策與乾旱預警之參考。  

本研究擬應用中央氣象局提供氣候統計降尺度

之未來五個月逐月之溫度及降雨機率預報資訊，探討

其可行之使用方法，透過氣象資料產生器以繁衍未來

五個月可能的日雨量及日溫度資料，再運用水文模式

進行集水區流量推估，最後以機率化方式呈現流量未

來各區間(偏低、正常、偏高)可能發生之比例。 

二、預報資料及研究區域 
 (一) 預報資料特性分析、使用方法 

本文應用的預報資料為中央氣象局所發展氣候

統計降尺度預報產品，是以 2 組大氣模式加上 2 組海

溫預測，每個月上、下旬各 10 天的大氣觀測當初始

場，每月均可提供 40 組模式預報，進而使用 SVD、

EOF 兩種方法找出氣候模式之預報與台灣地區測站

有比較好關聯的預報因子，做出 40 組氣候統計降尺

度預報，以進行台灣地區的雨量和溫度機率預報。關

於氣候統計降尺度預報方法更進一步地詳細說明與

意義可參閱胡志文(2008)。 

本研究將採用 GSS(Gerrity Skill Score)、準確率

(PC, Percent Correct)與可靠度圖(Reliability diagram)

進行預報資料特性分析。整體而言，溫度和雨量於偏

高、偏低兩區間準確率(PC)大致上皆超過七成，於正

常區間預報準確率亦達四成五以上(圖 1)；圖 2 顯示

無論是溫度或雨量之類別預報於不同預報前置期均

有預報技術(GSS)，但隨著預報前置期增加，其平均

值並無隨之漸減趨勢。由 Reliability diagram 來看(圖

3)，除了高溫和低溫預報於 70%以上的預報機率值有

明顯低估外，大致上而言皆是具有可信賴度的，而比

較不同預報前置期之可靠度圖分析結果，並無太大之

差異。  

綜觀上述分析，採用下述兩種取樣策略：由 GSS

和準確度分析結果顯示，溫度和雨量預報大致上皆有

0.5 以上之得分，比亂猜的可信度來的高，決定採用

預報機率值最大之區間來進行氣象資料繁衍，即為最

大機率法則；由可靠度圖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各區

間之機率預報值皆相近對應之歷史發生頻率(曲線接

近於 45°度線)，表示預報機率值本身皆有相對發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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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決定以各區間預報機率值，當作對應各區間

歷史氣象資料統計特性之加權數來進行氣象資料繁

衍，即為機率加權法則。  

(二) 石門水庫簡介 

本研究以石門水庫集水區為研究對象，其位於龍

潭鄉大漢溪中游上，水庫集水區橫跨桃園、新竹、宜

蘭三縣。水庫集水面積 763.4 平方公里，最大常水位

為 245 公尺，水庫面積為 8 平方公里，主要的降水時

期為五月至十月，十一月至翌年一月則為枯水期。本

研究選用了其中八個雨量測站，分別為鎮西堡、新白

石、玉峰、巴陵、高 義、石門、嘎拉賀以及霞雲站

如圖 4 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 氣象資料合成模式(WGEN) 

研究中採用 1981 年至 2009 年之石門水庫集水區

日溫度及日雨量資料進行分析，並區分 29 年各月之

溫度及降雨情況屬分別於偏低、正常或是偏高中哪一

個類別，將排序前九名之雨量(溫度)定義為偏高，後

九名為偏低，中間十一名則設定為正常，接著分別分

析各月份各類別溫度及降雨之統計特性，根據氣候統

計降尺度預報資訊發佈未來五個月溫度及降雨各類

別可能發生機率，結合上述兩種取樣策略，利用 Tung 

and Haith(1995)所發展之降雨及溫度合成模式為基礎

之氣象資料產生器繁衍未來氣象資料，其繁衍方式說

明如下。 

1. 日溫度模擬模式 

未來氣候條件下日溫度之模擬，由月平均溫度，

透過一階馬可夫鏈做模擬，其方程式如下： 

2
1( ) 1 (1)i Ts s i Ts i Ts sT T V        

，其中 iT 為第 i 天的溫度， Ts 為為對應該月 s 類別

之平均溫度， s 為該月份該類別 iT 與 1iT 之一階系

列相關係數。 iV 屬於 0 到 1 之間的亂數， Ts 為歷史

資料對應該月份該類別之標準偏差。 

2. 日降水量模擬模式 

日降雨量之模擬，可分為降雨事件判別和降雨

量。降雨事件判別以歷史降雨機率為演算依據，統計

各月中第 I-1 日降雨時，第 I 日降雨的機率，表示為

P(W|W)；各月中第 I-1 日不降雨時，第 I 日降雨的機

率，表示為 P(W|D)。每月第一天，模擬產生(0,1)間之

亂數 RN，當 RN 小於或等於該月降雨機率 P(W)時，

表示此日為降雨日；每月除第一日外，其餘日則利用

前一日的降雨情形判定為降雨日或非降雨日，依照歷

史資料之 P(W|W)或 P(W|D)的機率，若亂數 RN 小於

或等於 P(W|W)或 P(W|D)時，判定該日為降雨日。 

而降雨事件降雨量值之模擬，根據洪念民（1996）

採用由指數分佈(Exponential distribution)可模擬出理

想的氣候資料。指數分佈方程式如下： 

)2()]1ln([)( RNIP Ps       

其中，P 為日降雨量(cm)， )(IPs 為對應第 I 月份 s

類別雨天之平均降雨量(cm)，RN 為介於(0,1)間的隨

機亂數。 

(二)  GWLF 水平衡收支模式 

在 水 資 源 應 用 部 分 本 研 究 採 用

GWLF(Generalized Watershed Loading Functions, 

Haith et al., 1992)水平衡模式模擬集水區各水文量，該

模式將地下含水層分為三層如圖 5。水平衡計算起始

於降雨落至地表，部分降雨入滲到土壤中，另一部份

降雨即形成地表逕流，直接流入河川，而過程中受到

日照的影響會有蒸發散產生，使得部分水分會回到大

氣中。當入滲量大於未飽和層之田間含水量時，過剩

的水分會受重力影響滲漏至飽和層，最後從飽和層排

出地下水出流量形成河川基流。藉由該模式之各模組

的演算，便可分別推求集水區各水分子量，如蒸發散

量（ETt）、地表逕流量（Qt）及地下水出流量（Gt）

等。各水文量詳細推估方式請參考林思達(2009)所述。 

(三) 流量預報技術與評估方法 

本研究仿效中央氣象局針對長期雨量、溫度機率

預報方式，將對流量進行分區間之機率預報，此機率

預報是利用偏低、正常以及偏高之出現機率方式來表

示，其流量各區間之定義以累積機率方式作為探討。 

1. 流量正常區間定義 

偏高：Q＞70%，對應於氣候分佈中最大的 30%； 

正常：30%＜Q 70%≦ ，對應於氣候分佈中間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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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Q 30%≦ ，對應於氣候分佈中最少的 30%。 

其中，Q 為流量值，以 1981 年至 2009 年每個月

之溫度及降雨情況屬分別於偏低、正常或是偏高中哪

一個類別，將累積機率值 30%~70%間定義為正常範

圍。 

2. 技術得分 

模擬流量以機率預報呈現，並評估此預報方法之

技術得分，評估方法為 Ranked Probability Skill 

Score(RPSS) 與 Linear Errors in Probability Space 

(LEPS)。 

RPS 和 RPSS 計算公式如下(Wilks,2006): 

)3()(
1

1

1

2

11
 
 





K

m

m

j
j

m

j
j of

K
RPS  

，其中 K 為觀測之分組組數（在本研究中，對於資料

的事件分類，採取三等分法，偏高、正常與偏少則 

K=3），m 則為模式之分類組數，通常與 K 相等。而

fi為第一組至第 m 組累積之預測機率；Oj為第一組至

第 m 組累積之觀測機率(命中區間機率為 1，其他區間

機率則為 0)。 

1 (4)f

ref

RPS
RPSS

RPS
   

，其中“ref”為參考預報(reference forecast)，通常以氣

候預報(climatological forecast)為代表，於本研究中，

氣候預報機率為偏低 30%、正常 40%、偏低 30%，，

RPS 最佳得分為 0，RPSS 最佳得分為 1。 

LEPS 主要為對機率預報值命中與否給予一權重

加減分，以量化預報技術優劣。Potts 等人於 1996 年

研究發表中針對 LEPS 基本形式給予修正，修正前後

之加權分數由表 1 可見，利用此一權重對機率預報值

進行得分計算，LEPS%最佳得分為 100%。 

表 1 LEPS 修正前後之權重值 

LEPS

權重 

Forecasts 

修正前 修正後(Potts et al., 1996)

Obs A N B A N B 

A 1.0 0 -1.0 0.89 -0.11 -0.78

N 0 1.0 0 -0.11 0.22 -0.11

B -1.0 0 1.0 -0.78 -0.11 0.89 
Obs=觀測、A=偏高區間、N=正常區間、B=偏低區間 

3. 經濟效益(Economic value)評估 

潛在經濟效益(potential economic value)為建立在

成本與損失比率(cost-loss ratio)基礎上的評估方法，於

一固定事件 Y 下，當事件發生採取防護措施則有一成

本 C，若無進行任何策略則事件造成一損失 L，同樣

當事件 Y 沒有發生而實行防護則有一成本 C，若無進

行任何行動則沒有花費為 0。並配合 2×2 列聯表(表

2)計算流量預報之 economic value 以達進行決策時最

小的花費支出。 

表 2 列聯表(contingency table) 

 Observed  

  No Yes  

Forecast

No a b a+b 

Yes c d c+d 

 a+c=1- Pc  b+d= Pc  a+b+c+d=1

其中 Pc 即為選定評估事件之歷史發生機率，a、

b、c、d 則為各情況發生機率，用以計算命中率(F)與

誤報率(H)，計算式如下式所示： 

/

/ (1 ) (5)

H d Pc

F c Pc


 

 

根據上述之定義進而計算流量預報之 economic 

value，計算公式如(6)式所示(Muluye,2011)： 

L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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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V 最佳效益值為 1，若等於或小於 0 代表無

預報技術。 

四、結果與討論 

(一) 不同取樣策略之流量模擬結果 

本節結合氣候統氣降尺度預報系統針對石門水

庫入流量進行模擬之分析，並以最大機率法則(Max 

Prob)、機率加權法則(Weight Prob)兩種取樣策略進行

比較，比較不同水文年之流量模擬結果。 

當雨量預報最大機率區間與實際流量相同時，最

大機率法則有較多的繁衍資料比例落於實際流量發

生區間中，而機率加權法則於不同水文年之六月至十

月流量模擬結果，其繁衍資料的比例大部分皆落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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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區間中(圖 6)。由技術得分結果顯示，於機率加權

法則得分中，以偏低和偏高區間分數較低，而在正常

區間則有較高之得分，主要是因為機率加權法則針對

六月至十月預報時，只能繁衍出大部分的流量組數於

正常範圍中，較無能力針對偏低區間做出預警；於最

大機率法則中，針對各區間皆有大於氣候值機率預報

的得分結果，以三區間平均值來看，兩種取樣策略於

各種技術得分皆顯示有高於氣候值機率預報的能

力，其中以最大機率法則有最高之得分(圖 7)。 

(二) 流量預報之經濟效益 

本節採用十二月底預報未來一月至五月、五月底

預報未來六月至十月之歷史 29 年氣候統計降尺度預

報資料，以最大機率法則(Max-)取樣策略針對 1981

年~2009 年石門水庫入流量進行模擬。 

技術得分結果顯示：偏低區間有較高的得分、偏

高區間則是最低分，特別於 RPSS 評估中有低於氣候

值機率預報之得分結果(圖 8)；於各月份得分結果可

看出，除了四月和九月有比氣候值機率預報還差的得

分外，其他月份皆顯示有高於氣候值機率預報之預測

能力(圖 9)。 

經濟效益針對歷史入流量落於偏低區間，和歷史

入流量偏高區間定義為事件發生。以偏低區間結果來

看，於 6~10 月有較 1~5 月廣的經濟效益範圍(圖 10)；

以偏高區間結果顯示，同樣以 6~10 月有較廣的經濟

效益範圍，且較高的經濟效益值(圖 11)。若當預報雨

量、溫度區間完全命中(Hit-)下，模擬結果則有明顯的

改善(圖 10、圖 11)。 

五、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結合氣候統計降尺度預報產品透過氣象

資料合成模式(WGEN) 繁衍日溫度及雨量資料，並依

此繁衍之溫度雨量投入水文模式中模擬石門水庫入

流量，進而推估流量之機率預報和定量預報，本章節

主要討論依據氣候統計降尺度預報對石門水庫入流

量的模擬結果： 

1. 評估氣候統計降尺度預報能力結果顯示雨量預報

的準確度較溫度佳，兩者 GSS 皆有 0.5 以上之得

分，有高於氣候值機率預報之能力，而越近的預

報前置期不一定有較高的得分，顯示不同 Lead 

time 對此組產品預報能力並沒有太大的關聯。 

2. 模擬不同水文年之技術得分結果皆顯示，最大機

率有較高的預報能力，其得分高低以雨量機率預

報命中與否為最大影響要素。 

3. 經濟效益評估中，無論是偏高或偏低區間中，皆

是於 6~10 月有較廣的經濟效益範圍，若當預報雨

量、溫度區間完全命中(Hit)下，模擬結果則有明

顯的改善。 

4. 目前氣候統計降尺度預報系統若針對偏低、偏高

區間發布預警，皆有七成五以上的準確率，但相

對也有六成的 miss rate（事件發生但無發布預

警），因此未來若能降低失誤次數，相信將可提

升本研究流量預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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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溫度及雨量預報準確率(PC)      圖 2 溫度及雨量預報 GSS 得分。Lead time＝預報前置期 

  
圖 3 溫度及雨量預報可靠度圖(Reliability diagram)。Lead time＝預報前置期 

 
圖 4 石門水庫集水區(圓點表示本研究採用之雨量站) 圖 5 GWLF 水平衡示意圖 (摘自 林思達，2009) 

    
圖 7 最大機率、機率加權法則之流量機率預報技術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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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最大機率(上)、機率加權(下)法則於(A)1~5 月流量機率預報，偏低年:2002、正常年:2008、偏高年:1998。(B) 6~10 月流

量機率預報，偏低年:1993、正常年:1999、偏高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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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30 年流量機率預報之各區間技術得分                圖 9 30 年流量機率預報之各月份技術得分 

 

                  

   圖 10 偏低區間之經濟效益                              圖 11 偏高區間之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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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0610 豪雨災害應變談災害天氣的氣象服務 
于宜強 李宗融 龔楚媖 王安翔 張智昇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摘  要 

    2012 年 0610 豪雨事件歸因於西南季風的增強，伴隨梅雨鋒面的通過，導

致台灣北部嚴重的淹水與中南部山區的坡地災害發生。行政院於 6 月 11 日起針

對豪雨災情啟動中央災害變中心作業，應變中心共開設了 6 天。主要災情可以分

為二類，一為西南氣流引發之中南部山區坡地崩塌與土石流；另一為梅雨鋒面通

過時引起北台灣尤其是桃園地區嚴重的淹水。共造成 7 人死亡，近百處的道路坍

塌、毀損中斷，188 間學校受災，農損高達 5 億元以上。 

    檢視防災作為與氣象資料提供，以現行的氣象作業與預報資訊提供仍無法滿

足地區，期望利用預報雨量值操作防災作為的需求。由於台灣地區地理條件複

雜，各地方的災害特性不盡相同。地方政府應該商請在地的防災協力團隊，針對

災害性天氣進行研究，了解當地致災的天氣類型，劃定出不同天氣型態地區風險

的熱區，加強防災準備與佈署。另外，根據近年災害事件分析，短延時暴雨已成

為都會區防災的弱點，經常災害發生後災情傳出才有救災作為，喪失防災先機。

以目前科技發展短延時暴雨的幾乎沒有預報能力，僅能透過加強地區觀測來彌補

預報能力之不足。透過在地災害天氣知識的提升與小區域氣象觀測與預報能力的

建構，強化災害性天氣的氣象服務，提高地區防災的機動性，方能確保民眾生命

財產之安全。 

關鍵字: 災害管理、豪雨、防災 

 

一、前言 
    每年五、六月為台灣地區的梅雨

季，每當西南季風增強，同時梅雨鋒

面通過台灣地區，經常導致台灣地區

豪雨的發生。2012 年 6 月 10 日西南

季風增強並影響台灣地區，同時於 6

月 12 日晚間梅雨鋒面自北往南通過台

灣地區，西南季風與梅雨鋒面造成台

灣地區連日豪雨，連日豪雨易導致中

南部山區坡地災害與北台灣(包括台北

市、新北市與桃園縣等地)大範圍淹

水。行政院亦於 6 月 11 日起針對豪雨

災情啟動中央災害變中心作業，應變

中心共開設了 6 天。主要災情可以分

為二類，一為西南氣流引發之中南部

山區坡地崩塌與土石流；另一為梅雨

鋒面通過時引起北台灣尤其是桃園地

區嚴重的淹水。共造成 7 人死亡，近

百處的道路坍塌、毀損中斷，188 間

學校受災，農損高達 5 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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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整場氣象事件， 6 月初赤道

地區 MJO 的通過，導致南海地區西南

季風再次增強並影響台灣附近海域，

期間鋒面於 6 月 12 日晚間快速通過台

灣北部地區並於 6 月 16 日再次北抬影

響台灣地區，豪雨連續影響台灣地區

超過五天以上。分析降雨特性與災害

之關聯，發現北部地區淹水災害的發

生，歸因於鋒面通過時所引發的短延

時強降雨。中南部坡地災害則導因於

西南季風增強所引發的長延時豪雨。 

    我國災害應變最有效的手段為

「撤離」。台灣地狹人稠，類似國外災

前大規模撤離工作並不容易進行。如

何精準的撤離災區最少的人數，確保

民眾生命安全，是目前災害應變與災

害預警最高目標。要達此目標，必須

仰賴精準氣象預報資訊進行災區預

劃。本次應變期間，災區預劃的預警

性撤離與災中緊急撤離人數共計 8 千

多人，因為長延時所導致坡地災害的

預警與實際發生之比對準確率較高，

但北部地區淹水預警因為氣象預報之

誤差導致延後預警近 6 小時。根據過

去定量降雨研究了解梅雨期間準確度

明顯偏低，如何利用配合防災操作之

氣象服務作為，彌補預警資訊之不

足，提升災害應變作為，為目前可以

持續努力之方向。 

 

二、防災過程與氣象資訊 
    根據災害管理的理論(如圖一)，我

們可以把防災作為分成四個階段減

災、整備、應變、復原，亦可分成災

前、災中及災後的防災作為。在每一

個階段的行動中，都需要氣象資訊的

服務才可準確且有效的達成工作的目

的。 

    就減災而言，一般多以防護工程

手段提高地區抗災的能力，例如興建

堤防、分洪道、蓄洪池等。在氣候變

遷的衝擊下，屢屢發生破紀錄的豪雨

災情，說明了工程手段並非萬能。近

年，我國也藉由國土脆弱度分析與調

查、地區防災計畫的研擬、防災教育

的推動與不斷的演練來提升防災能力

達到減災的效果。但是，全國各地區

地理特性不同，災害發生的類型亦不

同，減災的手段也必須針對地區特性

有所不同。其中，內政部與國科會積

極推動防災地圖的製做與推廣，就是

利用地區地理條件與氣象特性，訂定

出全國每個鄉鎮淹水與坡地防災不同

延時的警戒雨量值。提供各地區在災

害來臨時，透過與量的監測與防災計

畫的執行，減少人命的傷亡。 

    在整備階段，啟動此階段的工

作，多為氣象災害事件即將來臨之

前，例如氣象局針對颱風發布海上颱

風警報階段，中央政府立即啟動中央

層級的應變中心，針對氣象情資與可

能發生災害的地區，通令進行物資裝

備檢查與避難安置場所之準備，重要

設施與住家防災能力提升與避災作為

的啟動。同時，針對高災害潛勢地區

的弱勢族群進行預防性測離，與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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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外道路崩塌造成交通不便地區進行

物資補充(以七天以上物資為原則)。 

    應變過程階段，因為氣象預報仍

存在不確定性，在此過程中不斷提供

最新的氣象情資與可能發生的災害地

區，並與當地聯繫快速積極反應在災

害發生前進行小規模撤離作為，達到

有效避災的原則。透過地區防災單位

的災害查報，加派支援兵力與機具有

效支援地區搶險、搶災、救難等行動。 

    復原階段，針對已發生災害地區

進行公共生活設施的復原工作。由於

台灣地區多山，坡地災害發生所造成

的人命傷亡高於淹水，常常颱風遠離

後引進的西南風也會導致二次災害的

發生，天氣資訊有效掌握，攸關呼工

作人員安危的重要資訊。 

    災害管理作為中所需要的情資其

實就是在進行災害風險的掌握，從過

去的災害經驗告訴我們，風險最大的

來源就在預報的不確定。並不是說預

報不能有錯，而是預報資訊的變動的

速度不能比應變反應的速度快，我們

才能掌握風險降低傷亡的風險。 

 

 
圖一: 災害管理的四個階段與防災作為 

 

三、0610 豪雨事件 
    每年五、六月為台灣地區的梅雨

季，同時此時也正是亞洲西南季風增

強的時候，每當南海地區西南季風肇

始 以 後 ( 許 晃 雄 ， 2003 ； 鄒 治 華 等

2002)，台灣地區容易發生豪雨。根據

NCDR 的研究，季風肇始後梅雨鋒面

通過台灣地區，經常導致台灣地區豪

雨的發生(張智昇等，2009)。2012 年

西南季風於 5 月中旬發生肇始，但強

度並未持續呈現消消長長，直到 2012

年 6 月 10 日起西南季風又再次增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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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台灣地區。同時，6 月 12 日晚間

亦有一到梅雨鋒面自北往南通過台灣

地區。10 日起影響台灣地區的西南季

風已造成中南部地區連日豪雨發生，

中南部山區雨勢更超過大豪雨甚至超

大豪雨的等級。由於山區雨量多已超

過坡地災害警戒值，行政院警急啟動

豪雨水災應變中心。12 日晚間梅雨鋒

面比氣象局預測提早近 8 小時抵達台

灣北部地區，造成北台灣地區(包括基

隆、新北市、北市及桃園淹水)，尤其

是桃園與新北市大範圍淹水。10 日起

行政院中央災害變中心共開設了 6

天，主要災情可以分為二類，一為西

南氣流引發之中南部山區坡地崩塌與

土石流；另一為梅雨鋒面通過時引起

北台灣尤其是桃園地區嚴重的淹水。

共造成 7 人死亡，近百處的道路坍塌、

毀損中斷，188 間學校受災，農損高

達 5 億元以上。 

    分析整場氣象事件， 6 月初赤道

地區 MJO 的通過，導致南海地區西南

季風再次增強並影響台灣附近海域，

期間鋒面於 6 月 11 日晚間快速通過台

灣北部地區並於 6 月 16 日再次北抬影

響台灣地區，豪雨連續影響台灣地區

超過五天以上。利用 NCEP 分析場(空

間解析度 0.5°) 850hPa 的水氣通量了

解台灣附近西南季風增強的狀態，西

南風自 9 日開始增強，10 日起西南風

的強風主軸自南海通過巴士海峽到台

灣東部海面，這樣的天氣配置維持到

12 日鋒面南下後西南季風才減弱。分

析降雨特性與天氣系統之關聯(如圖

2)，台灣地區豪雨以 10~12 日最為嚴

重，上述期間亦是西南季風最強的時

候，主要發生的位置中部山區(台中山

區與南投北部山區)與南部山區(阿里

山、高屏山區)。另外，因為 11 日晚

間鋒面開始南下，北部地區降雨顯

著。北部降雨導致新北市與桃園地區

淹水災害的發生有關，歸因於鋒面通

過時所引發的短延時強降雨。中南部

坡地災害則導因於西南季風增強所引

發的長延時豪雨。 

 

四、豪雨應變之氣象服務 
    在整個應變過程中，由於非颱風

陸警期間，氣象局無法提供縣市定量

降雨預報資訊，我們只能透過氣象局

豪雨特報，了解未來可能降雨的區域

與大小。台灣地區由於幅員不大，無

法進行如中國或美國大規模撤離的防

災作為。因此，地區防災單位與民眾

都希望能夠提供準確的定量降雨資

訊，作為應變過程的工作指導依據。

目前定量降雨都必須依賴數值預報模

式方能獲得，但是根據過去研究颱風

期間定量降雨準確率的技術得分約為

0.5，梅雨季豪雨事件準確率的技術得

分約為 0.2，其中仍存在相當大的不確

定性。以目前的氣象發展技術，梅雨

季期間無法有信心的提供小區域雨量

預報產品。對防災應變而言，倘若無

詳細的預報亦是無法進行防災的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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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氣象資訊高度的需求下，地

區政府應該商請在地的防災協力團隊

進行災害性天氣的研究，針對地區性

災害特性，分析出致災的天氣類型，

標訂出不同天氣型態下所在地可能致

災降雨的風險區，建立小區域氣象天

氣型態風險地圖，配合天氣型態的變

化訂定當下可能災害風險最高的熱

區，提前進行防災操作。 

    由於致災的天氣多半是因為伴隨

強烈中小尺度天氣系統，強降雨事件

多為隨機發生，經常導致預報失敗。

因此，僅能依賴即時觀測守視補強預

報之不足。以 7 月 24 日南台灣地區午

後雷陣雨事件為例，當天中央氣象局

並未針對南台灣發布任何豪大雨特

報，下午 13 時 30 分南台灣沿海地區

開始發生午後暴雨，永康站 14 時~15

時累積雨量達 95 釐米破歷史紀錄，當

日行政院災防辦公室在台南進行防災

防評，進行雨量訊息測試，發現第一

筆強降雨訊息傳出約為 2 點 10 分，此

時台南市區已有多處積水。事後分析

降雨資訊延遲主要原因，可能是強降

雨開始發生的地區，可能沒有足夠密

集的雨量觀測設備，導致強降雨發生

到雨量觀測資料傳遞出來，有明顯的

時間差，此類降雨容易造成都會型淹

水災害。此類都會型強降雨的監測，

可能需要仰賴降雨防災雷達來進行補

強，目前台灣地區已著手進行第二代

防災降雨雷達網的建置，礙於經費有

限雲嘉南地區僅能增加一座 C 波段的

氣象雷達，無法進行雙都卜勒雷達風

場的監測。防災建設並非完全由中央

負責，地區政府可以配合建置小區域 X

波段雷達網，雖然 X 波段雷達在暴雨

期間容易衰減。但是，也可以於事件

發生前觀測到積雲發展與小區域風場

資訊，可以作為系統移動方向的研判

依據。對暴雨即時發生的階段，就可

以啟動防災應變作為。觀測的三維風

場資料亦可以提供地區政府團隊進行

數值模擬預報，強化後續氣象資料的

提供與應變研判作為。 

    氣象作業是由上而下，從氣象觀

測、資料處理、氣象分析到氣象預報

有一系列的 SOP，但是氣象服務則必

須由下而上，從使用者的需求出發，

了解使用者如何使用氣象資料並有何

作為。如何滿足防災作為的氣象服

務，才是防災目前迫切的需求。因此，

推動氣象監測與預報的在地化，才能

提升防災氣象服務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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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0610 豪雨事件與影響天氣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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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路徑預報不確定性校驗法 
於氣象防災風險管理之應用 

 
張智昇

    
于宜強

 

 

氣象災害防治組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摘    要 

颱風降雨分佈與其移動路徑有著密不可分之關係，基於颱風防災應變任務之需求，若能預先

掌握影響颱風移動之大氣演變趨勢，便能儘早設定各種不同颱風降雨情境進行淹水與坡地等災害

研判。 

 

本文運用美國環境預報中心（NCEP）與中央氣象局之日常作業化即時全球模式預報場（00~96

小時）資料，針對高層（300 hPa）、中層（500 hPa）及低層（850 hPa）進行綜觀形勢之分析，

以掌握綜觀形勢與颱風移動趨勢之不確定。除可了解數值模式客觀預報資料之可用度外，更能將

其不確定性之負面訊息轉化為對防災工作所欠缺之風險情境管理，於應變過程中建構更為周全之

事前防災、減災及避災作為。 

 

 

關鍵字：全球模式、颱風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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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降雨規模推估方法之研究 

李宗融、于宜強、龔楚媖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摘  要 

台灣獨特的地理位置、陡峭的地形與人口稠密的地理特性，是全球災害發生的高風險地區

(World Bank，2005)。根據內政部公布之「台灣天然災害損失統計」資料，其中多數人員傷亡與

經濟損失是因颱風災害所導致，其次是豪雨事件與地震災害。顯見颱風是造成台灣地區最主要經

濟與人命損失的天然災害。莫拉克颱風(2009)，破紀錄的降雨、摧枯拉朽的破壞台灣南部與東南

部的都會與山林。災後除了重建與復原外，災害規模也是一個持續被關注的議題。 

災害規模的設定是一連串上游至下游的整合研究，其中包含降雨、淹水、坡地，再到後續地

區災害脆弱性、關鍵基礎設施、地區防災能力等等的串接分析。由於台灣的災害事件多起因於颱

風或豪雨引發的強降雨；再者在災害應變與操作上，雨量的監測與應用都是災害判定的領先因子。

因此，本研究針對颱風事件的降雨規模進行初步研究與分析。 

本研究利用 3 種降雨指標來定義降雨規模，分別是 1) 氣象局的超大豪雨標準 2) 11 個降雨指

標 3) RSI(Rainfall Scale Index)。其中 RSI 能夠標準化不同延時的降雨強度以及凸顯極端強降雨訊

號，另外在小區域與即時應用方面明顯優於其他兩個降雨指標。因此，RSI 因子在降雨規模的分

級以及即時監測應用都是相當好的參考與輔助工具。在鄉鎮降雨規模設定的應用方面，利用 RSI

的特性來濾除弱的降雨訊號，標準化可能致災的降雨訊息。初步將降雨規模分為 5 級，分別為藍

(RSI 權重函數小於０)，黃(RSI 權重函數介於０~0.4)，橙(RSI 權重函數介於 0.4~0.8)，紅(RSI 權重

函數介於 0.8~1.0)與黑(RSI 權重函數大於 1.0)。搭配歷史個案的測試與分析，初步發現透過降雨

規模，可將單純雨量的資訊轉化為防災操作的訊號，並有助於後續與災害規模之間的整體評估與

探討。 

 

一、 前言 

台灣獨特的地理位置、陡峭的地形與人口

稠密的地理特性，是全球災害發生的高風險地

區(World Bank，2005)。根據內政部公布之「台

灣天然災害損失統計」資料，其中多數人員傷

亡與經濟損失是因颱風災害所導致，其次是豪

雨事件與地震災害。顯見颱風是造成台灣地區

最主要經濟與人命損失的天然災害事件。莫拉

克(2009)颱風，以催估拉朽之勢，狂襲台灣南

部與東南部的城市與山林。超過 3000 毫米的

降雨量。引發的淹水與坡地災害更是史上之劇。

莫拉克災後，除了重建與復原等工作外，也衍

生了如何在災害應變的過程中，提供「災害規

模」的議題。 

分析目前的災害預警與災後分析作業，均

未深入針對災害程度量化進行探討。參考國外

有關於災害規模定義的文獻，多半以受災害影

響的人口、經濟損失或受災面積做為規模劃分

的依據(Fischer,2003a,b；Sheehan and Hewitt, in 

Smith 2006)。然而考量台灣災害的多樣與複雜

性，上述國外針對災害規模的設定與描述，並

無法直接套用於台灣的災害事件。「災害規模」

的設定，必須針對台灣地區的災害特性，進行

一連串上游至下游的整合研究，並可以利用於

應變與防災準備操作的災害規模設定與描述。

其中包含降雨、淹水、坡地以及地區災害脆弱

性、關鍵基礎設施、地區防災能力與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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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程度等等的串接分析。 

由於台灣的災害事件多起因於颱風或豪

雨引發的強降雨。在過去的颱洪災害事件中，

雨量資料的蒐整相對完整。再者，在災害應變

與操作上，雨量的監測與應用都是災害判定的

領先因子。因此，本研究優先針對氣象事件的

降雨規模進行討論，後續則是分別針對淹水、

坡地等災害量化進行分析，最後則是針對災害

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搭配地區防災能力、關

鍵基礎設施與應變準備程度等進行「災害規模」

整體的評估與探討。 

 

二、 降雨規模的設定方法 

台灣地區颱風引發的災害如淹水、崩塌及

土石流等，皆起因於降雨。因此，如何將降雨

的資訊轉化為事件的降雨規模是相當重要的

工作。本文分別針對 1)氣象局定義的豪大雨等

級標準；2)11 個颱風降雨指標(周仲島，2009）

3)RSI(Rainfall Scale Index)因子(李宗融等，

2011)，討論不同的降雨規模量化方法之應用

性及其優缺點。 

方法 1，為傳統氣象定義，過去的降雨規

模的描述也多以此法為基準。在量化降雨規模

的方式，本研究係採用分區(北、中、南、東)

與分日累積超越豪大雨標準門檻次數的方式。

最後針對 1992~2010 年的個案進行排序。然而，

在雨量的時間尺度上，僅以總雨量的角度切入，

不同延時降雨的特性無法充分顯現。在空間尺

度上，利用分區的方式，呈現出區域的變化進

而定義出規模。但在規模量化的部分，以累積

超越門檻值次數的方式呈現，但是在超越此門

檻後的降雨，降雨大小的鑑別度隨即喪失，也

缺乏量化降雨規模級距的依歸。 

方法 2 是參考國科會「颱風降雨致災指標」

（周仲島 2009）研究成果。分別定義了：最

大總雨量、颱風整場平均降雨、前五大降雨量

平均、最大時雨量、最大 6 小時延時雨量及最

大 24 小時延時雨量、平均日降雨、最大 3 小

時延時雨量、最大 12 小時延時雨量、最大 48

小時延時雨量、最大 72 小時延時雨量，共 11

種可能與災害相關的降雨指標。此 11 個降雨

指標可以描述不同延時雨量強度以及分布廣

度等特性。分析 11 個指標與災害的相關性發

現(林沛練等，2011)，以最大 6 小時、最大 12

小時以及最大 72 小時延時雨量這 3 個指標表

現最佳。這 3 個因子包含了致災降雨在不同延

時與空間上的特性，在規模分級上，透過指標

的排序，也提供了參考的依據。唯獨，同一指

標內雨量值的變化並非線性，規模級距的設定

上仍有待改進。由於降雨指標的分析，均以整

場事件的降雨為基底，需待事件過後，才能將

不同指標降雨的值與過去歷史事件進行比對。

因此降雨指標在即時(real-time)應用的能力上

是較薄弱的。 

方法 3 則是 RSI(Rainfall scale Index)，其

公式如下: 

RSI＝∑ r w  (1) 

w r r / r r 		
r r 	, w 0
r r 	, w 0  (2) 

其中 r 為雨量值，w 為該雨量值的權重值。r

為雨量權重的門檻值，r 則為歷史雨量最大

值。由上式(1)(2)了解，RSI 因子可應用於不同

延時的雨量值，另外在時間與空間上都具有累

加的特性。透過權重函數的設定，當雨量小於

雨量權重門檻值時權重為 0，可以濾除小於門

檻值降雨的訊號；反之當雨量接近或是超越歷

史極大值時權重越大，藉此強化較為極端或是

可能致災的降雨訊號。由上述分析可知，透過

權重函數w ，除了可將小雨的雜訊濾除，還

可將可能致災的降雨訊號進行標準化。而其中

的關鍵就在於門檻值的設定。 

由前文分析可知，RSI 可以應用於不同延

時的降雨。因此在門檻值的設定上，也需因”

時”制宜。由於 RSI 主要的目的在於反應出可

能致災的降雨訊號，因此廣泛應用於災害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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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中的降雨警戒值無疑是門檻值最佳的解

答。但礙於不同災害的特性以及災害預警的操

作，降雨警戒值的最小發布單位為鄉鎮，而且

並非全台 358 鄉鎮皆有警戒值。舉例來說，淹

水有 1、3、6、12 與 24 小時的降雨警戒值，

但僅限於沿海等鄉鎮；坡地災害則僅有 24 小

時的降雨警戒值，且僅止於山區的鄉鎮區。為

滿足 RSI 於區域的空間尺度與即時應用的特

性，遂將上述警戒值進行網格化與補遺的動作。

以 6 小時降雨警戒值為例，警戒值在 1992~2010

年各網格 6 小時排序的百分比分布如圖 1 所示。

圖中空白處則是無降雨警戒值。分析警戒值的

分布(圖 2)，多數的淹水警戒值落在 1992~2010

年歷史雨量排序的前 0.1%~0.5%之間。因此，

無降雨警戒值的位置以歷史雨量排序的 0.3%

訂定之。 

綜合比較此三種降雨規模的量化方法，三

者都是以雨量作為降雨規模計算的出發點，其

中方法 1 為傳統氣象定義，過去的降雨規模也

多以此法為基準。然而，從過去的災害經驗可

知，豪大雨的定義與災害的關係並不顯著。方

法 2 嘗試將致災的降雨特性，以不同延時長度

與分布廣度等共 11 個降雨指標分別對颱風降

雨特性進行描述。分析結果，6 小時、12 小時

與 72 小時延時降雨最大值等 3 個因子與災害

指標的相關性最佳。在降雨規模量化的方面，

透過降雨事件的排序，所以在規模分級上缺乏

參考的門檻。此外，即時的監測應用也是本法

所無法滿足的。方法 3，RSI 因子充分利用門

檻值與權重函數的設定，將降雨進行「標準化」

分析，有助於將降雨資訊轉化為與歷史降雨資

料的相對規模。另外，在小區域尺度與即時應

用的優點，都是其他兩種方法所不具有的。因

此，在後續降雨規模的分級與應用上將以 RSI

為主。 

 

