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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應用SubX計畫之EMC GEFS模式於二至四週週尺度三分類降水機率預報。

考慮模式對於降水或者水氣相關等變數之預報能力到了二週以後迅速下降，而相對於降

雨來說，模式對於大尺度動力場之預報能力於二週以後表現較佳，因此本研究除了使用

模式降雨外，亦選用跟台灣測站相關性較高之大尺度環流指標透過羅吉斯回歸得到台灣

測站降水之機率預報，再比較兩方法之預報表現。 

其結果顯示，在冬季及春季兩者預報表現相當，且預報到第三四週仍有預報參考價

值，而在夏季及梅雨季使用大尺度指標能提升第二週之預報表現，但到了三四週期表現

仍有改進空間。 

 

關鍵字 : SubX、大尺度環流指標、降雨機率預報 
 

 

一. 前言 
 

近年來，各界對於二至四週之預報需求日 

漸提升，世界各國氣象單位世也開始推動整合

型實驗計畫如 S2S(Subseasonal to Seasonal 

Prediction Project) 以 及 SubX(Subseasonal 

Experiment)等計畫，藉以提供二至四週之預報

訊息。               

本文應用SubX計畫下NOAA/NCEP/EMC   

開發的EMC-GEFS模式於台灣測站第二至第

四週降雨機率預報。考慮到模式對於降水與水

氣相關變數到了二週以後之預報表現會迅速

下降，因此本文除了使用模式之降水場外，也

會使用與台灣測站降雨相關之大尺度環流指

標當預報因子，利用羅吉斯回歸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降尺度後得到測站三分類降

雨機率預報。 

    本文會針對不同季節使用不同的大尺度

環流指標，並分別比較使用降雨作為預報因子

以及使用環流指標作為預報因子之預報表現。

二、資料來源和研究方法 

(一). 資料來源 

    本文使用 EMC-GEFS 模式之歷史預報資

料(1999-2016 年)，其預報週期為每週一次，

輸出時間間隔為 24 小時，共有 11 個成員解析

度為 1°*1°。 

     測站資料則使用 25 個人工站(表一)對應

預報時段之降雨資料。 

(二). 羅吉斯回歸     

羅吉斯回歸式如下 : 

    P(Y=1 | X) = 
exp(𝑎+𝑏𝑥)

1+exp(𝑎+𝑏𝑥)
  

    當 Y=1 時代表事件發生，Y=0 時代表事

件未發生，X 為預報因子。與線性回歸不同，

羅吉斯回歸透過最大概似估計法求得參數 a以

及 b 使得 ∏ 𝑝𝑖
𝑦𝑖(1 − 𝑝𝑖)

1−𝑦𝑖𝑛
𝑖  達到最大值。 

其中，其中當𝑌𝑖=1 其得分為𝑝𝑖，當𝑌𝑖=0 其得分



為1 − 𝑝𝑖。 

    本文於不同測站針分別針對不同降雨門

檻(1、2、6、10、15、20、30、40、50、70、

90、110、130、150、200、300mm) 建立各自

的羅吉斯回歸方程。 

    有了上述各降雨門檻之預報機率後，再透

過線性內插得到三分類降雨機率，例如台北測

站之正常值上限為 35mm，而預報 30mm 的機

率為 40%且高於 40mm 之機率為 60%，則降

雨高於正常值的機率則為 50%。 

(三). 預報因子     

    本文所使用之預報因子分為兩類，第一類

使用模式預報最靠近測站之四個格點的降水

場內插至測站點上，找出模式降水與測站降雨

之羅吉斯回歸方程式。第二類則使用模式預報

之大尺度環流做為預報因子，並找出該預報因

子與測站降雨之關係式。 

    本文所使用的大尺度環流指標參考前人

研究分別針對不同季節選出以下指標 : 

