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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定量降水預報作業（REF 預報中心謝旻耕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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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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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總局

水土保持局

河川局

自2014年颱風季開始，於陸上警報期間發布未來24小時之四
段六小時累積定量降水，發布頻率為每六個小時一次

（ref 預報中心謝旻耕技士）



9/20
12z

9/20
00z

9/19
12z

9/19
00z

9/19 00:30z
海上警報發布
防災情資研判

9/21
00z

9/19 12:30z
陸上警報發布
定量降水預報

9/21
12z

強降雨發生

τ=36~48 hr
τ=12~36 hr

τ=0~6 hr

氣候法、動力模式

動力模式、系集預報

雷達回波比對技術

9/20 18:00z
颱風侵襲期間
已發生強降雨

（ref 預報中心 謝旻耕 技士）

陸警發布後每3小時會發布風雨預報：1L、4L、7L、1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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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降水預報之校驗

校驗參數

• 格點校驗，臺灣本島陸地解析度0.0125ﾟx 0.0125ﾟ共21822個網格點

• 列聯表比較觀測及預報是否達到雨量門檻值，計算出各項指標之得分

• 採用TS、BS、POD以及FAR，另有綜合比較各指標關聯性之特性圖

 關注豪雨和極端降雨

• 現行豪大雨事件定義，大雨為時雨量達40毫米或24小時雨量達80毫米、

豪雨為3小時雨量達100毫米或24小時雨量達200毫米，大豪雨和超大豪

雨僅以24小時雨量定義，分別是達到350毫米以及500毫米。

• 校驗圖使用的雨量門檻可描述為中小雨、大雨、豪雨、大豪雨和極端降

雨等五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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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降水預報之校驗

 觀測資料

格點雨量資料，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SEUMS之定量降水估計產品

 預報指引

全球模式、區域模式、區域系集預報系統

EC-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解析度為0.125ﾟx 0.125ﾟ

NCEP-美國國家氣象局天氣預報中心，解析度為0.5ﾟx 0.5ﾟ

JMA-日本氣象廳，解析度為0.5ﾟx 0.5ﾟ

WRFD、TWRF-本局區域模式WRF之決定性預報，解析度為5公里

mean、PM與NPM、QPFP20 – 系集預報系統WEPS之衍生產品

(葉等，2016) (黃等，2016)



TS與ETS：
觀測與預報的聯集中，命中佔多
少

BS：
觀測面積分之預報面積

POD：
觀測當中，命中多少

FAR：
預報當中，多少沒中

MS：
觀測當中，多少漏報

 預兆得分(THREAT SCORE, TS)

 公正預兆得分(EQUIABLE THREAT SCORE, ETS)

 偵測率(PROBABILITY OF DETECTION, POD )

 誤報率(FALSE ALARM RATE, FAR)

 漏報率(MISSED RATE，MS)

 偏差指數(BIAS SCORE, BS)

c ba

d
Observe Forecast



個案校驗 –

2015年杜鵑颱風

個案回顧及實際降雨

總雨量預估及定量降水預報

校驗得分：TS、BS



海警：27日8時30分
中度、200km

陸警：27日17時30分
強烈、220km

海上陸上解除：
9月29日17時30分

生成：9月23日2時

增為中度：25日20時
28日傍晚

宜蘭南澳登陸

29日凌晨
彰化芳苑出海

減為中度：28日23時



27’0627’1227’1828’00

28’1228’1829’06



27’0627’1227’1828’00

29’06 28’1228’18



29’06

27’0627’1227’18

28’1228’18



29’06

>900mm

>400mm



>900mm

>400mm
>1300mm

>900mm

杜鵑 v.s. 蘇迪勒



杜鵑 v.s. 蘇迪勒



2015年颱風
警報期間

杜鵑 - 9/27 am8 ~ 29 pm5 (兩天半) 蘇迪勒 - 8/6 am11 ~ 8/9 am8 (約3天)

