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健瑜、黃椿喜、葉世瑄

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0823熱帶性低氣壓水災





Outline

壹、綜觀環境場分析

貳、熱帶性低氣壓分析

参、TWRF 3公里高解析度模式預報能力

肆、結論



壹、綜觀環境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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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00 hPa 總水氣通量 (m kg kg-1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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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200hPa mean steering flow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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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環境場對熱帶性低氣壓的影響

�
季風低壓造成不穩定的大氣條件

西南氣流持續輸送水氣至臺灣鄰近區域

熱帶性低氣壓中心的高層為輻散作用

⇒綜觀環境場有利於熱帶性低氣壓發展

�  TD過早登陸臺灣，結構受地形破壞

 TD停留在陸地上的時間過長

⇒熱帶性低氣壓並未進一步發展成輕度颱風



貳、熱帶性低氣壓分析



水氣通量輻合輻散 (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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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cos, P. C., and D. M. Schultz, 2005: The use of moisture flux convergence 
in forecasting convective initiation: Historical and operational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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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MFC : −𝛻𝛻 � 𝑞𝑞𝑉𝑉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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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 advection term : −𝑽𝑽𝒉𝒉 � 𝜵𝜵𝒒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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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 convergence term : −𝐪𝐪𝛁𝛁 � 𝑽𝑽𝒉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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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渦旋濾除方法

 目的：建立容易計算且能即時應用在預報作業上的颱風渦旋濾除技術

濾除流程：

1) 濾除軸對稱相對渦度及散度場

2) 由Poisson方程式求解對應的流函數及速度位

3) 透過偏微分關係式得到不對稱的非輻散風及輻散風分量

4) 非線性平衡方程式可求解平衡的高度場

⇒可重建數值預報場中無颱風擾動的綜觀背景場

黃椿喜，2010：颱風渦漩濾除技術及駛流重建分析。



8/23 total moisture flux



8/23 Environment moisture flux



8/23 TD moisture f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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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TD moistureflux



参、 TWRF 3公里高解析度模式預報能力







預兆得分(Threat Score)

𝑇𝑇𝑇𝑇 =
𝑎𝑎

𝑎𝑎 + 𝑏𝑏 + 𝑐𝑐



TWRF 3公里高解析度模式 ECM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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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0823水災受多重尺度的天氣系統影響：

 季風低壓造成不穩定大氣

 西南氣流持續輸送水氣

 TD環流與西南氣流的交互作用產生LLJ，並
和地形作用

 TD登陸後其南側具有水氣輻合作用

(2) 高解析度模式對降水分佈的掌握較好，但
預報能力仍然有限，因此需透過即時預報
系統來補足。

Monsoon Gyre

LLJ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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