三、 降雨規模的量化與應用 

分析 RSI 的特性，權重函數提供了相當理

想的規模量化依歸，除了濾除未達降雨警戒的

雨量訊號外，權重函數及代表雨量值在門檻值

(w 0)與歷史極值(w 1)間的百分比。同

時也具有反應超越歷史降雨極值訊號的能力

((w 1))。圖 3 分別是凡那比颱風(2010)於 9

月 19 日 19 時的 6 小時累積雨量與權重函數的

分布。由圖中可以發現，６小時的累積降雨主

要集中在高雄市的平地(約 600 毫米)與屏東縣

的山區(約 700 毫米)，經由 RSI 的轉化，權重

值分別為皆達 0.8，屏東山區更有部分接近歷

史極大值。這兩個高權重的區域，同時也是凡

那比颱風的主要災害位置。顯見透過 RSI 的分

析，可以快速地將雨量的訊息，轉化為經過標

準化後的「降雨規模」訊息，同時與災害發生

的訊息息息相關。 

行政院於本年度頒定之警戒燈號規定分

別為：1 級(綠)、2 級(黃)、3 級(橙)、4 級(紅)。

依據此規定，將權重函數分為 4 級。當權種函

數小於０時為１級；0~0.4 為 2 級；0.4~0.8 為

3 級；0.8~1.0 則為 4 級。圖 4 為凡那比颱風侵

台期間，高雄市左營區的平均時雨量歷線與不

同延時 RSI 權重值的變化曲線。圖中顯示，凡

那比颱風於左營區的平均時雨量最大近 100 毫

米，雨量分布呈現類似常態分佈的曲線。分析

5 個延時的 RSI 權重值曲線發現，在最大時雨

量出現前的兩個小時，１小時延時雨量的「降

雨規模(RSI 權重值)」已達 2 級(黃色)；在最大

時雨量出現前的 1 個小時，3 小時延時雨量的

「降雨規模(RSI 權重值)」出現黃色訊號；最

大時雨量出現時，1 小時與 3 小時的降雨規模

同時達到 3 級(橙色)。在最大時雨量出現後的

3 小時，6 小時的訊號就達到 4 級(紅色警戒)。

12 小時與 24 小時的訊號則是延遲的時間較長。

分析上述結果，針對淹水災害，1、3、6 小時

延時的降雨規模是較為適用的。以凡那比的例

子來說，1 小時的降雨規模提供領先的訊號。

當降雨持續且增強，1 小時與 3 小時的降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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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訊號同時出現，且提升警戒的級別。6 小時

的訊號在最大時雨量出現的 3 小時達到紅色

警戒，如果單純由雨量值判斷，是無法判斷出

過去的降雨規模的，但 6 小時的降雨規模訊號

卻提供出過去的累積降雨已達歷史的前80%。

另外，由於 RSI 可以反映超越歷史極大值的訊

號，因此當延時降雨量超越歷史極值時，將以

黑色作為凸顯。由上述分析可知，RSI 的訊號

是完全有別於時雨量或累積雨量，有助於降雨

規模與災害規模之間的連結。  

四、 結論 

莫拉克颱風(2009)在台灣南部地區降下超

過 3000 毫米的雨量，造成嚴重的洪患與坡地

災害。公路坍方、橋梁斷裂、低窪區淹水到小

林村慘重的災情，再再衝擊台灣的社會與政經

體系。除了災後的重建與復原，在災害的預防

工作上，也引申出災害規模訂定等重大議題。 

災害規模的定訂除需考量地區的災害特

性，還有災害脆弱性、關鍵基礎設施、防災能

力與應變準備程度等等，在缺乏基礎資料收集

的強況下，是相對複雜的。由於台灣的災害均

起因於降雨，雨量資料相對其它災害物理量是

單純且完整的。因此本研究優先針對降雨規模

進行討論。過去討論降雨的規模，多以總累積

雨量或延時雨量強度進行切入，本研究利用

RSI 中的權重函數，有效的排除小雨的訊號，

透過權重函數藉以標準化可能致災的降雨訊

號。同時 RSI 還具有區域尺度與即時應用的優

點。配合行政院頒布之警戒燈號規定，本研究

將權重函數分為 4 級，權重函數小時 0 時為 1

級；0~0.4 為 2 級；0.4~0.8 為 3 級；0.8~1.0 則

為 4 級。並增加當權重函數大於 1時的第5級，

藉以凸顯超越歷史極大值的罕見訊號。透過凡

那比颱風的分析可知，透過不同延時的降雨規

模訊號，是足以提供防災應變與災害規模之間

的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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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6 小時淹水警戒值(門檻值)於 1992~2010

年 6 小時累積雨量排序的百分比分布。 

 

圖 2. 如圖 1，但為所有百分比值之排序。 

 

 

 

 

圖 3(a). 凡那比颱風於 2010 年 9 月 19 日 19 時

的 6 小時累積雨量分布。 

 

圖 3(b). 同圖 3(a).顏色表 6 小時 RSI 權重函數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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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凡那比颱風侵台期間左營區之平均時雨

量(黑長條)與 5 個延時之 RSI 權重曲線。

其中 1 小時為綠色；3 小時為深藍色；6

小時為淺藍色；12 小時為橘色；24 小時

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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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天氣模擬件事之災害衝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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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9年莫拉克颱風夾帶的巨大雨量造成台灣颱風史上最嚴重的災情，經過

「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的調查及統計，經濟總損失近新台幣2仟

億元。然而由於莫拉克颱風為大規模的複合型災害，損失調查及評估的工作相

當費時費力，較難對於災後復原工作提供即時的助益。因此如能針對極端颱風

事件預先進行災害衝擊風險分析，勢必有助於災害減輕之整備工作。故本研究

之目的即依據特定的天氣模擬事件，並利用SOBEK的淹水模擬技術，進行特定

地區進行極端降雨事件可能造成之淹水分析，並依不同土地利用之分類進行各

類極端事件之損失評估，期望藉由災害風險分析的程序，推估可能造成災害衝

擊，進而提供各項有用的防減災調適策略。 

關鍵字：極端天氣、淹水模擬、災害衝擊、損失評估 

 

一、 災害衝擊分析 

根據 Li et .al. (2008)提出的災害損失分析

架構，可以明確知得損失分析流程，主要分成

災 害 度 分 析 （ hazard ）、 受 體 資 料 分 析

（inventory）、脆弱性分析（vulnerability）三

大類。一般來說災害的損失的計算結果即為這

三項的乘績。各別分述如下： 

(1)危害度分析(hazard) 

本研究洪災危害度分析主要是針對區域

的地形、地貌、氣候，以及排水系統、雨量站、

水文站、河川及堤防斷面等現況資料加以蒐集

(如表一所示)，所進行的洪災潛勢模擬，透過

此模擬結果，可以劃定不同降雨頻率下可能的

淹水範圍。 

表一 本研究基本資料收集 

水文特性 地文特性 

1. 莫 拉 克 颱

風之雨量。

1. 河道斷面資料：99

年大斷面測量資料 

2. 莫 拉 克 颱

風 之 水 位

資料。 

3. 莫 拉 克 颱

風 之 潮 位

資料。 

4. 氣 候 變 遷

下之雨量。

5. 氣 候 變 遷

下 最 大 潮

位推估。 

 

2. 數 值 高 程 資 料

(DEM)：95年由5m

轉40m之地表資料。

3. 土 地 利 用 資 料 ：

95-96年土地利用資

料。 

4. 跨河結構物資料：

橋樑、取水堰 

5. 水庫資料：曾文水

庫、南化水庫、烏

山頭水庫 

6. 主、支流集水區面

積 與 地 理 特 性 資

料：曾文溪主流、

後崛溪、菜寮溪、

官田溪、區域排水

等支流。 

 

 

本研究利用 SOBEK 程式，選擇莫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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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受創重最嚴重之曾文溪流域作為模擬示範

區(莫拉克累積雨量最大的地區即為曾文溪上

游之阿里山測站)，同時依據歷史資料及莫拉

克降雨分佈，設計十場不同之極端降雨可能之

淹水事件(圖 1)，藉以分析不同極端事件下可

能之災害衝擊。 

 

 

圖 1  曾文溪十場極端事件之流量歷線 

 

(2) 受體（inventory）及脆弱性（vulnerability）

分析 

本研究之受體主要是指受到水災危害之

各類土地利用上之地上物。本文依據國土測繪

中心於 97 年最新完成之全國土地利用調查結

果。此圖層共分九大類，在套入淹水模擬結果

及土地利用圖層後，再利用 GIS 內建之計算功

能，可以擷取淹水模擬圖層及土地利用圖層交

集的面積，同時將兩圖層之屬性資料合併，估

算出該算範圍內各類土地利用受淹面積，結果

得知這十場事件中受創最嚴重的為均農作，其

次為水產及林地。 

 (3)損失推估 

藉由上述的危害度分析與受體量推估的

結果，災害衝擊的損失計算，主要是利用地理

資訊系統，將模擬後的淹水潛勢資料輸出為網

格資料，並套疊求得的暴露量資料，即可得知

座落於淹水範圍中之不同淹水深度之地上物

分佈，再依據各類損失的計算公式，進行損失

的推估。參照莫拉克災後的調查報告(李維森

等，2010)，所歸納的模組，主要可分成影響

人數及財物損失兩大部份，計算結果分述如

下： 

1. 影響人數：此計算的假設條件為，所有人

口都居住於住宅用地上(實際若不住於住

宅用地上的人口，則無法估算)，再依據單

位面積人口密度的理論，來推估在淹水範

圍內受影響人數。最後十場極端降雨淹水

事件的影響人數，如圖 7 所示。 

 

圖 2  十場極端淹水事件之影響人數分析 

根據圖 2 的分析結果，得知在示範區中，

受淹水影響的總人數最多的事件，除了莫拉克

事件外，最大的即為 255,715 人 TOP1 事件，

其次才是 251,354 人 TOP2 事件，其中影響人

數最少者為 TOP9 之 107,458 人。這模擬結果

顯示無論那一場模擬結果，所受影響的人數都

超過十萬人，均可稱為大規模災害事件，因此

相關政府單位可以審視目前的防災能量，在因

應未來極端災害威脅下，是否足以承擔 10 萬

人甚至上達 25 萬人的防災整備工作，藉以進

行適當的強化或調整。 

2. 財物損失：財產損的計算包括住宅損失模

組、農林漁牧損失模組、工商服務損失模

組、公用建物損失模組、交通及水利設施

損失模組等結果，其中共包括 27 類不同

型態的土地利用。首先十場極端淹水事件

模擬計算損失結果，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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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十場極端淹水事件之總損失 

圖 3 中得在十場事件中，總損失的平均金

額為 136 億，其中損失最大為 TOP1 模擬事件

之 214 億元，最小的為 TOP9 模擬事件之 74

億元。但無論那一場模擬損失結果，除了莫拉

克事件外(莫拉克總全台總損失近 2000 億元，

若平分受創最嚴重的南部五縣市：雲林、台南、

高雄、屏東、台東縣市，每縣市的平均損近

350 億元)，相效於過去的台南市地區的災害歷

史，連最小的 74 億也已算罕見的嚴重災情。 

 

3.災害衝擊關連性分析 

所謂關連性分析主要找出造成災害衝擊

主要的關鍵因子。依據前文整體的計算流程，

可能影響最後損失的因子相當多，包括：水文

因子(雨量、水位及潮位)、地文因子(河道斷面、

流量、高程、集水區面積與地理特性等)、人

類活動(土地利用)因子等，但不一定與損失均

有高度的相關，因此透過相關性分析可以進行

篩選出關鍵因子。依據過去的文獻，本文選擇

雨量、流量、洪峰延時、土地利用等，可能與

損失相關的重要因子進行分析。分述如下： 

A. 氣象因子分析 

水文因子包括：總雨量、最大 3、6、12、

24、72 小時雨量，文中以最小平方法來計算

十場極端事件降雨因子與損失之關聯性，並取

最小平方法的平方法來評估其相關性。可得知

各事件的總損失值均與不同降雨因子有不錯

的相關性，然而其中又以最大 6 小時的累積降

雨為最高，R 值高達 0.88 值已接近顯著。此結

果說明，最大 6 小時的累積降雨與總損失間有

高度的相關性，可視為關鍵之影響因子。 

B. 水文因子分析 

依本研究選擇進行分析的重要水文因子

共有總流量、洪峰延時、最大小時流量三項。

最後依據分析的結果得知，總流量及最大小時

流量與總損失之間有呈現高相關性，而洪峰延

時則呈現無相關，對損失並無太大影響。其中

在總流量及最大小時流量兩因子中，又以最大

小時流量相關性較高，其 R 值為 0.95，已達顯

著的水準。因在此水文眾多的分析因子中，本

文建議可以選擇最大小時流量作為災害衝擊

的水文關鍵因子。 

C. 土地利用 

    圖 3 已顯示各事件之總損失值，然若要進

行土地利用因子的影響性分析，則須進一步針

對各類土地利用進行損失分析。最後依據前文

計算之各類損失面積及深度結果，可以求得各

土地利用上地上物損失(如圖 4 所示)。依據圖

4 的計結果，可以得知在受創的所有土地利用

中，損失最大三種用地依序為工業、住宅及農

業。其中十場事件中工業總損失平均約為 52

億、住宅總損失平均 22 億、農業總損失為 21

億，三者佔總平均損失之 70%。故在土地利用

的分析，工業、住宅及農業為此區重要的關鍵

對象。 

 

圖 4  十場極端淹水事件之各類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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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極端降雨災害之調適策略 

依據上述衝擊分析結果，得知無論那場極

端事件對於本研究選取之曾文溪流域示範區

均會造重大衝擊，其中特別是 TOP1 事件最為

嚴重。本研究再進一步針對這些損失進行關鍵

因子分析，發現影響損失的幾個關鍵因子，在

氣象條件上主要為「最大6小時累積降雨量」，

在水文條件上則為「最大小時流量」，最後則

為「土地利用類型」。因此，未來若要針對該

區極端降雨事件進行調適的策略，上述三項關

鍵影響因子則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下分別利用

這三項因子進行有效的防災應用。 

(1) 降雨-損失曲線應用於早期預警：前文分析

得知最大 6 小時的累積降雨與總損失間有

高度的相關性，可視為關鍵之影響因子。

因此最大 6 小時累積降雨與總損失之關系

曲線可用來進行早期之災害預警。 

(2) 分區滯洪策略__降低洪峰流量 ：在前文

流量的影響因子分析中，發現最大小時流

量與損失的相關性較高達 0.95，並達顯著

的水準，因此最大小時流量亦為重要的災

害衝擊關鍵因子。因此依據最大小時流量

與損失的相關曲，可以進行之曾文溪流域

示範區的敏感度分析。若以莫拉克實際最

大小時流量值所對應的實際損失值作基

準，可以推個流量上升或下降所造成的損

失差值，藉以更須積極進行各項減備災工

作。 

(3) 國土利用再分配__所有權交易制度：依據

十場極端事件各土地利用下之受災面積

及損失值來看(圖 5)，平均受災面積最大

的為農作用地，總淹水面積的 50%，其次

是水產用地，佔 11.8% ; 若依損失比例來

看的話，損失最大的為工業，佔總損失之

37.9%，其次是佔總損失 16.5%的純住宅

損失，第三才是佔總損失 15.6 的農作用地。

然而若受災面積及損失兩者結合來看，受

創最嚴重工業損失，損失面積卻只佔總淹

水面積的 1.7%，損失次高者為純宅住損失，

其面積也只佔總淹水面積的 3.2%。 

這結果說明兩件事實，第一在防災資

源有限的短期操作情況下，集中有限能量

依序先針對工業、其次住宅與農業進行防

災是最有效益策略 ; 第二就長遠的操作

來看，透過土地所有權交易制度進行國土

利用再分配才是最佳策略，特別是工業及

住宅。只要減少這兩項的損失，就可一勞

永逸的解決受災問題，單就十場極端事件

的平均損失來說，至少可減少 54%的損失，

約 74 億元，若再考慮末來省去每年面對

不同極端事件的損失，其效益就難以估算

了。 

 

圖 5  淹水面積與損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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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颱風季節降雨事件特性之差異 
 
 

蘇元風1  劉俊志1 鄭克聲2  陳永明1  
 

國家災害科技防救中心1  國立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2 
 
 

摘    要 

    氣候變遷是否改變颱風季節降雨特性是近期許多學者所關心的議題。在水文分析的應用

上，經常需要使用時雨量資料進行分析，以了解事件降雨的特性，特別是針對颱風季節的降

雨。動力降尺度資料(例如MRI)提供未來情境下近未來與世紀末的每小時降雨量資料，可應用

於水文分析中探討氣候變遷下事件降雨特性的改變。事件降雨特性為許多水文分析的基礎分

析項目，水文上以三個參數來描述降雨事件，分別是降雨延時、總降雨量與事件間隔時距，

了解這三項參數對於許多水文分析而言相當重要。本中心由日本MRI資料結合WRF模式進行

動力降尺度，產製5公里解析度的時雨量資料，此資料在空間與時間解析度均高於統計降尺度

資料，使得吾人得以探討氣候變遷下事件尺度之降雨特性改變。本研究探討颱風季節之降雨

參數特性，結果顯示相較於基期，台灣南部地區於近未來與世紀末的降雨強度為逐漸增加的

趨勢。 

關鍵字：氣候變遷、降雨事件特性  
 

一、前言 

    近年來極端氣候事件頻傳，例如極端降雨事件或

大乾旱事件等，這些事件是否與氣候變遷有關引起科

學家的熱烈討論。過去氣候變遷相關研究，多採用統

計降尺度資料，其資料之時間尺度多為年、季節、或

月，所提供之月降雨改變率等資訊難以實際應用於水

文相關研究中。許多水資源與水利規劃設計、水庫供

水調度而言，了解事件降雨特性是相當重要的工作。

舉例而言，對於降雨逕流演算、水庫入庫流量預報、

以及堤防護岸設計規劃等重要水文議題而言，經常需

要小時降雨量的資料作為分析的基礎[2,3]。 

    動力降尺度的資料則提供前述問題的一個解決方

案。動力降尺度資料可提供小時之雨量資料，適用於

氣候變遷下事件降雨特性評估之研究。事件降雨特性

主要可由三個參數來做描述(圖1)，首先是降雨發生的

延時(duration)，即降雨發生所歷經的時間；其次為在

此降雨延時內降雨的累積量，即總降雨量(total depth)；

最後是降雨事件結束到下一次降雨事件發生之間的間

隔時距(inter-event time)。此三個參數即可完整描述一

場降雨事件，如能掌握其統計特性，結合序率暴雨模

擬模式，即可模擬未來預設年期(近未來與世紀末)之降

雨歷程。序率暴雨模擬模式所模擬之降雨序列可進一

步應用於後續水文分析的相關應用上[4]，例如頻率分

析、降雨逕流演算等等。 

    然而過去的動力降尺度資料其空間解析度多為20

公里或60公里以上(例如日本MRI)，不是用於台灣地區

的集水區尺度，故本研究使用日本MRI資料結合WRF

模式進行動力降尺度後產製之5公里解析度的時雨量

資料，利用此高空間-時間解析度之雨量資料探討颱風

季節之降雨參數特性之差異。 

二、資料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日本氣象廳(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JMA)氣象研究所(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MRI)發展之高解析度大氣環流模式於A1B情

境下所模擬出的氣候推估結果當作初始場及邊界條件，

再以美國大氣研究中心所發展的天氣研究與預報系統

模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system, 

WRF)進行動力降尺度，產製之降水資料具有5公里的

空間解析度，時間解析度為小時的資料(往後簡稱為

MRI-WRF-5km)。產製之MRI-WRF-5km資料有三個期

程，分別是基期(1979-2003年)、近未來(2015-2039年)

與世紀末(2075-2099年)。為比較MRI-WRF-5km與實際

觀測資料所計算之統計參數差異，本研究亦收集全台

灣約84個雨量測站的時雨量資料，其空間分布如圖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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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降雨事件特性示意圖 

 

圖2. 雨量測站空間分布 

    根據氣象局的統計，7月至10月為台灣地區颱風主

要發生的期間，本研究亦採用此期間定義為颱風季節，

欲探討颱風季節之降雨事件特性，必須由所蒐集之降

雨序列資料中定義出降雨事件，決定降雨事件的方式

則透過降雨門檻值的設定，此降雨門檻值分為兩個部

份，一為時雨量的門檻、另一為降雨延時的門檻。本

研究針對颱風季節所採用的時雨量門檻為2.5mm/hr，

超過此門檻值的降雨才被視為有效降雨；此外降雨延

時需大於8個小時。此外，為決定出獨立降雨事件，必

須決定相鄰降雨事件間最小連續不降雨時間，亦即若

降雨停止超過n個小時，後續所發生的降雨事件將視為

另一場獨立降雨事件。過去已有文獻探討此n值之決定，

例如張守陽(1995)[1]採用2小時，本研究沿用經濟部水

利署計畫「氣候變遷水文環境風險評估研究」之設定，

將n值設定為4小時。 

    測站資料與MRI-WRF-5km資料可分別依照門檻

擷取降雨事件，每一場事件可計算其三個降雨特性參

數(延時、總降雨量與間隔時距)，研究中將檢驗由兩資

料所計算之參數是否相近，以評估MRI-WRF資料是否

能重現觀測資料之統計特性。當適當之降雨門檻值決

定後，可應用於近未來與世紀末的MRI-WRF資料以計

算降雨參數，並與基期的資料比較而得降雨參數之改

變率(圖3)，此降雨參數改變率即可應用於序率暴雨模

擬模式及後續水文相關之應用。 

為利於測站資料與 MRI-WRF-5km 資料之比較，

本研究擷取鄰近測站位置之 MRI-WRF-5km 網格與測

站資料比較，由 84 個測站時雨量以及 MRI-WRF-5km

網格之時雨量資料所計算之三個降雨參數，分別利用

距離平方法比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 IDW)推

估等高線圖以利比較其空間分布特徵。

 

圖3. 研究流程 

三、結果與討論 

颱風是台灣地區最主要致災的極端降雨事件，本

研究探討颱風季節的降雨事件特性及其於近未來與世

紀末的改變。為比較測站觀測資料與MRI-WRF-5km資

料所計算之參數是否相近，由基期(1979年-2003年)的

結果，發現由雨量測站資料經過門檻值決定出的降雨

事件數，主要以東北部以及南部恆春半島為最多(圖4a)，

而MRI-WRF-5km資料所決定出的降雨事件數在空間

分布上與測站資料相當接近。由所決定出的降雨事件

統計其平均降雨延時、總降雨量以及事件間隔時距等

參數，所計算而得的平均降雨延時，較長延時的區域

主要位於台灣北部的大雪山山脈與南部桃源、山地門

一帶(圖5a)。MRI-WRF-5km基期所計算之平均延時在

空間分布上能大致掌握其空間分布趨勢，雖然北部長

延時的區域稍微偏移至宜蘭靠近沿岸地區，南部則偏

移至屏東恆春地區。值得注意的是，MRI-WRF-5km所

計算之平均延時比測站資料所算之延時略低(圖5b)，顯

示MRI-WRF-5km資料在重現測站資料特性上仍有進

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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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降雨量的部分，測站資料顯示在北部雪山山脈

與南部山區有較大的降雨量(圖6a)，而MRI-WRF-5km

資料也能大致掌握總降雨量之空間分布特性，唯獨在

在數值上比測站資料低，顯示MRI-WRF-5km資料有低

估此類降雨的情形(圖6b)。 

間隔時距所反映之特性與事件數相反，亦即間隔

時距越短，事件數越多。MRI-WRF-5km資料則顯示基

期時，間隔時距略低於測站資料所得之間隔時距，在

空間分布特性上則也是相似的，在東北角與西南部地

區的間隔時距是較短的，換句話說就是該相對地事件

數較多(圖7a-7b)。 

近未來與世紀末的變化趨勢的比較，在事件數上

僅有些微的變化。由84個測站資料所找出的事件數取

平均值後，25年中(1979-2003)的事件數約為76次，平

均每年約3.04次；由MRI-WRF-5km基期的資料所得之

25年中事件數約為85次，平均每年約3.4次；而在近未

來與世紀末則分別約為每年3.4次與每年3.3次。 

在平均延時的比較上，顯示未來颱風季節超過8小

時延時的降雨事件，其平均延時將隨時間逐漸下降(圖

5c-5d)。另一方面，總降雨量於近未來的趨勢與基期差

異不大，但世紀末則顯示出新竹以南總降雨量是增加

的情形，北部地區則是減少(圖6c-6d)。綜合降雨延時

與總降雨量兩個參數一起比較時，顯示在世紀末降雨

延時降低與總降雨量增加的趨勢，反映出中南部地區

於世紀末之降雨強度(即單位時間內降雨量)是增加的

情形。 

四、結論 

整體而言，MRI-WRF-5km資料對於第二類降雨(颱

風)之統計參數能大致上能掌握其空間分布特性，唯存

在平均延時較短、總降雨量較低的現象，顯示出

MRI-WRF-5km資料於降雨量的模擬仍有改善的空間，

本研究由水文的觀點，以MRI-WRF-5km的時雨量資料，

探討颱風季節中降雨延時超過八小時的降雨事件之統

計參數特性於氣候變遷下之改變，研究中發現

MRI-WRF-5km資料能大致重現測站資料的空間分布

特性，雖仍存在降雨量低估的問題。在近未來與世紀

末的變化趨勢上，發現世紀末於中南部地區長延時降

雨事件的降雨延時縮短，但總降雨量增加的情形，突

顯出世紀末降雨強度增加的警訊，此警訊應受到重視，

並納入未來防災規劃的思維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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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4. 事件數 (a)測站；(b)MRI-WRF-5km 基期；(c)近未來；(d)

世紀末。 

 

 
(a) (b) 

 
(c) (d) 

圖5. 降雨延時(小時) (a)測站；(b)MRI-WRF-5km 基期；(c)近

未來；(d)世紀末。 

 

 
(a) (b) 

 
(c) (d) 

圖6. 總降雨量(mm) (a)測站；(b)MRI-WRF-5km 基期；(c)近未

來；(d)世紀末。 

 

 
(a) (b) 

 
(c) (d) 

圖7. 事件間隔時距(小時) (a)測站；(b)MRI-WRF-5km 基期；  

(c)近未來；(d)世紀末。 

 

419



氣候變遷情境下臺灣水文設計之影響評估 
江申、蘇元風、朱容練、陳淡容、鄭兆尊、傅金城、葉克家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摘   要 
 

台灣之洪水保護基準之設定基本上均基於雨量頻率分析之結果，其流程大致為: 雨量頻率分

析→頻率年決定→設計降雨→降雨逕流模式→洪水量。由此可知雨量頻率分析之結果將決定洪水

保護基準之設定。近年來許多研究指出氣候變遷下未來降雨之型態及規模均將與過去有所不同，

此結論將直接衝擊現行河川堤防之設計防護標準，並將提高淹水災害之風險。 

 

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 JMA/MRI(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MRI)之氣候模式為一高解析度之大氣環流模式。其提供 1979 年至 2003 年、2015 年至 2039 年及

2075 年至 2099 年三組空間解析度 20 公里，時間長度 25 年之小時降雨資料。1979 至 2003 年之氣

候資料係以觀測海溫作為驅動，並以 IPCC A1B 情境得到 2015 年至 2039 年及 2075 年至 2099 年

之推估值。 

 

本研究擬應用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之 AGCM 推估資料(1979 年至 2003 年、2015 年至 2039

年、2075 年至 2099 年三組 25 年之降雨資料)進行水文頻率分析。研究中以 Bootstrap resampling 之

方式產製資料以進行對降雨資料長度之自然變異性進行分析外，對於 MRI 降雨資料之偏差量校

正方法(Bias correction)方面，使用國科會推動之「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Project, TCCIP) 之＂台灣測站資料數位化、均一

化與網格化＂研究成果，以 1960-2009 之 50 年日降雨網格化資料，(臺灣地區網格數為 3432 點，

空間解析度 5Km)，進行全臺灣空間區位之雨量頻率分析，及資料長度與區間對水文頻率分析結

果影響評估。 

 

此外，MRI(20Km 空間解析度)及 WRF 降尺度(5Km 空間解析度)之原始資料及偏差校正後資

料之雨量頻率分析亦進行評估，冀由此得知未來水文情境之推估結果是否合理。在解析氣候變遷

情境下對臺灣水利工程設計之可能衝擊外，並冀能進一步解讀在有限制之未來氣候變遷情境下之

衝擊量評估結果。 

 

關鍵字：氣候變遷、MRI、Bias Correction、水文頻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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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與台灣稻作損失關聯之探究 

朱蘭芬 1  陳永明 1 張靜貞 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 2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1963-2010年颱風與台灣稻作損失的關係，並利用極端值理論估計20、50、

100年之颱風延時降雨之回復期水準，再藉此進一步推算此回復期水準下之稻作損失。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即利用迴歸(傳統、Tobit)之計量方法建構颱風之不同延時

降雨(3、6、9、12、、24、48小時)與稻作損失之關係；第二部分則利用極端值理論模

擬該模型之最適的延時降雨之降雨情況，並推算20、50、100年回復期之延時降雨水準

(情境)，第三部分即結合迴歸與極端值理論的推估結果，推算20、50、100年回復期水

準之稻作損失。 

關鍵字：稻作損失、颱風、迴歸、Tobit、極端值理論 

 

一、 前言 

近年來氣候變遷所導致的異常氣候在世界各

地輪番上演，最顯著的例子即是極端降雨發生的

頻 率 和 強 度 。 聯 合 國 跨 政 府 氣 候 變 遷 小 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s；

IPCC)預測2050年全球暖化對熱帶氣旋所造成的

影響，將間接促使人口與財富的額外損失增加

22-60美元(Pielke et al., 2000)。 
根據農業年報顯示近10年(1997-2007)天然災

害所造成的總損失金額約高達1,300億元，平均每

年約118億元；而以1991-2010年統計的資料顯示，

颱風是造成台灣農業損失之主要天然災害，其中

以2009年的莫拉克颱風所造成的損失為最高(約

190億元)、1996年的賀伯颱風次之(約185億元)，

1997年的柯羅莎颱風所造成的損失居第三(約76
億元)。雖然農業僅占國內生產毛額不到2%的比

重，但它是一個國家人民仰賴維生的主要糧食作

物，亦是農業生產與糧食安全的重要指標，一旦

有重大的農損發生，農產品價格亦會產生震盪，

影響所及不僅是農民生活，也涉及國內經濟發展。

因此，當世界各國正視氣候變遷所帶來的各種衝

擊時，瞭解氣象因子與農業災損的關係是推動相

關計畫的第一步。 
以往的研究針對作物的生產或損失的研究，

大都著重在作物生長的模擬方式，藉由電腦與數

學的結合來描述作物的生長情況，或者，將作物

生長模型結合地理資訊系統、大氣環流模式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GCM)之氣候預測值針

對氣候敏感度分析及產量的預測。然而，大氣環

流模式是以模擬全球大尺度氣候的平均特徵，其

網格的解析度低，不適用於面積小的地區，儘管

目前亦有降尺度的方法可以彌補大氣環流模式的

不足，但產出資料所費的成本與時間均相當高，

故在使用上是有其限制的。此外，作物模型的模

擬，探討的方向是氣候或氣象與作物生長的物理

性質的影響，對於即時的作物逆境(例如豪雨、強

風等)之極端事件所造成的影響，其評估能力便有

不及與不足的地方。 
就時間序列資料而言，迴歸分析是解釋變數

與被解釋變數之間的線性關係與做預測最穩健

(robust)的方法。鑑於台灣農損與氣象資料的完整，

因此，本研究即以此方法來檢視颱風氣象因子與

災損之間的關係，即將氣象因子與災損之貨幣化

關係描述出來，再進一步做預測。 

二、 文獻回顧 

    近幾年有關氣候與農業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

為兩個領域，一是結合氣候預報與作物產量的研

究(Shin et al., 2009、Cantelaube & Terres, 2007、

Kumar, 2004、姚明輝與陳守泓，2009)，二是利用

計量方法推估氣候與作物產量或損失的關係

(Crow et al., 2000、Hansen , 2004、Rajarajeswari & 

Muralidharan, 2006、Zhang, 2004)。早期國內有關

農業災害的損失的研究都以美、日等國的損失模

式做為本國實證的損失模型（如蘇夷士，1965；

蘇文生，1976；楊和炳，1980；方明川，1982；

張伯文，1984；蘇文斌、楊和利，1997；鄭孟育，

2002；朱蘭芬等，2007），也實際調查資料建立

損失函數並進一步分析經濟福利的模型（如Gau 
與Liu，2002；張本岳、彭作奎，1994）。 

三、 研究資料與方法 

(一) 研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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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用1963-2010年台中、台南、花蓮、

台東四個測站之颱風氣象資料、稻作損失資料來

探討颱風氣象特性與災損之間的關聯性。由於物

價波動會影響損失的實質金額，故分析前先將損

失金額予以平減(以95年的物價水準為基期)，除

去物價波動所造成的影響後再做分析。有關台中、

台南、台東、花蓮四個地區之稻作損失與3、6、9、

12、24、48小時之延時降雨之關係如圖1-31。 

(二) 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討1963-2010年颱風與台灣稻作

損失的關係，由於農業統計年報中僅記載稻米有

損失的地區(Truncated的樣本特性)，沒有損失記

載其背後可能有三種意涵：第一是實際的損失為

零，此時利用最小平方法（OLS）即可估計稻米

的損失函數；第二是則是颱風侵襲時並未造成損

失，反倒是其所帶來之雨量可能有益於稻米成長

進而使產出增加，此種負的損失無法觀察到，亦

無法反映在農業年報上，故可以Tobit模型為之。

換句話說，本研究的實証模型將會針對傳統、

Tobit、Truncated三種估計模型分別建構颱風事件

下之不同延時降雨(3、6、9、12、、24、48小時)
與颱風所造成的稻作損失之關係。估計完上述模

型之後，利用AIC準則挑出最適的延時降雨與災

損的模型，再利用極端值論將上述最適模型之延

時降雨的回復其計算出來，進一步計20、50、100
年回復期下之延時降雨水準颱風對稻作損失的影

響程度2。 

 
圖1 嘉義地區稻作損失金額與不同延時降雨之關

係 

 
 
圖2 台南地區稻作損失金額與不同延時降雨之關

係 

                                                       
1圖形橫縱軸皆為取自然對數後的結果。橫軸表示

每個颱風事件，橫軸表示每個颱風事件下稻作的損

失金額 
2  由於篇幅的限制，理論的部分請自行參考相關文

獻與參考書。 

 
圖3 高雄地區稻作損失金額與不同延時降雨之關

係 

 

四、 估計結果 

表1-3為傳統迴歸估計的結果，除了近中心最

大風速外，各解釋變數與被解釋變數之預期符號

皆符合本研究之預期。儘管近中心最大風速的符

號與本研究之預期不符而颱風停留的天數符合預

期本研究預期，但迴歸估計的結果皆不顯著，顯

示在預測時可以忽略該變數。稻作受損的面積對

災損金額的影響相當顯著，而大部分延時降雨對

稻作損失之影響的程度，有隨著延時降雨時數增

加而有增加的現象，顯示延時降雨的延時越長，

對稻作的損失金額越大。 
圖4&5分別以不同延時降雨對稻作損失作迴

歸後所得到各係數的顯著性(t-value)。就圖4來看，

在24小時延時降雨之前，降雨量對台南地區稻作

損失之影響程度有遞增的現象，但之後即開始呈

現遞減的現象，顯示24小時的延時降雨對台南地

區稻作損失之影響是最大的。就圖5而言，嘉義、

台南之稻作損失程在12小時延時降雨之前有隨著

降雨量增加而有增加的現象，但之後即為遞減的

情形；高雄地區則以48hr延時降雨對稻作損失的

金額的解釋最為顯著。 
由於平減後有考量的物價波動的影響，故估

計結果以平減後的估計結果做為最佳的解釋。另

外，根據表1-3之迴歸推估結果，輔以AIC(與BIC)
準則3判斷，可以發現12小時之延時降雨量對嘉義、

                                                       
3  AIC 與 BIC 的值越小，配適的結果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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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地區稻作損失的最具有解釋力；48小時之延

時降雨對高雄地區之稻作損失解釋力亦最佳。由

於從t-value以及AIC(與BIC)準則皆得出相同的結

果，因此，接下來的迴歸推論即依據此結果。 

 
圖 4 不同延時降雨對原始稻作損失之影響程度  

 
 
圖 5 不同延時降雨對平減後稻作損失之影響程度 

 

表4為OLS與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4。由估計

結果顯示嘉義、台南和高雄地區的颱風延時降雨

和稻作損失之迴歸方程式。 

    嘉義之迴歸為： 

3.76 1.00 ∗ 0.12 ∗ 12  

    台南之迴歸為： 

1.98 0.84 ∗ 0.33 ∗ 12  

    高雄之歸為： 

2.33 0.71 ∗ 0.33 ∗ 24  

    由於上述迴歸的變數皆以自然對數為之，因此，

迴歸係數表示雨量(或損失面積)每變動一毫米對

於稻作損失金額的影響 0.12-0.33 個單位。估算對

稻作損失影響時，需再將變數還原成原來方程式，

如下： 

嘉義之迴歸為： 

y e . ∗ area ∗ 12hr .  
台南之迴歸為： 

y e . ∗ area . ∗ 12hr .  

                                                       
4由於樣本的 missing value 或者無法觀察到的樣本

值很少，因此，三種模型的估計結果相似。 

 

高雄之迴歸為： 

y e . ∗ area . ∗ 24hr .  
表5為極端值理論所模擬出來的極端降雨分

配結果，其中嘉義的位置參數大於台南與高雄，

顯示其極端降雨量的分布之平均值是高於台南、

高雄的而規模參數也是三個地區裡最大的，顯示

嘉義是極端降雨情分布變異最大的。 

表 4 嘉義、台南、高雄之極端降雨分布之估計結

果  

 嘉義 台南 高雄 

位置參數
75.42.

