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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氣象局自美國引進「對流分析與即時預報系統（System for Convection Analysis and 
Nowcasting, SCAN）」並進行本土化作業，能提供基於雷達回波觀測所得對流胞的定位及

追蹤資訊，亦推估具不同物理意義的對流監測參數，對於劇烈天氣即時監測及預警扮演重

要的工具角色。 
為增進臺灣附近對流胞活動的氣候特徵之了解，本研究採用 SCAN 系統於 2011 至

2018 年測得對流胞定位追蹤資料，在不同條件下進行統計分析，如對流胞個數、好發位

置的分布、持續時間、平均移動速率及對流胞成長至巔峰強度和巔峰強度減弱至消散所需

時間等特性，並對氣象局訂定之劇烈天氣冰雹訊號標準應用於觀測冰雹目擊案例進行探

討。 
初步分析結果發現，平均每年約有 2 萬個對流胞經過臺灣，好發位置於 12 月至 3 月

多集中臺灣東北部、東部及東南部地區，4 月至 11 月逐漸偏向臺灣西南部、南部及東南部

地區，中部至西北部的對流胞數量則相對較少。對流胞的持續時間約有 80%個案小於 1 小

時，平均移動速率不超過 60 km/hr。整體而言，對流胞的成長時間略短於消散時間，約有

80%的對流胞可於 30 分鐘內達到巔峰強度，而有 70%的數量減弱至消散，回波強度峰值

越大，成長與消散所需時間有增加趨勢。此外，符合氣象局訂定劇烈冰雹訊號標準之對流

胞，平均每年約有 24 個，主要發生於 6 至 8 月，並與有觀測目擊紀錄個案進行比較，顯

示參數達劇烈冰雹訊號標準的對流胞偵測大多符合冰雹目擊的時間和位置，然而，僅有少

數對流胞的對流監測參數未達劇烈冰雹訊號標準，但仍有冰雹發生。綜整以上分析結果，

可作為後續發展強化對流監測參數應用於臺灣對流胞即時監測作業之參考。 

關鍵字：對流胞監測參數、SCAN 

一、 前言 

為有效結合雷達觀測資料且達到快速顯示的功

能，使預報人員能即時監測對流胞的活動現況，協助

發布天氣預警。氣象局自美國引進並建置相容於局內

電腦環境的「對流分析與即時預報系統（System for 

Convection Analysis and Nowcasting, SCAN）」。此系統

不僅能疊合雷達回波圖與對流胞位置外，亦提供基於

雷達回波值、垂直液態水總含量、0˚C 溫度的高度等

資訊所推算的各種對流監測參數，例如冰雹發生機率、

可預期最大冰雹尺寸、1 小時雨量超過 25.4 mm 的強

降水機率等。 

SCAN 系統經過多年應用，除了在作業上對於劇

烈天氣即時監測及預警扮演其重要工具角色，亦累積

歷年不同對流胞監測參數，記錄臺灣地區氣候特性，

然而，過去國內研究顯少對 SCAN 提供之對流胞資訊

進行探討及分析，因此本研究為增進臺灣附近對流胞

活動的氣候特徵之了解，採用 SCAN 系統 2011 至 2018

年之五分山(RCWF)、七股(RCCG)、墾丁(RCKT)、花

蓮(RCHL) 等 4 個雷達回波分析所得之對流胞定位追

蹤資料，在不同條件下進行統計分析，如對流胞個數、

好發位置的分布、持續時間、平均移動速率及對流胞

成長至巔峰強度和巔峰強度減弱至消散所需時間等

特性，並針對由冰雹監測演算法（Hail Detection 

Algorithm, HDA）(Arthur Witt(1998)、劉(2013))推算

的預測任何直徑大小的冰雹機率(Probability of Hail, 

POH)、預測劇烈冰雹機率(Probability of Severe Hail, 

POSH) ， 以 及 預 測 可 能 出 現 的 最 大 冰 雹 直 徑

(Maximum Expected Size of Hail, MESH)等對流監測

參數應用於觀測冰雹目擊案例進行探討，藉由初步研

究分析結果，作為後續發展強化對流監測參數應用於

臺灣對流胞即時監測作業之參考。 

二、 對流胞定位追蹤資料說明及分類 

SCAN 提供不同雷達回波分析所得對流胞定位追

蹤資料，約每 6~8 分鐘產製一筆記錄檔案(與雷達掃

描策略有關，亦可能較長時間)。圖 1 為一五分山雷達

於格林威治時間 2015 年 6 月 14 日 07:59 的對流胞定

位追蹤記錄檔案範例，記錄同一雷達和時間內不同編

號之對流胞資訊(包含基礎資料和對流監測參數資料)，

詳細欄位說明如圖 2。其中，第三欄為對流胞編號，

編號邏輯係由 A 到 Z，0 到 9，依序為 A0 至 Z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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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Z1、延續至 Z9，使用完畢後繼續重複使用，因此