最大強度 強烈 - 51m/s 中度 - 48m/s

最大暴風半徑 220km 300km

登陸時間/ 地點 28日傍晚 – 18L 宜蘭縣南澳鄉 8日清晨 – 5L 花蓮縣秀林鄉

出海時間/ 地點 (+7hr)29日凌晨 – 1L 彰化縣芳苑鄉 (+6hr)8日上午 – 11L 雲林縣臺西鄉

進入大陸時間 (+9hr)29日上午 – 10L 福建 (+11hr)8日晚間 – 22L 福建



個案校驗 –

2015年杜鵑颱風

綜觀分析及實際降雨

總雨量預估及定量降水預報

校驗得分：TS、BS



登陸前
27’12~28’12

預報時間
0-24h

降雨明顯之處分佈在北臺灣，中部山區次之
全球模式能掌握雨形，但解析度較低
高解析度區域模式中部山區面積剛好，
但中部山區極值僅EC有報足
觀測估計總降水量為2864(百萬立方公尺)
系集平均總降水量僅1557/TWRF為2800
PM為1684/NPM為1632/MAX為3565/
Qpfp20為2215/STD為849



登陸後
28’12~29’12

預報時間
24-48h

降雨明顯之處在中南部，東北側山區次之
全球模式對東北側掌握不佳
高解析度區域模式表現佳，但極值低估

觀測估計總降水量為4418(百萬立方公尺)
系集平均總降水量僅3205/TWRF為4139
PM為3902/NPM為3814/MAX為8315/
Qpfp20為5204/STD為2230



>900mm

>400mm



個案校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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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雨量預估及定量降水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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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E FORECAST HOUR = 00-24HR



GFE FORECAST HOUR = 00-24HR

200mm-300mm之豪雨/ 300mm以上之極端降雨
全球模式EC掌握相當好，偏差近1略高估
區域模式分數與EC差不多，但有近似無偏之優點，且對極端降雨有技術，尤其TWRF
區域系集整體來說沒有決定性預報好，
系集方法之間，
M 對極端降雨技術低，QPFP20和PM則較高，顯示系集方法的選擇有助於從系集得出較佳解
由BS，M在小雨表現良好，但大雨以上明顯低估；NPM和PM也呈現低估，20之偏差表現較好



GFE FORECAST HOUR = 06-30HR



GFE FORECAST HOUR = 12-36HR



小結

全球模式整體低估傾向，較穩定

•EC掌握相當好，偏差近1略高估

•區域模式分數與EC差不多，但有近似無偏之優點，且對極端降雨有技術，尤其TWRF

•區域系集整體來說沒有決定性預報好，

系集方法

•M 對極端降雨技術低，QPFP20和PM則較高，顯示系集方法的選擇有助於從系集得出較佳解

•由BS，M在小雨表現良好，但大雨以上明顯低估；NPM和PM也呈現低估，20之偏差表現較好

官方預報 100mm為最佳，豪雨以上亦平區域模式水準，但極值不足，偏差特性至大雨以上面積較大



統計校驗 –

2014、2015年颱風警報期間

樣本簡述

校驗得分：TS、BS

綜合比較：Performance Diagram



2014年、2015年之間共有9個颱風侵襲臺灣
2014年

• 6月15日 7號颱風哈吉貝(HAGIBIS)

• 7月21日至7月 24日的10號颱風麥德姆(MATMO)

• 9月19日至9月22日的16號颱風鳳凰(FUNG-WONG)

2015年

• 5月1 0日至5月1 1日的6號颱風紅霞 (NOUL)

• 7月6日至7月9日的10號颱風蓮花(LINFA)

• 7月 9日至7月11日的9號颱風昌鴻(CHAN-HOM)

• 8月6日至8 月9日的13號颱風蘇迪勒(SOUDELOR)

• 8月20日至8月23 日的15號颱風天鵝(GONI)

• 9月27日至9月29日的21號颱風杜鵑(DUJUAN)