(12.59)
53.96  
(6.25) 

43.72 
(7.87)

規模參數
61.82 

(10.59)
35.92 
(4.89) 

43.59 
(7.28)

形狀參數
0.28 

(0.17)
0.10  

(0.15) 
0.46 

(0.19)
註：括號內的值為標準差 
 

表6則根據表5之結果去推算20、50、100年之

嘉義、台南12小時延時降雨與高雄24小時延時降

雨之回復期水準。根據嘉義、台南之12小時延時

降雨之回復期水準看來，嘉義之延時降雨的回復

水準大於台南地區。 
表 5 嘉義、台南、高雄極端降雨之回復期水準 
                                     單 位 :
毫米 

 嘉義(12hr) 台南(12hr) 高雄(24hr) 

20 yr
365  178  

 
320

50yr
520  225 

 
518 

100y
r 

666 264 
 

733

註：此為顯著水準 5%下估出的結果 
 

將此結果帶入迴歸式估算20、50、100年之嘉

義、台南與高雄之稻作損失，即得到表7。根據表

7，我們得知，20年之12小時延時降雨對嘉義、台

南地區之稻作損失之影響介於約25萬元至50萬元

之間；50年之12小時延時降雨則介於31萬元至72
萬元之間；100年之12小時延時降雨則介於36萬元

至92萬元之間。20年之48小時延時降雨對高雄地

區之稻作損失之影響約68萬元；50年48小時延時

降雨對高雄地區之稻作損失之影響約71萬元；100
年48小時延時降雨對高雄地區之稻作損失之影響

約101萬元。 

表 6  南部地方 20、50、100 年回復期之災損情況 

 嘉義(12hr) 台南(12hr) 高雄(24hr) 
20 
yr 

503,704 245,644  684,804 

50 
yr 

717,604 310,504  714,844 

3 hr 6 hr 9 hr
12
hr

24
hr

48
hr

嘉義 2.28 2.16 2.16 2.34 2.3 2.12

台南 0.11 2.01 2.21 2.37 2.39 2.25

高雄 1.54 1.62 1.99 1.89 1.98 2.1

0
1
2
3

t‐
va
lu
e

3 hr 6 hr 9 hr
12
hr

24
hr

48
hr

嘉義 0.99 1.02 1.14 1.2 1.2 1.34

台南 1.65 1.7 1.91 2.05 2.03 1.76

高雄 1.67 1.83 1.99 2.13 2.19 2.23

00.5
11.5
22.5

t‐
va
lu
e

423



 
 

100y
r 

919,084  364,324  1,011,544 

註：括號內的值為顯著水準 5%下之信賴區間 

五、 結論與討論 

本文旨在探討1963-2010年颱風與台灣稻作

損失的關係。第一部分即利用迴歸(傳統、Tobit、

Truncated)之計量方法建構颱風之不同延時降雨

(3、6、9、12、、24、48小時)與稻作損失之關係；

第二部分則利用極端值理論模擬該模型之最適的

延時降雨之降雨情況，並推算20、50、100年回復

期之延時降雨水準(情境)，第三部分即結合迴歸

與極端值理論的推估結果，推算20、50、100年回

復期水準之稻作損失。 
第一部分的推估結果顯示，近中心最大風速

沒有辦法解釋稻作損失；延降雨量對嘉義、台南、

高雄的稻作損失有正的關係，其中以12小時的延

時降雨量對嘉義、台南的稻作損失最為顯著，而

以24小時的延時降雨量對高雄稻作損失的影響最

顯著。 
第二部分的推估結果顯示：12小時延時降雨

量之未來20、50、100年回復期水準是嘉義地區大

於台南地區，分別為365mm、520mm、666mm；高

雄地區之24的延時降雨量之未來20、50、100年回

復期水準分別為320 mm、518 mm、733 mm。 

第三部的推估結果顯示：嘉義地區12小時延

降雨之未來20、50、100年回復期水準下之災損分

別為約50、72、92萬元；台南地區12小時延降雨

之未來20、50、100年回復期水準下之災損分別為

約25、31、36萬元；高雄地區48小時延降雨之未

來20、50、100年回復期水準下之災損分別為約68、

71、101萬元。 
本研究於推歸迴歸方程式時欲以近中心最大

風速來表示颱風的強度，但推估的結果符號與先

前的預期不符，且係數也不具顯著性，致使推估

災損的結果，可能會有低估的可能。由於颱風事

件所造成稻作損失主要來自於其所帶來的強風以

及不同的延時降雨對稻作倒伏的影響，未來將試

圖再以瞬間最大風速推論之，重新考慮所有颱風

氣象特性對台灣稻作損失之影響，如此的災損結

果才更具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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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嘉義地區稻作損失之迴歸結果(OLS) 
 i=3 hr i=6 hr i=9 hr i=12 hr i=24 hr i=48 hr 

截距項 3.66
(2.58)

3.65 
(2.56) 

3.58
(2.51)

3.54
(2.49)

3.65 
(2.62) 

3.66
(2.61)

天數 0.06
(0.99)

0.06 
(1.03) 

0.06
(0.96)

0.05
(0.94)

0.05 
(0.91) 

0.05
(0.87)

面積 1.00
(21.70)

1.00 
(21.68) 

1.00
(21.80)

1.00
(21.85)

1.00 
(21.85) 

1.00
(21.80)

風速 0.03
(0.08)

0.03 
(0.07) 

0.04
(0.09)

0.04
(0.10)

0.01 
(0.02) 

0.01
(0.02)

延時雨量(i) 0.09
(0.99)

0.09 
(1.02) 

0.09
(1.14)

0.10
(1.20)

0.09 
(1.20) 

0.09
(1.34)

R-squ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Adj R-squ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AIC 1.632 1.634 1.623 1.617 1.619 1.6230
BIC 1.861 1.867 1.852 1.846 1.848 1.852

 
表 2 台南地區稻作損失之迴歸結果(OLS) 

 i=3 hr i=6 hr i=9 hr i=12 hr i=24 hr i=48 hr 
截距項 2.94 

(1.77) 
2.76 

(1.63) 
2.76 

(1.65) 
2.67 

(1.62) 
2.79 

(1.70) 
2.83 

(1.69) 
天數 0.06 

(0.96) 
0.07 

(0.99) 
0.06 

(0.94) 
0.06 

(0.95) 
0.06 

(0.92) 
0.06 

(0.97) 
面積 0.84 

(13.32) 
0.84 0.84 

(13.71) 
0.85 

(13.82) 
0.85 

(13.77) 
0.84 

(13.53) 
風速 -0.18 

(-0.48) 
-0.16 -0.19 

(-0.51) 
-0.20 

(-0.53) 
-0.21 

(-0.57) 
-0.21 

(-0.53) 
延時雨量(i) 0.29 

(1.65) 
0.28 

(1.70) 
0.31 

(1.91) 
0.32 

(2.05) 
0.30 

(2.03) 
0.27 

(1.76) 
R-squ 0.86 0.86 0.86 0.85 0.86 0.86 

Adj R-squ 0.85 0.85 0.85 0.85 0.85 0.85 
AIC 2.406 2.402 2.386 2.374 2.375 2.398 
BIC 2.603 2.600 2.583 2.571 2.572 2.595 

 
表 3 高雄地區稻作損失之迴歸結果(OLS) 

平減前 i=3 hr i=6 hr i=9 hr i=12 hr i=24 hr i=48 hr 
截距項 4.96

(2.85)
4.81 

(2.78) 
4.64

(2.67)
4.57

(2.65)
4.67 

(2.76) 
4.74

(2.82)
天數 0.09 0.09 0.09 0.08 0.08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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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0.85) (0.84) (0.81) (0.76) (070)
面積 0.74

(7.69)
0.73 

(7.61) 
0.74

(7.71)
0.74

(7.80)
0.74 

(7.87) 
0.74

(7.85)
風速 -0.70

(-1.52)
-0.68 

(-1.48) 
-0.65

(-1.42)
-0.66

(-1.45)
-0.71 

(-1.58) 
-0.73

(-1.64)
延時雨量(i) 0.25

(1.67)
0.26 

(1.83) 
0.27

(1.99)
0.29

(2.13)
0.29 

(2.19) 
0.29

(2.23)
R-squ 0.64 0.64 065 0.65 0.65 0.66

Adj R-squ 0.60 0.61 0.61 0.62 0.62 0.62
AIC 3.097 3.084 3.072 3.059 3.053 3.050
BIC 3.294 3.281 3.268 3.256 3.250 3.246

 
表 7 南部地區 OLS、Tobit 之估計結果(去掉不顯著的變數) 

 嘉義 台南 高雄 
 OLS Tobit OLS Tobit OLS Tobit 
截距 3.76

(9.53)
3.76 

(10.02) 
1.98

(2.45)
1.98

(2.23)
2.33 

(3.24) 
2.33

(3.35)
面積 1.00

(24.15)
1.01 

(25.37) 
0.84

(16.36)
0.84

(16.90)
0.71 

(7.73) 
0.71

(7.99)
時降 
降雨 

0.12
(1.63)

0.12 
(1.69) 

0.33
(2.19)

0.33
(2.26)

0.33 
(2.49) 

0.33
(2.58)

R-squ 0.95  0.86 0.76 
D-W Test 2.16  2.32 1.60 
註 1. 嘉義之D , . 1.37；D , . 1.52； 

註 2. 台南之 D , . 1.50；D , . 1.59； 

註 3. 高雄之之 D , . 1.48；D , .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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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asuring ocean surface waves 
 

Chung-Chu Teng 
 

Center for Operational Oceanographic Products and Services 
 
 

Man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services monitor 
ocean wave characteristics nearly continuously over great expanses of the world’s coastlines and 
in deep waters. These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mariners, fishermen, offshore oil 
workers, weather forecasters, ocean engineers, harbor authorities, coastal managers, marine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at-large planning, coordinating and conducting a variety of maritime 
activities. Although wave modeling and prediction/forecast become more popular and can 
provide detailed and continuous data in almost every ocean and coastal locations, ocean wave 
data obtained from various field measurement systems still play a key, realistic, and reliable role 
for the applications listed above and provide validations and bases for wave models used for 
prediction, forecast, nowcast, hindcast, or data assimilation.   

Field measurements of ocean wave data can be categorized as either the in situ or the 
remote sensing measurements.  The in situ wave measurements include installing various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systems on either fixed platforms (such as coastal structures, 
offshore structures, or sea bottom) or floating platforms (such as buoys or ships).  Instruments 
used for in-situ measurements include accelerometers, pressure gauges, current meters, arrays of 
gauges, etc.  The remote sensing wave measurements can be conducted from either land/shore-
based systems or airborne/satellites systems. Land- or shore-based systems include high 
frequency radars, marine navigation radars, coastal radar systems, videography systems, 
etc.  Airborne and satellite systems include airborne radars, airborne LiDARs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airborne stereo photography systems, altimeters,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 (SAR), etc.   

The presentation will provide a cursory review of the state-of-the-art in ocean wave 
measurements from both in-situ and remote sensing systems.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se wave measurement systems will be briefly discussed.  Comparisons of 
wave data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wave measurement systems will be presented.  For examples, 
Figure 1 compares significant wave heights and average wave periods from an NDBC buoy and 
an upward-looking acoustic current profiler.  Figure 2 compares significant wave heights from a 
wave buoy and an x-band radar system WaMoS II.  More similar comparisons will b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Key words: ocean waves, in situ measurement, remote sensing measurement, buoy, wave sensor, 
marine instrument, wa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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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mparison of significant wave heights and average wave perids from an 
NDBC buoy and a upward-looking asoustic current prof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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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mparison of significant wave heights from a wave buoy and a WaMoS II 
(courtesy of Sea-imag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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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監測臺灣東北部海域表面海流變化情形，海軍軍官學校與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共同合作，在

蘇澳北方澳以及宜蘭漢本附近各架設一組長距型高頻測流雷達遙測表面海流之時空變化。蘇澳站於

2010年2月架站完成並開始進行觀測，但該站於2010年8月底遭受雷擊而受損，2010年12月修復。漢本

站則於2011年2月完成架站。兩站系統經不斷調校後，已於2011年4月起正式提供作業海域半徑100 公

里內之即時表面海流遙測資料。本文除了報告測站運作經過情形外，亦統計分析蘇澳及漢本兩站建置

後所收集的資料，探討該二站資料品質之空間分佈與地區特性。此外，為了驗證雷達要測資料之準確

性，我們蒐集歷年之水下20公尺船測海流資料、漂流浮標資料等與雷達遙測表面海流資料進行相互比

對，統計結果顯示海流統計值十分接近，彼此相關度甚高。此外，雷達遙測表面海流資料與漂流浮標

所測得之水下4公尺海流資料相比，兩者流向資料非常接近，而雷達遙測表面流速則略小於實際流速。

目前整體監測系統已連網並能自動操作與遠端遙控，二遠端站均會在每小時固定時間將最新的原始觀

測資料傳輸回到位於臺灣大學的中控站，後者再自動執行品管、資料合成以及繪圖等作業，然後將近

乎即時觀測結果展示於網頁以供外界查詢。 

關鍵字：高頻雷達、遙測、表面海流、臺灣東北海域 
 

一、前言 

傳統近表面海流量測常會使用漂流浮標，也就是利用

海面浮標(拖傘或擋流板則位於海面下某深度)順流漂動時之

位置隨時間變化率以估算海面下某深度海流流速大小以及流

向，這種作業方式因浮標價廉以及作業簡單故頗為廣用。然

而對於大面積海域或是需要連續長時期觀測之海流調查作業

而言，如果使用漂流浮標則前者需要同步施放許多浮標，而

後者則需要定點定時不斷施放浮標，如此一來總成本未必低

廉同時觀測作業亦可能會受惡劣天候影響而中斷，因此實務

上不太可行。除此之外，另一種成本較低之方式則為使用海

洋遙測方法，其中雷達就是一種最常用的遙測工具。 

雷達一詞源於RADAR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之音譯，英文原意為無線電波偵測物體與計算距離。海洋學

家利用雷達觀測海洋現象已有40多年歷史。雷達遙測原理乃

基於雷達天線發射之電磁波在傳播過程中如接觸到海面粗糙

構造時即會產生後向散射，此後向散射回波之性質則與一些

外在的、會影響到海面粗糙構造性質與分佈的物理因子(如波

浪、風力、雨滴、海流等)間有密切關係，是以利用雷達回波

訊號便可以反算、估求這些外在物理因子的分佈特性。雷達

可以是岸置、船置、甚至是空載，通常視實際應用與需求而

決定其裝置方式。雷達天線也可以設計成各種不同形狀，例

如使用碟型天線可發射柱狀波束，而橫棒型天線(如航海雷達)

則可以發射出片狀波束，另外還有柱型天線與網狀(陣列)天

線等。 

高頻雷達(HF Radar)係使用波長較長(其範圍為由十公

尺至一百公尺)之電磁波，岸置高頻雷達所發出之電磁波主要

以地波(ground wave)方式向外輻射傳播，當射出之雷達波遇

到障礙物以及崎嶇不平海面即會產生後向散射回波。海面上

後向散射回波信號主要是由雷達波與海面粗糙度(即由波長

為雷達波波長一半長度之海面波所構成)經由布拉格共振效

應(Bragg Resonance)所產生，由於構成海面粗糙度的海面波

本身即是週期性的波浪運動，因此雷達回波頻譜圖上就會在

這些海面波所對應之頻率處顯示出能量尖峰。當海面有流

時，表面海流會對波浪(也就是海面粗糙度)造成都卜勒效應

(Doppler effect)使波浪頻率發生偏移，因此當海面海流在雷達

天線徑向方向上具有流速分量時，雷達波與海面粗糙度作用

之後向散射回波信號即會具有頻率偏移的效應，是以利用雷

達所測得回波之頻移便可反算出表面海流大小(指雷達天線

徑向方向上的流速分量)。由於流速為向量，需由二正交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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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才能適當表達，然而一台雷達只能提供其天線徑向上各點

海流遠離或接近的資訊，故必需結合兩台以上雷達的觀測資

料才能正確表達出雷達共同涵蓋區域內的海流向量流場資

訊。近年來，坊間陸續推出多種不同用途的商用雷達監測海

流系統，其中CODAR (Coastal Ocean Dynamics Application 

Radar)可能是用戶最多的系統。 

以我國現實環境而言，由於經費、研究人力等的限制，

目前尚無法大規模同步建置環台CODAR觀測網，因此本計

畫擬定初步先在台灣東北部海岸架設CODAR觀測站，未來

再視使用需求逐步延伸擴充。台灣東部海岸地形蜿蜒複雜，

計畫執行前即預知架設初期勢必會有許多技術困難需要解

決，例如使用CODAR觀測數據合成海流之作業就高度仰賴

兩個遙測站互相涵蓋(Coverage)的程度，由於地形遮蔽往往會

形成一些觀測死角區，這就需要依靠未來結合數理模式加以

填補；另外CODAR雷達波是以地波方式沿海面傳播至遠

處，為避免信號衰減過大，雷達天線位置最好要盡可能地靠

近海邊，因此建站位置選址時就必須審慎考量，不然便容易

遭遇到海岬、河口沖積扇等地形干擾。至於本計畫僅規劃執

行小規模觀測，此乃鋻於技術能量之建立實非一蹴可及，然

透過逐步架設過程可以讓技術人員熟悉相關細節並累積經

驗，待學習成熟後便可加速擴展建置進程並擴充作業人力，

最終理想則為建立環島規模的CODAR觀測網以及建立完整

之CODAR作業以及系統維持的技術能量。 

本文乃介紹本研究團隊於宜蘭縣蘇澳與漢本兩地實際

完成CODAR遙測站(建置作業並進行觀測外，亦對觀測所得

大量數據進行分析與資料比對，藉以瞭解兩遙測站地區性的

統計特性，進而將統計結果應用於日後之資料品管與後續處

理作業。目前整體監測系統已連網並能自動操作(必要時可遠

端遙控)，二遠端站均會在每小時固定時間將最新的原始觀測

資料傳輸回中控站，後者再自動執行品管、資料合成以及繪

圖等作業，然後將准即時觀測結果展示於網頁以供外界查詢。 

 

二、蘇澳站與漢本站資料特性 

2.1、CODAR系統資料處理流程 
本計畫所用之長距型CODAR系統(載波頻率為

4.388MHz，波長68.32m)具有一支直立的鞭狀發射天線以及

三支相互垂直排列的接收天線，後者是由兩支水平排列的雙

極(Dipole)天線(Loop 1與Loop 2)以及一支直立的單極

(Monopole)天線(Loop 3)所構成，其中Loop 1與Loop 2用以判

定訊號來向方位，至於Loop 3訊號則在後級訊號處理對Loop 

1與Loop 2訊號標準化(Normalize)時可以作為參考基準。

CODAR系統在執行觀測作業時約每0.5秒會發射一組呈線性

變頻(載波頻率隨時間線性增加或是減少)波形之調頻連續波

(Frequency Modulated Continuous Wave Chirp，FMCWC)雷達

波，如此接收天線端所接收到的，源自CODAR照射區內某

一點(與發射天線之距離為R=Ct/2，式中C為光速，t/2為雷

達波由天線傳至該點所需時間)之雷達回波即是一組同樣

FMCWC波形但延遲了t時間的訊號，由圖3知，此時發射與

接收之FMCWC信號二者間具有f 之頻率差(對固定點此差

值在整段Chirp期間均維持不變)，另方面f 與t (也就是與

R)亦成正比，因此某一瞬間CODAR所接收到來自海面上不

同距離處散射體產生之後向散射回波訊號便會具有不同的頻

率，CODAR即是藉助FMCWC回波具有頻率差異的特性，

將FMCWC回波訊號以外差法(heterodyne)處理(數學上相當

於將回波訊號先乘以同時間之發射波Chirp訊號，然後再濾除

乘積訊號中由二者頻率和組成之高頻訊號；由三角函數積化

和差關係知，如此濾波後僅剩下由二者頻率差組成之低頻訊

號)後，再作快速富氏轉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FFT

解出之各成份即對應到某瞬間(即這一組FMCWC波形作用

時間內)來自於照射區內不同距離地點的回波訊號。此處FFT

對空間距離之解析力取決於Chirp波形的高寬比B/T，式中B

為Chirp波形之高度(頻寬)，T則為Chirp之寬度(如圖3所示)，

如後者以及採樣率均固定時則頻寬愈大距離解析可以愈好。 

經一段時間(例如1024個Chirp)即可再對各不同距離點

所累積之時間序列訊號續做頻譜分析，並以能譜(Spectrum)

方式儲存。長距型CODAR系統大約每15分鐘會自動產出一

筆相關能譜資料(Cross Spectrum File，又稱CSQ File)，隨後系

統又會將該時間點與前後之CSQFile進行平均，約30分鐘產出

一筆稱為短時間互能譜檔(Short Time Cross Spectrum File，又

稱CSS File)的資料。為了有效降低雜訊(Ramp et al. 2008)，

CODAR系統還會將所收集之CSS File進行長時間平均(此平

均時間長度為經驗值，長距型系統預設為180分鐘，但本計畫

根據蘇澳與漢本站之長期觀測經驗，能譜平均時間取240分鐘

會比預設者有較佳之效果)，平均後的能譜資料即為估算海流

之根據。估算海流作業是先從各不同距離點平均能譜找出由

海面散射體(海面波浪)所產生第一階布拉格後向散射回波訊

號的頻帶，此頻帶又稱為第一階區(First order region)，再根據

第一階區頻帶內各成份波之頻率，以及海面散射體(即波長為

雷達載波波長1/2長度的海面波浪，如以本計畫為例為34.16m)

在無流時之頻率，由二者之頻率差值即可藉都卜勒效應估算

出向著雷達夭線方向之徑向海流流速(向著天線流速為正，反

之為負)，然後由三支天線訊號在第一階區頻帶內各成份波之

互能譜求出對應之特徵值以及特徵向量，再經由多重訊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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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演算法(Multiple Signal Classification，MUSIC)計算DOA來

向函數(Direction of Arrival，DOA)以估算各成份波最可能之

訊號來向(Lipa and Barick et al., 1983, Lipa et al., 2006)。經由這

些複雜計算以及不斷平均後，CODAR控制系統即得出以遙

測站為中心，向外以固定距離分隔之環狀域(circular annulus)

上不同點上的徑向海流資料(Radial Velocity File，RUV File)。

此時若有二站以上的CODAR遙測站同步觀測資料，即可再

透過中控站系統將各站純量型態徑向流速的RUV檔合成為

向量型態的表面海流(Total Velocity File，TUV File)資料。RUV 

File與TUV File皆為一小時自動輸出一次。 

 

2.2、蘇澳站與漢本站觀測記錄概述 

本觀測選定蘇澳北方澳以及宜蘭漢本作為長距型

CODAR海洋遙測站架設地點，並於99年2月順利完成蘇澳站

建置且開始觀測作業，至於漢本站因行政程序與電力問題延

至100年2月底始得已正式運作。不幸的是，99 年8月底蘇澳

站發射天線遭雷擊損毀無法維修，經外購新品並重新安裝後

於99年12月初再行運作。迄今為止，蘇澳站已收集了近十一

個月的觀測資料，但因接收天線的緣故這些資料需分為三個

階段來看待，其中第一段(A 段)是指發射天線遭雷擊損毀前

(由99年2月1日1700L至99年8月31日1500L止)，第二段(B段)

為重新安裝新天線以及系統重新調校時段(由99 年12月至

100 年4月)，在此期間內我們曾重新調整過天線方位以及又

陸續執行了兩次天線場型校正作業，第三段(C段)則為系統調

校完畢後開始正式作業(由100年4月14日1630L起)。至於漢本

站雖自100年2月後就開始運作，但系統仍需經由不斷調校才

趨於穩定。目前二站系統經不斷調校後已於100年4月起正式

連線觀測。 

蘇澳與漢本二站均位處偏遠海濱，其中蘇澳站更在北方

澳海邊遠離人煙的山崖頂上，當地電力系統極不穩定曾多次

發生斷電致使觀測終止，又因無法透過網路遠端監控故往往

無法及時發現以致造成觀測記錄損失，目前電力不穩狀況已

於第二階段觀測期間後大為改善。A階段觀測期間蘇澳站因

斷電與零件異常等原因曾損失約75筆流速資料，該期間內觀

測妥善率達98.51%。正式觀測後(100年4月14日1630L起)蘇澳

與漢本二站系統皆正常運作且並無任何資料遺漏。至於蘇澳

站在99年12月與100年1月B階段觀測期間雖亦正常運作，但

經分析觀測資料後發現，該時段內接收機濾波器有些異常(後

來送回原廠更換)且天線場型也發生變化，致使系統經常無法

正常標準化回波訊號亦無法估算海流，是以本報告排除這段

期間內的觀測資料並不納入以下統計分析使用。 

 

2.3、背景噪訊干擾 

CODAR 系統約每間隔30 分鐘即會輸出一個CSS 能

譜檔，其內容包含了三根天線(Loop 1、Loop 2 與Loop 3)的

自能譜(auto-spectra)以及互能譜(cross-spectra)等等資訊，

CODAR 系統即使用這些資訊估算照射區內不同點上的徑

向海流方向與大小(Lipa and Barick et al., 1983, Lipa et al., 

2006)。此外我們也可以藉助這些能譜所記錄的背景雜訊來探

討外界環境干擾是否影響到CODAR 觀測品質的問題。由99

年3月19 日1400L 蘇澳站CSS檔資料繪出之Loop 1、Loop 2 

與Loop 3自能譜。結果顯示所有自能譜均有兩道明顯的黃綠

色或淡藍色(由圖右色碼可知此處能量較強)直立亮帶，這就

是前節所述之第一階區布拉格後向散射能量區域，而位於此

亮帶外的則是藍色(訊號較弱)的背景能譜，這種情況下顯然

會有比較大的訊(第一階區)噪(背景)比，此時CODAR可以有

效解析出照射區內不同點的徑向海流，是以我們將此種狀況

稱為正常情況。至於另一種極端對比情形可看出背景能譜能

階顯著提高，其能量分佈近似白噪音(white noise)的型態，此

時訊噪比較低，因此從背景能譜與第一階區能譜之比對可以

作為評估干擾效應大小的一種依據。換言之如果我們累積各

站一段時間的CSS 檔案後，即可藉由統計方法分析探討各站

干擾效應之地區特性，有助於作為未來研判異常狀況之參考

依據。 

從觀測記錄中也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例如100 年4月

25日1600L漢本站與蘇澳站三支天線的自能譜，該圖顯示同

時間兩站的自能譜在第一階區能階均具有相似的強度，但不

同站三支天線的反應卻彼此相反，漢本站Loop 1 與Loop 2 

的背景能階明顯較蘇澳站為高，但Loop 3 漢本站背景能階卻

較蘇澳站為低。目前尚不明瞭造成此現象的確切原因，但由

於CODAR 之水平天線(Loop 1、Loop 2)與垂直天線(Loop 3)

極性(Polarization)不同，猜測可能和接收天線所處海拔高度不

同(漢本站接收天線海拔約12公尺，蘇澳站接收天線海拔約60 

公尺)故與所接收到之雷達回波極性成份分配不同有關。 

 

2.4、蘇澳站與漢本站高頻雷達回波之地區特性 

為了解背景干擾對蘇澳與漢本二遙測站整體資料品質

的影響，我們將CSS檔中Loop 3天線的自能譜讀出並按月份

進行平均，如此若某月份背景干擾情形較嚴重，則該月之自

能譜在第一階區外的背景區其平均能階值就應與其他月份之

平均值有較大的差異。蘇澳站使用了A段與C段總共約八個月

的CSS檔案資料，漢本站記錄較短，僅使用了C段的資料來計

算平均。蘇澳站A段與C段期間以及漢本站C段期間月平均之

Loop 3自能譜，可看出各月份平均之自能譜極為類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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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站自99年2月後，其雜訊區 (第一階區以外的頻帶)能階

有逐月升高的趨勢(99年2月至6月)；但至99年7月後，雜訊區

能階又有下降的趨勢。在C段期間，雜訊區能階又回復到99

年2月份的水準。儘管觀測期間有記錄中斷情形且目前記錄僅

只8個月，尚不足以做出什麼明確結論，但這些特性已暗示蘇

澳當地HF電磁波環境似乎是處於一種變動的狀態。此外，如

果將都卜勒能譜中關係到海流估算的第一階區域視為訊號，

其餘區域視為雜訊，由於第一階區能階明顯大於雜訊區之能

階，顯示二站之訊噪比均甚高，平均而言資料品質良好。另

外由圖9亦可看出，漢本站雜訊區能階較蘇澳站各月平均為

高，研判可能導因於漢本站接收天線海拔較低，附近有較多

的人為建築物影響不如蘇澳站相對空曠有關，因此漢本站背

景環境較易對雷達波產生複反射從而污染到接收訊號。但漢

本站能譜在第一階區之能階(比蘇澳站第一階區能階還高)仍

遠大於雜訊區能階，其訊噪比高故資料品質也屬良好。 

若將有干擾發生時與正常情況時的自能譜與月平均自

能譜相比較，則可看出干擾對於整個能譜的影響。例如距蘇

澳站約66公里環狀域上所測得之自能譜，可看出當干擾出現

時，此時雜訊能階明顯昇高。干擾雜訊能量大小之變化可能

與電離層有關，有時雜訊能階甚至可與第一階區能階相當，

此時CODAR系統即無法估算流速。 

 

三、即時表面海流展示 

目前在測流作業方面，由於CODAR原廠設定的系統是

以美國蘋果公司麥金塔作業系統(Mac OS X)為基礎，舉凡計

算、繪圖與資料處理等皆在麥金塔系統下運作，如此雖可簡

化工作人員在例行維護作業上之負擔，但不免會增加和不同

電腦系統間資料交換的不便性。此外，CODAR公司在系統

中對於測流資料之後處理(post-process)是針對每一項原始資

料，例如自能譜資料或合成海流資料，均設計了一套套裝軟

體用以分析與展示相關結果，因此工作人員必需同時具備蘋

果電腦與相關軟體的一些基本操作能力才能順利使用。然而

在展示端伺服器方面，基於成本考量我們採用LAMPS (Linux 

+ Apache + Mysql + PHP + SSL)系統架構，用了自由軟體來建

構展示端系統。是以必需在中控站之Mac端使用自行撰寫的

程式將遙測站自能譜、遙測站徑向海流、遙測站自能譜訊噪

比、合成表面海流等資料分別定時由網路傳輸至展示系統之

檔案伺服器，在後者這端亦由自行撰寫的程式來繪製自能

譜、合成海流、流場動畫與日平均海流等之分佈圖然後放入

網頁伺服器提供對外展示。本觀測所建立展示網頁稱為台灣

東北海域海流觀測(Surface Currents Observation North East of 

Taiwan，簡稱為SCONET)，網址為

http://www_codar.oc.ntu.edu.tw/，如圖1所示。 

 

 
圖1: 網頁展示示意圖。 

 

四、討論與結論 

過去已有許多報導運用海上同步海流實測資料以探討

或檢驗CODAR觀測流速資料準確性之文獻，例如Emery et 

al.(2004)利用錨碇觀測資料比對CODAR徑向海流，得出二者

線性迴歸後之決定係數R2介於0.39至0.77之間，且二者長週

期成份間相關度更高；本研究利用歷史Sb-ADCP資料之長期

平均值與蘇澳與漢本二站量測之平均徑向海流資料相比對，

比對結果與Emery et al.(2004)所述十分相近。另外又如 

Paduan and Rosenfeld (1996)、Kaplan et al. (2005)、Kelly et al. 

(2002)以及Kohut et al. (2006)等透過定點、短採樣時間間距的

ADCP錨碇觀測資料，將ADCP近表層的海流量測值與

CODAR同步測量的海流資料進行比對，藉以探討CODAR表

面海流(特別是高頻部份)的觀測誤差；若以本案長距型系統

為例，由於CODAR所量測到的海流流速是根據波長為

34.16m之海面波與海流作用發生都卜勒效應之頻移算出

的，此流速相當於是在CODAR取樣面積內海表面下深度約

2m範圍裡的總平均流速，因此我們可以預期，由於取樣面

積、代表深度以及取樣時間間距甚至儀器反應方面，CODAR

觀測與錨碇觀測二者間均多有所不同，故實際流場只要是具

有垂直流切、水平流切甚至在時間上有所變動，所有這些會

因環境變化而變的因素都會再影響到誤差大小(Kohut et al., 

2005)。除定點錨碇觀測外，也有許多學者使用表面漂流浮標

所測海流流速作為比對參考，例如Ohlmann et al.(2007)即是在

遙測站特定環狀域上某觀測區間內佈放大量漂流浮標，藉以

解析CODAR在該海區內所觀測到的小尺度(包括時間與水平

尺度)運動之變化情形，其結果顯示在4平方公里的觀測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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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針對標準型CODAR系統而言)，至少需要佈放20個漂流浮

標才能使單位面積上的誤差值(所有浮標觀測之平均值減去

CODAR觀測值)趨於收斂，他們並得出小尺度運動所造成的

CODAR觀測誤差約為5cm /s左右。 

對於本案所使用之長距型系統來說，由於觀測距離較

長以及受限於HF頻帶頻寬，長距型系統觀測區環狀域之間距

長度要比標準型系統大很多，如以本計畫二遙測站資料最佳

處的第七個環狀觀測區間為例，系統在此處之取樣面積約為

10平方公里，假使按照Ohlmann et al. (2007)同樣的浮標密度

執行比對實驗，則需要同步施放至少50顆漂流浮標才能解析

出同樣水平尺度運動的影響；這種規模的海上實驗需要至少

二組船隊交錯進行施放與回收作業，另外尚需要三組人員分

別在遙測站與中控站值守同步監控，可想而知規模很大且成

本亦高本計畫並無足夠資源(經費與人力均不足)執行此種校

正實驗作業。目前比較可行的方法是利用漂經本CODAR觀

測海域的漂流浮標資料(由其他國家或其他研究計畫所施

放)，由於資料量不易掌握故需要長期累積，待積累到相當數

量後即可做出比較有意義的資料比對結果。其實從CODAR

測量原理以及資料處理過程來看，徑向流速值是由都卜勒效

應估算出來的，只要系統之頻率量測夠準確那麼徑向流速推

算的可信度就高，由於現代電子儀器使用之晶體時脈均有很

高的精準度，因此理論上CODAR量測出的徑向流速值是相

當準確可信的，不過CODAR系統在流向估算方面是採用

MUSIC演算法，如果雜訊過強或是天線場型發生扭曲變形，

那麼流向估算時就有可能會產生較大的誤差。天線場型會受

到周遭環境干擾，例如附近如有比較高的物體像是尖塔、電

桿、樹林甚至是直立的建築物等等都會對天線場型產生影響

(Kohut and Glenn, 2003)，另方面如果接收天線方位發生改變

(例如固定天線之拉繩張力如果不平衡，久而久之即會改變天

線方位)那麼天線場型就需要重新調整(也就是需要重做

APM- Antenna Pattern Measurement，天線場型校驗)，一般而

言對每一組接收天線每隔一年或半年做一次APM應當是比

較妥當的方式，如此比較可以確保CODAR觀測值的可信度

以及資料品質。 

為了建立、發展海流現報與預報系統之基礎，本觀測

藉由熟悉CODAR相關運作細節並累積實務經驗不斷精進研

究能量，在文針對蘇澳與漢本二遙測站CODAR觀測資料之

地區特性、電波干擾特性以及資料準確性等分別進行了一系

列的分析比較。根據蘇澳站與漢本站徑向海流資料與歷史長

期ADCP船測海流場之統計結果相互比對，可用以評估

CODAR資料之可信度以及是否存有系統偏差。分析結果顯

示CODAR平均海流資料與水下20公尺的歷史ADCP船測海

流統計值十分接近，二者間相關度甚高，並無顯著的系統性

偏差，因此使用蘇澳與漢本二遙測站合理資料合成之表面海

流流速應具有相當好的可信度。目前整體監測系統均已連網

並能自動操作(必要時亦可遠端遙控)，二遠端站均會在每小

時固定時間將最新的原始觀測資料自動傳輸回到位於臺灣大

學的中控站，後者再自動執行品管、資料合成以及繪圖等作

業，然後將准即時觀測結果展示於網頁以供外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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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浮標與衛星之觀測風浪特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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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係以中央氣象局所屬浮標之觀測風浪資料為分析對象，並將其風-浪對應關係與

氣象衛星遙測資料互為比對，期以掌握浮標觀測資料之特性。資料來源為 2009-2011 年中央氣象局所屬

之馬祖、小琉球、台東外海、東沙等 4 個浮標觀測資料，並與鄰近區域之 Jason-2 衛星遙測資料比較。

分別就東北季風季節(11-2 月)及西南季風季節(5-8 月)，將風浪依蒲伏風標等級分級，分析風速與波高之

主要分布特性及百分比。分析主要結果如下: 

 衛星與浮標觀測資料均顯示，東北季風季節之盛行風速、波高約為 4-6 級，西南季風季節約為 3-4

級，東北季風季節之風浪約比西南季風季節高出 1-2 級。 

 小琉球浮標觀測之風浪於東北季風季節，比鄰近衛星遙測資料約小 2-3 級，西南季風季節則約小 1

級，顯示位於小琉球西南方之浮標，可能受到小琉球島嶼之遮蔽效應，於東北季風季節觀測風浪明

顯減少，故使用此浮標資料需加以注意其偏差性。 

 

關鍵字:  浮標、衛星 

 

一、 前言	

 

台灣為一海島，周圍鄰近海域包括西側台灣海峽，

西南側南中國海，南側巴士海峽，東側西太平洋，北

側東中國海，這些海域各有不同特性，西太平洋與東

中國海為遼闊洋面，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為狹道海流，

南中國海則是半封閉型海域，因此台灣鄰近各海域之

洋流與波浪特性均有所不同。對中小型船隻而言，風

力級數與對應產生之波高，常是決定海上作業與否的

重要關鍵，因此海象資料的取得非常重要。海象資料

的取得例如，中央氣象局在台灣沿岸所設置的浮標，

透過浮標的監測，將浮標所在位置的風速及波高等資

料傳回陸地接收站，做進一步的分析與發布。但由於

浮標造價不便宜，且儀器耗損大，維護難度及費用較

高，無法廣泛地設置於各海面上，因此浮標無法取得

大範圍的海象資料。 

二、研究方法 

 

分別探討浮標觀測資料及衛星遙測資料之特性，

找尋資料間之異同特性。此外浮標資料數量較衛星資

料多，這是因為浮標為定點式連續量測，而衛星為固

定軌道移動遙測所致。 

(一)浮標觀測資料 

解析中央氣象局提供之馬祖、小琉球、台東外海、

東沙等 4 個浮標觀測資料。資料時間從 2009年至 2011

年，其中部分資料因浮標壞損或其他原因造成資料遺

失，使某些月份沒有連續完整資料可分析。依照西南

與東北季風季節，建立風速‐波高資料庫，繪製關係圖

探討其分布情形，並與蒲伏風表作比較，製作出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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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高的迴歸方程式，方便研判該航路風速‐波高正確性 

，提供船舶之航行安全參考(陳等 2012)；浮標位置(紅

色星號)如圖 1 所示。 

(二)衛星遙測資料 

利用 Fortran 程式解析 Jason‐2 衛星資料，並判斷

資料經緯度是否位於馬祖、小琉球、台東外海、東沙

等 4 個分析區域，擷取有風有浪的資料，讀取其風速

及波高數據。分析方法及資料時間與浮標觀測資料相

同；衛星分析之區域(紅色方框)如圖 1 所示。 

 