同一場降雨事件當中，可能會出現不同的對流胞使用

相同的編號；第 13 欄記錄對流胞最大回波強度，

SCAN 採用 Storm Cell Identification and Tracking 

algorithm (SCIT) 演算法進行對流胞偵測辨識與追蹤，

並以雷達回波達 30dBZ 作為對流胞辨識條件之一，因

此記錄未包含雷達回波<30dBZ 之對流胞歷程；第 16

欄及第 17 欄記錄對流胞的移動方向與移動速度，當

對流胞移動方向與移動速度紀錄為-1 時，可做為分辨

前後不同時間同編號之對流胞紀錄是否為同一對流

胞的一種判斷標準；第 28 欄及第 29 欄則分別為對流

胞中心的緯度及經度。 

本研究依據檔案內時間、經緯度、對流胞編號、

移動方向及移動速度等欄位資訊，將同一雷達和時間

內之不同對流胞之對流參數資料進行分類，從中統整

不同時間、同一對流胞資訊及擷取所需欄位資料為一

檔案，並依分類檔案進行 2011 至 2018 年僅有一筆、

至少兩筆以上記錄之對流胞個數，以及至少兩筆以上

記錄對流胞之坐標位置劃分經過台灣和未經過台灣

的對流胞個數統計，結果如圖 3 和圖 4，平均每年對

流胞歷程至少 2 筆記錄之對流胞數量約佔總數 60%，

而僅有 1 筆記錄約佔總數 40%。其中，至少 2 筆記錄

之對流胞，平均每年約有 2 萬個經過臺灣地區。 

三、 分析方法與結果 

    基於 SCAN 系統對流胞辨識條件，對流胞歷程資

料分析中，係以 SCAN 記錄第一筆資料作為對流胞初

生(開始)，最後一筆資料作為對流胞消散(結束)，第一

筆至最後一筆記錄持續時間作為生命期，並採用歷程

記錄至少 2 筆以上之對流胞資料進行研究。 

    對流胞好發位置的分析方法，係把台灣地區網格

化，將五分山、七股、墾丁、花蓮等四個雷達所測得

之對流胞軌跡資料(坐標記錄)分配至鄰近網格(解析

度 0.2 度)，統計對流胞坐標記錄於各網格次數，並從

不同觀點統計，以了解對流胞好發位置的分布，圖 5

為 2011~2018 年平均 1~12 月對流胞初生之好發位置

分布圖，由圖中統計結果可發現對流胞各月之好發位

置於 12 月~3 月多集中台灣東北部地區，4 月起台灣

地區準備進入暖季，各地對流胞發生次數明顯增加，

並持續至 8 月，以台灣西南部、南部及東南部地區居

多，9~11 月起對流胞好發位置逐漸移向台灣東部地區。

對流胞好發位置統計，研究分析中也將對流胞全部歷

程之位置統計，除了統計次數增多，亦與對流胞初生

之好發位置分布結果相近。另外，以對流胞歷程中回

波強度(>=55dBZ)門檻統計對流胞好發位置，分布如

圖 6，由圖中結果所示，對流胞歷程中回波強度

>=55dBZ 好發位置多集中於台北盆地和高屏沿海地

區一帶。綜整從不同統計結果，整體而言，對流胞好

發位置於 12 月~3 月多集中台灣東北部、東部及東南

部地區; 4 月~11 月好發位置逐漸偏向台灣西南部、南

部及東南部地區，而中部至西北部則統計次數偏少。 

接著以對流胞歷程記錄第一筆與最後一筆之時

間差，統計 2011 至 2018 年的對流胞生命期，結果如

圖 7。各年對流胞個數之生命期統計約有 50%位於

0-30 分鐘，其次有 25%介於 30-60 分鐘，由年平均累

積百分比可知，約有 97%對流胞生命期不超過 3 小時。

另外，依對流胞生命期從初生至消散期間每筆時間所

記錄坐標計算對流胞平均移動速率，結果如圖 8。由

圖中結果可知，對流胞生命期平均移動速率統計，約

有 80%不超過 1km/min，少數約 0.01%可能超過

4km/min。 

由上述 2011~2018 年對流胞生命期統計結果可知，

大多數對流胞生命期不超過 3 小時，研究分析進一步

以 2018 年對流胞生命期< 3 小時之個案分析對流胞生

命期初生至回波峰值和回波峰值至消散所需時間，以

了解對流胞成長及消散所需時間，結果如圖 9，圖 9(a)

