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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7 月亞洲季風區異常降水事件之 S2S 預報表現探討 
 

黃聖丰  盧孟明  蔡元懷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摘要 
    從四月到七月，涵蓋了亞洲季風區梅雨季與夏季季風的前期的演進過程， 同時亦是南亞到東亞地

區十分重要的降雨時期。在2020年，中國的長江與淮河流域發生長達兩個月的超強梅雨，梅雨季的累

計降雨更創下歷史新高，在多處造成非常嚴重的災害，是近年非常極端的降雨事件之一。 
    本研究鎖定 2020 年四至七月每兩個月累積雨量百分率異常高的時段與區域訂為異常降水事件，

針對該事件的空間分布規劃對應的資料分析範圍。並利用中央氣象局的全球海氣耦合預報模式

(TCWB1T1)資料，探討模式在這些異常降水個案中，降雨等變數的表現隨預報領前時間的變化，未來

將與S2S/ECMWF模式預報表現比較，藉此了解模式在中長期時間尺度下的預報能力，並作為模式校

驗與改良之參考。 

關鍵字：次季節—季節預報、梅雨、異常降水事件、亞洲季風區、預報校驗 
 

一、前言 
 

 

亞洲季風區的夏季季風在不同區域的肇始和結束具有

不一樣的發展歷程，本研究探討的4~7月主要包含梅雨季和

夏季季風前期，若從梅雨季的發展時程來看，梅雨的開始與

結束是東亞區域季風的發展以及季節演變過程中重要的一

環 (Wang and Lin, 2002)，這其中也受到大尺度系統以及環境

背景條件的影響。 
在2020年的梅雨季於長江到日韓一帶所發生的破紀錄

異常降雨，除了梅雨季提早開始、較晚結束，形成長達兩個

月的梅雨，其中來自熱帶持續而強勁的水氣輸送也促成梅雨

期間數波的強降雨過程(Ding et al., 2021)。 
西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以下簡稱「副高」)是夏季主

宰西北太平洋地區的主要天氣系統，其勢力範圍的南北移

動對梅雨雨帶的位置有直接的關係，並影響梅雨降雨的空

間分布，而位於副高邊緣的低層西南風噴流會控制從南海、

印度洋往長江流域的水氣輸送(Ding et al., 2021; Zhou et al., 
2021)，進而影響對流發展與降雨的強度。在2020年的6~7
月，活躍的準雙週震盪(Quasi-biweekly Oscillation, QBWO) 
向西北傳遞的過程中，會伴隨著乾濕相位的變化和副高位

置的移動，使副高脊線的緯度變化出現顯著的準雙週震盪

特徵，兩個月內出現6次大幅度的南北震盪 (Ding et al., 
2021)，2020年的5月底6月初副高大幅提早北移與QBWO的
增強可能是使梅雨季提早開始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將從亞洲季風區氣候場的降雨特徵進而探討

2020年梅雨季異常降雨與氣候場的差異。本研究著重探討

的科學問題為： 
1. 亞洲季風區在氣候場4~7月的降雨有何特徵? 

2. 2020年4~7月降雨異常的空間分布和時序特徵

與氣候場有何差異? 
3. 中央氣象局預報模式能否掌握在次季節—季節

尺度下的降雨發展特徵? 
 
二、資料與研究方法 
 
（一） 資料 

 
本研究使用到的變數包含降雨和850 hPa風場，分析的

空間範圍是以亞洲季風區和西北太平洋地區為主，選定 
(10°S~45°N, 40°~160°E) 作為分析的區域。 

在觀測資料的部分，降雨是使用從美國國家環境資訊

中心網頁 (https://www.ncei.noaa.gov/products/climate-data-
records/precipitation-cmorph)下載的CMORPH逐日全球降雨

資料，時間為1998年至2020年4到11月，網格大小為0.25°×

0.25°。850 hPa風場資料是使用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 
(ECMWF) 第五代再分析 (ERA5) 逐日資料，時間為1998
年至2020年4到7月，網格大小同樣為0.25°×0.25°。預報資料

是使用中央氣象局的全球海氣耦合預報模式 (TCWB1T1) 
的逐日降雨資料，TCWB1T1是每日進行一組預報，每次進

行9個月的積分，並有30年 (1982~2011) 的事後預報 
(hindcast) 資料，本研究目標為了解模式在中長期時間尺度

的預報能力，因此僅分析了預報領先時間為1~16天 (lead 

https://www.ncei.noaa.gov/products/climate-data-records/precipitation-cmorph
https://www.ncei.noaa.gov/products/climate-data-records/precipitation-cmor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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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的預報資料。由於CMORPH資料從1998年開始，因