圖 1  浮標位置及衛星分析區域圖 

三、研究成果 

 

以下分別列舉小琉球與台東外海兩個區域東北季

風季節(11-2月)之浮標與衛星觀測資料風速‐浪高分布

圖： 

(一)浮標觀測資料分析 

圖2與圖3呈現小琉球與台東外海兩個區域於11-2

月之浮標觀測風速-浪高分布情形： 

 

圖 2  小琉球東北季風季節浮標風速‐浪高分布圖

 

圖 3  台東外海東北季風季節浮標風速‐浪高分布圖 

下表為浮標觀測資料之海象特性之分析表，依據

圖2與圖3風速與浪高分布圖，所統計之東北季風級與

浮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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浪級百分比，將各級百分比加總並判斷分布趨勢，得

出接近50%及75%機率的風級與浪級範圍，如表1所

示。 

表 1 2009-2011 年小琉球與台東外海浮標觀測海象狀況

統計表 

區域 小琉球 台東外海 

月份 

(季節) 

11~2 月 

(東北季風) 
11~2 月 

(東北季風) 

機率近 50% 40% 40% 

風級範圍 2 級 5 級 

機率近 75% 79% 69% 

風級範圍 2-3 級 5-6 級 

機率近 50% 86% 46% 

浪級範圍 3 級 5 級 

機率近 75% 86% 81% 

浪級範圍 3 級 5-6 級 

資料來源 浮標 

(二)衛星遙測資料分析 

圖 4 與圖 5 呈現小琉球與台東外海兩個區域於 11-2

月之衛星觀測風速-浪高分布情形：

 

圖 4  小琉球東北季風季節衛星風速‐浪高分布圖

 

圖 5 台東外海東北季風季節衛星風速‐浪高分布圖 

下表為衛星觀測資料之海象特性之分析表，依據

圖4與圖5風速與浪高分布圖，所統計之東北季風級與

浪級百分比，將各級百分比加總並判斷分布趨勢，得

出接近50%及75%機率的風級與浪級範圍，如表2所

示。 

表 2 2009-2011 年小琉球與台東外海衛星遙測海象狀

況統計表 

區域 小琉球 台東外海 

月份 

(季節) 

11~2 月 

(東北季風) 
11~2 月 

(東北季風) 

機率近 50% 41% 60% 

風級範圍 5 級 4-5 級 

機率近 75% 73% 80% 

風級範圍 4-5 級 4-6 級 

機率近 50% 53% 42% 

浪級範圍 5 級 5 級 

機率近 75% 79% 83% 

浪級範圍 5-6 級 5-6 級 

資料來源 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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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小琉球與台東外海浮標-衛星觀測資料之

海象特性之分析表，如表3所示。 

表 3 2009-2011 年小琉球與台東外海浮標‐衛星海象狀

況統計表 

區域 小琉球 台東外海 

月份 

(季節) 

11~2 月 

(東北季風) 

11~2 月 

(東北季風) 

機率近 50% 40% 41% 40% 60% 

風級範圍 2 級 5 級 5 級 4-5 級

機率近 75% 79% 73% 69% 70% 

風級範圍 2-3 級 4-5 級 5-6 級 4-6 級

機率近 50% 86% 53% 46% 42% 

浪級範圍 3 級 5 級 5 級 5 級 

機率近 75% 86% 79% 81% 83% 

浪級範圍 3 級 5-6 級 5-6 級 5-6 級

資料來源 浮標 衛星 浮標 衛星 

小琉球浮標之風浪於東北季風季節，比衛星資料

約小2-3級；台東外海浮標之風浪於東北季風季節，與

衛星資料觀測結果比較則非常接近。 

四、結論 

 

運用浮標與衛星觀測資料所繪製的風速及波高分

布圖，來分析馬祖、小琉球、台東外海、東沙等海域

之海象特性，研究顯示： 

(一) 衛星與浮標觀測資料均顯示，東北季風季節之盛

行風速、波高約為 4-6 級，西南季風季節約為 3-4

級，東北季風季節之風浪約比西南季風季節高出

1-2 級。 

(二) 馬祖、台東外海、東沙等海域之衛星與浮標觀測

資料，呈現一致特性。但小琉球海域之衛星與浮

標觀測資料，呈現明顯差異（如表 4 所示）。 

(三)小琉球浮標觀測之風浪於東北季風季節，比衛星

遙測資料約小 2-3 級，西南季風季節則約小 1 級，

顯示位於小琉球西南方之浮標，可能受到小琉球島

嶼之遮蔽效應，於東北季風季節觀測風浪明顯減少 

，故使用此浮標資料需加以注意其偏差性。 

 

表 4 2009-2011 年浮標-衛星觀測資料之氣候特性比較表 

區域
月份 

(季節) 

5-8 月 

(西南季風) 

11~2 月 

(東北季風) 

馬祖

機率近 75% 80% 77% 79% 76%

風級範圍 3-5 級 3-5 級 4-6 級 4-6 級

機率近 75% 76% 68% 84% 74%

浪級範圍 3-4 級 4-5 級 5-6 級 4-5 級

小琉

球 

機率近 75% 68% 77% 79% 73%

風級範圍 2-3 級 3-5 級 2-3 級 4-5 級

機率近 75% 78% 94% 86% 79%

浪級範圍 3-4 級 3-5 級 3 級 5-6 級

台東

外海

機率近 75% 76% 76% 69% 80%

風級範圍 3-5 級 3-5 級 5-6 級 4-6 級

機率近 75% 68% 72% 81% 83%

浪級範圍 3-4 級 4-5 級 5-6 級 5-6 級

東沙

機率近 75% 75% 70% 79% 73%

風級範圍 3-5 級 3-5 級 4-5 級 5-6 級

機率近 75% 66% 63% 72% 82%

浪級範圍 3-4 級 4-5 級 5-6 級 5-6 級

 資料來源 浮標 衛星 浮標 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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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湧浪觀測之分析研究 

滕春慈1  呂理弘1  范揚洺1  張志強1 

1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1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 

 

湧浪在氣象預報中又稱長浪。台灣每年颱風侵襲頻繁，而颱風來臨前在近海地區最常見落

海、船艇翻覆或堤防潰堤等相關新聞，幾乎與湧浪襲擊有關。因此，本研究利用近岸資料浮標實

測資料分析風湧浪，可於颱風季節提供湧浪資訊，使民眾儘早做好防範措施。現今中央氣象局以

海洋數值模式WW3做湧浪預測，其參考性亦高。以實測資料分析湧浪部分可更完善數值模擬不

足的部份。 

本次分析利用分水嶺法將方向波譜分成數組，以NDBC利用波浪尖銳度公式分離風湧浪的方

法，於方向波譜上判斷湧浪，分析流程詳見圖1。首先我們對進行WW3輸出的方向波譜進行測試，

比較與模式計算結果差異，結果顯示在波高小風湧浪比相差較大，波高漸大風湧浪比趨勢接近，

但湧浪波高略大於模式輸出，如圖2。 

相同方式分析資料浮標實測方向波譜，對2012年8月1日至8月27日花蓮浮標，期間經歷4個颱

風、共512筆資料進行分析，初步顯示颱風接近前後湧浪值較高。進一步的結果及討論將於研討

會中做詳細的報告。 

 

關鍵字：湧浪、分水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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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 WW3 模式輸出方向波譜湧浪分析結果與模式輸出結果比較，波高較大時分析結

果較模式輸出結果大。(b) WW3 模式輸出方向波譜風浪分析結果與模式輸出結果比較。 

圖 2.(c) WW3 模式輸出方向波譜風湧浪比分析結果與模式輸出結果比較，波高較大時趨勢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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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 方向波譜分析流程。.(b)程式利用分水嶺法分析波譜結果。.(c)程式判斷風湧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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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分析花蓮浮標方向波譜，自 2012 年 8 月 1 日至 8 月 2 日，分析期間經歷 4 個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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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利用X-Band岸置雷達影像序列，藉由波動之色散關係式、三維快

速傅立葉轉換，運算海表面波數能量譜，並分析在降水背景擾動下之雷達回波

物理現象。本研究之演算方式利用運算子區域，藉由參數調變，找出降雨前後

能量譜的改變。 
以雷達影像分析海表面波數頻率能量譜，必需考量實測時物理現象所造成

的回波干擾，雷達回波可藉由閾值設定、諧波還原、濾除駐波等做法，運算出

近似的物理量值。 
由於台灣四面環海，氣象災害頻仍，基於X-Band岸置雷達具運算迅速、移

動方便等優點，本研究藉由2007年10月初柯羅莎颱風過境而發生於淡水河口暴

雨事件之雷達回波實測資料，探討近岸降雨致災成形之前後所觀測之回波現象，

推估出降雨時期與雷達回波之關係式，並以實測資料做為降雨事件對照之佐

證。 
 

關鍵字：X-Band岸置雷達影像序列、波數頻率能量譜、柯羅莎颱風、轉移函數 

 

一、前言 
近年氣候變遷效應下，降雨影響人類至

深，為了有效掌握海岸環境之降雨實際狀況，

海象、地象、氣象等資料綜合量測益發重要。

近岸量測分類可分為現場觀測(in-situ)與間接

遙測(remote sensing)兩種，其中間接遙測計有

影像拍攝(Charge Coupled Device)、衛星雷達

遙測(satellite image)、岸置雷達(Land based 

marine radar)等。 
間接遙測大多是倚賴電磁波反射之物理

性質，相較於現場觀測設備可能因海況惡劣

而受損或是無法判讀資料，間接遙測設備較

不易受到外力破壞，發展間接遙測技術更能

及時掌握海況異相，提升及時觀測之精確

性。 
雷達為海況遙測技術之主流，因其快速

地發射電磁波於海面上，觀測且因電磁波不

受日夜所限，高頻電磁波僅能穿透海水表面

數釐米，適合觀測海表面場狀態，在天候不

佳時，方便性與精確度較其他工具為佳。目

前用於海洋觀測上的雷達觀測技術可分為合

成孔徑雷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與

真實孔徑雷達(Real aperture radar, RAR)，在

航行或是需要精確時空變化量測時，RAR可

彌補SAR之不足，以岸置測波雷達為代表。 
岸置測波雷達常架於沿岸陸地上，可長

時間提供時空變化之實測數據，亦方便後勤

修繕與電力補給，適於全天候定點觀測海氣

參數。本文即是以X-Band波段岸置測波雷達

實測資料為研究主軸，岸置雷達大範圍定位、

小範圍校準之特性，能精確計算出能量位

置。 
雷達影像遙測技術主要即是補足二維採

樣不足之處，能在時間向度上持續接收資料，

提供直接且確實的現場訊息。本文以台灣台

北港沿岸為取樣地點，由於近年氣候變異，

極端降雨至為常見，海岸事故頻仍，因此研

究海岸降雨對於經貿國防自有其必要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現有雷達影像分析

波浪的方法中考慮降雨因素的影響，以求得

即時降雨資訊。基於上述目的，本文先瞭解

雷達測波的基本原理，從中瞭解到雜訊對於

降雨的影響機制，以柯羅莎颱風過境期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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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為例，期間降雨與雷達資料如圖一，同時

運用實測資料的分析結果作驗證，針對分析

結果作一探討與建議，以作為日後航海雷達

影像分析上的參考。 

 

二、X-Band雷達特性與原理 
 

2.1  X-Band雷達系統 

X-band雷達系統是由發射機產生某一特

定頻率的電磁波訊號，並經由天線將電磁波

能量朝海面發射，當所發射訊號遇到海面波

浪時，就會有部份電磁波受到阻礙而產生回

波，而海面回波(sea clutter)經由天線接收機

接受後，透過數位化處理，以binary檔儲存，

再從binary檔運算數據，可得到高解析度的近

岸流場的資訊(王，1999)。 

2.2  雷達資料來源與測站位置 
本文資料使用台大海研所自行研發的

ROCOS系統(發射頻率9.41GHz)，建置於1999 
年，輸出的雷達數位資料便可提供海洋遙測

使用，ROCOS天線轉速每分鐘36 轉(每隔1.7
秒取樣一次)、發射頻率為9.41GHz(對應之雷

達電磁波波長約為3.2公分，屬於X-Band範

圍)，使用SP Mode，有效發射範圍設為3.0海

浬，此時雷達發射之脈衝寬度為0.08 微秒，

所對應之空間寬度為15公尺，脈衝頻率則為

2100Hz(即每秒發射出2100次脈衝，也就是產

生2100條掃描線)。故知徑向(即天線正面對之

方向)上最小的空間解析度為15公尺，側向之

空間解析度與距離成正比。ROCOS系統之資

料擷取模組是12 bits A/D(類比/數位轉換器)，

輸出之數值範圍可達4096，數位訊號儲存於

電腦中供流場計算之用(王，1999)。近年海洋

觀測規模益大，而同步衛星遙測資料往往稀

少，或是價格十分昂貴，因此使用機動性高

之航海雷達作為近海遙測便具有很大的效

益。 
本研究之雷達觀測站位於台北縣淡水鎮

漁人碼頭，其座標為：北緯25度11分04秒，

東經121 度24 分31.24 秒(位於海巡署教育

訓練中心樓頂)，而柯羅莎颱風降雨資料取自

中央氣象局，時間起自2007年10月4日，迄至

2007年10月7日，資料筆數96筆，有降雨筆數

73筆，雷達未損毀資料76筆，雷達資料∩降雨

實測有效筆數共50筆。 

2.3  雷達測量原理 
岸置雷達回波之物理機制為主要以鏡面

反射(specular reflection)與布拉格共振(Bragg 

resonance)的回波訊號為主，鏡面反射的發生

主要決定於目標物的斜率或坡度，當目標物

的坡度與雷達波前進方向的相對位向角為

90°時，回波的反射量最大；而布拉格散射

(Bragg scattering)效應由Crombie(1955)發現

經海面回波散射訊號的能譜，探討單純雷達

波與海面波浪交互作用的物理機制。 

Young(1985)提出利用三維傅利葉轉換

分析連續的X-band雷達影像，可以擷取海面

波譜資訊，與色散方程式產生之都卜勒偏移

反推可求得海表面流場，之後陸續有許多學

者，如Senet、Borge等，開始研究利用X-band
雷達影像來推算海表面流場。一般使用於波

浪觀測，其基本觀測原理為發射機產生某一

特定頻率的電磁波訊號，經由天線將電磁波

能量朝海面發射出去，當所發射訊號遇到海

面波浪時，就會有部份電磁波受到阻礙而產

生回波，而海面回波(sea clutter)經由天線被

接收機收到，透過對回波加以數位化處理，

並進一步處理分析，便可獲得目標的相關資

訊。海面波浪之回波訊號(Sea Clutter)以及降

雨時之雨滴回波(Rain Clutter)常被視為背景

干擾而以濾波消除，但本研究以降雨時之雨

滴回波為研究訊號。 
以本文所採用的X-band 航海雷達(頻率

為9.8GHz)而言，雷達波的波長為3.2cm，假

設雷達波的掠角為30度時，對波長為1.85cm 
的波浪會產生布拉格散射，而這樣長度的波

浪主要是海面上的微小振幅波、雨滴撞擊海

水面所產生的水面振盪，都會使訊號回波增

強。前人使用岸置雷達，常將降雨因素視為

雜訊，本研究擬以降雨強度為探討對象，運

用雷達回波率定後進行運算並探討結果。 

2.4  降雨對回波影響 
降雨對雷達回波影響的研究，開始於

Moore et al.(1979)研究海面上降雨對散射計

觀測結果的影響，發現雷達回波受降雨會產

生嚴重的影響，而降雨率與雨型將支配影響

程度的大小，其更在1997利用衛星資料來計

算雨量，利用降雨會造成回波強度增強的特

性，由回波強度來推算降雨。對台灣地區而

言，降雨是最常見的降水型態。台灣淡水地

區平均每年的降雨日數為159天(中央氣象局，

截自1961-1990)，因此雷達近岸觀測上，降雨

是一個不可忽略的氣象因素。 

X-band 岸置雷達的電磁波波長為3.2cm，

在這樣的觀測波長下，大氣中的氣體對雷達

波僅有極輕微的衰減作用，但隨著降雨強度

的增強、雨滴大小的變大，降雨所產生的影

響更有可能主導回波，雨滴在撞擊水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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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原本平靜的海面粗糙度變大，對於波浪

觀測上，實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由海面

波浪的回波特性可知，降雨相對海面波浪所

產生的回波強度也會變強，影響到回波資料

的後續分析，產生偏誤的分析結果。 
在降雨時刻，雨滴會同時存在於大氣中

與撞擊水面，造成在降雨資料處理上較為複

雜且難以分類。由上述之探討得知，降雨的

對於雷達波的傳遞與海面上波浪特性的改變，

都有深刻的影響，在雷達資料的分析上是不

可忽略的重要因素。 

 

三、X-Band雷達資料運算 
 
本研究選用之子區大小為128×128pixel，

每一pixel解析度為15公尺，亦即子區範圍為

1.92公里×1.92公里，以觀測站為基準，極座

標換算成直角座標後，利用網格之index運算

子區(x,y)座標之數值聯集，再轉換成矩陣

index，即可將雷達原始觀測數據投影至計算

子區，所得數據皆為真實接收數據，避免截

圖造成自由度降低或利用內插法造成數值錯

位，如圖二。 

3.1  傅立葉轉換 
由於實際雷達觀測資料為離散時間序列

數據，本研究採用快速傅立葉轉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計算能譜。雷達回

波強度時序資料I(x,y,t)，令 , , 表示離

散之 , ，式中 1 ∆ ，

, 1 ∆ ， 1 ∆ ，其中i, 

j=1,128，k=1,32(子區為128×128點，共32張

圖像)，∆x=15m，∆t為1.67秒。 , , 之

傅立葉轉換 , , 為 

, , ∆ 	∆

, ,  

式中， 

1 	∆ ， 1 	∆ ，

1 ∆	 ，∆
∆
，∆

∆
，

128，以及 L=32。依序將 , , 整理

成三維序列，通過傅立葉轉換後除以 ∆ 	∆

即得出雷達回波能譜密度函數 E( , ，完整

原理之色散關係殼如圖三。     

3.2  消除駐波 
雷達在近岸觀測時常會測到船舶或固定

物等會產生強烈反射回波信號的物體，另外

往往會受到臨近其他雷達(如海巡署雷達)發

射訊號的影響，都會造成三維能譜中出現不

乾淨的雜訊，回波三維能譜中此干擾訊號往

往在波數上是對稱分佈。 
將三維能譜中頻率相同但波數向量互為

反向之成份波譜值相減，其中譜值較大者以

兩者差值取代、較小者則定為零，如此一來

則保留了行進波而排除干擾所造成的駐波。 
適度消除駐波有助於能量譜的重現，是

故計算上可將同頻率內相差180度之同波數

能量權重相減，即可得出較為乾淨的能譜

圖。 

3.3  諧波還原 
由於雷達波係以低掠角入射，如果海面

波浪波高夠大時，則波峰會遮蔽住雷達波而

在波峰後方形成陰影區。雷達回波經Fourier 
轉換後，除了在與海面波浪相同之頻率與波

數處(Fundamental Mode)出現能量分佈外，另

外必然也會產生高階諧波 (Seemann et al., 

1997)，令p表示諧波階數，p為整數且p≧0；

與 為第p階諧波之波數與頻率。則：  

, 1 ∙ ,                                   

1                             

其中，p 為諧波階數， 

k , 為 fundamental mode 之波數與頻率， 

σ 為固有頻率 在無流速的情況下所衍生的

p 階諧波。 

一般情況下只需考慮原始的基本模型與

一階諧波的能量，因其他高階諧波的能量相

對於第一階諧波而言較低(Nieto-Borge et al., 

2008)，運算時忽略不計，色散關係殼之諧波

能譜如圖四。 
為得出一乾淨的波數能譜，再將能譜界

定出分散關係殼之形變範圍，做為能量運算

基礎，本研究取值界於流速小於3m/s、大於

0m/s範圍內之所有的頻率波數作運算，而落

在黃圈界內的綠圈能量為諧波能量帶，圖為

第一階諧波(如H1)應還原對應fundamental 

mode(如F1)之處，需將第一階諧波能量納入

主能量帶(紅圈)之中，如圖五，方使用

10%(O(1))閾值開始計算。 

 

四、運算結果與討論 
雷達回波能譜在典型風浪下，高頻部分

呈現 衰減趨勢，低頻部分呈現 增加 

(Schule et al. , 1971)，比較雨區與非雨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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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能譜，如圖六。本研究以柯羅莎颱風過境

數據為依據，自2007/10/04至2007/10/07止，

由於，將同時之雨區與非雨區子區域分別計

算如圖，對資料利用傅立葉三階擬合處理，

如圖七，結果顯示，其一階係數介於數量級

(O(5))時，時降雨強度將大於5mm/hr，而較大

雨量之雷達譜，擬合常數與一階係數數量級

(O)相同。 

 

五、結論 
岸置雷達常用於測量近岸波場，但其即

時量測的特性，對於降雨數據收集亦有直接

且明確的結果，本文就柯羅莎颱風之雷達能

譜作為降雨預估之新猷，提出降雨與能量帶

轉移的相關性，作為即時降雨之研判，儘管

運算結果會隨有效樣本數而改變，但仍不失

為一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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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柯羅沙颱風期間之淡水地區降雨(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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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台北港雷達回波圖，左方小圖表運算雨區，右方小圖表運算非雨區。 

 

 

圖三、分散關係殼，左為無流之分散關係殼，右為有流之分散關係殼。 

 

 

圖四、2007年10月4日15時之濾除駐波權重能譜剖面圖，左圖為雨區能譜剖面圖，右圖為非雨區

能譜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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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諧波調變，左為諧波分界綠色區域需投影至1/2頻率紅色區域之1/2波數上，右為諧波示意。 

 

 

圖六、雨區與非雨區之一維能譜 

 

 

圖七、雨區與非雨區之傅立葉擬合(1~6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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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料浮標觀測資料探討七股澎湖海域水溫特殊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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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與水利署於台灣環島設置14個海氣象資料浮標(圖1)，每個資料浮標水面下約0.5

公尺處設置有2只水溫計，而且水利署資料浮標下方1.5公尺加裝有剖面流速儀，流速儀本身也具

有水溫測計(圖2)。經由長期資料比對結果發現，資料浮標受到台灣海峽水團、海流及海底環境

的影響，造成水溫觀測值發生隨潮汐漲退或突然劇烈變化。七股資料浮標水溫測值隨潮流漲退變

化約3~7度，大多出現在12月及1至3月，可能受到台灣海峽水團、海底地形加上潮流影響造成，

澎湖資料浮標每年1、2月和9月水溫3~4小時內上升約4度，然後水溫緩慢往下降，可能受到黑潮

支流影響。 

由於海溫比熱較氣溫大，所以其日變化較小，但受到季節溫度、季風及水團影響時則會有較

特殊的變化情形。在台灣西南至澎湖之間海域的海溫受到黑潮支流、南海表層水及大陸沿岸流的

影響，朱祖佑（1963），夏季西南季風盛行時，南海表層水會取代黑潮支流進入台灣海峽，Fan and 

Yu（1981），東北季風盛行時，大陸沿岸流會南下至澎湖海域，黑潮支流也會順著台灣海峽南

部到澎湖海域附近，兩個水團在台灣海峽中部交會。 

本文從七股及澎湖資料浮標歷年的水溫及海流資料，看出黑潮、南海表層水及地形因素對表

面海溫的影響。經長期資料比對結果發現七股資料浮標水溫有隨潮流變化之趨勢，而澎湖資料浮

標水溫會有3~4小時內上升約4度，然後緩慢往下降之現象，因此針對此兩海域資料進行探討分

析。 

由資料比對結果可以發現冬季七股浮標可能位於黑潮支流與海峽北部的大陸沿岸流交界

處，加上海底地形抬升影響，造成水溫呈現隨潮汐漲退變化，但是當澎湖浮標出現水溫突升之現

象時，可以發現七股浮標此時段潮汐變化則不明顯，由此推測此時段可能為溫暖的黑潮支流由七

股浮標向北延伸至澎湖浮標以北，然後再慢慢退回七股浮標附近。 

 

關鍵字：海氣象資料浮標、水溫、黑潮支流、大陸沿岸流、七股、澎湖、中央氣象局、水利署、 

剖面流速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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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七股資料浮標 

 

圖 2 水溫計和流速儀安裝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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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域近岸風暴潮溢淹預報模式之開發與研究 
吳祚任 1  蔡育霖 1  李俊叡 1  莊美惠 1 

1 國立中央大學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摘    要 

臺灣四面環海，加以每年颱風肆虐，因此能否掌握全程風暴潮行為是為災防之關鍵。過去風暴潮之預報模式

由於受限於模式開發與計算機速度限制，模擬與預報多侷限於離岸演算而無法計算溢淹，抑或可計算溢淹卻侷限

於過小計算域而損失準確度。由於風暴潮淹溢範圍為災防重要參考依據，而其準確度尚仰賴模擬範圍是否能涵括

整個颱風生命週期。為此，本計畫將借助康乃爾大學所研發之 COMCOT 海嘯模式，利用其已建構成熟之巢狀網

格以及溢淹功能，加上模擬風暴潮所需之壓力梯度項與風剪力項，發展適用於臺灣之風暴潮溢淹模式。本模式可

導入理想颱風模式，或未來可與氣象局現有之風場及氣象資料結合，以更精準預報風暴潮之動向。在模式發展與

驗證方面，本研究系統地校驗壓力梯度項與風剪力項之準確度，將其與理論解比對，並分別應用於卡氏座標與球

座標上，以充分驗證氣象力對流場與水面高程之影響。由驗證結果可看出，模式之準確度相當高，此有利於後續

更複雜之模式發展及參數校驗。 

 

一、 前言 

臺灣位處全球颱風最密集之路徑上，加以全球暖化

造成颱風等極端氣候強度增強，又以臺灣四面環海，因

此提昇颱風暴潮之預報能力為臺灣氣象發展之重要目

標。其中與民眾最相關之預報項目為風暴潮之淹溢範

圍。本研究擬發展一精準之風暴潮淹溢模式，結合氣象

局現有之大氣預報模式及近海波浪模式，以及利用雙向

巢狀網格與數值移動邊界法，精準計算沿海之時變淹溢

範圍，以提供決策與預報之用。 

風暴潮是由熱帶氣旋、溫帶氣旋、冷鋒的強風作用

和氣壓驟變等強烈的天氣系統引起的海面異常升降現

象，又稱暴潮（storm surge）或異常潮（abnormal tide）。

由於此水位變化純粹由於氣象作用所造成，因此又稱為

氣 象 潮 （ meteorological tide ）。 其 與 當 時 之 天 文 潮

（astronomical tide）之差，稱為潮位偏差，亦稱為暴潮

位。風暴潮會使受到影響的海區的潮位大大地超過正常

潮位。如果風暴潮恰好與影響海區天文潮位高潮相重

疊，就會使水位暴漲，海水湧進內陸，造成巨大破壞。

如 1953 年 2 月發生在荷蘭沿岸的強大風暴潮，使水位

高出正常潮位 3 米多。洪水沖毀了防護堤，淹沒土地

80 萬英畝，導致 2000 餘人死亡。又如 1970 年 11 月 12-13

日發生在孟加拉灣沿岸地區的一次風暴潮，曾導致 30

餘萬人死亡和 100 多萬人無家可歸。（Wiki, 2011）。 

風暴潮之預報作業模式在過去 20 年來蓬勃發展，

對於此一趨勢，中央氣象局亦積極與學界合作，希望開

發適合臺灣之風暴潮作業模式。其中近期之模式發展以

快速求解多尺度暴潮行為為主（于，2005）。 

本研究以由康乃爾大學研發且成熟發展之非線性

COMCOT 模 式 (Cornel Multi-grid Coupled Tsunami 

model)，該模式為美國康乃爾大學所開發之國際知名海

嘯模式，廣被應用於研究諸多知名之海嘯事件，並有良

好之計算結果，如 1992 年印尼海嘯(Liu et al., 1994; Liu et 

al., 1995) ，2003 年阿爾及利亞海嘯 (Wang and Liu, 2005) 

以及 2004 年印度洋海嘯 (Wang and Liu, 2006)。利用其

巢狀網格之功能，同時建構深海之大網格系統與近海之

高解析度系統，以同時計算遠洋及近岸之波浪傳遞以及

沿海溢淹。然而由模式開發之技術層面而言，由於上述

三者皆為點資料，亦即不需經過相鄰網格之梯度計算，

因此困難度不高。換言之，成功導入實測、大氣模式或

理想模式下受颱風影響之大氣壓力場水位資料後，所建

構之風暴潮作業模式將具有理想且完整之功能。此模式

若開發完成，將使臺灣於風暴潮之淹溢模擬達快速、準

確又兼具溢淹預報之水準。在模式修改與驗證方面，本

研究系統充分驗證氣象力中之風剪力及大氣壓力對流

場與水面之影響。由驗證結果可看出，模式之準確度相

當高，此有利於後續更複雜之模式發展。 

二、 數值方法 

氣象因子乃是產生暴潮的主要外力，主要包含風剪

力與颱風中心與外圍的氣壓差所造成壓力梯度。在深水

海域中，由氣壓所引起的暴潮分量大致符合靜水壓公

式，即氣壓降低一百帕，則水位上升約一公分。在淺水

區域，風剪力對暴潮的影響逐漸變的明顯，且其作用的

物理機制複雜。 

(一) 風剪力模式導入與驗證 

在非線性卡氏座標系統中，加入風剪力項並進行驗

證。風剪力在考慮穩態與線性波之條件下，假設柯氏力

與底床摩擦力可以忽略，並只考慮 x 方向，同時參考

Smith and Banke (1975)之風剪力之穩態解析解（式 1），

並將穩態解析解帶回動量方程式。 

s
a d w wF C V V

 
         (1) 

其中， wV


為平面上 10 公尺處風速、 a 為空氣密
度、 dC 為剪力係數(drag coefficient) 

(二) 大氣壓力模式導入與驗證 

為驗證壓力梯度作用，亦類似風剪力之解析解推導

方式，藉由穩態及線性之假設忽略柯氏力及底床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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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並只考慮 x 方向，而空氣之壓力梯度直接影響水位

面變化。 

而線性球座標方程式中，導入壓力梯度項，則參

考 Holland (1980)之理想風場之大氣壓力公式（式二），

距離低氣壓中心不同半徑位置，則有不同壓力。 

max( )exp ( )B
a c n c

R
P P P P

r
      

   (2) 

cP 為風暴中心之大氣壓力、 maxR 為最大暴風半
徑、 B 為峰值參數(peakness parameter)和 nP 為環境大氣
壓力(ambient pressure）。 

(三) 真實地形導入 

在確認模式導入之理想風場之風剪力項和壓力梯

度項後答案無誤，則進行真實地形之模式驗證。本案例

採台灣附近海域之真實地形受風剪力影響之情況，並採

用球座標系統。 

三、 實際案例之情況導入 

模擬區域為臺灣附近海域，範圍介於東經 116 度到

東經 130 度及北緯 20 度到北緯 28 度，地形資料取自

ETOPO2，網格間距為 4 分。 

 

圖一：台灣周遭海域導入理想風場之風剪力場和大氣壓

力場後之水位面變化。色階表水位高程，單位 m。 

 

圖二：台灣周遭海域導入理想風場之風剪力場和大氣壓

力場後之流場向量圖。色階表流速大小，單位 m/s。 

本案例採 2007 年克羅莎颱風案例進行測試。2007

年 10 月 6 號颱風中心位置位於東經 121.9 度、北緯 25.0

度，10 月 6 日當日颱風中心滯留於台灣東北方宜蘭外

海，最大暴風半徑為 300 km，中心氣壓為 900 mb。本

模擬將克羅莎颱風之移動簡化為完全停滯於東經 121.9

度、北緯 25.0 度，並觀察海水位變化是否合乎預期。求

解之統御方程式為線性球座標動量方程式，其中包含柯

氏力，但不包含底床摩擦力。圖一為同時導入理想風場

之風剪力場與大氣壓力場後所產生之結果。由圖可知，

其結果大致為風剪力場與壓力場之線性結合，其原因為

本案例現階段求解線性淺水波方程式之故。由圖可見，

颱風逆時針旋轉帶動海平面呈不同波高，於臺灣西岸造

成較大的水位上升，大陸東岸水位下降之情況。其結果

合乎預期。 

圖二為同時導入理想風場之風剪力場與大氣壓力

場後，根據其結果所繪製之流場向量場。受颱風之影響

流場亦呈逆時針轉動，而在台灣海峽西岸和東岸，即福

建沿海和台灣西南沿海一帶均有較大流速，和圖九系列

相對應，可發現在流速較大的區域，其自由液面變化也

相對較高。 

四、 結果與討論 

綜觀現今對於風暴潮作業模式之需求，在不規則網

格或巢狀網格，可快速求解不同尺度之淺水波方程式，

且至少可求解球座標系統，以描述遠洋所生成之颱風。

而模式中必須包含柯氏力、大氣壓力場、風剪力場、潮

汐水位、底床摩擦阻力，且需包含移動乾濕邊界，以模

擬溢淹情形，而近岸解析度需約小於 50 公尺，以提供

溢淹所需資訊。且模式必行平行化已求達高速計算之能

力。目前就知識範圍內，除了少部分研究用途之模式

外，並無風暴潮作業模式可達成上述需求。 
在和 COMCOT 模式中已完成風剪力模式與大氣壓

力模式之建立，同時充分驗證氣象力中之風剪力場及大

氣壓力場對流場與水面之影響。由驗證結果可看出，模

式之準確度相當高，此有利於後續更複雜之模式發展，

以達上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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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因應海上遊憩及兩岸航運需求增加，本局於 2011 年 2 月 1 日於中央氣象局網站中提供藍色公路海氣象

資訊供民眾查詢。目前藍色公路共有 6 條航線，分別為基隆-馬祖、台中-馬公、高雄-馬公、布袋-馬公、東港-
小琉球及台東-綠島等航線，各航線大約以 1 小時航行時間區分成數個航段，除了提供起迄點的海象觀測資訊

外，同時提供各航線未來 24 小時風向、風速、風級、波高及波向等資訊。本文首先說明前言，接著介紹本局

海象觀測網，第三章說明高解析波浪預報系統，第四章介紹藍色公路海象系統，最後為未來展望，希望經由本

系統提供之資訊提升船舶之航行安全，進而帶動海上觀光及遊憩產業的興起。 

關鍵字：藍色公路、高解析波浪預報作業系統 

一、 前言 

台灣四面環海且位處於熱帶與亞熱帶氣候區，東

向太平洋、西濱台灣海峽、北接東海、南臨巴士海峽，

海岸線綿延約 1600 公里，平均 6 公里即有 1 座漁港，

又有基隆、高雄、花蓮、蘇澳、台中等 5 個國際港，

加上領海的面積遠較陸地領土為大，海洋資源相當具

有發展潛力，對於發展與海洋相關之經濟活動，提供

了甚為優越的地理環境，包含從事海上運輸、遠洋近

海漁業、海洋資源開發研究、海事工程、港灣建設、

海岸空間利用、海上救難與巡護、海洋環境變遷預

測、環境影響評估、漁業談判及其他與海洋有關的經

濟活動。近年來由於週休二日的實施與國民生活品質

的提升，政府積極推動海上及海岸觀光計畫，提出海

洋發展遠景，規劃及開發沿海的遊憩設施，除了農委

會積極規劃漁港的轉型外，交通部積極推動濱海公路

的興建，觀光局也陸續強化或新增各海岸風景區管理

處的功能，希望更多民眾能走向海洋、親近海洋，培

養及吸引人們從事海上或近岸休閒活動，打造「海島

型生活圈」。 

然而，從事海上及近岸活動在海象資訊無法充分

的提供下必然潛藏危機，報章雜誌不時均會刊載民眾

溺水事件，海巡署就曾公佈台灣本島十大危險海域並

呼籲民眾注意自身安全。海上航行安全更需要海象預

報資訊的提供，如 99 年 8 月的海洋拉拉號事件，該

船從澎湖馬公港載運百餘名旅客返回台中港，行經距

離台中港約 8.8 浬外海時，船艏不敵猛烈、長時間的

海浪拍擊，使得船艙、跳板破裂粉碎，船艙進水，幸

無造成人員的傷亡。100 年 6 月航行於布袋至馬公的

「百麗輪」從布袋港出發約 15 分鐘，疑因海浪太大

及船速太快，造成船身劇烈震盪，22 名旅客受輕重

傷。101 年 3 月的高雄籍海翔八號砂石船，從基隆港

載運黏土要到花蓮，疑似倉促裝填船艙，未將黏土整

平，因海浪拍打而翻覆沉沒，造成船員 6 死 7 傷 2 失

蹤。另外還有海上搜救及救難問題，更需要及時的海

象資訊提供，以便迅速作成決策，於第一時間立即動

作進行救難，減少人命損失並將災害減至最輕。 

從國家整體災害防救之觀點而言，本局為上游資

訊提供者，與下游之海洋災害防救主管機關(如海巡

署、經濟部水利署等)之使用者關係密切，即時性海

象預報資訊之供應與迅速之防救災措施將可有效降

低海象災害之損失。因此整合與建置海象監測網、統

合海洋資料、推動海洋資訊之整合與交流，提供方便

且容易操作之網路界面，探討海洋與自然資源及災害

關聯性，並應用於防災、環保及經濟發展等民生議

題，實為現階段重要之研究課題，因此，本局於「海

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應用研究」科技計畫

中，除了發展海象資訊整合系統，更建置「藍色公路

海象資訊系統」，提供民眾未來 24 小時之海氣象預報

資訊，強化航行安全之保障。 

二、 波浪監測 

(一) 資料浮標簡介 

本局引進美國國家資料浮標中心規範，依據台灣

海域特性，發展出資料浮標（Data Buoy），其主要特

點為：1.設站地點不受水深限制。2.為無人海上自動

觀測站，能觀測多種海氣象資料，也能加掛儀器測量

環境變數。3.利用太陽能發電在海上執行長期觀測作

業。4.能即時將觀測資料傳回岸上。 

資料浮標直徑 2.5 公尺，高度 4.9 公尺，重約 1230
公斤，總浮力約 3220 公斤，能抵抗惡劣海況。水下

以錨繫系統固定，包括錨碇及錨鏈兩部分，必須依浮

標布放地點海況設計，為使浮標能隨波運動採鬆弛式

錨繫系統，錨鏈總長度必須大於水深兩倍以上，水下

錨碇必須能承受海流及風力影響，使之不產生位移。

資料浮標裝備氣壓計、溫度計、風速計、太陽能板、

雷達反射器、電池及加速度儀，能觀測風速、風向、

氣溫、大氣壓力、示性波高、週期及波向等。各項參

數的量測範圍和解析度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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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局波浪監測網 

