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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15年梅雨期間降雨個案探討即時預報技術與作業 

      
 

         陳維良 

        氣象預報中心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中央氣象局計畫於2015年下半年起將整合新發展之監測、資料處理及研判預測等技術，

針對短延時強降雨事件發布大雷雨即時訊息，提供媒體及民眾快速之氣象資訊防範劇烈降

雨、落雷閃電、強陣風或冰雹，同時提供各級防災單位以利於採取適當因應作為與防災決

策參考。 

    本文針對2015年梅雨期間之短延時強降雨個案實際降雨過程與現行現數值預報模式之

定量降水預報產品及QPESUMS、TANC與EENC等極短期降雨預報系統進行比對分析，發

現強綜觀天氣型態個案之客觀預報指引在降雨強度與位置均有較佳表現，但於弱綜觀天氣

型態之降雨個案普遍存在降雨強度低估且位置偏移之誤差。 

    現階段極短期即時預報系統未臻完美前，目前作業仍需以SCAN監測為即時預報之主

要工具，由本文案例顯示，降雨強度變化與雷達回波及閃電頻率趨勢有很好的關係。此外，

高解析模式可以提供降雨潛勢，預報人員須建立案例及模式使用經驗，適時調整有利對流

發展的範圍，運用 WARNGEN 對應地理資訊(GIS)快速發布「大雷雨即時訊息」。 

 

關鍵字：大雷雨即時訊息、QPESUMS、TANC、ARMOR、SCAN 

 

一、前言 
有鑑於短延時強降雨事件常造成民眾生活不便，

甚或帶來災害威脅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中央氣象局計

畫強化此類天氣現象之監測與預測能力，進而快速發

布相關氣象訊息，提醒民眾及各層級防災單位戒備，

期以達到早發現、早預測、早通報與早防備之各項早

期預警目標。 

本文針對2015年梅雨期間之降雨個案進行比對

校驗TANC( Taiwan Automatic thunderstorm 

NowCasting system )、QPESUMS(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and Segregation Using 

Multiple Sensor；中央氣象局劇烈天氣監測系統)與

EENC(Extending Ensemble NowCasting system;極短

期定量降水預報整合系統)等相關即時預報系統所提

供之預報指引與實際降雨強度地理位置分布及雨量，

所比對之個案為5月20日至27日滯留鋒面影響期間、5

月31日及6月1日鋒面影響與6月份午後熱對流降雨包

含6月7日、14日、21日與南方雲系北移個案22日、23

日、24日等。 

 

二、校驗方法 
  現階段中央氣象局即時預報之作業指引計有以下

3個系統： 

1.TANC提供弱綜觀環境之午後熱對流大(等)於雷達

回波35dBz啟始區域之可能性預報，每6分鐘產出60

分鐘後的35DBZ以上對流胞出現位置的可能性，此

系統自初始時間啟動運算約12分鐘後產出產品，本

文則針對預報作業所能使用之指引進行校驗，亦即

單一校驗時間之雷達回波合成圖與TANC系統於72

分鐘前所提供之預報產品進行校驗。 

2.QPESUMS依據雷達降雨估計外推每10分鐘產出未

來60分鐘之定量降水預報，此系統自初始時間啟動

運算約10~15分鐘後產出產品，本文針對預報作業

所能使用之指引進行校驗，以單一校驗時間之前60

分鐘雨量分布圖與此系統70~75分鐘前所提供之預

報產品進行比對校驗。 

3.EENC系統以中央氣象局氣象資訊中心WRF系集預

報22個成員與氣象衛星中心極短期預報模式WRF 

LAPS/STMAS 等7個成員，總計有29個成員輸出為

基礎，以現況雷達觀測回波利用影像比對技術比對

上述成員之預報回波，於5個每3小時不同初始時間

及12小時預報時間區間內共約1500筆左右之資料，

每小時產出最相似前10個WRF系集成員之未來24

小時內每3小時模式定量降雨預報產品，此系統自

初始時間啟動運算約25分鐘後產生產品，本文對預

報作業所能使用之指引進行校驗，亦即單一校驗時

間之後3小時雨量分布圖與此系統前60分鐘內所提

供之預報產品進行比對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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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各系統之預報時間區間與特性不同，本文