此也僅使用了1998年開始的事後預報資料，時間為1998年
至2020年4到7月，網格大小在東西方向為1°，南北方向則為

高斯網格，距離依緯度而異。 
 

（二） 定義異常降雨與異常少雨區域 
 
本研究訂定1998年至2017年這20年作為氣候平均值，

2020年異常降雨分析會著重探討2020年4-7月降雨與氣候值

的差異，主要使用累積雨量氣候百分比來呈現2020年4-5月
和6-7月的降雨與氣候值的相對大小。繪圖時使用的色階主

要呈現100%至400%的百分比，當百分比達200%以上則可

視為主要的「異常」降雨區域。由於此處想探討亞洲季風區

較偏濕的區域，並過濾掉少雨區域的累積雨量氣候百分比，

因此嘗試以20年氣候平均的4-5月和6-7月日平均降雨的空

間分布為依據，檢視不同門檻值對於降雨百分比的篩選結

果，最後決定以氣候平均的日平均降雨大於4毫米以上作為

篩選門檻，可以突顯偏濕區域的累積雨量百分比以及降雨正

距平的空間分佈。異常少雨區域則是繪圖時的色階改為百分

比低於100%的區域，並同樣使用偏濕區域的篩選條件，呈

現亞洲季風區主要偏濕區域在2020年4~7月降雨為負距平

的地區。根據以上結果，將從6~7月累積雨量氣候百分比的

繪圖結果分別訂出異常降雨區域與異常少雨區域，再針對該

區域的範圍內平均降雨進行年際與季內的降雨時序分析，以

瞭解其4-7月降雨在不同時間尺度的變化特徵。 
 

（三） 定義次季節降雨高峰事件 
 
本研究將逐年5~7月 (5/1~7/29) 連續3侯 (15天) 的累

積雨量以1998~2017年為氣候基期換算為百分等級 
(Percentile Rank, PR)，並將每年百分等級最大的時段定義為

次季節降雨高峰事件 (Subseasnal Peak Rainfall Event, 
SPRE)。並從1998~2020年這段期間挑選百分等級最高的前6
年為Strong SPRE，最小的6年為Weak SPRE，其餘年份則為

Normal SPRE，藉此分析S2S預報對於次季節降雨高峰事件

的掌握情形。 
 
三、亞洲季風區4~7月降雨氣候特徵 
 
（一） 降雨與環流平均場特徵 
 

從亞洲季風區4~7月每兩個月的降雨和風場的氣候場

來看 (圖1)，除了赤道附近東印度洋與海洋大陸的降雨在兩

個時段都偏強之外，整個南亞與東亞地區的降雨在4~5月和

6~7月具有較明顯的差異。在4~5月的期間 (圖1a)，此時可以

看到西北太平洋副高的反氣旋環流出現，但印度洋的西南風

尚未清楚地建立，僅在孟加拉附近、中國華南、日本南側的

海域有降雨分布；而在6~7月時 (圖1b)，跨赤道的西南風在

圖中變得較為明顯，為印度西岸的阿拉伯海、中南半島西側

的孟加拉灣等迎風面地區帶來豐沛的降雨，強降雨的區域沿

著南海、臺灣、中國的華南華中，一路綿延到日本、韓國一

帶，在長江到日韓附近形成大範圍的雨帶。南亞與東亞地區

在前後兩個月的空間分布和降雨強度形成清楚的對比，而原

本位於赤道地區的ITCZ在6~7月 (圖1b) 時也有往北移動的

趨勢出現，在南海與菲律賓形成較強的降雨中心，並與長江

地區的雨帶相接，在西太平洋邊緣形成大區域的降雨分布型

態。 
 

（二） 降雨的年際與季內變化 
 
在年際變化上，觀察亞洲季風區每兩個月平均降雨的

年際標準差(圖2) 與每兩個月平均降雨的年際變異係數(圖
3)。可以發現年際變化較大的位置主要分布在平均降雨(圖1)
較為明顯的地區，除了熱帶的海洋大陸在4~7月標準差都偏

高之外，6~7月(圖2b)在南亞與東亞地區整體年際標準差偏

大，其中在阿拉伯海、孟加拉灣與南海北部附近是年際變化

特別大的地區。在年際變異係數(圖3)的圖中，除了少雨區的

阿拉伯海至西亞一帶由於平均降雨偏少造成變異係數異常

 (a) (b) 

圖1: 1998到2017年 (a) 4~5月和 (b) 6~7月的日平均降雨與850 hPa平均風場。 

 

 (a) (b) 