表示對流胞生命期初生至回波峰值 30dBZ 以上和回

波峰值 30dBZ 以上至消散所需時間結果，80%個案成

長所需時間略短於消散所需時間，成長時間約在

20~30 分組距，消散時間則在 30~40 分組距，圖 9(b)~(d)

則為>=50dBZ 且<55dBZ、>=55dBZ 且<60dBZ，以及

60dBZ 以上所統計不同結果，圖 9(b) 對於回波

>=50dBZ 且<55dBZ，80%個案成長所需時間亦略短於

消散所需時間，成長時間約在 30~40 分組距，消散時

間則在 40~50 分組距；圖 9(c) 對於回波>=55dBZ 且

<60dBZ，80%個案成長所需時間約在 50~60 分組距，

消散時間則在 60~90 分組距；圖 9(d) 對於回波 60dBZ

以上，則兩者時間相近。整體而言，對流胞回波峰值

越大，成長與消散所需時間有增加的趨勢，90%以上

個案，成長和消散整體歷程約不超過 90 分鐘。 

    此外，SCAN 可提供預測任何直徑大小的冰雹機

率(POH)、預測劇烈冰雹機率(POSH)及預測可能出現

的最大冰雹直徑(MESH)等對流監測參數用來預測冰

雹發生，據此，氣象局亦以對流監測參數的雷達回波

反射率大於等於 60dBZ、冰雹發生機率大於等於80%、

劇烈冰雹發生機率大於等於 50%、冰雹估計最大冰雹

直徑大於等於 1.5 英吋訂定為劇烈天氣冰雹訊號標準，

以此標準進行冰雹預警，當 SCAN 對流胞中之對流監

測參數達此標準，地面可能發生冰雹。 

    本研究依此標準統計 2011 至 2018 年達到門檻之

對流胞個數，結果如圖 10，圖中說明 2011 至 2018 年

達標準之對流胞數量，並分經過台灣和未經過台灣統

計數量，發生位置又以大台北地區和南部地區居多，

平均每年約有 24 個經過台灣，主要發生於 6 至 8 月，

並與有觀測目擊記錄個案進行適用性探討，研究中以

歷史觀測目擊報告(劉等，2018)的關鍵資訊(時間、地

點等資訊)尋找目擊位置鄰近之對流胞，再以劇烈天氣

冰雹訊號標準進行 POH、POSH、MESH 等對流監測

參數探討，相關資訊整理如表 1。表中所列最大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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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回波高度、劇烈冰雹發生機率、冰雹發生機率及

冰雹估計最大尺寸等數值係取該對流胞歷程中最接

近冰雹目擊時間且同時超過最多門檻的參數值。圖 11

為表 1(2)2011/8/18 南投縣鹿谷鄉冰雹案例，新聞記

錄南投縣鹿谷鄉 17:00 有目擊冰雹發生，對應七股雷

達所測得 E1 對流胞，開始時間於 16:52，即位於鹿谷

鄉，且此時最大回波 61 dBZ、最大回波高度 26.4 千

呎、劇烈冰雹發生機率 90%、冰雹發生機率 100%及

冰雹估計最大尺寸 1.75 英吋，亦是歷程中最大值發生

時間，與觀測目擊記錄比較後相當符合；表 1 中(4)