本局於民國 82 年起積極規劃建置海象觀測網，

民國 83 年著手佈建環島資料浮標站，進行即時海象

觀測，對災害防救中心提供即時海況資訊，並作為海

岸防救災決策之用，民國 94 至 96 年提出之海洋領域

研究計畫「海氣象觀測站之評估及擴建(1/3)~(3/3)」
評估深海浮標系統於觀測颱風可行性，於民國 95 年

佈放一座測試的海氣象資料浮標站，成功觀測 6 個颱

風的資料，此資料浮標更在珊珊颱風發佈海上警報期

間，提供了第一手觀測資料，讓本局掌握颱風的規模

及威力。為了延續上述研究成果及提昇對颱風之預測

能力，本局在民國 98 年開始陸續建置台東外洋及東

沙兩座作業化預警深海資料浮標，以提前掌握颱風與

西南氣流等劇烈天氣之海氣象要素，另為台灣本島與

馬祖間航行安全，建置馬祖資料浮標站。 

目前本局所屬資料浮標站 7 站，浮球式測波站 1
站，同時整合國內相關機構的海象觀測資料，如內政

部、港務局、水利署等的觀測站資料，現有近海海象

監測站網分布如圖一。本局執行 99-104 之「災害性

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置計畫」，另規劃建置東吉島

波浪站。 

多年來本局已建置環島之海象觀測網，也培植經

驗豐富的專業人才與維護團隊，有助於達成更完整的

佈建與維運觀測網及更精進預（測）報技術之任務，

持續擴大海象監測網至外洋及離島並加強監測網之

維護、增加觀測項目、強化通訊功能，縮短通訊及資

料蒐集的時間、發展海洋遙測觀測技術等是本局持續

努力的工作。 

三、 高解析波浪預報作業系統介紹 

(一) 波浪模式介紹 

波浪模式可以說是藍色公路海象資訊系統的心

臟，目前本局作業化所使用最新的 NWW3（NOAA 
WAVEWATCH III）版本為 3.14 版，該版本已於 2009
年 5 月公佈，此模式可於網址自由下載。 

NWW3 為第三代之風浪模式，所用之控制方程

式為求解球面座標之波浪作用力平衡方程式(action 
balance equation)，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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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t 波 動 密 度 能 譜 (wave action 
density spectrum)， 經度、 緯度，  , 波浪傳遞方

向及波數(wave number)，t 時間， gC 群波速度，S 源

項之波浪能譜(wave energy spectrum)，包括線性風浪

交互作用 lnS 、風浪交互作用 inS 、非線性波浪交互作

用 nlS 、能量消散(白帽現象) dsS 、底床摩擦力 botS 、

碎波 dbS 、三波交互作用 trS 、水深引起之波浪散射 scS
及使用者自行定義的源項 xxS ， 波浪頻率， R 地球

半徑，  DDD ,, 擴散係數，  UU , 流速， d 水

深， ms, 波浪前進方向及垂直方向座標。 

3.14 版之 NWW3 與 2.22 版均已使用 ANSII 標準

的 Fortran90 撰寫，與 2.22 版最大的差別在加入多重

網格(multi-grid)之計算，允許網格計算雙向(two-way)
之交互作用，同時可以改變彼此不同之波譜解析度，

而邊界點可以設在多重網格之外圍點位，而 2.22 版

只能使用單向的巢狀網，且其在進行巢狀網格計算

時，邊界點必須設在最外圍再進來最少一個網格位

置，即最外圍必須是陸地邊界。以往使用單向巢狀網

格，無法從細網格中反映出小尺度的物理量及參數變

化，且比較耗時計算，而利用多重網格、雙向傳輸形

式，考慮能量守恆的一致性，不僅可將細網格之計算

值回饋給粗網格使用，亦可避免冗長的計算時間，降

低不同網格計算結果之差異性。 

在不同網格的計算其計算的時間間距為了滿足

數值穩定都會有所差異，小網格都必須採取較小的計

算間距，因此在多重網格的計算中，大網格除了如單

向巢狀網格計算提供細小網格的邊界條件外，當大、

小網格計算的時間吻合時，大網格在小網格範圍內的

計算值 Ei 即會被小網格的計算值 Ej 乘以權重合成

所取代，如下式。權重則根據大、小網格邊界長度

的比值而定： 

 jjii EE ,  (9) 

而過去依據水深定義非計算點位(inactive)的方

式，現在亦可自行設定非計算點位；而適用在深水之

連續性移動網格亦在功能之內。在波譜輸出方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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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集水區切割的方式(圖二)，提供風浪(wind sea)及
湧浪(swell)的輸出。 

在物理意義及數值方法的詮釋上，3.14 版增加了

許多的功能及方法，例如在風浪非線性的交互作用

上，修正原有 WRT(Webb-Resio-Tracy)的方法；在源

項中增加了許多的來源，包括線性的風浪交互作用、

碎波、WAM4 模式使用的輸入及消散、水深引起之波

浪散射等，至於淺水域發生的三波交互作用目前仍未

建置完成；在風應力的表現上，可以允許利用通量參

數化、向量的表現方式，使得風應力的方向並不一定

需要與風的方向一致。 

在數值方法方面，NWW3 使用 Fractional Step 
Method(分割操作法或步進演算法)，將控制方程式(式
(1))中的空間傳遞項、波浪傳遞方向及波數項、源項

等分別處理，故分別有其計算的時間參數，再加上所

有整合的時間項共有 4 個時間參數，因此需分別定義

以避免局部擾動及不穩定的數值現象發生，其中空間

傳遞項必須滿足 CFL 值的穩定條件，與能量傳遞速

度及網格大小有關，而源項則定義最小的計算時間增

量，一般隨著計算網格大小不同而改變，其值約在

5~15 秒左右。 

(二) 高解析波浪預報作業系統建置 

根據波浪預報模式 NWW3（Ver 3.14），預報作

業流程，每日執行 4 次（00、06、12、18UTC），利

用多重網格（multi-grid）同時計算，包括第一層波浪

模式（左下角經度 99E、緯度 1N；右上角經度 155E、

緯度 41N，解析度 0.25 度），第二層波浪模式（左下

角經度 110E、緯度 9.5N；右上角經度 126E、緯度

36N，解析度等於 10 公里），第三層模式(左下角經緯

度 20.79N, 117.55E；右上角經緯度 26.66N, 123.92E，

解析度約等於 2.5 公里)。地形水深資料取自美國國家

地球物理資料中心(NGDC) ETOPO1-1 分之地形資

料，近台灣海域部分再以海科中心 500 公尺水深資料

取代之。第一層波浪模式分別執行兩種大氣模式風

場，分別為美國國家暨海洋總署（代號 AVN）及日

本氣象局（代號 JMA），第二層模式使用 10 公里風

場，第三層模式使用 2.5 公里風場，唯 2.5 公里風場

每日僅執行 2 次(00 及 12UTC)，執行完成總共有 4
種波浪預報產品，分別為(1) 10 公里解析波浪模式(第
一層風場為 AVN)。(2) 10 公里解析波浪模式(第一層

風場為 JMA)。(3) 2.5 公里解析波浪模式(第一層風場

為 AVN)。(4) 2.5 公里解析波浪模式(第一層風場為

JMA)。模式 2.5 公里及 10 公里解析度之計算範圍如

圖三，模式輸出結果需包含示性波高、周期及波向；

第一湧浪波高、周期及波向；第二湧浪波高、周期及

波向；風浪波高、周期及波向。 

整個預報系統架構包括 NWW3 風浪模式及作業

化自動操作系統，而作業化自動操作系統係利用

Linux 系統中之 shell script 來撰寫命令稿和函式，讓

它們可以自動處理日常的工作，系統功能包括 crontab

定時啟動、風場資料的讀取、模式執行、模式輸出的

產生及處理、輸出資料的傳輸及各個階段的資料偵錯

功能等如圖四。 

四、 藍色公路海象資訊系統 

(一) 系統元件與流程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系統的元件包括 NWW3
波浪模式、Sufer 預報文字輸出程式、ASP 資料庫資

料刪除與匯入程式、VB.net 網頁輸出程式、及 VB.net 
ftp 程式。各元件的先後關聯性如系統流程則如圖五

所示，網頁更新時間為每日 0 時、6 時、12 時及 18
時，每次執行 36 小時預報。 

(二) 展示內容 

藍色公路海氣象資訊提供觀測及預報資料，觀測

資料為航線起迄點過去 3 小時觀測資料，包含浪高

(m)、浪向、風速(m/s)、風級、風向、流速(m/s)及流

向。預報資料為航線各航段未來 24 小時的預報，包

含浪高(m)、浪向、風速(m/s)、風級及風向。 

(三) 如何取得藍色公路海象資訊 

1. 網站 

進入中央氣象局網站首頁，於預報選項點選藍色

公路，目前藍色公路共有 6 條航線，分別為基隆-馬
祖航線、台中-馬公航線、高雄-馬公航線、布袋-馬公

航線、東港-小琉球航線及台東-綠島航線(如圖六)，
每航線各有 8、2、4、2、1、1 航段，每條航線以 1
小時航行時間作為航段區分之依據。 

2. 電子看板 

為提供民眾更為便利之海上航行資訊，設計親和

且易讀取之藍色公路資訊畫面，規劃於藍色公路起迄

點之旅客服務中心架設電子看板，目前已於馬公旅客

服務中心完成架設(如圖七)，並持續與高雄港、布袋

港、基隆港及馬祖等服務中心接洽中。 

3. 手機 

為符合目前之趨勢，著手規劃開發於智慧型手機

展示藍色公路相關訊息之 APP，未來民眾將能透過手

機隨時查詢相關海況並規劃出遊計畫。 

五、 未來展望 

隨著兩岸交流越來越密切，人員與物資的往來除

了倚靠空運，海運將成為未來兩岸往來之主力，大陸

之「海峽號」客輪已完成兩岸航行之測試，因此，航

行安全非常重要，而海氣象預報資訊之重要性不可言

喻，未來需求將持續增加。本局除持續致力於海象預

報技術提升與海象觀測網增建外，進一歩提供更貼近

民眾與航海產業需要之海象資訊服務。未來工作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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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1、因應外界需求增加藍色公路航線數量。 
2、持續發展海流預報技術，新增藍色公路海象資

訊產品—海流預報資訊。 
3、發展智慧型手機 APP 藍色公路應用程式。 
4、在各重要港口民眾候船室建置藍色公路海象資

訊電子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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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海象測報中心。 

表一: 資料浮標量測參數及量測範圍、解析度及準確度 

項 目 量 測 範 圍 解 析 度 準 確 度 

風    速 0-60 每秒公尺 0.1每秒公尺 1每秒公尺 

風    向 0-360 度 1 度 10 度 

氣    溫 攝氏0-50 度 0.1 度 0.3 度 

水    溫 攝氏0-40 度 0.1 度 0.3 度 

大氣壓力 900-1100百帕毫巴 0.1 百帕 1 百帕 

方    位 0-360 度 1 度 10 度 

示性波高 0-20 公尺 0.1 公尺 0.2 公尺 

示性週期 3-30 秒 0.1 秒 1 秒 

波 浪 譜 0.03-0.40 Hz 0.01 Hz  

    

圖一：波浪監測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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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能量波譜切割方式示意圖。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5

10

15

20

25

30

35

4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400

1800

2200

2600

3000

3400

3800

4200

4600

5000

 

圖三: 多重網格高解析波浪模式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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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高解析波浪預報系統流程圖。 

 

圖五: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系統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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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於中央氣象局網站首頁之藍色公路資訊頁面。 

 

圖七: 於馬公旅客服務中心候船室之藍色公路電子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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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北太平洋作業化海流模式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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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了提供台灣海峽及鄰近海域之即時資訊，中央氣象局發展了多尺度之海流預報模

式，以因應民眾與相關單位之需求。為改善現有西北太平洋海域之預報精度，同時保有

相當之計算效率，模式利用非結構性網格構建，該模式為半隱式法求解水體運動，可透

過較大之時間步長計算。由於以非結構性網格構建，適合用以解析複雜岸線與水深變化，

模式範圍除台灣鄰近海域外，包含東海、南海、蘇祿海與西裡柏斯海，以模擬黑潮流經

範圍之變化，模式透過GSHHS岸線資料搭配ETOPO5建構網格，並以水深作為網格大小

之控制依據，最小解析度約為3分，最大解析度則限制為7.5分。以氣象局第一層WRF預
報場WA01作為氣象邊界輸入，為加速海流模式之計算收斂，初始場以每日預報之RTOFS
資料作為參考，同時利用其預報結果作為邊界輸入，模式計算時間約於1小時內完成，可

符合作業化之效率需求。 

關鍵字：西北太平洋、黑潮、非結構性網格、作業化模式 
 

一、前言 

 

為提供台灣海峽與鄰近海域之即時資訊，中央氣象局

發展多尺度作業化海流預報模式，包含了太平洋海流模式、

西北太平洋海流模式及台灣海域海流模式，該系統利用巢式

網格系統，由第一層太平洋環流模式(Ocean Circulation 

Model 1，OCM1)，利用全球大氣模式作為驅動條件，進行

太平洋洋流(北太平洋環流及南太平洋環流系統) 系統的模

擬，結果可作為下一層模式的邊界條件。西北太平洋模式

(Ocean Circulation Model 2，OCM2)則將模擬範圍縮小，精

度提高，並使用太平洋模式的模擬結果作為邊界條件輸入，

模擬此區的流場狀況，如此可將洋流的影響帶入，並且可以

模擬中尺度的渦流系統。最後一層則是高解析度但範圍較小

的台灣海域模式( Ocean Circulation Model 3，OCM3)，增加

台灣海域受潮汐作用下之海流預報，並利用西北太平洋模式

（OCM2）的結果，將洋流及渦流的影響帶進此系統，亦可

透過此巢狀網格的加密（mesh refinement）機制增加海岸線

及海底地形的解析度，得到台灣海域更精確的海流狀況。 
此3個子系統所使用的模式為ROMS (Regional Ocean 

Modeling System)與SELFE(Semi-implicit Eulerian-Lagrangian 

Finite-Element model)，兩者皆為開源(open source)模式，且

已於國外應用在作業化之預報系統，ROMS為結構性網格模

式，適用的區域從海岸地區到整個大洋模擬皆可，SELFE
則為非結構性網格模式，更適合用於解析近岸區域較為複雜

之地形變化，亦可進行大洋的模擬。目前局內已利用ROMS
建置太平洋與西北太平洋2個子系統，台灣鄰近海域子系統

則以SELFE建置，每日執行自動化預報，每次現報24小時，

預報72小時。 
由於現有西北太平洋海流模式利用ROMS構建，採用

結構式網格，其範圍較大，網格數目較多，即便利用了局內

高速電腦128顆核心進行計算，仍為整個預報系統中最為耗

時之子系統，為了保有一定之解析度，並包含整個西太平洋

的範圍，其磁碟空間使用量亦為最大，為改進西北太平洋模

式，本研究利用建構台灣海域海流模式(OCM3)之數值模式

SELFE，藉由非結構性網格之特點，並利用水深分布決定

其網格大小來有效縮減現有西太平洋子系統(OCM2)之網

格數目，並重新規劃其模擬範圍，同時，由於SELFE為半

隱式法求解，亦即可利用較大之時間步長進行計算，可有效

加速現行利用ROMS(顯式法計算，時間步長較短)之西太平

洋子系統(OCM2)，以達到改進之目的。 

二、模式介紹 

 

為了解台灣周邊海流變化，本研究利用

SELFE(Semi-implicit Eulerian-Lagrangian Finite-Element 

model)模式，該模式是為了更容易解析海洋中內陸沙洲及河

口、港灣及潟湖等不規則陸地形狀，而發展的三維水理模式

(Zhang and Baptista, 2008)。SELFE採用有限元素的非結構性

網格設置，垂直網格部分採用混合SZ座標或S座標，採用SZ
座標時，除可提高表底層之解析度外，可避免採用S或σ座

標時，由於地形變化較大產生之水平壓力梯度不一致性，該

模式利用ELM (Eulerian-Lagrangian Method)計算對流項，並

利用半隱式法求解，可使用較大的時間步長計算，並確保模

式的穩定與精度。對於溫鹽擴散的傳輸，除可採用ELM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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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外，亦可利用頂風法(upwind)或TVD演算以避免數值擴散

的問題。紊流模組除採用常見的GLS紊流模組外，也可利用

GOTM紊流模式進行更複雜的計算，該模式亦納入乾濕點

的計算，驅動力可包含潮汐、氣象、河流等，該模式已應用

於美國哥倫比亞河口之作業化預報。模式除基本水動力系統

外，也包括了生態系統模組、資料同化模組、水質模組、沉

積物模組，是一套可應用於多方面的模式系統，其主要特點

簡介如表1。 

表1  SELFE模式特點 

 SELFE特點 
網格系統 1.不規則三角元素網格，可以解析近岸複雜地形

之區域 
2.垂直方向網格可定義為混合SZ座標或S座標

驅動力 1.包含潮汐、各種氣象資料、河流等 

包含模組 1.模組包含生物、沉積物、波浪、洩油模擬等 
2.資料同化目前僅有溫鹽Nudging 

其他特點 1.乾濕點的計算(Wet/Dry) 
2.GOTM紊流模式 
3.半隱式法求解，可加大時間步長 
4.程式以F90編寫，並包含平行化處理 
5.輸出部份採用binary格式，但可藉由後處理轉

為NetCDF格式，方便資料之繪圖與分析 

 

三、模式構建與初步成果 

 

為加速現有之OCM2，同時保有OCM2可解析黑潮之

特性，模擬範圍除需包含台灣周邊海域外，並需納入黑潮流

經之影響區域，由於非結構性網格之特性為可變大小，為配

合水理特性，水深較淺區域配合較小之網格，反之亦然。因

此在原有OCM2相同的範圍下，菲律賓群島沿岸、東海陸

棚、台灣海峽、南海陸棚至暹邏灣等淺水區域將增加相當數

量之網格與節點，因而增加其計算量，為避免網格數量超出

原有OCM2過多，同時配合WRF 45公里解析氣象場範圍(圖

1)，模式範圍包含東海、南海、蘇祿海與西里柏斯海，並適

度縮減現有範圍(圖2)，解析度則配合現有OCM2，限制最

大網格解析度為7.5分，最小網格則為3分，同時，為無縫接

合現有之OCM3，亦將現有OCM3之邊界節點作為模式之計

算節點(圖3)，以作為未來OCM3邊界之輸入。模式地形則

採用ETOPO5資料，作為水深之內差依據與網格大小之控制

函數。SMS產出之網格節點數為167020，網格數則為

328354，現有OCM2之有效網格點數約為28萬點，兩者相差

不大，雖然SELFE-OCM2網格數較現有OCM2為多，但其

計算效率可較現有OCM2為佳，現有OCM2之時間步長為30
秒，SELFE-OCM2則為360秒，可有效加速其預報時效。同

時，亦可有效縮減檔案大小，現有之OCM2之檔案輸出同時

需寫入無效點值，總點數約為50萬點，其單日檔案輸出約為

4GB空間，SELFE-OCM2之計算結果皆為有效點，其單日

輸出約僅佔450MB左右，表2詳列現有OCM2與

SELFE-OCM2之差異。 
現有之海流預報系統利用HYCOM每日現報，作為模

式初始場之基礎，但HYCOM資料由去年底至今年，受到其

儲存伺服器之不定時當機，現有預報系統常因其無法取得適

當資料而無法進行預報，同時，其取得資料之方法為FTP，

資料量較大，其傳輸時間較長，為了避免相同問題持續發

生，SELFE-OCM2採用NCEP之RTOFS-global (以下簡稱

RTOFS)之作業化預報結果，同時利用OPeNDAP傳輸可擷取

範圍之特性，有效縮減擷取資料之大小，同時為避免氣象局

內下載可能受到網路限制而失敗，亦同時於中山大學每日產

出相同資料，如於局內下載失敗時可馬上透過FTP抓取，可

避免因資料缺失而無法模擬之窘境。NCEP每日提供之

Global-RTOFS之預報場資料，基本核心仍為HYCOM，設定

上與原有HYCOM相同，但兩者在作業化上仍有差異，表3
列出其差異，基本上，雖然兩者皆以5分解析度計算，但其

實際網格解析隨著經緯度而有所變動，HYCOM提供原始之

高解析度資料，RTOFS則提供固定5分之解析度資料，因此

如以OPeNDAP擷取資料，RTOFS產出檔案較HYCOM為

小，但RTOFS之釋出時間較HYCOM為快，同時資料管道之

提供相對較為穩定，NCEP亦為美國海洋作業化模式之真正

執行單位，如以作業化之觀點來看，較為穩定之RTOFS為

合理之選擇，因此SELFE-OCM2採用RTOFS作為其初始場

與邊界之提供來源。 
垂直網格部分採用混合S-Z座標，表層為S座標，底層

為Z座標，實際計算時則於實際水深Z上進行，除可提高表

底層之解析，同時可避免因較大地形變化採用S或σ座標時

產生的水平壓力梯度之不平衡，在此設定層數為40層，表層

以12層S座標於100公尺內之水深解析，底層則以28層固定Z
座標解析，由於構建海流模式時將利用RTOFS模式之計算

結果，因此將底層Z座標設定為RTOFS原始資料之深度，可

避免垂直內差產生之誤差，表層100公尺水深內之12層S座

標，則利用線性內差方式計算。 
模式計算結果目前以每日之00時(UTC時間)結果儲

存，產出圖形仍以NCL作為展示工具，繪製表層水位、流

速、與溫鹽場作為展示，其中流速包含箭頭指引流向，為避

免過多箭頭影響讀圖，以每0.5度繪製1箭頭作為展示，圖4~7
為其展示示範，模擬日期、變數與其單位等相關訊息皆一併

繪製於圖中。 

 
圖1 45公里解析之WRF氣象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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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模式網格分布 

 

 
圖3 OCM3邊界節點設置於SELFE-OCM2計算節點 

 
表2 現有OCM2與SELFE-OCM2差異 

 OCM2 SELFE-OCM2 

有效網格數 約28萬 節點約16萬、 

網格約32萬 

時間步長 30秒 360秒 

4日模擬計算時

間(HPC) 

150分鐘 30分鐘 

輸入檔案 驅動力(12筆)、格

點及邊界:800MB 

驅動力(12筆) 、格點

及邊界: 750MB 

輸出檔案 日平均: 4.0GB(1

筆/日) 

重啟檔: 4.2GB(1

筆/日) 

日時序: 450MB(1筆/

日) 

重啟檔: 1.5GB(1筆/

日) 

表3 RTOFS與HYCOM差異 

RTOFS HYCOM 

美國NCEP維護 美國FSU維護 

固定5分解析度產品 變動5分解析度產品(較細) 

FTP/OPeNDAP傳輸 FTP/OPeNDAP傳輸 

FTP下載時間約5小時 FTP下載時間超過6小時 

OPeNDAP下載時間約20分

鐘 

OPeNDAP下載時間約1小

時 

釋出時間為台灣時間早上8

點 

釋出時間為台灣時間下午2

點 

FTP保留1天資料 FTP保留所有資料 

OPeNDAP保留1天資料 OPeNDAP保留所有資料 

相對穩定與可靠 2012年檔案伺服器常錯誤 

 

 
圖4 SELFE-OCM2水位計算結果之展示範例 

 
圖5 SELFE-OCM2表層流速計算結果之展示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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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SELFE-OCM2表層溫度計算結果之展示範例 

 
圖7 SELFE-OCM2表層鹽度計算結果之展示範例 

四、結論 

 

透過SELFE之非結構性網格，配合半隱式法求解之特

性，SELFE-OCM2的建置有效地改善了現有之OCM2計算

效率低落之缺點，同時縮減了輸出檔案大小，在配合

OPeNDAP可擷取資料範圍之特點下，以NCEP之

RTOFS-Global作業化產品作為其初始場與邊界場之基礎，

同時可有效改善現有FTP傳輸過久之缺點，並可再加快其預

報時效，達到以台灣當地時間真正現報1天、預報3天之目

標，其使用之氣象場資料為45公里解析之WRF之1800預報

場，提供未來85小時之預報，如未來需要較長時間之預報，

則需配合對應長度資料，同時，SELFE-OCM2可無縫接合

現有OCM3，無需透過內差轉換即可提供對應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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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福州航路之海氣象特性 
 
 

       蕭登倨     陳昭銘     鍾天勝 

      海事資訊科技研究所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摘    要 

本研究搜集NCEP CFSR氣象觀測風場、衛星遙測、浮標觀測資料，分析基隆-福州航路

之海氣象特性，統計風速與浪高之分佈關係，比較三者觀測資料差異性，最後以衛星觀測

資料為主，闡述基隆-福州航路之海氣象特性。此外，衛星觀測資料由於繞極關係，僅可涵

蓋固定軌道範圍，時間涵蓋為1個月3次。浮標觀測資料由於設置數目不多，雖可提供高密

度觀測資料，涵蓋範圍則相當有限。衛星觀測資料分析結果顯示，就基隆-福州航路之平均

風浪級數而言，西南季風期間，平均風級為3-5級、平均浪級為3-4級，東北季風期間則增

強到平均風級為4-6級、平均浪級為5-6級，反應東北季風期間，海象轉趨惡劣與危險。 

關鍵字：臺灣海峽、海峽航運、海象環境。 
 

一、前言 

 

海洋與大氣為一整體系統，藉由海-氣交互作

用，海象與氣象依存著密不可分的連動關係。然而

氣象分析與預報，藉由陸地上高密度的地面觀測網

路、探空網路、及氣象衛星由高空往下寬廣視野的

觀測，提供充分與高密度的天氣資料，包括地面與

高空之風、水氣、雲、雨、溫度等。但在另一方面，

海洋的觀測，於廣闊洋面觀測所用之浮標，一來造

價昂貴，二來維護不易，且常遭受商船，漁船作業

時不小心的損害，增加了海上氣象分析與預報的困

難性。 

臺灣地區之氣候，冬季受到蒙古高壓週邊東北季

風的影響，在臺灣海峽有顯著大浪。在夏季，西南

季風氣流之風力較為微弱，一般較不會引發大浪，

但突發性的颱風個案，其移動過程中所伴隨之強

風，常在其移動方向右半側產生大浪，形成所謂航

行危險半圓，經由持續風力吹襲，高風力、長吹襲

時間、廣泛風區之影響下，颱風期間易引發湧浪

(swell)，當它往外傳導，其長波特性，易對航行中船

隻造成威脅，亦容易在岸邊造成洶湧波濤或瘋狗

浪，造成意外傷亡（中央氣象局2006）。 

冬季東北季風與夏季颱風所引發之風浪，均會對

航行安全造成顯著影響，對兩岸直航的船舶而言，

此兩因素均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海上航運安全。在航

運安全考慮之下，如何避免在惡劣天氣執行航運任

務，妥善規劃因應措施，可節省大量人力，物力之

消耗，避免意外事故與人員損傷。因此為了提升航

運效能與安全，亟需一套高精度之波浪觀測資料庫

與相關分析結果，協助提供可信賴之波浪資訊，作

為航運公司規劃勤務之參考。對中小型船隻而言，

風力級數與對應產生之波高，常是決定出海與否的

重要關鍵。 

本研究主要目的，即是針對兩岸直航船舶航行作

業的需求，分析臺灣海峽航路之海象特性，提供臺

灣海峽海象狀況之重要資訊，協助掌握基隆-福州之

間海域適航風浪的時機。 

二、研究方法 

 

分別探討NCEP CFSR、衛星遙測資料及浮標觀

測資料之特性，找尋資料間共同之通性。此外浮標

資料數量較衛星資料多，這是因為浮標為定點式連

續量測，而衛星為固定軌道移動遙測所致。 

(一)NCEP CFSR觀測資料 

擷取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以下簡稱NCEP）之氣候預報系統再

分析(Climate Forecast System Reanalysis，以下簡稱CFSR)氣象觀

測資料，繪製氣候場平均圖。 

(二)衛星遙測資料 

針對台灣海峽基隆-福州首航航路區域，利用Fortran 程式

解析Jason-2 衛星資料，利用程式判斷資料經緯度是否位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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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海峽之基隆-福州航路之分析區域，擷取有風有浪的資料，

讀取其風速及波高資料。所分析之衛星資料時間從2009 年6

月至 2011 年 7 月，依照月份及季節建立衛星之風速-波高資

料庫，繪製關係圖探討其分佈情形，並與蒲伏風表作比較，

製作出風速-波高的迴歸方程式，方便研判該航路風速-波高

正確性，提供船舶之航行安全參考。 

(三)浮標觀測資料 

解析中央氣象局提供之龍洞浮標(121 ° 55'21"E,25 °

05'48"N)。資料時間從2009 年至2011 年，其中部分資料因浮

標壞損或其他原因造成資料遺失，使某些月份沒有連續完整

資料可分析。分析方法與衛星資料相同，依照季節建立風速-

波高資料庫，繪製關係圖探討其分佈情形，並與蒲伏風表作

比較，製作出風速-波高的迴歸方程式(陳等 2012)。衛星選定

之區域範圍及浮標位置如圖1 所示。 

 

 

 

 

 

 

 

 

 

 

 

 

圖 1. 衛星選定之區域範圍及浮標位置 

三、研究成果 

 

(一) NCEP CFSR觀測資料分析 

圖2 與圖3 呈現台灣海峽航路，利用CFSR 2001 年-2010

年的風場資料，統計分析台灣海峽航路1、7 月平均風向、風

速的結果： 

 台灣海峽航路 1 月氣候場，平均風向東北、平均風速 5-7

級。 

 

 

 

 

 

 

 

 

 

 

圖 2. 2001年-2010年1月NCEP(CFSR) 

 台灣海峽航路7 月氣候場，平均風向西南、平均風速2-4

級。 

 

 

 

 

 

 

 

 

 

圖 3. 2001年-2010年7月NCEP(CFSR) 

(二)衛星遙測資料分析 

圖4 與圖5 呈現基隆-福州航路區域於6~8 月、10~3 月之

衛星觀測風速、波高分佈情形： 

 5 級風(10.7m/s)以上機率為12％，6 級風(13.8m/s)以上機率為

4％，7 級風(17.1m/s)以上可能機率為2％。 

 5 級浪(2.5m)以上機率為6％，6 級浪(4m)以上機率為2％，7

級浪(5.5m)以上機率為2％。 

 

基隆--福州航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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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基隆-福州航路衛星6-8月風速、浪高分佈圖 

 5級風(10.7m/s)以上機率為51％，6級風(13.8m/s)以上機率為

17％，7級風(17.1m/s)以上可能機率為3％。 

 5級浪(2.5m)以上機率為34％，6級浪(4m)以上機率為3％，7

級浪(5.5m)以上機率為0％。 

 

 

 

 

 

 

 

 

 

 

 

 

圖 5. 基隆-福州航路衛星10-3月風速、浪高分佈圖 

(二) 浮標觀測資料分析 

圖6 與圖7 呈現基隆-福州航路區域於6~8 月、10~3 月之

浮標觀測風速、波高分佈情形： 

 5 級風(10.7m/s)以上機率為2％，6 級風(13.8m/s)以上機率為

0％，7 級風(17.1m/s)以上可能機率為0％。 

 5 級浪(2.5m)以上機率為2％，6 級浪(4m)以上機率為0％，7

級浪(5.5m)以上機率為0％。 

 

 

 

 

 

 

 

 

 

 

 

 

 

 

 

圖 6. 基隆-福州航路浮標6-8 月風速、浪高分佈圖 

 5 級風(10.7m/s)以上機率為2％，6 級風(13.8m/s)以上機率為

0％，7 級風(17.1m/s)以上可能機率為0％。 

 5 級浪(2.5m)以上機率為14％，6 級浪(4m)以上機率為1％，

7 級浪(5.5m)以上機率為0％。 

 

 

 

 

 

 

 

 

 

 

 

圖 7. 基隆-福州航路浮標10-3月風速、浪高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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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運用衛星觀測資料所繪製的風速及波高分佈圖，來分析

基隆-福州航路之海象特性，研究顯示就基隆-福州航路而言： 

(一)衛星觀測資料較能準確的顯示台灣海峽航路風速與波

高，其資料的分析，對台灣海峽航路之海象特性評估是

可行的。 

(二)台灣海峽中線與沿岸海面相互比較，中線附近風力較大

具有明顯的狹道效應，海峽中線的海象預報常被低估，

而就風與浪對船舶安全的影響而言，浪的的威脅更大。 

(三)蒲福風表適合對海峽中線之開放性海面實施風浪評估。 

(四)基隆-福州航路之海象特性分析 

就基隆-福州航路風速、波高強度而言，西南季風期間平

均風級為3-5 級、平均浪級為3-4 級，東北季風期間則增強到

平均風級4-6 級、平均浪級為5-6 級，反應東北季風期間海象

轉趨惡劣與危險，統計如表。 

表 2009-2011 年基隆-福州航路海象狀況統計表 

航路 基隆-福州航路 

對應季節 
西南 

季風 

東北 

季風 

月份 6-8 10-3 

機率範圍 

接近50% 
48% 61% 

風級範圍 3-4 5-6 

機率範圍 

接近75% 
65% 71% 

風級範圍 3-5 4-6 

機率範圍 

接近50% 
39% 44% 

浪級範圍 3 5 

機率範圍 

接近75% 
73% 75% 

浪級範圍 3-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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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浪及湧浪方向頻譜劃分應用於海象預報 
許城榕  陳炫杉  陳陽益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摘要  
本文以分水嶺方法將方向頻譜劃分出個別的波浪系統再以有限水深頻譜(TMA 頻譜)識別波浪

系統為風浪或是湧浪。首先將劃分步驟與識別方法以商業數學軟體 MATLAB®建立自動化程式分析

2007 年 10 月柯羅莎颱風期間龜山島海域浮標的方向頻譜資料，劃分每個方向頻譜中獨立的波浪系

統，計算波浪系統的相關參數再識別其為風浪或湧浪，將結果比較許等人(2011)頻譜劃分方法，說

明頻譜劃分系統有可能因為缺少方向資料而誤判兩波峰頻率相近但是波峰方向差異極大的波浪系

統，造成識別風浪和湧浪時的誤差。 

 

一、前言 

海面上波浪的水位變化若具一致性(ergodi
c)和定常性(stationary)，可將海面波型視為不同

振幅、頻率、相位和方向的諧和成分波(harmon
ic wave)經由線性疊加而成，海面受風場作用產

生的波浪稱為風浪(wind sea)，當離開該風場

後，組成風浪的成份波因為不同頻率和方向會

以不同波速和波向逐漸成為獨立的波浪系統稱

為湧浪(swell)。 

波譜有依頻率和方向不同作能量分佈的二

維波譜(方向頻譜，directional frequency spectr
um)，和僅依頻率不同作能量分佈的一維波譜

(頻譜，frequency spectrum)，海域浮標實測的

波譜資料通常包含風浪和遠處傳遞來的湧浪，

颱風期間風場變化劇烈時，風浪系統和數個湧

浪系統混合的情況也更複雜，如何將波譜劃分

(Partitioning)出獨立的波浪系統再識別(identific
ation)其為風浪或湧浪是波譜劃分的研究重點。 

頻譜劃分決定劃分頻率後，劃分頻率往低

頻方向識別為湧浪，反之為風浪，一般而言頻

譜資料較方向頻譜容易取得，但是頻譜缺少方

向資料可能會誤判波峰頻率相近但是不同方向

的波浪系統並高估其能量；因此方向頻譜的劃

分有其必要性，方向頻譜直觀的表示不同方向

和頻率的波浪系統。Vincent and Soille(1991)
提出以水壩氾濫築堤擋水的概念提出應用於影

像劃分的分水嶺劃分方法，Gerling(1992)首先

提出將分水嶺劃分方法應用於方向頻譜中劃分

波浪系統，Hasselmann et al.(1996)延續其概念

提出降雨模擬分水嶺劃分法，Hanson and Phil
lips(2000)建立自動化系統分析方向頻譜。Voor
rips et al.(1997)依照 Hasselmann et al.(1996)
的概念應用在頻譜劃分，Portilla et al.(2009)整
合過去方法提出頻譜劃分。Pierson and Mosko
witz (1964)、Wang and Hwang(2001)分別依照

頻散關係式和尖銳度公式提出頻譜的識別方

法，而許等人(2011)依照 TMA 頻譜提出有限水

深頻譜劃分步驟和識別方法將頻譜劃分應用於

有限水深頻譜。 

二、相關理論 

1.分水嶺劃分方法 
地理上分水嶺是兩流域之間地形最高處，

雨水落下流域後將沿著地勢最陡降的路徑流到

地勢最低點。若將方向頻譜倒置來看，分水嶺

劃分出來的流域就是方向頻譜中個別的波浪系

統，個別波浪系統的波峰是其地勢最低點，因

此決定倒置後方向頻譜的分水嶺就可以劃分出

波浪系統，Hasselmann et al.(1996)提出的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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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分水嶺劃分法就是利用波峰決定流域的個

數，而流域的範圍則由流域內最陡降路徑決定，

流向同一個地勢最低點的最陡降路徑組成此流

域的範圍，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方向頻譜在方向

上 0°和 360°重疊，使用此方法在決定最陡降路

徑時要注意邊界上鄰近格點在方向上的重疊。

利用分水嶺劃分方法可以輕易的劃分出方向頻

譜個別的波浪系統，但是劃分出來的波浪系統

若檢視是偽波浪系統(spurious wave system)則
予以合併。 

2.TMA 頻譜 
Bouws et al. (1985)以 JONSWAP 頻譜為基

礎提出考慮水深影響的有限水深頻譜理論

(TMA 頻譜)： 
JONSWAP 頻譜： 

( ) ( ) ( ) 4 2 2 2( ) /2
5 /42 5 42

f f fp ppf f e
JONSWAPS f g f e

σ

α π γ
−

− −−− −=  (1) 
TMA 頻譜： 

( ) ( ) ( ), ,TMA JONSWAPS f h f h S f= Φ              (2) 

