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年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17 日(星期一)至 20 日(星期四)， 
于中央氣象局、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主辦單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氣象學會、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暨研究所 

2012 Conference 

 on 

Weather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Sep 17-20, 2012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pei 

 

報告時間 議程   Agenda 
簡報檔

下載 

9 月 17 日（星期一）   （Monday , Sep 17 , 2012） 

開幕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辛在勤局長 
（Opening Ceremon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I.C. Hall） 

13:30 – 17:00 報到  (Registration)  

14:00 – 14:20 開幕典禮   

全體合照 

邀請講座       主持人： 紀水上副局長 

14:30– 15:05 
邀請關鍵議題講座一 (Keynote Speech 1)：中央大學劉副校長振榮 

近代衛星遙測技術在氣象防災之應用 

 

15:05– 15:40 
邀請關鍵議題講座二 (Keynote Speech 2)：颱洪中心李主任清勝 

建構颱洪研發平台提升減災關鍵技術-颱洪中心任務與願景 
 

休息（Tea Break） 

專題演講       主持人：葉天降副局長 

15:55– 16:25 
邀請專題演講一：中央大學廖宇慶教授 

Progress in using Doppler radar for three-dimensional wind retrieval and short-term QPF 

 
16:25– 16:55 邀請專題演講二：中央大學楊舒芝副教授 

系集卡爾曼濾波器(EnKF)在劇烈天氣預報的應用與改善 
不公開

16:55– 17:25 邀請專題演講三：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林李耀副執秘 
氣象防災科技應用與伙伴關係-從 NCDR 的經驗談起 

 

9 月 18 日（星期二）   （Tuesday ,Sep 18 , 2012）于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氣候監測與預報 (I)      柏拉圖廳  主持人： 盧孟明  蕭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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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 – 9:45 
林欣怡  蕭志惠 

中央氣象局動力區域氣候預報系統之預報能力分析 

 

9:45 – 10:00 
吳慧玲  蕭志惠 

中央氣象局動力區域氣候預報系統之氣候場更新計畫 
 

10:00 – 10:15 
李清縢、李思瑩、盧孟明 

中央氣象局全球氣候預報模式之亞洲與西北太平洋季風模擬技術評估 
 

10:15 – 10:45 休息 Tea Break  

氣候監測與預報 (II)     柏拉圖廳  主持人：林李耀  沈鴻禧 

10:45 – 11:00 
陳重功  羅存文 

CWB 2nd Week MOS 系集預報模式開發-降水部份 
 

11:00 – 11:15 
陳永明 林李耀 朱容練 張振瑋 黃嬿蓁 李惠玲 

從 TCCIP 計畫推動經驗談氣候資訊服務 
 

11:15 – 11:30 
朱容練 黃柏誠 張振瑋 吳宜昭 

統計降尺度技術於台灣春季乾旱之應用 

 

11:30 – 11:45 
沈鴻禧  汪建良  楊順欽  鄧子正  林淑卿 

周末效應對高屏地區半世紀夏季地面溫度及降雨影響之研究 
 

11:45 – 12:00 
林昀靜  蘇聖中  卓盈旻 盧孟明 

運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化 － (1)方法介紹 
不公開

12:00 – 12:15 
卓盈旻  林昀靜  盧孟明  蘇聖中 

運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化–(2)台灣溫度和雨量趨勢分析 

 
不公開

12:00– 13:30 午餐 Lunch Break  

天氣模擬與預報(Ⅰ)     柏拉圖廳  主持人：于宜強  洪景山   

13:30 – 13:45 
陳建河  陳雯美 沈彥志 曾建翰 汪鳳如 馮欽賜 

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的現況與未來 

 

13:45 – 14:00 
陳雯美  曹伶伶 沈彥志  陳建河 曾建翰 馮欽賜 

全球數值預報系統 AMSUA 觀測資料之同化研究 
 

14:00 – 14:15 
汪鳳如  馮欽賜 

Noah 地表模式於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的調整測試 
 

14:15 – 14:30 
李志昕 洪景山 

區域系集預報系統強化之初步研究 
 

14:30 – 14:45 
洪于珺 洪景山 蔡佳伶 Michael  Barlage Fei Chen 

高解析土壤資料同化系統之效能評估 
 

 
 

ii

0918/0918m_01.pdf
0918/0918m_02.pdf
0918/0918m_03.pdf
0918/0918m_04.pdf
0918/0918m_05.pdf
0918/0918m_06.pdf
0918/0918m_07.pdf
0918/0918e_01.pdf
0918/0918e_02.pdf
0918/0918e_03.pdf
0918/0918e_04.pdf
0918/0918e_05.pdf