圖2: 1998到2017年 (a) 4~5月和 (b) 6~7月的日平均降雨的年際標準差。 

 

 (a) (b) 

圖3: 1998~2017年 (a) 4~5月和 (b) 6~7月日平均降雨的年際變異係數。 

 

圖4: 1998~2017年平均的4~7月逐候

降雨季內標準差。 

圖5: 1998~2017年平均的4~7月逐候

降雨季內變異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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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其它地區則是在降雨相對偏少的西北太平洋地區對於

年際變化較敏感，而又以4~5月 (圖3a) 的變異係數較高，另

一方面，位於熱帶的海洋大陸地區是變異係數明顯較低的區

域，從4~5月 (圖3a) 到6~7月 (圖3b) 由於ITCZ的降雨區隨

季節北移，年際變異係數偏小的區域也有往北偏移的情形出

現。 
從季內尺度來看，4~7月逐候降雨的季內標準差(圖4)主

要呈現出亞洲季風區夏季降雨的分布特徵 (圖1b)，在降雨

最顯著的阿拉伯海東側、孟加拉灣、東亞地區標準差較大，

可以對應圖1之中夏季季風肇始前後所造成的差異，另外在

對流較旺盛的海洋大陸地區同樣也具有較大的季內標準差。

而從4~7月逐候降雨的季內變異係數 (圖5) 可以發現到，在

雨量偏少且4~5月到6~7月平均降雨變化較大的西亞與阿拉

伯海具有異常高的季內變異係數，另一部分則是在西北太平

洋與南海約10°~30°N的區域同樣對於季內變化較為敏感。 
 

四、2020年異常降雨分析 
 

（一） 2020年4~7月降雨和環流特徵 
 
2020年4~7月的降雨與環流 (圖6)，在前後兩個月的降

雨空間分布形成明顯對比。在4~5月期間 (圖6a)，降雨和風

場的分布大多與氣候平均 (圖1a) 相仿，其中孟加拉與熱

帶東印度洋上的降雨偏強，且印度洋上降雨的範圍有較氣候

場向西延伸的情形；到了6~7月時 (圖6b)，除了同樣類似氣

候平均 (圖1b) 的降雨空間分布，在印度西岸、孟加拉、

長江中下游地區以及日本九州附近都出現極強的降雨，長江

到日本一帶可以看到清晰而強勁的雨帶，相對的，在南海北

側、臺灣與菲律賓海附近則形成與氣候態相比異常少雨的區

域，從風場上來看，6~7月副高的反氣旋環流有較氣候平均

更加強勁且西伸的情況，和少雨區域的位置可以有所對應。 
 
（二） 亞洲季風區異常降雨區域分析 
 
1. 2020年4~7月累積雨量氣候百分比 

 
從2020年4~5月和6~7月經過計算、篩選所繪製的累積

雨量氣候百分比 (圖7) 可以看到，在4~5月 (圖7a) 偏濕區

域中，正距平主要就對應到圖6a有明顯降雨的位置，除了孟

加拉附近，可以發現在赤道東印度洋上有出現大範圍降雨偏

強的情況，南北橫跨達20個緯度，其降雨強度約達到氣候值

的兩到三倍；在6~7月時 (圖7b)，具有特別高累積雨量百分

比的區域包含印度西側、赤道東印度洋、海洋大陸以及長江

到日本一帶的梅雨鋒面附近，其中在赤道附近海洋大陸與印

度洋相接的區域形成大範圍的降雨正距平，與氣候態的降雨 
(圖1b) 相比可以發現到以往的強降雨大多已經發展到南

海、菲律賓附近，故2020年位於馬來西亞附近的強降雨會形

成較大的正距平。從6~7月累積雨量百分比偏高的這些區域

來看，長江流域附近是百分比數值異常偏高且同時位在陸地

上的大範圍正距平區域，部分地區6~7月的累積雨量幾乎達

到氣候值的三倍乃至於四倍以上，因此，我們在圖7b圖中框

選長江附近的異常降雨的區域 (27°~33.5°N, 105.5°~122°E) 
作為後續時序分析的主要對象。 

從2020年6~7月的日平均降雨 (圖6b) 有在南海北側和

臺灣附近看到較氣候值偏乾的情況，因此嘗試在亞洲季風區

偏濕區域畫出6~7月累積雨量為負距平的區域 (圖8)，明顯

偏乾的區域主要包含兩處，除了赤道西太平洋附近之外，在

南海北側到菲律賓海的區域產生大範圍異常少雨的情況，臺

 (a) (b) 

圖6: 2020年 (a) 4~5月和 (b) 6~7月的日平均降雨與850 hPa平均風場。 

 