(1)式中 f 是頻率， 0.0081α = 是 Phillips 常

數， g 是重力加速度， pf 是波峰頻率(peaks f
requency)，σ 是譜寬參數(spectral width facto
r)，γ 是波峰增高係數(peak enhancement facto
r)，當 1γ = ，JONSWAP 頻譜即為 PM 頻譜。(2)
式中 h 是水深， ( ),ωΦ h 是有限水深影響下的

轉化參數， ( ),ωΦ h 根據 Kitaigorodskii et al.(1
975)及線性波動理論可得： 

( ) ( ) ( )
( )

2
1

2
2

1 2
,

sinh 2
ω ω

ω ω
ω ω

−

−
 + Φ =  

    

h h
h

h h

R
h R

R
        (3) 

其中 /ω ω=h h g  

( ) ( )2tanh 1hh hR Rω ω ω =    

(3)式中ω是週期，和頻率關係為 2ω π= f ，

hω 是相對水深參數，其值和相對水深(relative 
depth)有關，相對水深越大， hω 的值也越大，

( )hR ω 是通用函數(universal function)。利用 T
MA 頻譜可以將波譜識別方法的適用範圍擴大

至有限水深波譜中如許等人(2011)。 

3.相關參數 
假設實測資料的水位變化符合高斯分佈(G

aussian distribution)，下列為本文相關參數的計

算公式： 
總能量 e  

( ),θ θ= ∫∫e S f d df                  (4) 

有義波高 Sh  
4=Sh e                             (5) 

三、研究方法 

本文建立自動化方向頻譜劃分系統將方向

頻譜劃分出個別的波浪系統並識別其風浪或湧

浪，自動化系統分為以下四步驟來分析方向頻

譜： 

1.劃分波浪系統 
利用分水嶺劃分方法劃分個別的波浪系

統，分水嶺劃分方法將個別的波浪系統劃分後

製作遮罩(mask)，遮罩記錄個別波浪系統的位

置和大小，以利後續的波浪系統合併和相關參

數計算。 

2.合併偽波浪系統 
將第一步驟劃分的波浪系統檢視其是否為

偽波浪系統並合併，若兩波浪系統的波峰位置

和波峰能量差異不大，則視能量較低的波浪系

統為偽波浪系統，合併到能量較高的波浪系統

中，再來設定最低能量門檻，將低於能量門檻

的波浪系統合併到相鄰能量較高的波浪系統

中，合併後留下的波浪系統視為此方向頻譜中

有義的波浪系統。能量門檻一般設為總能量的

3-8%，而偽波浪系統波峰差異的判斷如下式： 
2

2 κ
δ
∆

≤
f
f

                          (6) 

其中 

( ) ( )2 22
,1 ,2 ,1 ,2∆ = − + −px px py pxf f f f f  

cosθ=px p pf f ； sinθ=py p pf f  
2 22 2 2δ = − + −x x y yf f f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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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cos
θ

θ θ θ−= ∂ ∂∫ ∫x f
f e S f f f  

( )1 , sin
θ

θ θ θ−= ∂ ∂∫ ∫y f
f e S f f f  

( )2 1 2 2, cos
θ

θ θ θ−= ∂ ∂∫ ∫x f
f e S f f f  

( )2 1 2 2, sin
θ

θ θ θ−= ∂ ∂∫ ∫y f
f e S f f f  

(6)式中下標 1 和下標 2 分別代表兩個波浪系統

的波峰， κ 是可調整的係數，一般而言

0.4 0.5κ = − ，若大於κ 表示兩波峰有一定

的差異，為兩個有義的波浪系統，反之則進行

合併。最後留下的波浪系統視為此方向頻譜有

義的波浪系統。 

3.識別風浪與湧浪 
第二步驟合併後有義的波浪系統作方向積

分成頻譜帶入式許等人(2011)發展的有限水深

頻譜識別係數如式(7)： 

( ) ( ) ( )/ ,γ  = Φ p p PM pS f f h S f      (7) 

其中 

( ) ( ) ( ) 45 /42 5 42α π
−

−− −=
pf f

PMS f g f e  

式中 pf 是波浪系統的波峰頻率， ( )pS f 是波

浪系統的頻譜波峰能量， ( ),Φ pf h 是由(3)式

計算的水深轉化係數，γ 是識別係數，若 1γ ≤
則此波浪系統視為湧浪，反之則為風浪。 

4.計算相關參數 
第三步驟識別出來的風浪或湧浪系統利用

上節(4)、(5)，計算其波浪系統的能量、有義波

高等。 

四、分析結果與討論 
以自動化方向頻譜劃分系統分析龜山島海

域浮標於 2007 年 10 月柯羅莎颱風期間的實測

方向頻譜資料，柯羅莎颱風於 2007 年 10 月 6
日侵台，之後向北北西移動，7 日由福建和浙

江交界進入大陸。 

龜山島浮標位於東經 121.9233 度，北緯 
24.8469 度，相對於台灣本島偏東的位置，該處

水深約 28 公尺，屬於有限水深範圍。 

颱風期間方向頻譜資料如圖(1)所示，圖中

等高線值如右側顏色棒，白色表示能量極小而

不顯示，越紅色能量越高，反之則為藍色。其

劃分結果如表一所式，表中粗體字表示此方向

頻譜相關參數，第一欄為日期時間，其格式為

「月日第幾小時」，第二欄為波峰頻率，第三欄

為波峰方向，第四欄是整個方向頻譜的有義波

高；粗體字以下數列為獨立的波浪系統，第一

欄為編號，第二欄為波峰頻率，第三欄為波峰

方向，第四欄為波浪系統的有義波高，第五欄

為識別係數。 
由表一中方向頻譜的有義波高可以發現各

時間點的能量隨著颱風的逼近逐漸增大，而波

浪系統的能量也因為颱風的影響逐漸增大，

2007 年 10 月 5 日 6 時在方向頻譜的波型出現

兩個明顯的波浪系統，第一個波浪系統的波峰

位置在頻率 0.6[Hz]，角度 190°，南南西方向；

第二個波浪系統的波峰位置在頻率 0.10 [Hz]，
角度 35°，北北東方向。此時北北東方向的波浪

系統頻率較高而方向分布較廣，識別係數

1.29γ = ，判斷是風浪系統，南南西方向的波

浪系統頻率位置較低，方向分布較窄，識別係

數 0.24γ = ，判斷是湧浪。接下來的方向頻譜

在北北東方向都有明顯的風浪系統，且風浪系

統能量逐漸增大直到 2007 年 10 月 6 日 10 時，

南南西方向的波浪系統也變成風浪，產生方向

頻譜全為風浪系統的情形。 

圖(2)為颱風期間本文的方向頻譜劃分系統

和許等人(2011)頻譜劃分系統的有義波高比較

圖。圖中橫軸是資料點的時間，其格式同表一

為「月日第幾小時」，縱軸是有義波高，綠色

實線是總能量的有義波高，而紅色圓圈是方向

頻譜劃分系統劃分出來的湧浪系統有義波高，

藍色虛線是頻譜劃分系統劃分出來的湧浪系統

有義波高，圖中方向頻譜和頻譜的結果除了 6
日的 4 時和 7 時有較大的差異以外大致吻合，

檢視 2007 年 6 日 4 時和 7 時的頻譜劃分結果如

圖(3)、圖(4)所示，將頻譜劃分結果比較同時間

點的方向頻譜可以發現，方向頻譜中北北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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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南南西方向兩個明顯的波浪系統在頻譜上

由於波峰頻率相近因此誤判斷為同一個波浪系

統，並將能量疊加，這解釋了圖(2)方向頻譜和

頻譜結果的差異也說明頻譜劃分系統有可能因

為缺少方向資料而造成誤判兩頻率相近但是方

向明顯不同的波浪系統為同一個波浪系統，並

因為不同波浪系統合併能量的劇增，產生識別

風浪和湧浪時的誤判，導致高估風浪系統。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分水嶺劃分方法和 TMA 頻譜建立

自動化方向頻譜劃分系統，可適用於有限水深

方向頻譜，分析 2007 年 10 月柯羅莎颱風的方

向頻譜並且和許等人(2011)的頻譜劃分系統比

較，方向頻譜劃分出來的波浪系統比頻譜劃分

的結果更能依照方向資訊合理評估獨立的波浪

系統，而頻譜劃分系統可能由於缺少方向資料

而高估風浪系統。將風資訊加入方向頻譜中，

可以在自動化方向頻譜劃分系統中以風向和風

速檢視風浪系統，但是風向的誤差值一般而言

高達±10°，這是參考風資訊必要考慮的問題。

後續將持續應用本研究方法於各種不同海況的

實測和模式方向頻譜資料，以利海岸保全和海

象預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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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7 年 10 月柯羅莎颱風期間龜山島海域浮標方向頻譜實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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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7 年 10 月柯羅莎颱風期間龜山島海域

浮標方向頻譜實測資料時間序列有義波高比較

圖 

 
圖 3 龜山島海域浮標頻譜實測資料 2007 年 10

月 6 日 4 時頻譜劃分結果 

 
圖 4 龜山島海域浮標頻譜實測資料 2007 年 10

月 6 日 7 時頻譜劃分結果 
 
 
 
 
 

表一 柯羅莎颱風期間龜山島海域浮標實測方

向頻譜波浪系統劃分結果 

 
pf  θ p  sh  γ  

100312 0.133 135 0.935  

1st 0.133 135 0.65  0.31  

2nd 0.114 100 0.59  0.25  

100401 0.126 55 1.293  

1st 0.126  55 0.82  0.45  

2nd 0.079  175 0.67  0.10  

3rd 0.120  215 0.42  0.08  

100506 0.06 190 2.911  

1st 0.06  190 1.74  0.24  

2nd 0.10  35 1.92  1.29 

100511 0.05 215 3.508  

1st 0.05 215 2.71 0.46 

2nd 0.11 35 1.32 0.66  

100604 0.08 35 4.242  

1st 0.08  35 2.87 1.61 

2nd 0.06  220 2.37 0.43 

3rd 0.13 40 1.09 1.29 

100607 0.08 15 5.121  

1st 0.08 15 3.58 1.90 

2nd 0.08 190 2.70 0.85 

3rd 0.13 20 1.42 2.54 

100610 0.08 30 6.656  

1st 0.08 30 4.43 4.36 

2nd 0.07 205 3.12 2.37 

3rd 0.13 35 1.75 2.31 

100613 0.06 20 23.293  

1st 0.06 20 18.57 32.5 

2nd 0.06 185 13.29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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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潮汐預報作業 

陳進益 1、滕春慈 1、吳家苓 1、劉光宗 1 

 

1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摘    要
 

隨著氣象局發展鄉鎮逐時天氣預報系統推動完成，為符合區域性之海岸遊憩活動與航行安

全需求，海象測報中心接續發展更細緻的海象預報資訊，其中一項工作就是發展鄉鎮潮汐預報。

氣象局原有之潮汐預報地點包括：臺灣本島沿海與澎湖、金門、馬祖、蘭嶼共26個地點未來1個

月潮汐預報，以及使用41個潮位觀測站資料經調和分析方法直接發布之41港口未來1年「潮汐表」

長期預報。而擬定之新預報作業目標為針對臺灣沿海與離島共106鄉鎮發布未來1個月潮汐預報，

包括臺灣各縣市90個沿海鄉鎮、澎湖6鄉鎮、金門6鄉鎮與馬祖4鄉鎮。經評估各種預報技術工具，

最後決定採用「潮汐分區」(Tidal Zone)方法開發全新的氣象局潮汐預報作業。 

新的潮汐預報作業包含2個技術主體，第一部份為原有「潮汐調和分析」技術，使用現有

潮位站量測的逐時水位資料，選取可用地點之條件為連續 1 至 2 年資料，且觀測基準面於該時

段未曾變動，經調和分析與預報方法推算各觀測點未來 1 年的高低潮時及對應潮位值，目前此

預報值直接使用於35個鄉鎮預報。另一個部份為引進海軍與內政部「潮汐分區」技術，潮汐分區

是將具有相同潮汐特性的區域劃分成同一區塊，運用預報地點所在區塊與參考潮位站之間的關

係，推算出該地的潮汐改正值。潮汐分區方法的優點是以少數潮位站即可得到大範圍區域的潮汐

高低潮時與潮高預報數據，而其預報準確度又比潮汐數值模式為高，雖然其有一個缺點是無法獲

得連續時序列潮高預報(例如報潮預報所需要之每6分鐘潮高預報)，但目前氣象局潮汐預報資訊

只需提供高、低潮時與潮高預報，恰符合需求。海軍潮汐分區圖製作是以數值模式方法所得資料

建立，數值模式採用POM(The Princeton Ocean Model)，1/12°網格，模式輸出之每個網格點潮

汐資料經調和分析方法求得主要分潮的振幅及相位角，再利用GIS(地理資訊系統)繪圖軟體繪製

等潮時線(Co-phase lines)與等潮位線(Co-amplitude lines)，以劃分出台灣海域同潮圖

(Co-tidal Chart)潮汐分區，將台灣附近海域劃分成千餘個分區，每一分區均有一組「平均高潮

間隙」(M.H.W.I.，即潮時差)與「平均潮高比值」參數。 

氣象局鄉鎮潮汐預報方法結合前述兩種主體數據，將已有調和分析預報數據之地點設為

「參考潮位站」，利用內插或外差之方式推估鄰近鄉鎮之潮時與潮高預報。每1個鄉鎮均須先對

應到1個潮汐分區，配給1組平均高潮間隙與平均潮高比值參數，所謂內差法是以2個參考潮位站

間各鄉鎮之潮汐分區圖平均高潮間隙與平均潮高比值為各鄉鎮預報參數，所謂外差法是以1個參

考潮位站與鄰近各鄉鎮之高潮間隙與潮高比值為該鄉鎮預報參數。各鄉鎮均在實際預報前建立1

組包含參考潮位站、內插或外差、高潮間隙差值、潮高比值等4項預報參數資料庫，如此即可以

使用電腦程式快速進行無潮位觀測站之鄉鎮其潮汐高、低潮時與潮高預報。 

台灣附近海域的天文潮，係太平洋的潮波進入台灣東部海域後，沿岸傳播產生漲退潮現

象，由於目前潮位站設置的地點多在港內，因為港口位置及地形的關係，經常較岸區潮時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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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利用調和分析法推算之潮時作為預報時，需考慮此延遲現象並配合潮波的行進路徑來做修

正。106鄉鎮各自使用內插或外差方法則須考量該地附近之潮汐特性與地理分布特性，例如臺灣

西岸中部海域潮波傳播速度快則該區域各鄉鎮使用內差較準確，又例如澎湖七美鄉附近無合適之

內插參考潮位站，則只能使用參考潮位站外插來預報。 

新的鄉鎮潮汐預報作業仍沿用過去每月預報1次，每次預報1個月之作業流程，只是地點大

量擴增為106處。新作業除需依據前述理論方法開發自動預報程式外，尚需建立人力主觀檢核機

制，因為在建立預報作業初期，各鄉鎮預報參數資料庫不可能完美，許多沿海鄉鎮區與參數資料

庫之配對僅是猜測值，且對各區域潮汐特性與細緻預報經驗也須累積，所以氣象局還需開發預報

員使用之主觀預報編輯與發布人機介面系統，以加速作業流程和節省預報人力。目前氣象局鄉鎮

潮汐預報系統功能包含鄉鎮潮汐分區參數資料庫輸入編輯、鄉鎮區潮汐自動初始預報、各鄉鎮數

據整合繪圖檢視、人機介面之單一或群組鄉鎮預報數據修正、3種預報產品格式產製與傳送等。 

經過年度軟體開發與3個月內部作業測試，利用實測資料校驗方法獲得之誤差值尚可滿

意，所以氣象局新的鄉鎮潮汐預報產品已於101年8月初於網站發布，初期也接到部分民眾意見反

應，新問題也推動我們研究新的構想，本作業建立非常倉促，未來將繼續改善作業流程與預報的

準確度。 

 

關鍵字：鄉鎮逐時天氣預報、潮汐預報、潮汐分區、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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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氣象局鄉鎮潮汐預報編輯系統畫面。 

圖 1. 海軍大氣海洋局澎湖海域潮汐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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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 11 月南湖山難期間之天氣分析 

劉清煌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 

 

1. 前言： 

 2011 年 11 月 2～7 日康先生及友人赴北

一段活動，不慎於 11 月 2 日踩空跌落溪谷跌

傷腰部、腿部及左手上臂無法負重，於是發出

求救，臺中市消防局及各界搜救團體立即展開

援救活動，終於於 11 月 1 2 日安全下山。本

文無意對搜救過程進行探討，僅對山難搜救期

間之天氣做討論，可提供日後搜救工作之參

考。 

2. 天氣分析： 

 愛好登山的朋友一般較喜歡秋天登高

山，這段期間颱風多半已經結束、東北季風不

強，天氣穩定涼爽適合長天數的高山縱走活

動。以 2010 年 11 月 6 日 00 UTC 的天氣圖為

例（圖一），分裂高壓出海，臺灣地區受高壓

回流影響，迎風面會有些小雨，一般而言天氣

穩定適合高山活動。然而，2011 年 11 月的天

氣與往年卻有很大的不同，圖二為 2011 年 11

月 6 日 00 UTC 的天氣圖，臺灣的東北方有一

道鋒面、西南側有一的滯流性低壓，臺灣位於

低壓槽地帶，這個系統位於這個地區慢慢發展

近一週之久，天氣變化大，圖三為 11 月 9 日

之雨量、雷達及地面天氣圖，顯示南海地區熱

帶低壓(TD)已經形成，雷達圖顯示整個臺灣均

有降雨回波存在，以西南部較強，日累積雨量

圖可見西部及北部地區有較多的雨量。同時間

850hPa、700hPa 顯示有較強的西南風，可以

將暖濕氣源源不斷帶入臺灣（圖四），這樣的

天氣持續到 12 日 00 UTC（圖五）鋒面離開臺

灣，使得來灣天氣趨於穩定。這個季節發生這

類的天氣型態相當少見。 

 南湖地區所在的高度約為 3000 多公尺，

相當於 700hPa 天氣圖的高度，山區的風可以

參考 700hPa 天氣圖，依照氣象局未來一週的

天氣預報，對未來天氣概況的掌握相當有幫

助。氣象局於 6 日已經顯示出南海低壓的形

成，此低壓與鋒面系統的結合是導致未來數日

持續降雨的主因。 

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 

１００年１１月６日２２時３０分發布 

１１月６日２０時天氣概況： 

一、天氣特報： 

  請參照本局發布之最新豪(大)雨特報。 

二、高氣壓１０３６百帕，在北緯４３度，東

經１１５度，即在蒙古，向東移動，時速１５

公里。 

三、低氣壓１００６百帕，在北緯１８度，東

經１１８度，即在中西沙島海面，向西移動，

時速１５公里。 

四、低氣壓１００２百帕，在北緯１３度，東

經１１３度，即在南沙島海面，向北北西移

動，時速１５公里。 

五、明（７）日受東北季風影響，臺灣東北部、

東部、東南部地區及澎湖、金門、馬祖有短暫

雨，北部、南部地區及中部山區亦有局部短暫

雨，並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的機率，其他地區

為多雲的天氣。 

3. 結語： 

 臺灣南邊低壓的形成與東北季風使得臺

灣降雨不斷，這個季節出現熱帶擾動較為少

見，歸納這幾天臺灣的天氣變化如下： 

11/6-7: 位於槽前迎風面下雨 、南海低壓形成 

11/8:南方低壓形成熱帶擾動(TD)、帶來暖濕空

氣 

11/9-10:台灣西南方和東方各有一低壓、東北

風加強 

11/11:台灣南方低壓 、山區降雨持續 

11/12:高壓出海、轉東風、天氣變暖 

高山與平地雖然受到相同天氣型態的影

響，但實際顯現出的天氣常會有很大的不同，

地形的變化會導致很大的天氣變化及降雨分

佈的差異。瞭解地形對天氣變化的影響有助於

的高山天氣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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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10 年 11 月 6 日 00UTC 天氣圖 

 

圖二：2011 年 11 月 6 日 00UTC 天氣圖 

 
圖三：2011 年 11 月 09 日雨量、雷達及地面天

氣圖 

 

圖四：2011 年 11 月 09 日 00UTC 850hpa、

700hpa、500hpa 及 300hpa 高空圖 

 

圖五：2011 年 11 月 12 日 00UTC 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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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圓」鄉氣象服務 
 
 

廖純慧  呂國臣  顏香玉
 

 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 
     

   
   

摘    要 

氣象局於本(101)年初推出368鄉鎮天氣預報服務，為各鄉鎮市區提供在地的天氣預報資訊，而由

於全球氣候變遷，發生劇烈天氣的可能性也逐年增加，對於居住在山區、濱海及較特殊地形區域的原

住民族部落的天氣變化尤其重要，因此氣象局將鄉鎮市區天氣預報的服務與技術延伸，客製化產製原

住民部落區的一般性天氣預報資訊，提供全國55原鄉天氣資訊，及共約300多個部落的逐3小時氣象加

值服務。 

本項服務並與「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原住民族電視台」合作，推展原住民部落的天氣關

懷服務，提供原住民部落區更精緻、有效的氣象資訊，不僅可推廣應用小區域及在地化氣象預報，更

能提昇居住在天氣較高風險區的原住民族對天氣變化的預警能力，共同守護原住民族居住和生活的安

全，讓原鄉居民的生活更圓滿。 

關鍵字：原鄉、部落、天氣預報 
 

一、前言 

 

台灣，得天獨厚的地理位置及地形環境，孕育出變化萬

千的四季氣候，春雨、濃霧、梅雨、午後雷陣雨、颱風、寒

潮、乾旱等等重大天氣，這些天氣現象隨著美麗的季節變化

而影響著大家的生活，但同樣也可能對我們的生命財產造成

重大威脅。近年來由於全球氣候變遷，發生劇烈天氣的可能

性也逐年增加，而易致災的環境敏感地區多處原住民部落分

布之山區、濱海低窪及較特殊地形區域，因此，對於原住民

族部落的天氣變化的關注尤其重要。 

天氣預報是一種社會服務，近年來對於位處高山曠野及

濱海的天氣預警服務也備受關注，因此本局於今(101)年2月

起首規劃及推動「原鄉氣象服務」，藉由鄉鎮天氣預報之「格

點天氣預報技術」，提供原鄉地區客製化的天氣預報資訊，

不僅推廣應用小區域及在地化氣象預報資訊，提供原住民部

落區更精緻、更有效的氣象資訊，更能提昇居住在天氣較高

風險區的原住民族對天氣變化的預警能力，共同守護原住民

族居住和生活的安全。 

我們以跨機關合作之策略聯盟方式推動原住民部落天

氣預報，今(101)年初即主動與綜理全國原住民族事務的行政

院原住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及原住民族電視台(以下

簡稱原民台)聯繫，提出三方合作推動原住民族氣象服務的

構想，深獲回響，4月26日並獲邀至原民會14族委員第110次

委員大會專案報告。今(101)年6月26日在本(交通)部毛部長見

證下，由氣象局辛局長與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孫主委及原

住民族電視台馬紹台長，共同簽訂「原鄉氣象服務合作意向

書」，正式啟動原鄉氣象服務。目前初步規劃自今(101)年7

月起氣象局提供全國55個原鄉及347個原住民部落的天氣預

報，原民台將在各族語新聞中播報原鄉的天氣資訊，讓原鄉

氣象資訊提供到每一個部落區。原民與遊客將由網頁和原住

民族電視台獲得部落天氣資訊。 

二、原鄉部落預報資料產製背景 

本局於今(101)年推出368鄉鎮天氣預報服務，相關技術

與作業系統，已於目前建置完成，而藉由「格點天氣預報技

術」將可產製各式各樣客製化的氣象加值服務。氣象局與美

國氣象單位合作，引進城鄉預報作業概念，進行台灣本土化

區域化的發展建置，方推出貼近在地新氣象的鄉鎮逐時天氣

預報。 

(一) 預報產製技術 

中央氣象局多年來持續發展精緻化天氣預報，執

行各項和小區域鄉鎮天氣監測及預報有關之氣象基

礎建設，結合各式開發之氣象科技技術，如細網格

數值預報模式、系集預報系統、統計預報、降尺度

預報技術，產製出含括全臺及鄰近海域每個網格大

小為6.25平方公里(共67600個點)時間和空間連續且

面化的預報指引資訊。透過建立數位天氣預報資料

庫(TDFD)，可加快預報作業速度、擴大應用範圍，

且氣象預報員能依據上述各預報指引為基礎的面化

網格資料，加上自身的專業與經驗，修改資料庫的

內容，以提供未來七天內每3小時、5項天氣要素總計

18,928,000個數位氣象資訊，有利於產製更多精緻

化、客製化的氣象預報資訊。 

(二) 選定近350個部落預報點 

依據原民台14族族語主播群對原鄉部落人文及

地理位置的了解，並與原民會共同討論後，本局從

全國七百多個原鄉部落中，選擇人口相對較多、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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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或教會所在地以及地形具明顯差異之地區，

總計近350個部落當作原鄉預報之代表預報點，7月起

開始提供未來48小時內逐3小時、7個氣象因子(包括

天氣狀況、溫度、風級、風向、相對溼度、降雨機

率、舒適度等)，以及未來7天內日、夜的氣象預報資

訊。 

三、有價值的創意服務 

(一) 對外服務面向：主動出擊、客製化 

氣象局於推出鄉鎮天氣預報之後，格點天氣預報技術

已臻成熟，繼而在城鄉預報的基礎上，將可產製千變萬化的

氣象加值服務。原鄉氣象服務是本局繼鄉鎮天氣預報之後，

運用格點天氣預報技術，首次主動推出的客製化天氣預報服

務。希能藉由對高山天氣的了解與原住民居住地的氣象關

懷，提供原住民族居住地區的天氣資訊，也讓原住民關心氣

象變化及使用氣象資訊。 

 

1. 搶先於汛期提供首波服務 

「收看電視」是目前原住民獲得氣象新聞的最主要方

式，而原民台則是目前國內原住民族收視最廣且即便

在高山部落亦能收看的原住民族電視媒體，因此借

重其傳播之優勢，首先於今年汛期梅雨季(5月)開

始，由原民台於其製播的新聞氣象時段播出本局提

供的55原鄉天氣預報資訊，並當本局發布豪大雨特報

時，立即於其電視頻道以跑馬燈播放特報內容，提

醒原住民朋友天氣的變化及預警。 

 

2. 召開「原鄉氣象服務合作意向書簽定儀式」記者會 

於今（101）年6月26日於本局舉行該簽訂儀式並召開盛

大記者會，在本(交通)部毛部長見證下，由本局辛局長與行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孫主委及原住民族電視台馬紹台長，三

方共同簽訂「原鄉氣象服務合作意向書」(圖 1)，並以二連

杯共飲小米酒，代表原住民族結盟之義，正式啟動原鄉氣象

服務 (圖 2)。 

 

 

 

 

 

 

 

 

 

 

 

 

 

 

 

 

 

 

 

 

 

 

 

 

 

 

 

 

 

會中還邀請阿美族部落耆老進行祈雨祈晴儀式，傳達對

原住民族傳統敬天文化的尊重 (圖 3)。透過記者會及媒體

傳遞原鄉氣象服務內容。 

 

 

 

 

 

 

 

 

 

 

 

 

3. 正式開播-於原民台播出部落天氣預報 

7月2日起於原民台全新14族族語新聞時段呈現

全國55原鄉天氣資訊及14族共約350個部落的天氣預

報內容(圖4)。 

 

 

 

 

 

 

 

 

 

 

 

 

 

 

 
 
 

圖1_在毛部長見證下，孫主委、辛局長及馬紹台長共同 

       簽署合作意向書。 

圖2_毛部長、孫主委、辛局長及馬紹台長共飲二連杯， 

         象徵原民結盟共創原鄉氣象服務。 

圖3_阿美族耆老祈雨‧祈晴儀式。 

圖4_原民台雅美族氣象新聞主播播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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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原民台族語新聞氣象播報內容，將不再以「漢字」

呈現，而是以「族語書寫系統」標註各部落地名，如花蓮「太

巴塱」部落將標註為「Tafalong」、「豐南」部落將標註為

「Cilamitay」(圖 5)，提高原民朋友對原鄉氣象服務的認同

感，讓此服務能夠更落實，更貼心。 
 
 

 
 
 

 
 
 

 
 
 
 

(二) 跨機關合作 

本局以跨機關合作的策略聯盟方式推動原鄉氣象服

務，除對內整合本局氣象監測、預報，及資訊等單

位資源，組成跨單位團隊；對外則積極與綜理全國

原住民族事務的「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目前

最主要的原住民族電視媒體「原住民族電視台」合

作，共同推動本項服務，並共同簽訂「原鄉氣象服

務合作意向書」，合作宗旨為：「行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原住民族電視台，基於對原住民

族的關懷，並為促進公益性之公共服務，願竭誠合作，提供

原鄉地區之氣象資訊服務，並落實原鄉氣象服務之宣導及推

廣，守護原住民族居住和生活的安全。」具體合作內容如

下： 

1. 氣象局將提供原鄉地區之天氣監測、預報、預警及地

震訊息等資訊服務。 

2. 原民台將依氣象局提供之原鄉部落預報資訊，於其製

播之媒體平台播出；而當有發生颱風及各種災害性天氣時，

原民台亦將於其媒體平台加強報導。 

3. 原民會將於氣象局發布警、特報時，配合防災機制，

提供氣象防災訊息之傳播，以達防災減災之效。 

4. 三方共同合作落實原鄉氣象服務之宣導及推廣。 

(三) 文化角度的原鄉網站服務 

本局為推廣及傳遞原鄉氣象資訊，在原民會及原民台

的協助下，建置了原鄉氣象網站，於今(101)年7月正式於本

局官網(http://www.cwb.gov.tw)上線，開始提供全面性的原鄉

氣象服務，並提供原民會及原民台網站平台進行連結，服務

更多客群。原鄉氣象網頁希能結合原住民族部落生活的色

彩，再融入氣象的元素。因此進入原鄉網頁，使用者可以從

族群，進到原鄉，再進到各個部落的天氣，同時以原住民族

風貌呈現視覺效果，因此在整體架構上，是以文化的角度來

提供原鄉氣象服務，更加落實，更加貼心(圖 6、圖 7)。 

 
 
 
 
 
 
 
 
 
 
 
 
 
 
 
 
 
 
 
 
 
 
 

四、服務措施延續性及標竿學習推動

效益 

(一) 服務措施延續性 

1. 增加更多元的氣象資訊 

首波推出的是原鄉部落一般性天氣預報服務，未來將針

對原住民族的生活提供不同的氣象應用資訊。包括現正規劃

的山地農業氣象，例如水稻期農業氣象資訊等；另外將提供

地震資訊，逐步落實到各部落的震度推估值；而發展更小區

域的災害性天氣預報技術，建立完善的預警與通報機制，提

供更具災防意義的氣象資訊服務，則是我們未來努力的目標

及方向。 

2. 山難救助-提供高山氣象資訊 

近年登山活動相當活絡，因天氣狀況而受災者時有所

聞，救災單位在第一時間如何掌握有利的天氣條件以出動救

援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原鄉氣象服務只是一個起點，希能延

續此項服務的效益，瞭解與推動更多的高山氣候應用面，保

護高山地區的活動。包括有利於讓受難者在惡劣的天氣下如

圖5_原民台部落氣象呈現方式。 

 

 

圖6_預報密度深入到「部落」(以太魯閣族之南投縣仁愛鄉

春陽部落為例)。 

圖7_將天氣圖示結合溫度曲線圖，使民眾更易看懂天氣變化。 

480



  

何自保，甚至讓山友及搜救單位更瞭解高山天氣的變化及對

天氣資訊的應用。 

(二) 擴大應用-標竿學習推動效益 

1. 透過原鄉氣象服務，不僅加強氣象局內部各單位的連

結，跨出鄉鎮天氣預報客製化加值服務的第一步，另外也跨

機關與原民會及原民台合作，讓部落氣象資訊有多元的傳播

管道，並且提升原鄉氣象服務的深度與廣度，延伸氣象服務

的觸角。 

2. 原鄉氣象服務是本局繼鄉鎮天氣預報後的首要小區域

客製化氣象服務。此一成果，未來將有助於國內民間及政府

單位發展天氣數位化資訊應用相關產業之標竿學習，如針對

不同族群衍生出更多的生活氣象服務，包括各種生活上應用

資訊(如單車族、登山族、慢跑族、疾病提醒等)、預警資訊、

海象資訊、旅遊氣象、農業氣象等等，是未來客製化氣象

加值服務之標竿。 

3. 原住民防災知識宣導 

希能透過這項服務，並借助原民會及原民台的力量，

可以將氣象防災的觀念逐步深植在原鄉部落，讓原住民看得

懂氣象、並知道怎麼使用氣象資訊為自己的生活加分，減少

天然災害帶來的危害。 

五、服務措施效能性 

天氣預報是一種社會服務，本局於今(101)年規劃及推

動「原鄉氣象服務」，藉由鄉鎮天氣預報之「格點天氣預報

技術」，提供原鄉地區客製化的天氣預報資訊，不僅推廣應

用小區域及在地化氣象預報資訊，提供原住民部落區更精

緻、更有效的氣象資訊，更能提昇居住在天氣較高風險區的

原住民族對天氣變化的預警能力，共同守護原住民族居住和

生活的安全，讓原住民族的生活更圓滿。 

(一) 氣象因素保障生活圓滿 

氣象局以跨機關合作之策略聯盟方式推動原住民部落

天氣預報，藉由對原住民居住地的氣象關懷，讓原住民關心

氣象變化，獲得在地化的氣象資訊，可達部落防災減災之效。 

(二) 促進高山經濟活動發展 

由於高山天氣複雜多變，原鄉部落預報資訊能幫助原

民精確的掌握天氣變化，對於原民的農作及狩獵，以及部落

舉辦大型活動或推廣原鄉部落觀光時，皆有正面的效益，有

助於促進高山經濟活動發展。 

(三) 透由原民台電視媒體的強大傳播優勢將氣象資訊傳遞

到原鄉部落每一戶人家中，可達氣象資訊正確傳遞之效。 

(四) 原民會專責統籌規劃原住民事務，對原鄉地區之

防災減災工作尤其重視，有利於延伸原鄉氣象服務

的觸角。當本局發布災害性天氣警特報時，將透過

原民會的正式防災與通報作業，提升原住民族的災

害預警能力，達離災減災的效益。 
 

 

 

(五) 整體服務效益 

原住民族 氣象局 

獲得在地的氣象資訊 落實氣象關懷 

專屬習慣特色 創新服務 

獲得災害天氣預警 強化災害性天氣通報 

獲得更多防災知識 防災宣導 

降低風險 提升預報準確度 

安全更保障，圓滿好生活 優質政府合作形象 

六、未來展望及結語 

台灣是一個位於亞洲太平洋上的美麗島嶼，得天獨厚

的地理位置及地形環境，居住著各種族群，其中原住民族共

有14族、約有52萬5千人，佔總人口數的2.25﹪，各族群擁有

自己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和社會結構，對台灣而言，原

住民族是歷史與文化的重要根源，也是獨一無二的美麗瑰

寶。 
原住民族的居住地分布在全國共55個鄉鎮(稱為原

鄉)，這些原鄉地區多為高山曠野、濱海低窪等風光優美的

地區，然原鄉部落地區也常是易致災的環境敏感區域，近年

來曾發生過數起讓人心痛的天災。而由於全球氣候變遷，發

生劇烈天氣的可能性也逐年增加，再加上高山地質逐漸脆

弱，因此對於高山地區天氣的預報及防災預警已是刻不容

緩。 
原鄉氣象服務只是一個起步，未來本局將加強小區域

的預報，針對較短時，較劇烈的天氣進行監測，希能從監測

預警及通報方面彌補預報的不足。其中包括增建高山氣象觀

測站，提供空間與時間更密集的觀測資料，而對於有些不容

易到達與建置觀測站的地方，則將運用雷達降雨估計及預報

技術，進行雨量預估，同時發展更小區域的災害性天氣預報

技術，希能對原民的生活交通，農作、高山旅遊、甚至山難

救助及各種高山經濟發展有正面的幫助，共同守護原住民族

居住和生活的安全，讓原鄉氣象服務，圓滿部落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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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冬季降雪之微氣象觀測 

張譯心 1  林博雄 1   魏聰輝 2   謝新添 3 

1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2 臺灣大學實驗林管理處 

3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本文利用「雪山生態系整合計畫」於雪山東稜沿線所架設的兩座微型氣象站(2010 年至今)，

分別位於海拔 3,600 公尺地表裸露的雪山圈谷和海拔 3,400 公尺受到臺灣冷杉遮蔽的黑森林，並

藉由雪深尺界定出 2012 年 1 至 3 月重要降雪事件的時段。降雪事件發生前，會伴隨著氣溫的驟

降；地表積雪鎖住了固態降水，土壤水含量逐漸降低，積雪更阻隔了陸氣交互作用，草溫和土壤

溫度不隨氣溫變化振盪；當積雪融化，草溫維持在融點攝氏零度，融雪注入使土壤水含量上升；

積雪的阻隔融化後，陸氣交互作用恢復。不同的地表條件，受到森林遮蔽，雪山黑森林站輻射收

支和積雪深度皆未達圈谷的二分之一，雖然驅動地表積雪融化的總能量(Qms)較低，但受到森林

的保溫作用，使融雪的過程較圈谷顯著且持續。在不同緯度的雪山、合歡山主峰微氣象站(2011

年 12 月至 2012 年 5 月)和玉山北峰氣象觀測站(1960 年至今)，降雪事件雖然同步發生，但隨著緯

度上升，積雪深度逐漸增加。 

關鍵字：雪季、微氣象 

 