14:45 – 15:00 
魏士偉  洪景山 
    全球分析資料初始化為 WRF 初始場之過程探討 

 

15:00 – 15:30 休息 Tea Break    

天氣模擬與預報(Ⅱ)      柏拉圖廳  主持人：蕭玲鳳  陳建河 

15:30 – 15:45 
陳雲蘭, 劉欣怡 

高解析度統計降尺度預報方法研究 

 

15:45 – 16:00 
林欣弘  林沛練 

WRF 雷達資料同化對颱風短時定量降雨預報之效益評估 
 

16:00 – 16:15 
蔡金成 蕭玲鳳 陳得松 包劍文 

Hurricane WRF 模式於西北太平洋颱風預報之初步測試研究 
 

16:15 – 16:30 
謝銘恩 張龍耀 蕭玲鳳 李清勝 Ted Iwabuchi  郭英華  張昕林 
    WRF-Var 資料同化系統之 GPS 掩星折射率資料處理對颱風路徑預報之影響 

 

16:30 – 16:45 
王潔如  蕭玲鳳  Zhiquan Liu  Hui Liu  李清勝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對颱風預報之初步分析 

 

16:45 – 17:00 
江宙君  陳嬿竹  吳德榮 

定量降雨系集預報加值分析-以 2012 年 6月梅雨鋒面為例 
 

9 月 19 日（星期三）   （Wednesday ,Sep 19 , 2012）于氣象局 

天氣模擬與預報(Ⅲ)   會議室 310    主持人：張博雄  黃椿喜 

09:00 – 09:15 

黃椿喜 呂國臣 洪景山 

系集預報系統在氣象局鄉鎮精緻化預報之應用 

 

09:15 – 09:30 
蔡宜珊  呂國臣 

鄉鎮預報初步校驗分析 
 

09:30 – 09:45 

蔡禹明  陳姿瑾  呂國臣  黃椿喜 

應用 ARMOR 方法於台灣強降雨事件定量降水預報之研究 

 

09:45 – 10:00 

葉世瑄  呂國臣 

    中央氣象局 1993～2011 期間降雨預報之校驗 

 

10:00 – 10:15 

鄭安孺  李天浩  顧欣怡  陳怡彣 

    即時溫度資料品質檢覈 

 

10:15 – 10:30 

馮智勇  劉家豪  陳雲蘭 

    客觀分析法地面溫度案例分析 

 
 休息 Tea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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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模擬與預報(Ⅳ)   會議室 310    主持人：鳳雷  馮欽賜 

10:45 – 11:00 

江晉孝  馮欽賜  張昕 

觀測資料對中央氣象局 WRF 模式預報誤差影響之評估 

 

11:00 – 11:15 

陳怡儒 林沛練 

利用 WRF 3DVAR 同化雷達徑向風對 2011 年南瑪都颱風模擬之影響 

 

11:15 – 11:30 

林忠義, 劉嘉騏 

雷達資料同化於極短期定量降雨預報之研究 

 

11:30 – 11:45 

陳嬿竹  張龍耀  蕭玲鳳  江宙君  蔡金成  王潔如  鳳雷  李清勝  郭鴻基  楊明仁   

黃清勇 

台灣地區定量降雨系集預報技術 
 

11:45 – 12:00 

林欣弘 林沛練 于宜強  

模式地形重建對颱風降雨模擬之影響 

 
12:00 - 13:30 午餐 Lunch Break  

天氣模擬與預報(Ⅴ)   會議室 310    主持人：廖杞昌  蔡甫甸 

13:30 – 13:45 
郭閔超  李孟軒  蔡甫甸  

中央氣象局 2003~2011 年官方定量降水預報之分析與探討 
 

13:45 – 14:00 
廖杞昌  顧凱維 

2011 年台灣北部區域環流之模擬研究 
不公開

14:00 – 14:15 
艾寧靜  劉清煌 

颱風與季風共伴之環境場研究 

 

14:15 – 14:30 

Mei-Hsin Chen  Yong-Run Guo  Chin-Tzu Fong 

Analysis of Balance/Unbalance Parts of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Option 3 

and Option 5 
 

14:3 0 – 14:45 

劉明禮 

盛夏至仲秋臺灣與近海強烈熱帶氣旋波動的分裂型波變 

 

14:45 – 15:00 

劉明禮 

活躍於臺灣近海與山脈的熱帶氣旋波動波變特徵—複合、分裂與角動量守恆 

 

15:00 – 15:15 
休息 Tea Break   

 張貼論文發表(3 樓中庭) 
 