逐一檢視比對預報回波強度、降雨區域與降雨強

度。 

 

三、滯留鋒面影響期間之校驗結果 
  此個案自5月20日鋒面南下，21日起至25日鋒面

於臺灣中南部徘徊，26日鋒面再向南移至巴士海峽隨

後遠離，影響期間共計7天，期間於20日、23日、24

日、26日均發生顯著之強降雨，3種預報系統大多可

提供相當程度之指引。 

１. TANC所提供之預報以雷達觀測為主要權重，觀察

結果顯示綜觀尺度系統由於中低層強迫機制明確，

上述4天期間有北方中層槽線通過，雷達可觀測明

顯之對流回波，TANC於對流胞後續發展位置雖有

少數時間點之預測位置稍有偏差，以此系統建議

機率值0.6～0.7大多提供較穩定之指引，圖1所示

分別為20日05:30、23日05:30、24日06:00及26日

03:54之TANC校驗圖，藍色粗實線為1小時之後雷

達觀測回波大於35dBz涵蓋之區域，惟此系統無法

提供對流強度變化之預測。 

 

  

  

圖1  a.5月20日05:30  b.23日05:30  c.24日06:00  

d.26日03:54之TANC位置潛勢(Likelihook)校驗圖。暖

色系表示位置潛勢(Likelihook)高之區域(建議值為 

0.6)，藍色粗線為預報1小時後雷達 35dBz以上回波

涵蓋位置；本文以下之TANC校驗圖均以相同方式表

示。 

 

2.QPESUMS 1hr QPF 為觀測對流胞沿駛流方向移

動外推之定量降水預報，在對流發展階段時常出現

降雨強度預報延遲現象，另於對流消散階段亦出現

預測延遲造成過度預報效果。以5月20日0630UTC

預測0730UTC之QPF為例(如圖2所示)，台中彰化沿

海之預測具有一定程度之指引，但鋒面北側與對流

過山逐漸消散之北部、東北部地區則呈過度預報現

象。圖3所示為5月24日1400UTC預測1500UTC之

QPF校驗，嘉義地區與台南山區之強降雨預測具相

當程度之參考價值，另於台中附近則呈過度預報。 

  

圖 2 左圖為QPESUMS 5月20日0630UTC預測

0730UTC之1小時QPF，右圖為地面自動雨量站同時

間之雨量分析圖。 

 

  

圖 3 左圖為QPESUMS 5月24日1400UTC預測

1500UTC之1小時QPF，右圖為地面自動雨量站同時

間之雨量分析圖。 

 

3.EENC 校驗結果顯示3小時之QPF預報指引呈現不

穩定現象，以5月20日11時至14時之間所比對出較

佳之模式成員WRF-NPM 為例，降雨強度與區域與

實際發生現象相當一致(如圖4所示)，另於5月24日

12至15UTC 間之比對結果(如圖5所示)顯示影像比

對結果相似度排名第4之Rank4 E20 WRF模式成員

表現相當一致，此系統雖提供相當程度之預報指引，

惟非任意時間均為影像比對相似度最高之成員為

最佳預報指引，預報作業仍需謹慎使用。 

 

  

圖4 左圖為QPESUMS 5月20日03至06UTC間3小時

之雷達QPE場，右圖為同一時間EENC比對成員中相

對較佳之NPM 預報產品。 

 

四、移動性鋒面影響期間之校驗結果 

d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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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左圖為QPESUMS 5月24日12～15UTC 間雷達

降水估計（QPE）場，右圖為同一時間EENC比對成

員中相對較佳之Rank4 E20 預報產品。 

 

  5月31日鋒面由北向南移至臺灣北部陸地，當日

顯著較強降雨發生於鋒面南側之臺灣中南部陸地，

隨後於6月1日鋒面逐漸遠離。 

 

1.TANC於鋒面南下初期對大於35dBz的雷達回波發

生位置潛勢具有較佳之掌握，但3.5小時後鋒面結

構仍位於台灣北部，中南部地區之強對流發展位置

潛勢則出現明顯偏差且出現過度預報情況，如圖6

所示。 

 