統計校驗 –

2014、2015年颱風警報期間

樣本簡述

校驗得分：TS、BS、POD、FAR

綜合比較：Performance Diagram





全球模式
EC對豪雨的表現還與區域模式水準相當，偵測率高，偏差均勻，對
極端降雨具有限的技術
區域模式：表現仍佳，WRFD偵測率較高
區域系集：表現佳
M呈現不均勻偏離，小雨高估、大雨低估
PQFP20也略顯不均勻偏離
統計來看，NPM和PM的偏差表現最為均勻無偏
官方之得分與QPFP20接近，雖有高估造成技術得分下降，但對於極
端降雨的偵測率是最高的



統計校驗 –

2014、2015年颱風警報期間

樣本簡述

校驗得分：TS、BS

綜合比較：Performance Diagram



EC在200mm雨量之掌握能力仍佳，不過更極端之降雨(300mm以上)技術明顯下滑



EC僅有00run和12run兩種時間，72hr內之表現還算穩定，早期72hr對於整體降雨不一
定比較不好



全球模式較難整握到豪雨以上等級之降雨



區域模式WRFD近3run有擺盪現象，但表現算相當良好，BS趨近於1+，對極端值有
預報能力



區域模式TWRF也有擺盪現象，統計表現與WRFD不分軒輊，BS趨近於1，對極端值有
預報能力



區域系集之最簡方法MEAN：48hr內、豪雨以下表現穩定隨時間進步，但300mm以上
之極端降雨得分快速下滑



與WRFD和TWRF相比，MEAN呈現不均勻偏離



使用機率擬合平均方法可校正M不均勻偏離之特性，在小雨量的面積略拉小，極端
雨量分數明顯提高；PM在凸顯極端雨量的表現上比NPM還明顯，NPM可以得到較為
中性且統計上分數較高的QPF



機率型產品，QPFP20，在統計上有較為過度預報的傾向，但也因此能稍微掌握到極
大值300mm甚至是500mm以上之降雨，官方表現與QPFP20接近，在防災考量上，預
報會較傾向選擇機率稍低但風險較高的QPF。



結論
• 全球模式EC在200MM雨量之掌握能力仍佳，不過更極端之降雨(300MM以上)技術明顯下滑

• 全球模式EC在72HR內之表現穩定，早期72HR對於整體降雨之預報有參考價值(總雨量預估)

• 全球模式較難整握到豪雨以上等級之降雨

• 區域模式TWRF和WRFD在36HR內表現比前期進步，但會有擺盪，統計表現上兩者不分軒輊，BS趨近於1，對極
端值有預報能力，不論在大值分部或極值大小方面都很有參考價值，表現因個案而異

• 區域系集之最簡方法MEAN：48HR內、豪雨以下表現穩定隨時間進步，但300MM以上之極端降雨得分快速下滑

• 與WRFD和TWRF相比，MEAN呈現不均勻偏離

• 使用機率擬合平均方法可校正M不均勻偏離之特性，在小雨量的面積略拉小，極端雨量分數明顯提高；PM在凸顯
極端雨量的表現上比NPM還明顯，NPM可以得到較為中性且統計上分數較高的QPF

• 機率型產品，QPFP20，在統計上有較為過度預報的傾向，但也因此能稍微掌握到極大值300MM甚至是500MM以
上之降雨，官方表現與QPFP20接近，在防災考量上，預報會較傾向選擇機率稍低但風險較高的QPF。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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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36~48 HR

氣候法:以官方路徑逐時颱風位置，篩選實際觀測
雨量數值並進行百分位排序。

類比法:依官方預報路徑、強度、暴風範圍、季節、
雲貌、綜觀環境等要素，尋找出相似的歷史颱風
個案。

觀測雨量統計

相似颱風個案

（ref 預報中心謝旻耕技士）



動力預報降水過程

系集預報捕捉不確定性

官方路徑篩選

各類統計加值(平均、機率擬合等)

50

τ=12~36 HR

（ref 預報中心謝旻耕技士）



數值預報法：2015杜鵑颱風
 9月29日8時預測未來24小時QPF
 郵票圖：全球模式、區域模式、ETQPF、系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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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杜鵑颱風24h定量降水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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