 (a) (b) 

圖7: 亞洲季風區偏濕區域2020年 (a) 4~5月和 (b) 6~7月的兩個月累積雨量氣候百分比。

(使用1998~2017年4~5月和6~7月的日平均降雨氣候值大於4毫米以上篩選範圍，且只畫

出百分比大於100%的區域。)圖片 (b) 中的黑色框為本研究想探討的異常降雨範圍

(27N~33.5N, 105.5E~122E)。 

圖8: 亞洲季風區偏濕區域2020年6~7月的兩個月累積雨量氣候百

分比。(使用1998~2017年6~7月的日平均降雨氣候值大於4毫米以

上篩選範圍，且只畫出百分比小於100%的區域。)圖片中的黑色框

為本研究想探討的2020年異常少雨範圍(18N~24N, 116E~12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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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也正處在這個少雨範圍之內，因此我們訂定圖8臺灣附近

百分比最低的區域 (18°~24°N, 116°~126°E) 作為異常少雨區

域的分析範圍。 
 

2. 2020年異常降雨區域時序分析 
 
在所框選的長江異常降雨區域中，從季內尺度來看，

區域內平均降雨的五日滑動平均 (圖9) 隨時間的變化可以

看到在4~5月和6~7月的降雨有明顯的差異，前兩個月大多

為負距平、後兩個月則多為極大的正距平，約在7月上旬降

雨最強，且在6~7月的期間降雨幾乎沒有空檔，同時可以發

現降雨時序出現約以10~20天為週期的震盪情形。而從年際

尺度來看 (圖10)，所框選的範圍在2020年與2016年4~7月累

積雨量具有最明顯的正距平，2001年與2011年這兩年則是雨

量偏少的年份，凸顯2020年在這23年之中確實屬於特別異常

的年份。 
 

3. 2020年異常少雨區域時序分析 
 
在臺灣與南海北部所框選的異常少雨區域中，區域內

平均的逐日降雨在季內尺度下 (圖11)，除了在五月下半有

一波較強的降雨，在4~7月整體呈現負距平居多的情況，並

主要集中於6~7月，正好對應到長江異常降雨區域 (圖9) 降
雨偏強的時段。在年際尺度下 (圖12)，2020年異常少雨區域

的4~7月累積雨量在1998~2020年之中與2007年同為雨量最

少的兩個年份，負距平達到200毫米以上。 

 
五、次季節降雨高峰事件與模式預報分析 
 
（一） 次季節降雨高峰事件 

 
本研究針對異常降雨與異常少雨區域計算逐年5~7月 

(5/1~7/29) 連續3侯 (15天) 的累積雨量百分等級，觀察逐年

降雨的發展變化。在長江異常降雨區域 (圖13)，可以發現這

個區域在每年六月中至七月中是主要降雨偏強的長江梅雨

季時期，2020年在6~7月近乎完全處在百分等級90以上的強

降雨，可以和前面觀察到降雨正距平集中於6~7月相呼應 
(圖9)，而同樣在4~7月累積雨量具有極大降雨正距平的2016
年，降雨百分等級也具有長時間百分等級持續偏高的特性。

在臺灣與南海北部的異常少雨區域 (圖14a)，逐年5~7月降

雨的發展就和長江地區明顯不同，主要受熱帶系統影響使每

一年降雨發展的變化較大，2020年在6~7月清楚呈現長時間

偏乾的情況，若與長江異常降雨區域 (圖13a) 對照，能夠發

現長江主要的強降雨時期在臺灣與南海北部大致皆出現偏

乾的傾向，不過其他年並沒有如2020年持續達兩個月之久。 
我們從長江異常降雨區域逐年5~7月連續3侯累積雨量

百分等級找出每一年的最大值挑選為次季節降雨高峰事件 
(SPRE) (圖15)，可以發現百分等級最高的Strong SPRE皆達

到PR99與PR100，百分等級偏低的Weak SPRE大部分處在

PR80附近，百分等級最低的2001年則低於PR70。 
 

圖9: 異常降雨區域2020年4~7月逐日降雨

的5天滑動平均。圖中黑線為2020年，灰線

為1998到2017年，紅線為氣候平均。 

 

圖10: 異常降雨區域1998到2020年

逐年4~7月的累積雨量距平(以1998到

2017年為氣候平均)。 

圖11: 異常偏乾區域2020年4~7月的逐日

降雨距平(以1998到2017年為氣候平均)。 

圖12: 異常偏乾區域1998到2020年逐年

4~7月的累積雨量距平(以1998到2017年

為氣候平均)。 

 