  
圖6 左圖為5月31日03:00UTC 預測04:00UTC 

TANC位置潛勢校驗圖，右圖為同一日06:30UTC 預

測07:30UTC TANC位置潛勢校驗圖。 

 

2.QPESUMS根據雷達觀測回波外推對此個案之定量

降水預報除預報對流發展及消散略有延遲反應外，

對流發展位置掌握較為良好，圖7顯示中南部及東北

部之雨型相當一致，惟中南部降雨強度有過度預報

現象，以圖7標示之05:30UTC前後時間均具有共同誤

差。 

3.針對此個案EENC提供之預報指引效果不佳，大部分

影像比對結果與其他Test-NPM、Wgt-NPM、

WEPS-PM 等產品對降雨強度普遍低估，只有相似

度排名第7之WRF E17成員校驗結果較為接近(如圖8

所示)，預報作業難以略過前6個比對相似度較高以及

常用之WRF PM或NPM模式成員，轉而參考相似度

低的模式成員；若比對參與影像比對之模式風場，

大多存在鋒面南側之風速均有略為偏強之誤差，導

致近地層輻合位置大多位於臺灣北部海面，由圖8顯

示之風場，可觀察到相同誤差。 

 

  
圖 7 左圖為QPESUMS 5月31日0430UTC預測

0530UTC之1小時QPF，右圖為地面自動雨量站同時

間之雨量分析圖。 

 

  
 

圖8 左圖為QPESUMS 5月31日03～06 UTC 間雷達

降水估計（QPE）場，右圖為同一時間EENC比對成

員中相對較佳之Rank7 E17 預報產品。 

 

五、午後熱對流個案校驗結果 
  自6月初起至同月21日間太平洋高壓由日本南

方海面向臺灣方向伸展，北方槽線陸續自華北東移

通過東海，有若干天數造成高壓勢力減弱，分別於6

月7日、14日、21日配合午後熱對流發展，造成強降

雨事件。3種預報系統所提供之指引各自呈現特定之

誤差特性。 

1.觀察校驗TANC提供之預報顯示對流發展初期之

指引仍有落後之特性，以6月14日12時54分

(04:54UTC)之TANC預報為例(台北對流發生前30

分鐘)，對流最有可能發生於新北市烏來山區機率

值可達0.7以上，都會區以板橋附近０.4(最大藍色

圈圈範圍內代表)，一小時後實際發生對流的位置

TANC並未提供有效預測(建議值為0.6)，如圖9所示。

TANC 預測之高潛勢機率，出現於雷達強回波出現

之後。可見現行作業版TANC反應延遲，另以 

35dBz 預報 Likelihook(位置潛勢)無法提供判斷對

流胞未來「增強與減弱趨勢」訊息。 

2.此個案QPESUMS 1hr QPF 之校驗與上述2個案誤

差類似，在對流胞減弱(或增強)時則出現過度(或不

足)預報，圖10左顯示06:30UTC (15:30TST)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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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UTC 1小時定量降水預報強降雨向北擴展，圖

10右為同1小時之雨量分析圖，另可由雷達回波得

知，臺北市東區、北區之對流胞向北移動時均呈減

弱趨勢，強對流則持續在臺北市西南方發展，此個

案將導致陽明山、基隆北海岸雨量明顯高估，另對

於中部附近屬於初期的對流發展，QPESUMS之預

報指引尚不明顯，同樣具有延遲效應。 

 

  
圖9 左圖為6月14日04:54UTC 預測05:54UTC 

TANC位置潛勢校驗圖，右圖為6月21日05:24UTC 

預測06:24UTC TANC位置潛勢校驗圖 

 

  
圖 10 左圖為QPESUMS 06:30UTC預測07:30UTC之

1小時定量降水預報(QPF)，右圖為地面自動雨量站

同時間之雨量分析圖。 

 