1. 冬季與春季 

   本文參考「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

置計畫-104 年度氣候監測系統發展及維運委

外案期末報告」選出與 TWRI1000 以及

TWRI850 分別如圖 1 及圖 2 所示，TWRI1000

為正值代表台灣位於正渦度環境，其正渦度通

常來自於鋒面之影響。而 TWRI850 圖 2 中為

正值時，代表台灣大尺度環境吹南風，可提供

南來之水氣。 

    圖 3 及圖 4 分別為冬季及春季大尺度指標

與台北、花蓮、台中及台南週累積降雨之散佈

圖。就冬季來說，可以看到台灣很少處於吹南

風的環境，因此降雨主要受渦度影響，當為正

渦度時台灣有較高的機會有較高的降雨。到了

春季，當兩個指標都為正值時，也就是台灣為

正渦度並有南來的水氣時就較容易發生較高

的降雨。 

2. 梅雨季 

    梅雨季選出了 CMS 及 Vshear(陳,2011)， 

如圖 5 及圖 6 所示，當 CMS 為正值代表台灣

位於正渦度環境，而 Vshear 由負轉正時代表

台灣附近之大尺度環境已由冬季季風轉為夏

季季風之環流特徵。 

    由圖 7 可看出較大的降雨大多發生在兩

個指標都為正值的時候。 

3. 夏季 

    夏季選用 CMS 及 LC(Lu et al,1999)，分別

如圖 8 及圖 9 所示。當 LC 為正直時代表台灣

吹南風並帶來南方之水氣。 

    由圖 10 可看出較大的降雨大多發生在兩

個指標都為正值的時候。 

三、預報表現結果 

(一)校驗方法 

1. Reliability diagram 

Reliability用來診斷機率預報之可信度，

舉例來說，若預報發生之機率為80%的次數有

100次，那這100次的預報中實際發生的機率是

否接近80次。如圖11所示，橫軸為預報機率，

縱軸為觀測機率，黑色對角線為完美的機率預

報，若在黑斜線上方代表實際發生的機率比預

報還高，代表模式低估其發生的機率，反之在

黑斜線下方則為高估。 

2. RPSS(Rank Probability Skill Score) 

    RPSS 為評估模式三分類機率預報之技術

得分，其示如下: 

    RPSS = 1 − RPS/𝑅𝑃𝑆𝑐  

其中 

    RPS = ∑ (𝑌𝑛 − 𝑂𝑛)
2𝑘

𝑛=1  

𝑌𝑛為預報之累積機率，𝑂𝑛為觀測之累積機率。

𝑅𝑃𝑆𝑐為氣候值之RPS。RPSS=1時為完美預報，

介於 0~1 之間代表有預報技術，若小於 0 則代

表沒有預報技術。 

 

(二) 三分類機率預報表現 

1. 春季與冬季 

    圖 12及 13 分別為春季降雨三分類機率預



報之 Reliability diagram 以及 RPSS。由圖顯示

出不論使用降雨或是大尺度指標，預報到第二

週仍可提供可信的機率預報並仍具有一定之

預報技術，預報到第三四週時兩種方法之

RPSS 並無太大差異且仍保有些微預報技術，

但大尺度指標可提供較為可信的機率預報。整

體來說兩者預報表現差不多且預報到第三四

週仍稍具參考價值。 

    圖 14 及圖 15 為冬季之結果，其結果與春

季類似，兩種方法之預報表現沒有太大的差異，

而不同於春季的地方在於冬季的預報表現比

春季更加，且到了第三四週仍有不錯的預報表

現。 

2. 梅雨季 

    由圖 16 及圖 17 顯示，預報到第二週以後

使用大尺度指標之預報可以得到比降雨更可

信的機率預報及得到更高的技術得分。但到了

三四週兩種方法提供之預報都不具參考價值。

整體來說，相較於模式降雨，使用大尺度指標

可以提升二週之預報能力。 

3. 夏季 

    夏季由圖 18 及圖 19 顯示，預報到第二週，

大尺度指標可提供更可信且得分更高的機率

預報。而到了第三四週，兩者預報表現都不佳，

但使用大尺度指標在西南部地區仍稍有預報

技術。 

四、結論 

    根據前幾節之敘述，大尺度環流指標能應

用在降雨預報上，且在二至四週之降雨機率預

報更有預報潛力。由 Reliability 及 RPSS 可以

看出，不論哪個季節，在預報一週以內都是降

水場表現較佳，但預報到二週以上大尺度指標

就可以得到與降水差不多表現甚至更佳的機

率預報。 

    總結來說，在冬季及春季兩種方法之預報

表現無明顯的差異，且到了 34 週還具有參考

價值。而在夏季與梅雨季相較於降雨，使用大

尺度指標在第二週預報表現有明顯的提升，但

到了第三四週預報表現不佳，只有在夏季西南

部地區稍有預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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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本研究選用

測站。 

 

 

 

 

 



                     

圖 1. TWRI1000 示意圖其變數為 1000hPa 經向  圖 2. TWRI850 示意圖其變數為 850hPa 經向  

    風場，範圍 A 之平均風場−B 之平均風場      風場，範圍 A 之平均風場+B 之平均風場 

 
圖 3. 春季測站週平均降雨百分位及週平均指標之散佈圖 

 

圖 4. 同圖 3，但為冬季 

              

圖5. CMS示意圖其變數為850hPa緯向風場，       圖6. Vshear示意圖其變數為範圍A之850hP 

範圍 A 之平均風場−B 之平均風場                平均緯向風場−200hP 平均緯向風場 

 

圖 7. 同圖 3，但為梅雨季. 



                  

圖 8. CMS 示意圖其變數為 850hPa 緯向風場，     圖 9. LC 示意圖其變數為範圍 A 之平均 

      範圍 A 之平均風場−B 之平均風場                經向風場 

 

圖 10. 同圖 3，但為夏季 

  

 

 

 

 

 

圖 11. Reliability diagram 範例，黑色為完美預 

報，紅線為高估，藍線則為低估 

 

                                         。 

    

                      圖 12. 春季之 Reliability diagram                                  圖 13. 春季之 RPSS 

第三四週 
第三四週 



  

圖 14. 冬季之 Reliability diagram                                 圖 15. 冬季之 RPSS 

    

     圖 16. 梅雨季之 Reliability diagram                                圖 17. 梅雨季之 RPSS 

  

                      圖 18. 夏季之 Reliability diagram                                  圖 19. 夏季之 R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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