高雄市冰雹事件、(6)屏東縣屏東市冰雹事件及(23)高

雄市高雄港冰雹事件，雖有對應之對流胞，但其中仍

有部分參數未達劇烈天氣冰雹訊號的標準；圖 12 為

表 1(3) 2011/8/27 雲林縣古坑鄉冰雹事件，七股雷達

P1 對流胞雖達劇烈天氣冰雹訊號，但強訊號時間

15:52，坐標未在古坑鄉，而另一個五分山雷達所測

N0 對流胞，有近似 P1 對流胞軌跡，比對 N0 對流胞

之軌跡及發生劇烈天氣冰雹訊號時間 15:42 相當符合

新聞紀錄，但整體歷程最大回波強度僅 58 dBZ，綜合

各項參數，雖未達劇烈天氣冰雹訊號，但與新聞紀錄

所述仍相當符合，係具有參考之對流胞資訊。 

    本研究亦利用 2011 至 2018 年觀測目擊記錄對應

對流胞中最大雷達回波強度資料，以四分位距表示雷

達回波的分散情形，探討冰雹發生時可能之回波強度

大小範圍，結果如圖 13，依統計結果，回波強度的中

位數為 63，最大值為 69，最小值為 53，上下限分別

為 71 和 55，表示回波強度大小介於 55~71 為適合範

圍，雖氣象局已有訂定劇烈天氣冰雹訊號標準，但此

統計結果仍可作為後續研究參考。 

四、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 SCAN 系統於 2011 至 2018 年測得對

流胞定位追蹤資料，在不同條件下進行統計分析，初

步分析結果，平均每年約有 2 萬個對流胞經過臺灣，

好發位置於 12 月至 3 月多集中臺灣東北部、東部及

東南部地區，4 月至 11 月逐漸偏向臺灣西南部、南部

及東南部地區，中部至西北部的對流胞數量則相對較

少。對流胞的持續時間約有 80%個案小於 1 小時，平

均移動速率不超過 60 km/hr。整體而言，對流胞的成

長時間略短於消散時間，約有 80%的對流胞可於 30

分鐘內達到巔峰強度，而有 70%的數量減弱至消散，

回波強度峰值越大，成長與消散所需時間有增加趨勢。

此外，符合氣象局訂定劇烈冰雹訊號標準之對流胞，

平均每年約有 24 個，主要發生於 6 至 8 月，並與有

觀測目擊紀錄個案進行比較，顯示參數達劇烈冰雹訊

號標準的對流胞偵測大多符合冰雹目擊的時間和位

置，然而，僅有少數對流胞的對流監測參數未達劇烈

冰雹訊號標準，但仍有冰雹發生。 

    對於 SCAN 記錄之對流胞及對流監測參數統計

分析，此次結果可增進臺灣附近對流胞活動的氣候特

徵了解，建議後續可再納入其他對流監測參數及雨量

進行相關深入分析，從中了解更多可能對於劇烈天氣

預警輔助資訊，以作為後續發展強化對流監測參數應

用於臺灣對流胞即時監測作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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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Central Weather Bureau has introduced the System for Convection Analysis and Nowcasting 
(SCA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rried out localization operations. SCAN can provide the 
location and tracking of convective cells based on radar reflectivity observations. It also estimates  
the different physically significant convection monitoring parameters, and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of severe weathe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tivities of 
convective cells in the vicinity of Taiwa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using the location and tracking data 
of convective cells of SCAN from 2011 to 2018, based on the number of convective cell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rone locations.Duration, average speed of movement, and time required for 
convective cells to grow to peak intensity and peak intensity to weaken to dissipate. Then, the severe 
weather hail signal standards set by Central Weather Bureau are used to observe hail witness cases. 

Preliminary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an average of about 20,000 convective cells can be 
observed through Taiwan per year. The most frequent location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easter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regions of Taiwan from December to March. From April to 
November, the convective cells gradually shift to southwestern Taiwan. In the southern and 
southeastern regions, the number of convective cells from the central to the northwest is relatively 
decreased. The duration of convective cell is less than 1 hour in 80% of cases, and the average 
movement speed is not exceed 60 km/hr. Overall, the growth time of convective cells is slightly 
shorter than the dissipation time. About 80% of convective cells can reach their peak intensity within 
30 minutes, 70% of the convective cells weaken to disappear. The greater the peak reflectivity 
intensity, the time required for growth and dissipation will increase. In addition, there are about 24 
convective cells that meet the severe hail signal standards set by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hey 
mainly occurred from June to August, and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cases, the convective 
detection parameters showed that the parameters(POH、POSH、MESH、reflectivity) reached the 
standard of severe hail signal were mostly in line with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the hail witnesses. 
However, there were only a few convective monitoring parameters for convective cells. The 
convective cells did not reach the standard of severe hail signal, but hail still occurred. The above 
analysis result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development of enhanced convective 
monitoring parameters to be applied to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convective cell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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