3.EENC校驗結果顯示3小時之QPF預報指引呈現時好

時壞之不穩定現象，以6月14日6時至9時間所比對出

較佳之模式成員WRF wgt-NPM為例(如圖11所示)，

北部最大雨量值雖接近實際值，位置則偏向雪山山

脈西側山坡與中央山脈脊線高估之誤差為常見之誤

差；中部雨量則明顯低估與東部雨量過大。 

 

  
圖 11 左圖為QPESUMS 6月14日06至09時間3小時之

雷達定量降水估計(QPE)場，右圖為同一時間EENC

比對成員中相對較佳之WRF NPM QPF預報，紅線所

示為北部地區主要降雨軸線。 

 

六、南方雲系北移個案校驗結果  
  2015年第8號鯨魚颱風自南海移經海南島進入

廣西後，外圍雲系於6月22日～24日間自巴士海峽北

移影響，南方雲系應屬供應水氣之角色，配合白天

熱力環境與海風輻合激發對流發展，故主要強降雨

大多於23日白天發生於中部以北地區。 

1.此個案TANC之校驗結果與上述個案類似，雖有南

方雲系影響，對流發展機制與午後雷陣雨個案類似，

因此TANC所發生之誤差亦雷同。圖12左為6月23

日04:48UTC 預測05:48UTC TANC位置潛勢校驗，

顯示對流發展初期之指引相同具有落後特性，圖12

右為同日08:30UTC 預測09:30 UTC TANC之校驗

清楚顯示中南部位置潛勢預報存在過度預報之現

象。 

  
圖 12  左圖為6月23日04:48UTC 預測05:48UTC 

TANC位置潛勢校驗圖，右圖為同日08:30UTC 預測

09:30 UTC TANC位置潛勢校驗圖。 

 

2.QPESUMS 1hr QPF 對此個案同具有延遲反應之特

性，在對流胞減弱(或增強)時依然出現過度(或不足)

預報，對流接近成熟時段之雨型與強度掌握良好，

圖13顯示6月23日QPESUMS 0700UTC預測0800UTC

之校驗，除宜蘭山區降雨強度明顯高估，苗栗、台

中一帶降雨強度、位置略有小幅誤差外，大致良好。

圖14顯示同日0830UTC預測0930UTC校驗，此時對

流屬消散階段，QPESUMS預報即明顯高估降雨強

度。 

 

  
圖 13 左圖為6月23日QPESUMS 0700UTC預測

0800UTC之1小時QPF，右圖地面自動雨量站同時間

之雨量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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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左圖為6月23日QPESUMS 0830UTC預測

0930UTC之1小時QPF，右圖地面自動雨量站同時間

之雨量分析圖。 

 

3.針對此個案EENC提供之預報仍未具穩定之指引效

果，大部分影像比對結果與其他Test-NPM、

Wgt-NPM、WEPS-PM 等產品對降雨強度普遍低估，

圖15為EENC 6月23日06UTC～09UTC所比對出相似

度排名第1之成員為初始時間為22日12UTC之WRF 

E06對同一時段QPF預報校驗，左右圖雨型存在明顯

落差，預報作業難以參考應用。比對圖15左右之風

場亦存在明顯差異，可能是模式風場與地形模擬處

理仍未達完善，導致近地層輻合位置與強度產生誤

差。 

 

  
圖 15 左圖為QPESUMS 6月23日06UTC～09UTC 

之雷達QPE(定量降水估計)場，右圖為同時段EENC

影像比對相似度第1名之模式成員Rank1 WRF-E06 

(初始時間為22日12UTC之同時段QPF預報)預報產

品。 

 

七、結論 
    現階段極短期即時預報系統未臻完美，目前預

報作業仍需以SCAN(The System for Convection 

Analysis and Nowcasting)監測為即時預報之主要工

具，由本文個案顯示，降雨強度變化與雷達回波強

度趨勢有良好的關係，同時或可參考閃電頻率趨勢。

此外，高解析模式可以提供部分之降雨潛勢，預報

人員須建立案例及模式使用經驗，適時調整有利對

流發展的範圍，運用 WARNGEN 對應地理資訊

(GIS)快速發布「大雷雨即時訊息」，以利於各級防

災單位之防災決策參考，並提供社會大眾足夠之資

訊採取適當因應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