 (a) (b) 

圖13: 長江異常降雨區域1998到2020年逐年5~7月的每15天累積雨量百分

等級(氣候基期：1998~2017年)，其中 (a) 為觀測資料，右側兩張圖則分別為 

(b) lead 3和 (c) lead 6的模式預報資料。 

(c)  (a) (b) 

圖14: 臺灣異常少雨區域1998到2020年逐年5~7月的每15天累積雨量百分

等級(氣候基期：1998~2017年)，其中 (a) 為觀測資料，右側兩張圖則分別為 

(b) lead 3和 (c) lead 6的模式預報資料。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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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2S模式預報分析 
 

本研究使用中央氣象局的全球海氣耦合預報模式

(TCWB1T1)資料，分析長江異常降雨區域與臺灣異常少雨

區域在逐年5~7月連續3侯的累積雨量百分等級。在長江異

常降雨區域 (圖13b、圖13c)，與觀測資料的計算結果比較可

以發現在lead 3 (圖13b) 與lead 6 (圖13c) 的圖中長江梅雨季

時期在6~7月之間的降雨特徵已經消失，觀察2020年與其他

年長時間降雨偏強的時段可以看到大致仍有掌握到該次強

降雨的發生，但許多時段在發生時間與降雨強度和觀測 (圖
13a) 存在較大的偏差。臺灣異常少雨區域5~7月降雨的百分

等級在觀測上 (圖14a) 較無明顯規律，在預報的表現上lead 
3 (圖14b) 與lead 6 (圖14c) 的結果保有部分強降雨的時間分

布特徵，而在2020年臺灣5月的強降雨和6~7月異常偏乾的

訊號皆有在預報中出現。 
我們針對2020年異常降雨和少雨區域挑選出的Strong 

SPRE和Weak SPRE進行命中率分析 (圖16)，在異常降雨區

域 (圖16a)，Strong SPRE的預報表現較Weak SPRE為佳，lead 
1~7的命中率在Strong SPRE和Weak SPRE都呈現隨預報領

前時間增加而命中率降低的情形，但預報領前時間大於7天
以上的部分則都變為較不規則，和降雨百分等級在預報與觀

測 (圖13) 的大幅度偏差有關。在異常少雨區域 (圖16b)，而
整體而言Strong SPRE的預報表現同樣相對較佳，且近乎維

持在50%左右的命中率，Weak SPRE則比較清楚具有隨預報

領前時間增加而命中率降低的趨勢。比較兩個區域預報表現

的差異，Strong SPRE的預報命中率在長江異常降雨區域隨

領前時間快速遞減，臺灣異常少雨區域則相對穩定地保持在

一定的水準，Weak SPRE的預報表現在兩個區域較為相似，

但長江地區在領前時間7~8天以後就具有較多大幅度的不

規則變動。 
在次季節—季節尺度下，中央氣象局的全球海氣耦合

預報模式對於5~7月降雨的預報與強弱SPRE預報命中率的

掌握幅度有限，但2020年所發生的異常降雨和異常偏乾在預

報領前時間一週左右仍可以呈現出異常的訊號。未來預計加

入S2S/ECMWF模式一起比較，以了解模式在中長期時間尺

度下的掌握能力，並作為未來模式校驗與改良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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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長江異常降雨區域1998到2020年逐年

次季節降雨高峰事件 (SPRE) 百分等級。 

 (a) (b) 

圖16:  (a) 長江異常降雨區域與 (b) 臺灣異常少雨區域的Strong SPRE (黑色實線)與

Weak SPRE(藍色虛線)預報命中率隨預報領前時間 (lead time)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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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April to July includes the transition of mei-yu front and summer monsoon over 

Asian monsoon region. Besides, it is an important rainy season for South Asia and East Asia. In 2020, 

the super mei-yu hit Yangtze-Huaihe River valley, the mei-yu with long duration and record-breaking 

accumulated precipitation had caused severe damage in China. It was one of the most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in recent years. 

In our research, we calculated precipitation percentage for every two months from April to July in 

2020. Then we focused on the regions which had extremely high percentage and defined them as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for our further analysis. In this study, to know the medium-range to extended-range 

forecast skill of Central Weather Bureau subseasonal-to-seasonal (S2S) models, we used hindcast data 

from CWB atmosphere-ocean coupled forecast system (TCWB1T1.1) to evaluate how the forecast 

performance change with the increase of forecast lead time, and compare the forecast performance with 

ECMWF model to understand the forecast differenc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model ver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ubseasonal-to-seasonal (S2S) prediction, mei-yu,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Asian monsoon 

region, forecast ver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