一、 研究動機 

臺灣位處於副熱帶地區，平地全年難有機

會發生降雪，但在狹小的三萬六千平方公里的

水平面積上，垂直的海拔高度卻達三千多公尺，

高山地區更發現了冰河遺跡，對於一個位於副

熱帶地區的島嶼，這是一件相當稀有珍貴的地

理景觀，台灣高山地區共有八十個圈谷，以雪

山最多，其中以雪山主峰東北面的一號圈谷規

模最大（楊, 2001），因此，就算平地少有降雪，

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到了冬季只要獲得充

足水氣就會容易發生降雪，配合上地形的配置

甚至會有相當可觀積雪。 

地表積雪是一層相當有效率阻隔層，阻隔

大氣與地表間熱通量的傳遞，以及土壤徑流和

土壤濕度的水分來源（Sun et al., 1999），積雪

可以當作是一種高山地區的「延遲性降水」（魏

等人, 2007），而若要能夠更為增進預測土壤的

水含量和逕流量的準確度，積雪在融化過程注

入土壤中的水量，必須被準確地估計（Xue et al., 

2003）。 

因此，我們利用 DTM 解析度三十公尺的

地形資料，計算出全臺灣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的

面積，約 440.14 平方公里，占了全臺灣面積的

1.2%，配合 2010 年玉山北峰的年累積雪量，

約六公尺；假設，全臺灣三千公尺以上皆有和

玉山北峰測站相同的積雪深度，便可利用面積

及深度換算成水當量，約 2,729 萬立方公尺，

約為石門水庫滿水位蓄水量 93.3%。在這樣的

估算之下，可見臺灣地區的降雪水當量對於高

山地區的水文收支過程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

色。 

在高山森林的生態系中，動、植物地物候

變化、土壤生物、物理、化學性質、高山植物

的生態生理特性等研究，均需要這些蒐集到的

基礎氣象觀測參數，應用到各個生物、熱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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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收支地方程中，建立個別的數學模式（魏

與林, 2009），便能更準確地掌握整個生態系的

消長，更可進一步地預測未來隨著氣候變遷所

反應出的變化。 

二、 文獻回顧 

在 2003 年到 2007 年間於格陵蘭冰原地區

所進行的地表通量觀測(Michiel et al., 2008)，夏

季時，較低海拔的測站，終年積雪得到了足夠

的能量開始融化並持續了整個夏季，使地表得

以更有效率吸收太陽輻射，使可感熱通量達最

大值，而融雪所釋放的潛熱，將地表溫度維持

在融點溫度 0℃；但較高海拔的地區，地表的

融雪過程較不顯著甚至隨著大氣溫度降低發

生再結冰，潛熱通量的釋放明顯較少，進而使

得潛熱通量維持在負值。因此，能量收支變化

皆可明顯地指出雪季及非雪季的時間分布及

特性差異。 

驅動地表積雪融化的機制主要來自於地

表的能量收支，所提出的「積雪層能量平衡方

程」(Ohta, 1992)便是將地表各個能量通量加總

進行分析，公式如下： 

 

QMS：積雪層所獲得的能量通量；當 QMS>0，

積雪層開始融化，當 QMS<0，易發生再結冰。 

QR：淨輻射通量 

QH：可感熱通量 

QλE：潛熱通量 

QS：土壤熱通量 

QP：降水釋放的能量；忽略。 

2005 年 3 月上旬強烈冷氣團侵襲臺灣，於

3 月 4 日夜間發生降雪，為臺灣中部海拔一千

多公尺高山帶來罕見的降雪，利用「積雪層能

量平衡方程」(Ohta, 1992)將此次降雪事件所觀

測到的數據加以分析探討。 

各項熱量通量的分布可明顯看出降雪的

階段差異：降雪前 3 月 4 日晚間地表熱通量明

顯下降；3 月 5 日白天，各個熱通量值開始增

加，日輻射量佔了最大的一個部分，地表積雪

開始融化，潛熱通量上升，甚至一度和降低的

日輻射通量相當，土壤熱通量增加為正值，開

始提供熱通量至大氣；積雪完全溶解後，3 月

6 日，日輻射通量、土壤通量恢復為鐘型的配

置。 

這樣的熱通量變化，可看出積雪由固態融

為液態的能量來源主要為日輻射通量、潛熱通

量、可感熱通量（Oke , 1993），其中，絕大部

分以日輻射通量為主（Lee，1980；, Ishii et al. ，

1992 ；Yamazaki，1996）。 

 

三、 研究方法 

藉由 2005 年的降雪觀測紀錄，可以看出臺

灣地區在發生降雪時，雖然位處於亞熱帶、降

雪事件分布的海拔較高、積雪量較少，熱通量

及各氣象參數的變化卻和高緯度的觀測結果

有相當類似的趨勢。但這次的降雪事件只維持

了約二十四小時，觀測的結果可能會受到小尺

度的地表條件或是天氣系統影響；很幸運地，

我們將利用藉由「雪山生態系整合計畫」在雪

山東稜沿線所架設的兩座微型氣象站(2010 年

至今)、合歡山主峰頂的微氣象站(2011 年 9 月

至今)以及玉山北峰氣象觀測站(1960年至今)，

所進行的長時間的密集觀測，進行不同植被、

不同緯度等等的條件差異，進行分析。 

為了進一步瞭解全台灣的降雪分布面積，

除了三個單點觀測之外，我們也選用了兩筆

MODIS及SPOT衛的觀測資料和相同時間的雪

山圈谷雪深計進行比較，希望可以除了單點的

深度觀測，可以更準確地掌握降雪的面積，以

便於分析高山地區生態系的水文及熱量收

支。 

 

四、 觀測站介紹 

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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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處臺灣緯度最高的雪山山脈，擁有全臺

灣第二高峰－雪山主峰，海拔高達3,880公尺，

因緯度較高且山勢廣大而分布著許多冰河遺

跡，其中以位於雪山主峰東北面的一號圈谷的

規模最大；由於長年山谷風強烈吹拂以及冬季

深厚的積雪覆蓋，以低矮的常綠闊葉灌木為主，

如高山杜鵑、玉山圓柏等。於是，2009 年底，

我們選擇了開口朝向東北方的雪山一號圈谷

的谷底架設雪山沿線海拔最高的「圈谷測站，

SP1」，約海拔 3,584 公尺。 

雪山同時擁有全臺灣面積最大的冷杉純

林，高聳的冷杉遮蔽度高造成太陽輻射的入射

量較少，因此山友都稱呼這片區域作「黑森林」，

除了太陽輻射之外，林內的各個氣象參數和裸

露的圈谷測站差異相當大，濕潤的地表，蘚苔

也十分的茂密，也藉著植被的保護，有利於水

份被保留在土壤之中。接著，我們選擇黑森林

架設我們海拔的二高的測站「黑森林測站，

SP2」，約海拔 3,405 公尺。 

合歡山 

臺灣的冬季降雪，合歡主峰的山勢廣大，

降雪的累積是相當適合的環境，加上位於臺灣

水氣南北輸送的通道上，冬季時水氣充足的天

氣形態下，便有相當高的機會得以發生降雪

（楊, 2001）；雖然有充足的水份，但由於風速

較大，地表植被以低矮的玉山箭竹為主。我們

在 2011 年十一月於合歡山氣象站內架設了一

獨立的微型氣象站，海拔約 3,370 公尺，將會

一直到 2012 年五月，進行一橫跨雪季、為期

半年的短期觀測。 

玉山北峰 

玉山北峰位於臺灣南部的玉山山脈，為全

臺灣第四高峰，海拔約 3,858 公尺，中央氣象

局在北峰山頂上設有東南亞最高的氣象觀測

站，北峰觀測站的雪深資料累積長達五十年，

是相當可貴的資源；周圍因為地勢陡峭、風勢

強勁，地表植被相當低矮，以玉山箭竹為主。 

 

五、 觀測資料分析 

不同於高緯度於夏季融雪，雪山唯有冬季

才有機會發生降雪和融雪的過程；海拔較高且

裸露的雪山圈谷站(Cirque, SP1)冬季時地溫在

攝氏零度附近上下震盪（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

源。），即發生融雪和再結冰的過程，而較低

海拔且受到台灣冷杉遮蔽的雪山黑森林站

(Forest, SP2)，在雪季時可明顯看出地溫長時間

維持在攝氏零度，也就是持續的融雪過程。 

為了更準確判別降雪對通量及氣象參數

的影響，我們將利用觀測的雪深變化訂出降雪

事件的時段，再進一步討論各個氣象參數及熱

通量在降雪事件前後的變化；總共採用了兩種

測量積雪深度的方式，分別是 Campbell CR50A

音波雪深計和相機拍攝雪深尺的影像紀錄，可

發現音波雪深計較雪深尺的影像紀錄積雪量

低，但重要降雪事件發生的時段相差不多，因

此接下來我們將利用雪深尺界定出2012年1、

2 月幾次重要降雪事件的時段(錯誤! 找不到

參照來源。)。 

降雪事件的區間亦可從其他觀測數據得

到證實；日平均氣溫可看出，降雪事件發生前

氣溫會有明顯驟降(圖 2)，而地表積雪阻隔了

土壤和大氣之間的熱通量傳遞（Sun et al., 

1999），因此有積雪覆蓋時，地溫長時間維持

穩定並不隨氣溫升降而震盪，直到明顯融雪發

生後，土壤和大氣交互作用再次啟動，地溫才

又隨氣溫升高達最大值，這項特徵隨海拔愈高

有愈明顯的差異。 

同樣的在土壤水含量也可以發現和雪深

相反的變化趨勢(圖 3)，積雪將水分固定在地

表以上，形成阻隔，土壤中的水含量因此維持

定值或是持續降低，而的表積雪開始融化，大

量的雪水注入土壤中，使的不論是圈谷站或是

黑森林站的土壤水含量都急速上升，反應出來；

其中，也可以明顯看出植被對土壤含水量的影

響，有蘚苔和台灣冷杉遮蔽的黑森林測站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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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量就較裸露的圈谷站穩定。 

驅動融雪過程的各項熱通量的增加也剛

好配合了融雪作用的開始；而不論林相差異，

積雪層能量(Ohta, 1992)中，佔有最大的部分皆

為日輻射通量，而受到林相的遮蔽，黑森林的

積雪層總能量只有圈谷站的五分之一。 

同一時段觀測資料可以看出，在合歡山主

峰及玉山北峰也有降雪事件的發生，雖然各個

測站積雪深度隨緯度有所落差，但仍可以推估

臺灣高山地區的降雪事件是近乎同步發生的，

這也部分支持了我們先前所欲推算的降雪水

當量。 

六、 衛星影像 

利用近紅外光以及短波紅外光對水吸收

的差異，計算出 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 (NDWI)( Gao, 1996)，便可估計含水量的

差異，因此在雪山圈谷的雪季，相較於裸露的

岩石地型，若 NDWI 出現相對大的值，便可推

測該區域被雪所覆蓋；我們便利用 SPOT 衛星

進行計算。同時，我們也蒐集了相同時段的

MODIS 衛星所提供的 snow cover channel 進行

比對。 

2012/2/27 當天圈谷測站約有 12.2 公分厚的

積雪，SPOT 衛星所計算出的 NDWI 值在三千

五百公尺以上的地區出現較大的訊號，合歡測

結果相當類似；但反觀 MODIS 所提供的 snow 

cover 卻只有三千公尺以下的零星訊號，明顯

有極大的誤差。這主要是因為 MODIS 衛星是

利用可見光及紅外光推演積雪面積，但受到樹

木遮蔽的影響，在北半球森林地區的估算都有

相當嚴重的誤差，必須要在利用其他的生物參

數加以修正才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七、 結論 

臺灣雖位於亞熱帶地區，由於陡峭的地形

使得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地區冬季仍會有

降雪事件的發生，並對於高山生態系有很重要

的影響。 

地表積雪將水分固定在地表之上，並且阻

隔了大氣和土壤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得在積雪

過程土壤水含量逐漸降低或降至定值、土壤溫

度也維持在攝氏零度附近，不受到氣溫變化而

有所震盪、土壤熱通量也不再提供大氣熱量；

當積雪開始融解，土壤水含量快速上升、土壤

溫度隨氣溫變化也開始提供大氣能量；驅使這

些過程的積雪層能量收支，大部分來自於日輻

射的吸收，而日照輻射又會受到植被遮蔽的影

響，有所落差。 

希望可以更準確掌握全臺灣的降雪面積，

衛星資料是相當重要的，但解析度較低的

MODIS 衛星受到森林遮蔽的影響表現不佳，

而利用 SPOT 衛星反演的 NDWI 值估計降雪面

積有較好的表現，未來若有更豐富的資源，這

將是一個估計全台灣降雪量相當不錯的方

式。 

未來也希望可以利用一維的陸氣交互作

用模式－Simplified Simple Biosphere Model 

(Xue et. al, 1991)進行土壤水含量、熱通量及積

雪層的分析，藉由地表以上的氣象觀測輸入模

式，以及地表條件的初始場設定，進而得到土

壤狀態；在和觀測數據比對之後，若有相當的

趨勢變化，未來生態系觀測所架設的氣象測站，

便可減少地表以下的觀測儀器，架設模式所需

的輸入參數的觀測儀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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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2 年雪山圈谷站和黑森林站降雪事件及雪深紀錄 

Snow Day 
Snow Fall 

Cirque Forest 

2012/01/16 9cm 13cm 

2012/01/20 ~ 01/25 57cm 15cm 

2012/02/02 ~ 02/03 8cm 2cm 

2012/02/07 ~ 02/08 17cm 6cm 

2012/02/25~ 02/28 52.5cm 18cm 

2012/03/12~ 03/14 8cm 4cm 

Total Snow Amount 151.5 cm 5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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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10~2011 年雪山圈谷站和雪山黑森林站日平均氣溫與草溫。 

 

 
 

圖  2：雪山圈谷站和黑森林站日平均氣溫、草溫、10cm 地溫、20cm 地溫。 

 

 

 

圖  3：雪山圈谷站和黑森林站土壤日平均含水量和積雪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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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高山生態系山谷風分布特性 

張振生 1,3、魏聰輝 1,4、賴彥任 1、沈介文 1、林博雄 2、張譯心 2 

1.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林管理處 

2. 國立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3. 口頭報告人 

摘  要 

本研究蒐集雪山高山生態系圈谷、黑森林、三六九及哭坡頂等四處氣象站風速、最大風速及

最大風速之風向等三項參數觀測數據，分析山谷風分布特性，獲知風速日變化，僅平均風速與最

大風速兩種參數之日變化呈現兩個谷值，峰值則並未明顯表現。合成風速介於 0.08 m s-1(黑森林

站)～0.43 m s-1 (哭坡頂站)；合成風向分別為圈谷站：2°(N)、黑森林站：12°(NNE)、三六九站：

11°(N) 、哭坡頂站：43°(NE)。穩定度皆小於 10%，分別為圈谷站：2.51%、黑森林站：2.64%、

三六九站：7.64%與哭坡頂站 7.60%。只有風向頻率分布，呈現較為明顯的山谷風特徵；以風向

與風速合併分析所繪製而成之風花圖，可明顯觀察出山風與谷風之風向，圈谷站的谷風風向為

NE、NNE，風速通常低於 7.9 ms-1；山風來自於風向 S、風速分布介於 0.3～20.7 ms-1，以 10.7 ms-1

～13.8 ms-1所佔比率較高。黑森林氣象站呈現主風向不明顯、風速微小等分布特性，推判係因站

址位於森林之內，直立的樹幹、枝條、樹葉等產生的風場干擾所形成的現象。三六九站無明顯谷

風風向，E 及 NEE 均為可能之來向，考其原因，可以認為係受到 NNW 方向的森林遮蔽所致；

山風風向為 S、SSW。哭坡頂站係四處氣象站中，唯一站址位於稜線者，以 SE、SSE 風向的小

集水區所導引的谷風效應較為明顯。風速分布，以介於 3.3 ms-1～5.4 ms-1之風級所占比率最高，

達 38.5%。 
 
關鍵字：山風、谷風、雪山、高山生態系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eeze of Syue-San Alpine Ecosystem, 
Central Taiwan. 

Cheng-Sheng Chang1,3, Tsong-Huei Wey1,4, Yen-Jen Lai1, Chien-Wen Shen1 
Po-Shiun Lin2, and Yi-Sin Chang2 

1: Experimental Fores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ushan Township, Nantou Hsien 55760, 
Taiwan ROC.  

2: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17， Taiwan ROC。 
3: Oral reporter 
 

In order to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eeze, we collected the data of average wind speed, 
gust speed, and the direction of gust at four established stations of the Syuesan Mountain alpine 
ecosystem, Qian-Gu (SP1), Black Forest (SP2), San-Liyo-Jou (SP3) and Ku-Po-Ding (SP4). The result 
revealed only two bottom values in the daily data of the average wind speed and gust speed. The peak 
values were not clear. The composite wind direction is 2°(N) at Qian-Gu station, 12°(NNE) at Black 
Forest station, 11°(N) at San-Liyo-Jou station, and 43°(NE) at Ku-Po Ding Station. The steadiness 
values were all lower than 10%. Steadiness values was 2.51% at Qian-Gu station, 2.64% at Black 
Forest station, 7.64% at San-Liyo-Jou station and 7.60% at Ku-Po-Ding station, respectively. Only the 
distribution of direction frequency showed clear breeze characteristic. It was easy to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mountain breeze or valley breeze from composited analysis using the dataset of gust 
direction and gust spe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direction of valley breeze at Qian-Gu station’s is NE, 
and NNE, with valley breeze speed usually lower than 7.9 ms-1. The mountain breeze blow from S 
direction, with the speed ranged between 0.3～20.7 ms-1 (mostly between 10.7 and 13.8 ms-1). The 
prevailing wind direction was not clear at Black Forest station, and the wind speed was low. Th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se characteristics were presumably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of the station, which is 
inside the forest. The wind from the upstanding tree trunks, branches and leaves might have been 
sources of interference. There were uncertain valley breeze directions for San-Liyo-Jou station; E or 
NEE were both possible directions. The wind from NNW direction may be obstructed by the forest. 
The mountain breeze direction was S, SSW. Ku-Po Ding station was the only station out of the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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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tands on the crest line. The valley breeze blowing from the small watershed area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SE, SSE direction should be the most evident. The most of valley breeze speed (38.5%) 
ranged between 3.3 ms-1～5.4 ms-1. 
Keywords: mountain breeze, valley breeze, Syue-San Mountain, alpine ecosystem. 

 

一、前言 
山區風系在周日間兩次週期性的風向轉

變的特徵，係典型的山地氣象特性之一，此種

周而復始的變化，綜括了各種尺度的複雜地形，

從小山丘到大山脈(Zardi and Whiteman, 2012)。
山區的風狀況，較溫度、濕度等參數複雜得多，

與地形對氣流的動力和熱力效應關係相當密

切，以小尺度觀點，微地形改變了氣流的速度

及方向；亦即，風向與風速日變化機制與律動，

則受到地形的修飾。 
山區最明顯的風，當推隸屬熱力風系的山

谷風；山風和谷風是由於山坡與山谷間的溫度

差異而形成一天之間周期性的局地環流，在臺

灣的山區極為普遍。白天的地面溫度逐漸增加，

山谷溫度高於山嶺，空氣增熱而產生沿著坡地

上升的情形，風從山谷吹向山嶺上，自由大氣

的空氣則下沈到山谷以補充沿山坡上升的空

氣，這種風稱為「谷風」(valley breeze)，亦稱

為「上坡風」。而夜間因地面冷卻，冷空氣沿

山坡流下來代替較暖的空氣，形成由山嶺吹向

山谷的風，這種風稱為「山風」 (mountain 
breeze)，亦稱為「下坡風」。上坡風在山地坡

度越大、高度越高的地方風就越大；下坡風則

在山谷越深處風越大。 
臺灣的山地佔了總面積三分之二；雪山與

大霸尖山間的聖稜線，是臺灣四條主要河川的

分水嶺，分別為七家灣溪(大甲溪的上游)、雪

山溪(大安溪的上游)、蘭陽溪和塔克金溪(淡水

河的源頭)。雪山一號圈谷位於雪山主峰北側，

開口方向為東北(楊建夫，2000)，使其成為一

個盆地般的獨立地形區，促成了山谷風之盛

行。 
本研究蒐集雪山高山生態系圈谷、黑森林、

三六九及哭坡頂等四處氣象站風速、最大風速

及最大風速之風向等三項參數觀測數據，分析

雪山高山生態系山谷風分布特性。 
 

二、研究方法 
(一) 試驗區概述 
本研究位於臺灣北部山區之最高峰─雪

山，亦為臺灣之第二高峰；為七家灣溪集水區

之源頭，雪山主峰東北面的雪山 1 號圈谷，係

雪山山系有別於其他山系最特殊的地形；因應

群體計畫之需求，沿著主峰稜線設置了四處高

山氣象站，表 1 為四處氣象站地理位置、觀測

項目，圖 1 為試驗區及氣象站相關位置。 
 

表 1 雪山地區氣象站觀測項目及地文因素表 

站名 

站號 

圈谷 

SP1 

黑森林 

SP2 

三六九 

SP3 

哭坡頂 

SP4 

X 座 標 273961 274386 275879 278180 

Y 座 標 2698080 2698560 2698536 2698351 

海 拔 高 度 3,584 m 3,405 m 3,142 m 3,100 m 

坡 向 NE NE NEE SEE 

資料處理記錄

器 

Campbell 

CR 1000 

Hobo U30 Campbell CR 

10X 

Hobo U30 

氣壓 (hPa) ■   ■ 

氣溫 (℃) ■ ■ ■ ■ 

相對濕度 (%) ■ ■ ■ ■ 

日射量  

(MJ m-2 s-1) 
■ ■ ■ ■ 

風速 (m s-1) ■ ■ ■ ■ 

風向 (。) ■ ■ ■ ■ 

降雨量 (mm) ■ ■ ■ ■ 

積雪深 (cm) ■  ■  

10 cm 土壤含

水率 (m3m-3) 
■ ■ ■ ■ 

20 cm 土壤含

水率(m3m-3) 
■ ■ ■ ■ 

30 cm 土壤含

水率(m3m-3) 
■   ■ 

草溫 (℃) ■ ■ ■ ■ 

5 cm 地溫(℃) ■ ■ ■ ■ 

10 cm 地溫

(℃) 
■ ■ ■ ■ 

20 cm 地溫

(℃) 
■  ■  

30 cm 地溫

(℃) 
■  ■  

50 cm 地溫

(℃) 
■  ■  

■：觀測項目與感應器 

 

根據 2010 年 1 月至 2011 年 12 月之觀測

紀錄可知，年均溫介於 4.7℃(圈谷站)～8.4℃
(哭坡頂站)；7 月最高月均溫介於 8.9℃(圈谷

站)～12.9℃(哭坡頂站)、1 月最低月均溫介於

-1.2℃(圈谷站)～2.1℃(哭坡頂站)；相對濕度除

了 Black Forest Station 年平均值為 82%，其餘

三站則明顯低於較低海拔地區，分別為圈谷站：

75%、三六九站：68%、哭坡頂站：78%；平

均年雨量介於 1,998 mm(哭坡頂站)～2,430 
mm(圈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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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雪山地區高山生態系整合調查氣象站位

置圖 

 

(二) 分析方法 
1. 合成風 
風的向量平均，稱之為「合成風」(resultant 

wind)，在氣候學上，指某地某高度在一定期

間全部風向和風速的向量平均，用合成風表示

平均風，通常根據分速來計算，平均風沿任何

呈直角方向的分速，等於個別分速沿同樣方向

的單純平均，各分速所取的方向，可選用東西

向和北南向。雪山高山地區四個測站的風向資

料，是以 360°觀測而得，則東西向分量與北南

向分量各為：（戚啟勳、嚴夢輝，1976）： 
Σ                    (1) 
Σ                    (2) 

              (3) 
tanθ                (4) 

 
2. 風的穩定度 
假定某地常年風向變動不大，就表示該地

一定有強大的盛行風，若某地常年風向變化無

常，即表示該地無盛行風或盛行風不明顯。 
設合成風為 VR，風速的平均值為 VS，則

風的穩定度可以下列公式求得的數據，作為風

的穩定度(Steadiness)之指標： 

S 100%                   (3) 

 
3. 向量的頻率分佈 
風向是少數屬於向量的氣象變數，風速屬

於純量的氣象變數，兩者合併即可利用雙重頻

率分布同時分析，繪製成頻率風花圖

(frequency  windrose) 或標準風花圖(standard 
wind rose)來表示。 

三、結果與討論 

(一) 合成風 
將雪山高山生態系四處氣象站，自 2009

年 9 月 24 日設站起起至 2011 年 5 月 25 日為

止，逐日逐時的最大風速及其風向資料，計算

各月份東西向分量以及北南向分量，求得各月

之合成風速與合成風向，然後應用其所取得之

數據，再求取風速之穩定度，茲將其結果列如

表 2 所示。 
合成風速一般而言均極為微弱，雪山地區

的合成風速最大值為哭坡頂站的 0.43 m s-1，

最小值為黑森林站的 0.08 m s-1；玉山氣象站

則稍高於雪山地區之氣象站，為 0.50 m s-1。

魏聰輝等(1995)亦曾針對探討溪頭地區之山谷

風分布特性，研究結果顯示，合成風速介於

0.30 m s-1～0.47 m s-1，全年平均為 0.47 m s-1。

山谷風係由熱力差異所引起的氣流傳動，所以

一般風速較為微小，由表列數據可獲得充分的

說明。 
表 2第 6列為雪山地區四處氣象站及玉山

氣象站之合成風向，合成風向分別為，圈谷站：

2°(N)、黑森林站：12°(NNE)、三六九站：11°(N) 、
哭坡頂站：43°(NE)與玉山站：303°(WNW)。
魏聰輝等(1995)分析溪頭地區不同月份之合成

風向，指出合成風向因月份而異，主要受制於

山風及谷風的風向及其所吹拂時間的長短，在

山風吹拂的時間較長的月份裡，則該月份山風

風向的出現頻率必較高於山風吹拂時間較短

的月份，結果顯示溪頭地區 11 月～翌年 2 月

的合成風向角度介於 327.4°(NNW)～355.8°(N)，
3 月～10 月的合成風向角度介於 3.6°(N)～65.1
°(ENE)。 

 
(二) 風的穩定度 
穩定度為該地區是否具有盛行風向的指

標，通常與合成風速的大小有關，倘若風向固

定地來自於一個風向，則合成風速 VR 趨近於

風速的平均值VS，穩定度趨近於100%，反之，

則穩定度趨近於 0%。觀察表 2 第 7 列，雪山

地區氣象站之穩定度皆小於 10%，分別為圈谷

站：2.51%、黑森林站：2.64%、三六九站：7.64%、

哭坡頂站 7.60%。 
臺灣地區因地理位置相當特殊，在冬季盛

行東北季風，夏季盛行西南季風，所以在這兩

個季節裡，風的穩定度數值很大，根據朱學良

(1968、1976)的研究指出，新竹地區 10 月～3
東北季風的季節，穩定度平均為 83.40%，6 月

～7 月西南季風盛行，風的穩定度平均為

60.6%，4 月及 5 月係由東北季風轉變為西南

季風之轉變期，風的穩定度平均為 38.2%，8
月係由西南季風轉變為東北季風之轉變期，風

的穩定度為36.1%；由以上的分析數值可洞悉，

季節性所盛行的季風在雪山地區的影響是不

大的。 
山谷風盛行地區，因日夜的更迭，產生周

日間不同風速之變化，並且形成週期性之變動；

山谷風在山區雖然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但在雪

山地區並未明顯呈現週期性日變化，僅平均風

速(圖 2)與最大風速(圖 3)兩種參數之日變化呈

現兩個谷值，峰值則並未明顯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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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向量的頻率分佈 
依據四處氣象站自設站起至 2011 年 5 月

25 日止，每小時最大風速及其風向，繪製四

站之風花圖如圖 4；四站之風級頻率如圖 5。 
風向之分布主要受山風或谷風的吹拂時

刻而變化，欲瞭解周日內風向的分布情形，可

將屬於向量氣象變數的風向資料，與屬於純量

氣象變數的風速資料兩者合併，利用雙重頻率

分布來分析，繪製成風花圖(wind rose) 
以最大風速及其風向所繪製而成之風花

圖，可比較明顯觀察出山風與谷風之主要風向，

圈谷站(圖 4a)的山風來自於風向 S、風速分布

介於 0.3～20.7 ms-1，以 10.7 ms-1～13.8 ms-1

所佔比率較高；其次為 SSE、風速分布亦介於

0.3～20.7 ms-1，仍以 10.7 ms-1～13.8 ms-1 所佔

比率較高；谷風風向為NE、NNE之最大風速，

風速通常低於 7.9 ms-1。圈谷站風級頻率圖(圖
5a)顯示介於 3.3 ms-1～5.4 ms-1 之風級所占比

率最高，為 23.5%。 
黑森林氣象站很難推判山風、谷風之風向

(圖 4b)，僅勉強可判斷以 N、NE 兩種風向為

主風向，其他風向則分布頻率差別不大，此種

分布特性亦為導致合成風速與穩定度數值極

為微小的原因；風速分布(圖 5b)以介於 1.5 ms-1

～3.3 ms-1之風級所占比率最高，達 43.8%。黑

森林站之主風向不明顯、風速微小等分布特性，

推判係因站址位於森林之內，直立的樹幹、枝

條、樹葉等產生的風場干擾所形成的現象。 
三六九站無明顯谷風風向，風速亦極為微

小(圖 5c)；考其原因，可以認為係受到 NNW
方向的森林遮蔽所致；山風風向為 S、SSW。

風速分布(圖 5c)以介於 1.5 ms-1～3.3 ms-1之風

級所占比率最高，達 45.9%。 
哭坡頂站係四處氣象站中，唯一站址位於

稜線者，以 SE、SSE 風向的小集水區所導引

的谷風效應較為明顯(圖 4d)。風速分布(圖 5d)，
以介於 3.3 ms-1～5.4 ms-1之風級所占比率最高，

達 38.5%。 
 

四、結論 
風速年變化中，以 10 月至翌年 4 月，高

於 5 月至 9 月，可以認為係受到東北季風的影

響程度，高於西南季風。風速日變化，僅平均

風速與最大風速兩種參數之日變化呈現兩個

谷值，峰值則並未明顯表現。合成風速介於

0.08 m s-1(黑森林站)～0.43 m s-1 (哭坡頂站)；
合成風向分別為圈谷站：2°(N)、黑森林站：12
°(NNE)、三六九站：11°(N) 、哭坡頂站：43°(NE)。
穩定度皆小於 10%，分別為圈谷站：2.51%、

黑森林站：2.64%、三六九站：7.64%、哭坡頂

站 7.60%。 
山谷風現象只有頻率分布呈現較為明顯

的分布特徵，以風向與風速合併分析所繪製而

成之風花圖，可明顯觀察出山風與谷風之風向，

圈谷站的谷風風向為 NE、NNE 之最大風速，

風速通常低於 7.9 ms-1；山風來自於風向 S、
風速分布介於 0.3～20.7 ms-1，以 10.7 ms-1～

13.8 ms-1所佔比率較高。黑森林氣象站之主風

向不明顯、風速微小等分布特性，推判係因站

址位於森林之內，直立的樹幹、枝條、樹葉等

產生的風場干擾所形成的現象。三六九站無明

顯谷風風向，E 及 NEE 均為可能之來向，考

其原因，可以認為係受到 NNW 方向的森林遮

蔽所致；山風風向為 S、SSW。哭坡頂站係四

處氣象站中，唯一站址位於稜線者，以 SE、
SSE 風向的小集水區所導引的谷風效應較為

明顯。風速分布，以介於 3.3 ms-1～5.4 ms-1之

風級所占比率最高，達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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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雪山高山生態系各氣象站站及玉山氣象站合成風與穩定度 

項目\測站 SP1 SP2 SP3 SP4 YS 

n 12,702  13,105  14,054  10,253  20,400  

VS (ms-1) 6.38 3.03 2.75 5.66 11.33 

VE-W (%) 0.12 0.06 0.19 0.42 -0.50 

VN-S (%) -0.10 0.06 -0.08 -0.09 -0.02 

VR (ms-1) 0.16 0.08 0.21 0.43 0.50 
θ (°) 2 12 11 34 303 

S (%) 2.51 2.64 7.64 7.60 4.41 

 

圖 2 雪山高山生態系四處氣象站總平均風速

日變化圖 
圖 3 雪山高山生態系四處氣象站最大風速總

平均日變化圖 
 

 
a 圈谷 b 黑森林 c 三六九 d 哭坡頂 

圖 4 雪山高山生態系四處氣象站風花圖 

 

 
a 圈谷 b 黑森林 c 三六九 d 哭坡頂 

圖 5 雪山高山生態系四處氣象站風級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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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頭通量站通量來源貢獻區初探 
 

賴彥任1 洪志遠1 魏聰輝1 余瑞珠1 張振生1 莊振義2 林博雄3 蔡明哲4 王亞男4
 

國立臺灣大學實驗林管理處1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2 
國立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3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4

 

 
 
 

摘    要 
為瞭解柳杉人工林碳匯能力，溪頭通量測站自2009年5月開始以渦流相關法(eddy covariance)為

理論基礎進行水熱通量量測。由風場特性分析中顯示溪頭具有明顯山谷風特性，夜晚山風風速較高。

通量來源貢獻區分析結果顯示，通量來源方位與溪頭山谷風風向一致，40m儀器高度的日夜90%通

量來源均在250m附近；32m儀器高度的日夜90%通量來源均相對較近，在125m以內。比對目前的

土地利用型態，40m儀器高度的白天谷風90%通量來源已經接近柳杉人工林與孟宗竹林邊界，亦即

量測值已有部分非完全代表溪頭柳杉林，因此以通量來源貢獻區角度看，為能完整估算溪頭溪頭柳

杉人工林的可感熱通量、潛熱通量及CO2通量，可於白天及夜晚分別使用40m和32m通量觀測資料。 
關鍵字：渦度相關法、柳杉人工林、通量量測、通量來源貢獻區 

 

一、 前言 

由於人為排碳造成全球暖化議題，世人逐漸重視

森林碳匯減緩大氣中 CO2 濃度上升速度之重要性，而

於科學議題上，除了運用傳統樣區生長量調查法進行

碳匯定量外，以渦流相關法(eddy covariance)為理論基

礎進行通量塔微氣象觀測，則是另一項主要的觀測與

計算方法。通量塔觀測具有連續且長期監測的優勢，

除了地表二氧化碳通量觀測可達成上述森林碳匯定量

化外，水氣、及熱能流等通量均為其觀測項目，因此

以往難以量測之實際蒸發散量亦可於通量塔水氣通量

觀測中達成。 

臺灣大學實驗林管理處於 2007 年於屏東縣內埔鄉

平地造林地建置通量監測系統，復於 2008 年擇於溪頭

營林區第 3 林班 173 號柳杉造林地內建置通量監測系

統，監測平地與山地陸域的通量數據，未來可做為臺

灣地區進行碳權交易之依據，國家工商業持續發展之

碁石(王亞男等, 2009 年實驗林年報)。溪頭測站乃參考

國內外進行二氧化碳通量長期監測經驗，以相同設備

規格進行柳杉人工林監測，希能提供柳杉人工林在全

球暖化議題中，碳吸存之貢獻量，此外亦將整合微環

境水土、大氣、動植物等長期生態監測相關研究，以

瞭解柳杉人工林生態系與環境變遷間之互動關係。 

二、 前人研究 

夏禹九等學者(2005)設置之先導鴛鴦湖測站位於

棲 蘭 林 區 100 線 林 道 15K 旁 的 台 灣 扁 柏

（ Chamecyparis obtuse var. formosna ）的天然更新林

分 ， 為 台 灣 長 期 生 態 研 究 網 （ Taiwan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TERN）鴛鴦湖試驗地的一部分，已

進行超過三年的生態系養分循環及大氣沈降及水文循

環的研究。試區樹齡相近（1961~1978 年間下種或補

植），平均林冠高度約 10.3 m，面積約 300ha，為東

南坡向，坡度約 14°。二氧化碳通量量測目前使用開路

式的紅外線 CO2、H2O 分析儀（LI7500 open path 

analyzer），風速則採用三維音速風速計（R.M. Young 

81000v sonic anometer）。此一組儀器架設於 24 m 之

儀器鐵塔頂。為達到兩個儀器間觀測信號之同步，是

以三維音速風速計接受 CO2、H2O 分析儀之類比信號，

將信號數據化，轉換為數值信號，與三維風速（u, v, w）

及換算之氣溫，以 10Hz 取樣頻度經由 RS232 通訊埠

輸出。因為距離太長，RS232 之信號係經由 RS485 之

界面轉換至地面之儀器房內，使用一桌上型電腦將所

有之 ASCII 原始數據貯存，再進行後續分析。依此測

站建置成果顯示，資料的平均獲取率於 2005 年 6 月已

經達到 60%，相當接近 Fluxnet 成熟運作測站之 65%

至 75%之間；另觀測期間平均水平風速 1.5m/s，最大

水平風速 4.5m/s，平均垂直風速為 0.1m/s，數值相當

小，顯示該實驗站所在的地形大致平坦，符合實驗要

求。 

三、 研究材料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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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溪頭測站環境 

臺大實驗林面積達 3 萬 2 千餘公頃，天然林達 9

千餘公頃，人工林達 7 千餘公頃，且分佈於海拔 200

～3952m 間，高低差達 3732m，具有豐富且多樣性之

林相。依第三次台灣森林資源及土地利用調查資料(林

物局網站)指出：全島林地面積為 2,102,400 公頃，占

全島總面積 3,591,500 公頃之 58.53%。人工林部分，

以柳杉、杉木、臺灣杉、紅檜及相思樹等樹種為主，

以柳杉之面積 14.72％及蓄積量比例 25.38％比例最高，

為台灣之人工林之首要樹種。實驗林現有人工林面積

為 7,840 公頃，主要樹種為柳杉及杉木，兩者合計約

佔總造林面積之 70﹪，蓄積量約佔 80﹪，為實驗林

之兩大宗。因此無論是以實驗林轄區或全國人工林觀

看，於實驗林柳杉人工林內進行碳吸存之貢獻量監測，

對臺灣的森林均具相當代表性。 

溪頭地區位於濁水溪支流─北勢溪上游，距離竹

山鎮東方約 22 公里，行政區域屬於南投縣鹿谷鄉。

範圍自四林班界起算，南北長約 10 公里，東西寬度

由北而南漸次開展，約在 2 至 4.6 公里之間，總面積

計 2,514 公頃。其中絕大部分為臺灣大學實驗林管理

處所經營管理之國有林班地，面積 2,488 公頃，劃分

為 1-6 等六個林班，為溪頭營林區之轄區。溪頭地區

因觀測目的之不同，分別設立了位於溪頭苗圃的溪頭

農業氣象站(X：228570、Y：2618723 、Alt：1,150 m)、

位於 173 號柳杉造林地的通量站主塔(X：228346、Y：

2618058、Alt：1,250 m，平均坡度 9.4 度)。溪頭地區

地形圖及農業氣象站、通量站之相關位置如圖 1。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距國道 3 號竹山交流道僅 30 分

鐘路程，交通方便容易到達；再者營林區內已有現成

宿舍、旅館及餐廳，另有許多地點已架設寬頻及無線

上網，具有完善條件提供研究人員進行短中長期駐點

研究，故將此站建設為亞洲通量觀測主要訓練測站為

設置目標之一。另因樣區所在之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每年皆有超過百萬遊客，其影響程度亦應考量，試驗

設計以週末假日與平常日之觀測結果區隔分析，以探

討人為使用干擾之影響性。 

2.  柳杉人工林通量觀測站 

為探討柳杉人工林在對碳吸存之貢獻量，此外亦

將整合微環境水土、大氣、動植物等長期生態監測相

關研究，以瞭解柳杉人工林生態系與環境變遷間之互

動關係。臺大實驗林根據試驗條件選擇溪頭營林區第

3林班173號柳杉造林地(1950年造林，海拔約1200m，

2010 年的樹高約 28m)設置觀測設備，自 2009 年 5 月

逐步進行觀測與調整。  

原樣區內之舊微氣象站(XT01)約於 1971 年設置，

長年未進行維護，目前延伸之 10m 架設不易相關儀器

且下墊面不足，因此新建 40m 通量塔（XT00）做為主

塔進行觀測，此外，為探討山區複雜地形下風場特性，

目前已另架設 40m 簡易副塔（XT02）輔助觀測。XT00

塔觀測儀器之種類、數量及配置圖 2。觀測站內佈設

穩定的交流電供應，另於 XT00 及 XT01 通量塔下均有

一試驗室可供放置室內儀器；XT00 塔則架設遠距

5.8GHz 無線傳輸系統，將觀測資料回傳至溪頭辦公室

並介接至網際網路，除可取得近即時觀測資料外，另

可提早獲知儀器運行狀況，儘速進行故障排除，提高

資料品質，達成全球化監測之目的。 

另為全面性探討碳源之動態變動，使通量塔觀測

通量來源貢獻區(footprint)可與衛星觀測尺度連結，研

究團隊參考美國 Forest Inventory and Analysis(FIA)樣

區取樣模式，以 XT00 通量塔為中心，於四周 1000m×

1000m 系統取樣劃設 16 個 250mx250m 大樣區，定期

調查樣區內之植被型態與地景特性。 

3.  通量觀測設備與資料處理流程 

渦 流 相 關 法 乃 基 於 物 質 守 恆 、 雷 諾 分 解 法

(Reynolds decomposition; Reynolds,1894)及泰勒假設

(Taylor‘s hypothesis; Stull,1988)，在理想的條件下，藉

由森林樹冠層上之高頻儀器直接量測生態系與大氣

間的垂直渦流通量，來瞭解生態系尺度的二氧化碳通

量(CO2 flux)、可感熱通量(sensible flux)與潛熱通量

(latent heat flux)。生態系尺度的物質與能量收支及渦

流相關法之理論基礎於褚侯森(2008)論文中已有詳述，

本文藉由相近觀測系統之資料，分析探討溪頭柳杉人

工林之風場特性，另分析通量來源貢獻區分佈情形。 

溪 頭 XT00 塔 安 裝 兩 台 記 錄 觀 測 儀 (Campbell 

CR3000 datalogger)，其中一台記錄 32m 及 40m 之兩套

渦流相關法數據(觀測頻率：10Hz)與部分低頻觀測儀

器(觀測頻率：20Sec)，10Hz 原始數據完整記錄供爾後

室內品質分析控制(quality assurance and quality check, 

QA/QC)處理外，在 CR3000 中亦進行初步 QA/QC 處

理並輸出通量資料(記錄間隔：30min)可直接使用; 低

頻觀測觀測資料則統計後記錄(記錄間隔：1min 及

30min)。另一台則是記錄剖面資料，包括氣溫、濕度、

風等資料(記錄間隔：1min 及 30min)。本研究分析之

通量資料均已經過標準室內品質分析控制處理。 

494



 

 

 

 

 

4.  日變動風特性及通量來源貢獻區(footprint) 

溪頭地區於以往研究中即指出此區域之山谷風盛

行(魏聰輝,1995)，因此以通量觀測系統所匹配之 40m

音波風速計(3D ultrasonic anemometer wind direction 

and wind speed, CSAT3)觀測資料為分析對象，以風花

圖(rose diagram)、風速日變動圖來看整個樣區之風特

性。 

本研究中另採用 Kljun et al.(2004) 所發展之一維

通量來源貢獻區計算模式，根據儀器高度(measurement 

height, z)、下墊面高度(displacement height, d)、大氣穩

定 度 (atmospheric stability) 及 表 面 粗 糙 度 (surface 

roughness, )等參數，分別配合 32m 及 40m 之兩套音

波風速計 30 分鐘平均之風速與風向觀測紀錄，則可推

算 距 風 速 計 的 上 風 面 最 大 貢 獻 權 重 位 置 (Peak 

contributing location)及 90%通量來源貢獻位置(90% 

contribution location)。其中表面粗糙度( )參考 Stull 

1988)成熟針葉林取值 0.8。此模式使用時，必須符合

以下條件(Kljun et al., 2004;Licor, 2012)： 

A. 量測儀器距離冠層頂高度( z d)必須低於邊

界層高度。 

B. 地形條件必須接近均質(homogeneous)。 

C. 大氣穩定度參數( / )必須介於-200 與 1 之間。

其中， 為Monin-Obukhov Length。 

D. 摩擦風速(friction velocity, ∗)必須高於 0.2 ms-1。 

E. 量測儀器距離冠層頂高度必須高於 1m。 

計算公式(Kljun et al., 2004; Licor, 2012)如下： 

最大貢獻權重之位置: 

∗

∗

.

 

∗ d 

4.277 3.418 ln	  

d 1.685 3.418 ln	  

 : 垂直風速分量的標準偏差 

90%通量來源貢獻位置: 

% %
∗

∗

.

 

%
∗

% ∙ d ,  % 2.054 

四、 結果與討論 

1.  風場基本特性 

由風花圖(圖 3)可看出樣區雖與以往觀測溪頭風

場所用之農業氣象站位置約有 1km 之遠，但觀測結果

仍顯示通量樣區之風場山谷風特性依舊明顯，白日幾

乎均為北風至北北東風之谷風(valley breeze)，夜晚則

是明顯南風偶為南南東風之山風(mountain breeze)；值

得注意的是，白天的谷風風速分佈在0.3~3.3m/s之間；

由於 XT00 通量塔往高海拔地形之坡度隨海拔上升而

趨陡，夜晚山風風速分佈仍多在 0.3~3.3m/s 之間，但

3.3~5.3m/s 之間的發生頻次則高出谷風許多。 

2.  通量來源貢獻區 

通量來源貢獻區最大權重位置分析結果顯示通量

來源方位與溪頭山谷風風向一致(圖 4)，40m 儀器高度

日夜的最大權重來源均在 125m 以內；32m 儀器高度

的來源相對較近，多集中在 50m 以內。另 90%通量來

源分析顯示(圖 5)，40m 儀器高度的日夜 90%通量來

源均在 250m 附近；32m 儀器高度的日夜 90%通量來

源均相對較近，在 125m 以內。比對目前的土地利用

型態，生物量調查樣區編號 3 有一部份為孟宗竹林，

40m 儀器高度的白天谷風 90%通量來源已經接近柳杉

林與孟宗竹林邊界，亦即量測值已有部分非完全代表

溪頭柳杉林，因此以通量來源貢獻區角度看，為能完

整估算溪頭溪頭柳杉人工林的可感熱通量、潛熱通量

及 CO2 通量，可於白天及夜晚分別使用 40m 和 32m

通量觀測資料。 

五、 結論 

溪頭測站之 XT00 塔自 2009 年 5 月逐步進行觀測

與調整，2009 年 10 月中儀器大至調整完畢，開始進

行全面觀測，藉由 2009 年 10 月 7 日至 2011 年 10 月

12 日止的 XT00 塔資料初探通量觀測結果分析顯示，

溪頭風場具有明顯山谷風特性，夜晚山風風速較高；

通量來源方位與溪頭山谷風風向一致，40m 儀器高度

的日夜 90%通量來源均在 250m 附近；32m 儀器高度

的日夜 90%通量來源均相對較近，在 125m 以內。比

對目前的土地利用型態，40m 儀器高度的白天谷風

90%通量來源已經接近柳杉人工林與孟宗竹林邊界，

亦即量測值已有部分非完全代表溪頭柳杉林，因此以

通量來源貢獻區角度看，為能完整估算溪頭溪頭柳杉

人工林的可感熱通量、潛熱通量及 CO2 通量，可於白

天及夜晚分別使用 40m 和 32m 通量觀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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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溪頭集水區地形及農業氣象站、通量站相關位置圖(引用自賴等,2011,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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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溪頭XT00 通量塔之觀測儀器配置高度示意圖(引用自賴等,2012,已接受) 

 

 

 

(a)

 

 (b)  (c)

  
 All time Mountain breeze Valley breezy 

圖3 溪頭XT00 塔40m 風花圖(引用自賴等,2011,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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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 溪頭通量塔 40m(a)及 32m(b)觀測儀器的最大貢獻權重通量來源位置發生頻次分布圖。圖中 16 個網格為生

物量調查樣區，通量塔位於 6、7、10 及 11 號樣區中間。 

 

(a) (b) 

   
圖 5 溪頭通量塔 40m(a)及 32m(b)觀測儀器的 90%通量來源位置發生頻次分布圖。圖中 16 個網格為生物量調查

樣區，通量塔位於 6、7、10 及 11 號樣區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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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氣象站人工及雷射式積雪深計觀測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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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已有越來越多的氣象作業單位加速積雪深計自動觀測的架設作業，中央氣象局亦於

2006 年於合歡山無人氣象站及玉山氣象站裝置雷射式積雪深計，玉山氣象站於2007 年元旦開始有

完整的連續自動積雪深觀測紀錄。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比對自動觀測和人工的觀測資料，尋找兩者

間觀測的特性。雷射式雪深計為固定點觀測，人工觀測依照WMO標準，採多點取樣平均，兩者觀

測資料的特性不同，並不能互相做為校驗標準，本研究主要是從兩者觀測資料差異中，找出人工觀

測及自動觀測間所顯出的特性。降雨量觀測值受暴露條件、氣流、地形因素等影響很大，局部地區

所觀測的值可能環境條件不同，差異性可能很大，固態降水相形之下觀測影響因子更多，玉山氣象

站因位於海拔3850 公尺的山頂，短距離內，地形、氣流、儀器曝露的條件就完全不同，分析自動

觀測與人工觀測的觀測值，兩者的相關係數只有0.7，因地形、儀器架設位置及人工觀測方式等，

相關係數低是可以預期的。本研究將從本站觀測人員的實際觀測經驗出發，結合資料顯出的特性，

提出我們對積雪深觀測的看法。 

關鍵字：中央氣象局 
 

一、前言 

 

最近幾年已經有越來越多的國家氣象組織架設具

有自動化觀測功能的積雪深計，我國亦於2006 年在合

歡山無人氣象站及玉山氣象站裝設雷射式積雪深計，

但是因為自動化觀測的積雪深計測量方式與人工觀測

方式不同，資料上仍然有銜接的問題，WMO國際氣象

組織基於上述問題，於2010 年，針對目前各國作業的

狀況作了一份調查報告，也有許多國外學者針對目前

超音波、雷射式等幾款積雪深計做相關研究，希望能

在雪深觀測全面自動化的過程中，找到比較精確，不

受其他環境噪音影響的的自動化觀測儀器。 
自動化積雪深計的好處在於全天化的觀測，具有

每秒的連續觀測紀錄及公厘單位的計量能力，可以提

供降雪更好的研究資料，但目前作業的積雪深計只能

觀測固定單點，觀測的點是否具有區域積雪的代表

性，如何克服上述問題，還需要觀測單位和儀器製造

商繼續努力。 
玉山氣象站於2007 年自動化雷射式積雪深計開始

有全天的觀測，累積這幾年資料之後，吾人希望透過

人工觀測與雷射式雪深儀觀測資料的比較試圖看看資

料間能顯現出什麼特點，進一步針對目前積雪觀測方

式提出建議。 

 

二、積雪深觀測方法 
(一)積雪深度之定義 
    自然累積於地面之雪等固態降水，稱為積雪，其垂

直方向之深度，稱為積雪深度，但在夏天固態降水中之

雹及小雹，不被認為積雪。又固態獎水面積佔觀測坪四

周地面不到一半者，不認為積雪。 

(二)人工觀測方式:雪尺 
利用雪尺取數點，量測降雪深度，將各處量測結

果加以平均，作為積雪深度，觀測資料為整點觀測，

目前積雪及積雪深度之計量單位為公分。 

(三)雷射式積雪深計 
構造如圖1 右側所示，玉山氣象站雷射式積雪深計

架設在觀測坪內，地面架設一白色降雪板，作為反射

雷射光基準點，感應器每秒向降雪板發射雷色光，經

降雪板反射，利用相位差檢測方法計算降雪深。 
本站裝設之雷射式積雪深計為日本YOKOGAWA

公司出產，編號B7605，量測範圍0 到5 尺，精度

1cm，顯示到0.1cm，雷射波長635nm，使用溫度在

-30℃到40℃，紀錄資料為每秒1 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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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圖左側為玉山氣象站雷射式雪深儀與建築物及陵線位置圖，建築及

陵線較觀測坪高出8 公尺。右側為雷射式積雪深計觀測的簡易式意圖。 

 
目前國外也有使用超音波積雪深計，超音波積雪

深計由感應器發射超音波，經反射後回感應器，因超

音波受溫度影響，在換算時需做溫度校正。在Mair, M., 

and D.J. Baumgartner, 2010 及 Marijn de Haio,2011 的研究

報告中指出雷射式積雪深計較超音波雪深儀有較好的

精確度，雷射式積雪深計所使用的檢測半導體雷射，

不受環境溫度、濕度及風力等的影響，噪音較小，在

判斷初雪時，也有較佳的表現。 

另外，雷射式積雪深計採斜面式的觀測，不像超

音波等觀測，在風速很小或無風時，會影響來自反射

板正上方的降雪。 

 

三、資料分析 
 

    台灣位於亞熱帶地區，一般只有在海拔較高的地

方才會觀測到降雪現象，台灣地區中央氣象局附屬氣

象站，阿里山、鞍部等氣象站曾經有降雪觀測紀錄，

但大概要幾十年才會發生1 次降雪天氣現象，玉山氣象

站則因位處高山，每年冬季溫度低於零度加上高空水

氣配合就會有降雪天氣現象發生。 

 
圖2 為1981 年到2010 降雪的每月加總日數，玉山

氣象站年平均年降雪日數為23.9 日，每年1 到3 月為降

雪日數最多的月份，4 和12 月降雪日數次之，5、6、9
和10月也曾觀測到降雪，7和8月則未觀測到降雪。在

這30年間，1983年降雪日最多，為64天降雪日，2000
年降雪日最少，只有11 天。圖3 為月平均最高溫度、

溫度氣候統計值，1、2 月平均溫度低於零度，1-3 月及

12 月月平均溫度低於0 度，除溫度要符合條件，高空也

要有足夠的水汽才會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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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圖為1981 到2010 年，玉山氣象站降雪日數統計，橫軸為月份，縱

軸為30 年當月降雪日數。 

 

 

 
圖3. 1981 至2010 年月平均最高溫度、月平均溫度及月平均最低溫度。 

 

     

    玉山氣象站雷射式雪深儀為2006 年架設，於2007
年始有完整降雪觀測紀錄，本篇研究取2007 年至2011
年積雪深計間，雷射式積雪深計及人工觀測資料，觀測

資料只取整點時間資料(人工觀測只有整點有觀測紀

錄)，並去除兩者積雪深紀錄皆為零之資料，積雪深計

紀錄中，在兩筆資料間會有突然出現零值之數值，採

用人為檢查方式，在做數值處理前先將之去除或以內

插方式填補，最後進行比較之資料共3873 筆整點資

料。 
由於人工觀測資料及雷射式積雪深計取樣方式不

同，兩者間資料並不竟然會有相關。在國外研究中，

Mair, M., and D.J. Baumgartner, 2010 及 Marijn de Haio,2011 

針對不同觀測儀器超音波及雷射式等儀式作比較時，

在儀器旁另加有固定雪尺，對雪尺連續自動拍照，雪

尺的紀錄可以用來做雪深儀器的校驗，進行積雪深計

器的準確度的分析。本局所架設雪深儀時，並不是設

定作為研究之用，架設的目的主要在做作為人工資料

觀測參考，加上人工觀測是採數點資料平均，資料本

身特性不同，因此在本篇研究中，吾人不會將兩者資

料拿來做儀器的校驗，主要是拿兩者數據作比對，看

看是否能在數據的特性中發現一些雪深觀測中的特

點，針對這些特點提出問題、建議或改進。 
圖4 中每一個點代表在同一時間時，人工觀測與積

雪深儀觀測到積雪深的觀測值，橫軸為人工觀測數

值，縱軸為積雪深計觀測數值，圖中顯示人工觀測數

值多以公分為測量數值，以目前氣象局作業標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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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觀測是以公分為計量標準(請參考中央氣象局地面氣

象測報作業規範9-1)，積雪深計目前計量單位為公釐，

精確度為公分。 
y = 0.6499x

R2 = 0.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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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橫軸為人工觀測資料，縱軸為雷射是雪深儀資料，單位為公分，

2007 到2011 年觀測有降雪之整點紀錄資料。 

 

   圖4 中顯示，人工觀測資料大部分都大於雷射式積

雪深計所觀測到的值，回歸直線斜率為0.65，相關係數

為0.7，回歸直線往人工觀測資料傾斜，兩者觀測方法

不同，必然是回歸直線往右傾斜的直接的原因，人工

觀測取數點的觀測後作平均或取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地

方作為觀測資料，而積雪深計觀測的點為固定點。 
玉山氣象站位於玉山北峰頂上，玉山北峰並不是

一塊平坦的地方，要顧慮到有良好的曝露條件，沒有

遮蔽物或不受風的影響，是有困難的，偏偏降雪量受

儀器暴露程度、風和地形影響很大，目前站內之積雪

深計架設在觀測坪內，約為氣象站主建築物南邊9 公尺

的地方，建築物東側，即積雪深計北側面對北峰陵

線，高度約8 公尺，建築物及陵線的存在，必定在氣流

通過時，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氣象站位於山頂之

上，山谷風及盛行西風結合，氣象站氣流一定變化多

端，曝露程度不足、建物、地形和盛行風的影響，必

定造成積雪分佈的不平均，積雪的不平均在觀測員取

樣時，只要稍有不同，可能就造成測量數值差異很

大，環境條件加上人工觀測習慣都可能造成積雪深觀測

數值差異的原因。 

    圖5 和圖7 分別去這5 年間積雪時間較長的個案，

從圖5 和圖7 顯示人工觀測和雪深儀所顯示的積雪深厚

度增加及減少趨勢都很一致，但在數值上有差異，人

工觀測數值大部分都大於雪深儀的數值，與圖4 分析結

果一至，為什麼人工資料皆會大於雪深儀的觀測資料，

可能與遮蔽物、地形、盛行風及人工觀測習慣或其他

原因有關，由於在過去的觀測作業中並沒有針對這個

問題做研究的設計或增加其他設備的觀測，以現有的

資料要推斷什麼原因是很困難的，針對觀測數值的差

異做更精密的觀測設計是有需要，雖然資料密度稍嫌

不足，吾人仍試圖針對風速風向作初步的分析，試著

看看盛行風對積雪差異有什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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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資料時間：2009 年12 月28 日0 時到2010 年1 月24日積雪深時間

序列個案。 

 

 
圖6. 資料時間與圖4，風向與風速資料，縱軸右側為風速大小，單位為

m/s，縱軸左側為方位度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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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資料時間：2010 年2 月16 日0 時到2010 年3 月8 日積雪深個案 

 

    圖5 中顯示1 月7 日以前，人工觀測和雪深儀觀測

數值差異較大，1 月7 日以後數值差異就變小，圖6 為

圖5 在相同時間的風向風速時間序列圖，在這段期間

內，風向多在225 度到315 度之間，以偏西風為主，因

玉山氣象站位於海拔3850 公尺的山頂上，冬季主要受

行星尺度高空西風影響，多以西風為主，風速多在3-7
公尺之間，從風速風向的圖中似乎看不出風速或風向

對觀測的雪深有直接影響，圖中發現1 月7-8 日間風速

有一個低谷，這個風速較低的地方是否是讓兩種觀測

積雪深觀測差異變小的原因，由於影響積雪深的因素

很多，加上這只是單獨的個案，還要有更多的個案分

析及研究，才能知道其中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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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氣象站風向風速計架設在主建築物上方，離

地面10 公尺，風速風向計高出建築物及地形，較不易

受地面建物及地形地物影響，因此這裡討論的方向風

速並不是能代表在積雪深計處的風速及風向，如果要

真正找出風向風向對積雪儀的真正影響，需要在積雪

深計附近架設風向風速計。 

    玉山氣象站冬季時剛好位於高空西風帶，主要以西

風為主，而玉山氣象站建築物剛好朝南，如圖1 所示，

建築物和陵線是否構成類似通道或狹管的作用，在觀測

坪地方使氣流加速，導致降雪在觀測坪地方推積較少，

在觀測坪及其它們代表性的地方增加雪尺觀測，相信可

以得到驗證。 

 

 
圖 8.  資料為2009年3月6-14日人工觀測(cm)、雪深儀(cm)、風向(m/s)

及風速資料(觀測值在圖右側 ”方位角/度”)。 

 

    圖8 是2009 年3 月期間兩者觀測方式及風向風速

圖，從圖中亦無法看出風速風向對兩者間差異造成的

原因，以目前的觀測資料很明顯人工觀測的數值都大

於積雪深計的數值，以目前的觀測資料要去推斷真正

造成的原因似乎資料還不夠，為真正知道造成之因

素，加強往後觀測業務強度，在玉山氣象站有代表性

的地方多架設雪尺，並就每根雪尺的時間序列做紀

錄，就每個紀錄點與積雪深計紀錄做比較，並在雪深

計附近架設風向風速計，在有積雪產生時留下當時的

積雪照片幫助資料分析，或定時攝影等，這些方法都

可以幫助分析積雪現況及找出其物理原因。 

 
四、結論 

 

    積雪深計觀測為一個點，與人工取樣方式不同，

Eckhard Lanzinger and Manfred Thee,2010 的研究中提出

將雷射式積雪深計設計成提供掃描一區域的觀測方

式，以區域的平均值作為觀測數值比較能代表區域降

雪的特性。 

    從玉山氣象站雷射式積雪深計安裝到現在，這篇

研究算是第1 次嘗試將人工觀測與積雪深計觀測的資料

拿來研究分析，當初安裝是為提供觀測員在積雪觀測

時參考，也並不是要取代人工觀測方法，若往後想利

用積雪深計做更多有關的研究，需要有更多資料比對

及對環境影響做更多的分析及設計。 

    在不管地形或天氣條件下，積雪深計目前並沒有

可以真正比對的資料，可以學習國外學者研究的方

法，在不影響雪深儀觀測的條件下，架設雪尺，並使

用相機連續拍攝或人工記錄在積雪深計附近紀錄降雪

紀錄等，以提供積雪深計可以真正比對的資料。 

    在研究積雪與地形或風速風向的影響，由於儀器

曝露程度及地形等條件，玉山氣象站並不是一個好的

觀測點，但在台灣地區有積雪現象的地方都在高山

上，如何找到積雪特性並使觀測資料更具代表性將是

本站同仁共同努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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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雪霸自動氣象站氣溫資料分析看高山氣象特徵 
 

宋紹良
                

李育棋
 

第二組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臺灣地形複雜，天氣變化受地形影響顯著，在相同天氣系統影響之下，水平距離相近的

高山和平地可能呈現截然不同的天氣型態。中央氣象局已建置雨量自動測報系統，藉由遍布

全臺的自動氣象站與自動雨量站，針對臺灣各地提供了密集的觀測資料。本研究使用2007年
至2012年雪霸自動氣象站與香山自動氣象站觀測資料，針對冬季冷鋒過境與大陸冷氣團南下

時，高山測站及平地測站的氣溫變化特性加以探討。由雪霸氣象站及香山氣象站2007年至2011
年11月至隔年3月每15分鐘一筆之氣溫資料分析，冷鋒過境使香山站氣溫下降時，常伴隨雪霸

站氣溫上升的現象。本研究利用綜觀天氣分析與自動氣象站觀測資料比對，由綜觀天氣系統

影響、地形影響與測站本身環境影響等各方面探討此現象之成因，並進一步利用數值模式加

以比較與驗證。藉由相同天氣系統影響之下，雪霸站與香山站不同的氣溫變化特性探討，可

充分反映高山測站及平地測站天氣型態的差異。本研究成果除了呈現高山地區之天氣型態特

徵外，亦有助於未來針對自動氣象站設站位置評估與勘選之更進一步研究。 

關鍵字：高山氣象、氣溫、地形、冷鋒 
 

一、前言 

臺灣具有豐富而多樣的地形，各地的天氣型態

受地形影響顯著，高山地區和平原地區因海拔高度

有明顯差異，天氣變化特徵亦截然不同。在相同綜

觀天氣系統影響下，水平距離相近的高山和平地，

可能表現出不同的氣溫、氣壓、相對濕度、風速和

風向變化趨勢。 

中央氣象局自1986年起，開始建置包含自動雨

量站、自動氣象站、無線電中繼站在內的雨量自動

測報系統，目前正在運作的自動雨量站共計223站，

自動氣象站共計210站（2012年8月）。遍布全臺的

自動氣象站與自動雨量站，針對臺灣各地提供了密

集的觀測資料。這些自動氣象站分布於各種地形，

藉由分析比對高山測站與平地測站的觀測資料，有

助於深入探討高山地區之天氣變化特徵。 

由於高山測站與平地測站之海拔高度具有明顯

差異，冬季冷鋒過境與大陸冷氣團南下時，臺灣附

近氣溫的垂直分布結構，常能藉由水平距離相近之

高山測站與平地測站氣溫觀測資料加以呈現。冷鋒

過境使平地測站氣溫下降時，常伴隨高山測站氣溫

上升的現象，甚至高山測站氣溫較平地測站高。本

研究針對冬季冷鋒過境與大陸冷氣團南下時，高山

測站與平地測站的氣溫變化特徵加以探討，並由綜

觀天氣分析與自動氣象站觀測資料比對，探討高山

測站氣溫較高之成因。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個案 

為了比較冬季冷鋒過境與大陸冷氣團南下時，

高山測站及平地測站的氣溫變化趨勢，以探討高山

氣象之特徵，本研究選取海拔高度1956m的雪霸自動

氣象站代表高山測站，以及水平距離與雪霸站相

近、海拔高度15m的香山自動氣象站，分別代表高山

及平地測站。 

自2008年起，雪霸氣象站及香山氣象站氣溫觀

測頻率為每15分鐘一次。由雪霸站及香山站2007年
至2011年間，每年11月至隔年3月之氣溫資料分析，

冷鋒過境使香山站氣溫下降時，常伴隨雪霸站氣溫

上升的現象。在上述期間內，發生多次雪霸站氣溫

較香山站高之現象，其中共計6天曾發生雪霸站氣溫

較香山站氣溫高4℃以上，分別為2010年3月7日、

2010年12月18日、2011年3月22日、2012年3月7日、

2012年3月8日及2012年3月9日。 

本研究選擇上述現象最為顯著的兩個時段進行

後續更深入分析探討，分別為2012年3月6日至12
日，以及2011年3月21日至24日。2012年3月6日至12
日之香山站與雪霸站氣溫隨時間變化圖如圖1所
示，雪霸站氣溫於3月7日至11日間，皆有高於香山

站氣溫的現象，其中雪霸站與香山站氣溫差最大的

時間為3月8日11時，雪霸站氣溫較香山站高5.6℃。

2011年3月21日至24日之香山站與雪霸站氣溫隨時

間變化圖如圖2所示，雪霸站氣溫於3月22日至23日
間，皆有高於香山站氣溫的現象，其中雪霸站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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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站氣溫差最大的時間為3月22日12時，雪霸站氣溫

較香山站高6.7℃。 

雪霸站海拔高度1956m，大約位於800hPa等壓

面。圖3為2012年3月8日8時之板橋探空斜溫圖，於

850hPa與 900hPa之間有明顯的逆溫現象，且於

900hPa高度，附近大氣接近飽和。圖4為2011年3月
22日8時之板橋探空斜溫圖，於850hPa與900hPa之間

亦有顯著逆溫現象，且於850hPa高度，附近大氣接

近飽和。 

本研究利用綜觀天氣分析及斜溫圖分析，與自

動氣象站觀測資料比對，由綜觀天氣系統影響、地

形影響與測站本身環境影響等各方面探討此現象之

成因，並進一步利用數值模式加以比較與驗證。其

詳細分析結果將於研討會中呈現。 

三、未來工作與展望 

本研究利用雪霸站與香山站的氣溫資料分析，

呈現了冬季冷鋒過境與大陸冷氣團南下時，高山天

氣型態與氣溫變化趨勢之特殊性，亦反映了高山地

區自動氣象站之重要性。由於現階段僅選取兩個自

動氣象站進行比較，未來尚須分析更多不同地形或

不同地理環境之自動氣象站資料，以進行更深入的

比對與驗證。 

藉由相同天氣系統影響之下，雪霸站與香山站

出現截然不同的氣溫變化趨勢之探討，可充分反映

高山地區及平原地區天氣型態的差異。本研究成果

除了呈現高山地區之天氣型態特徵外，亦有助於未

來針對自動氣象站設站位置評估與勘選之更進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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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1：2012年3月6日至2012年3月12日香山站及雪霸站氣溫變化圖。圖中紅線為香山站氣溫，藍線為雪霸站氣溫，灰色長條圖

代表香山站及雪霸站氣溫差。 

 

圖2：2011年3月21日至2011年3月24日香山站及雪霸站氣溫變化圖。圖中紅線為香山站氣溫，藍線為雪霸站氣溫，灰色長條圖

代表香山站及雪霸站氣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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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12年3月8日8時之板橋探空斜溫圖。 

 
圖4：2011年3月22日8時之板橋探空斜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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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mal variation plays a main driver for governing the type and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especially in 

the humid regio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modified thermal index, effective warmth index (EWI) which 

associate temperature sum with thermal seasonality, compared with commonly used other indices for 

classifying and predicting of vegetation zone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aiwan. With these different thermal 

indices calculated and mapped at a 100-m spatial resolution, the corresponding climate-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schemes are applied to predict the vegetation zones. The accuracy of spatial prediction is evaluated with Kappa 

coefficient, referring to 651 vegetation plots. The prediction of potential natural vegetation zones using EWI is 

the best one (Kappa=0.759), compared with other indices.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rmal seasonality is 

effective for improving the prediction of warmth index in explaining the altitudinal zo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in Taiwan, and potentially in humid East Asia. 

Keywords: thermal seasonality, effective warmth index, climatic-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Taiwan 

 

 

1. Introduction 

The existing bioclimatic indices developed from continental and global scales and 

related to the latitudinal variation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describing the climate and 

vegetation at a regional scale along with a prominent altitudinal gradient (Lydolph, 1985), 

such as in Taiwan. Moreover, the thermal seasonality, or annual temperature range, may 

work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average or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Fang et al., 1996; Guo and Werger, 2010; Meurk, 1984; Wolfe, 1979). Thus, this 

paper aims: (1) to calculate and evaluate the commonly used bioclimatic indices in Taiwan; 

(1)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rmal seasonality o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altitudinal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in Taiwan, with a new thermal bioclimatic index, explicitly taking 

the temperature seasonality into account. 

 

2. Thermal indices 

Table 1 listed the thermal indices and their formulas and references us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mean annual biotemperature (ABT; Holdridge’s (1967)), warmth index (WI; Kira 

(1991)), biological warmth index (BWI; Ni (1997)), and effective warmth index (EW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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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index proposed by this study).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ew thermal index, effective warmth index (EWI), which 

combines the two crucial thermal indices, temperature sun (i.e. WI) and thermal seasonality 

(i.e. annual temperature range (ATR)). The coefficient 0.5 of ATR is empirical and refers to 

Wolfe’s (1975, 1995) studies. It is the ratio of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divided by ATR. The 

reason of negative value i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ATR for plant growth is almost contrary 

to that of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and WI (Wolfe, 1995, p. 128). The idea of EWI resulted 

from the distinguishability of plant-available temperature sun and thermal seasonality at 

different latitudes. Fig. 1 gives a comparative example between two different latitudinal 

stations with equivalent WI but different ATR. 

The bioclimatic indices us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ABT, WI, BWI, ATR, and EWI, 

could be calculated and drawn from 12 layers of MT and their formulas through GIS. 

 

3. Results 

The layers of thermal indices used in this paper were represented in Fig. 2.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limate-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schemes and their bioclimatic indices,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redicted vegetation zones could be mapped. As illustrated in Fig. 3, Taiwan 

possesses five to seven vegetation zones from alpine to lowland. Fig. 4 is the comparison of 

predicted vegetation zones based on different schemes. Table 2 revealed Kappa coefficient 

and strength of agreement among predicted vegetation zon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limate-vegetation schemes by comparison with 651 vegetation survey plots. 

 

4. Discussion 

EWI is a synthetic bioclimatic index which associates temperature sum (or namely as 

total energy amount or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i.e., WI) with thermal seasonality (i.e., 

ATR). Both WI and ATR were critical for plant and vegetation (Fang et al., 1996; Ohsawa, 

1990; Tuhkanen, 1980; Wolfe, 1979; 1995). On the one hand, WI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an idea reflection of effective cumulative energy supply, on the other hand, ATR, which is 

also used as an index of climatic continentality (Meurk, 1984), can reflect the limitation of 

low temperature to the distribution of certain plant functional types (Fang et al., 1996; 

Flantua et al., 2007; Wolfe, 1979; 1995). This modification can be especially useful for 

description or prediction of monsoon climate with strong seasonality.  

The extent of ATR is between 5.9 and 14.0°C in Taiwan (Fig. 2d), indicating that 

Taiwan has a relatively mild oceanic climate throughout the year. Although it acts only as a 

minor modification to WI (ranges 7.1 ~ 239.7°C), the Kappa value for EWI is larger than 

that for WI. This suggests that seasonality has obvious effect on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in 

Taiwan, and the effect can be stronger when the distribution of a specific species is 

concerned. The influence of thermal seasonality should be more significant in high l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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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b). 

Although many bioclimatic indices once proposed and applied, a novel thermal index 

that integrate temperature sum and thermal seasonality is still lacking. EWI can fill this gap 

by setting up a more concise link between thermal index and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this 

might be especially helpful for application in a region with a larger scale and a climate of 

stronger seasonality than Taiwan. 

 

5. Conclusions 

EWI combining temperature sum with thermal seasonality is more suitable to predict 

vegetation zones than average or cumulative temperature. The synthetic concept of EWI is a 

new idea, thus further modeling and validation are obviously required, especially in other 

regions. 

 

Table 1  Simple thermal indices and their formulas used in this paper. 

Thermal index Formula Reference 

ABT 

(mean annual biotemperature) 

ABT=1/12*ΣMT 

(in °C, for 12 months 0<MT<30) 

Holdridge 

(1967) 

WI 

(warmth index) 

WI=Σ(MT-5) 

(in °C, for 12 months MT>5) 

Kira (1991) 

BWI 

(biological warmth index) 

BWI=Σ(MT-10) 

(in °C, for 12 months MT>10) 

Ni (1997) 

EWI 

(effective warmth index) 

EWI=WI-0.5*ATR 

(in °C, for 12 months MT>5) 

ATR (annual temperature range) = (MT of the 

warmest month) - (MT of the coldest month) 

This study 

MT: monthly mean temperature (°C) 

 

Table 2  Kappa coefficient and strength of agreement for predicted vegetation zones. 

Predicted vegetation zones with different indices and 
classification regimes 

Kappa Agreementa 

WI (Su, 1984b) (Fig. 2a) 0.698 good 

WI (Kira, 1991) (Fig. 2b) 0.187 poor 

BWI (Ni, 1997) (Fig. 2c) 0.017 poor 

WI (Song, 1999) (Fig. 2d) 0.247 poor 

WI (Fang, 2001) (Fig. 2e) 0.255 poor 

EWI (Chiu et al., 2008) (Fig. 2f) 0.759 very good 

a Strength of agreement suggested by Monserud and Leemans (1992): Kappa values < 0.4 poor, 0.4 ~ 0.55 fair, 
0.55 ~ 0.7 good, 0.7 ~ 0.85 very good, and > 0.85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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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 1. The illustration of idea and concept of effective warmth index (EWI) associating temperature sum 
(warmth index, WI; i.e. area sum of dark grey) with thermal seasonality (annual temperature range, ATR). A 
comparative example of two different latitudinal stations: (a) Alishan, Taiwan (23.28°N, 120.52°E, 2450 m 
a.s.l.) where WI=72.0, ATR=8.6, and EWI=67.70; (b) Jilin, China (43.52°N, 126.35°E, 180 m a.s.l.) where 
WI=72.0, ATR=41.9, and EWI=51.05. The two stations, with equal WI (72) but separate ATR (8.6 versus 41.9), 
have different thermal conditions for plant growth that could be revealed by the synthetic index EWI (67.70 
versus 51.05). 

 

 

 

Fig. 2.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five bioclimatic indices: (a) annual biotemperature (ABT); (b) warmth index (WI); 

(c) biological warmth index (BWI); (d) annual temperature range (ATR); (e) effective warmth index (EWI). 

Except for ATR, the other four indices varied mainly with topography.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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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Predictive vegetation maps based on different authors’ climate-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schemes with 
their thermal indices: (a) 7 zones predicted by Su (1984b) with WI; (b) 5 zones predicted by Kira (1991) with 
WI; (c) 6 zones predicted by Ni (1997) with BWI; (d) 6 zones predicted by Song (1999) with WI; (e) 5 zones 
predicted by Fang (2001) with WI; (f) 7 zones predicted by Chiu et al. (2008) with EWI. 

 

 
Fig. 4. The comparison of predicted vegetation zones based on different climate-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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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國 55 個原鄉 300 多個部落的天氣預報，透由原民台在各族語新聞中播報，

讓原鄉氣象資訊傳送到每一個部落區。 (拍攝地點：中央氣象局 1樓大廳; 原鄉

氣象服務記者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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