天氣模擬與預報(Ⅵ)   會議室 310    主持人：葉大綱   

15:30 – 15:45 

葉大綱 王傳盛 蕭棟元 洪景山 蔡雅婷 

利用 GPS 反演大氣可降水及年變化分析 

 

15:45 – 16:00 

張惠玲 楊舒芝 王溫和 陳嘉榮 

LAPS 系集降水機率預報之經濟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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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星期三）   （Wednesday ,Sep 19 , 2012）于氣象局 

大氣監測與分析(Ⅰ)   會議室 311  主持人：蒲金標  張保亮 

09:00 – 09:15 

張保亮 林品芳 

雙都卜勒雷達合成風場在颱風環流之應用分析 

 

09:15 – 09:30 

蒲金標  黃榮輝  邵勰 

西北太平洋颱風活動與月球赤緯變化之分析研究 

 

09:30 – 09:45 

劉崇治  陳良德 

衛星影像處理技術在颱風強度估算之應用研究 

 

09:45 – 10:00 

曾吉暉 鳳雷 

新型一維雷射式雨滴譜儀及二維光學式雨滴譜儀之雨滴譜粒徑分佈觀測比較 

 

10:00 –10:15 

戴志輝 張培臣 林博雄 

台灣陸地閃電時空特性分析 

 

10:15 – 10:30 

王安翔、陳泰然、張智昇、龔楚媖 

台灣梅雨季之北中南區降雨規模與水氣通量分析比較 

 
 休息 Tea Break  

大氣監測與分析(Ⅱ)    會議室 311  主持人：李育琪  黃維智 

10:45 – 11:00 
許皓淳 黃維智 陳志鵰 

臺灣地區防災降雨雷達網建置計畫 
 

11:00 – 11:15 
程維毅 林博雄  高述國 

以數位相機進行松山機場盛行能見度測定之探討 
 

11:15 – 11:30 
梅可忠 林博雄 

利用台北 101 金融大樓探討都市邊界層特性之初探 
 

12:15 - 13:30 午餐 Lunch Break  

氣象防災與應用(I）    會議室 311  主持人：陳永明  謝明昌 

13:30 – 13:45 
于宜強 張智昇 李宗融 王安翔 龔楚媖 

從 0610 豪雨水災應變談氣象服務 
不公開

13:45 – 14:00 

張智昇 于宜強 

颱風路徑預報不確定性校驗法於氣象防災風險管理之應用 

 

14:00 – 14:15 
李宗融 于宜強 龔楚媖 

鄉鎮降雨規模推估方法之研究 
不公開

14:15 – 14:30 
李欣輯 魏曉萍 楊昇學 劉俊志 陳永明 林李耀 葉克家 

極端天氣模擬事件之災害衝擊分析 
不公開

14:30 – 14:45 

蘇元風 劉俊志 鄭克聲 陳永明 

氣候變遷下颱風季節降雨事件特性之差異 

 

14:45 – 15:00 
江申 蘇元風 朱容練 陳淡容 鄭兆尊 傅金城 

氣候變遷情境下臺灣水文設計之影響評估 
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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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 15:15 
朱蘭芬 張靜貞 陳永明 

颱風與台灣稻作損失關聯之探究 
不公開

15:15 – 15:30 
休息 Tea Break    

張貼論文發表(3 樓中庭) 
 

9 月 19 日（星期三）   （Wednesday ,Sep 19 , 2012）于氣象局  

海象測報與應用(Ⅰ)    會議室 617  主持人：鄧中柱  林燕璋  

13:30 – 14:00 
鄧中柱 

On measuring ocean surface waves 
不公開

14:00 – 14:15 
方盈智 王冑 楊穎堅 郭天俠 唐存勇 

運用高頻雷達觀測臺灣東北海域表面海流研究 
 

14:15 – 14:30 
陳昭銘 毛正氣 劉進順 黃韋豪 

中央氣象局浮標與衛星之觀測風浪特性比較 
 

14:30 – 14:45 
張志強 

風湧浪觀測之分析研究 
 

14:45 – 15:00 
謝佳穎 王冑 蘇國政 孫漢宗 王弼 

利用 X-Band 雷達研究暴雨事件下之回波物理機制 
不公開

15:00 – 15:15 
施孟憲 饒國清 滕春慈 黃清晢 

從資料浮標觀測資料探討七股澎湖海域水溫特殊變化 
 

15:15 – 15:30 休息 Tea Break  

海象測報與應用(Ⅱ)    會議室 617  主持人：吳祚任  楊穎堅 

15:30 – 15:45 
吳祚任 

臺灣海域近岸風暴潮溢淹預報模式之開發與與研究 
 

15:45 – 16:00 
朱啟豪 

藍色公路海象資訊系統介紹 
 

16:00 – 16:15 
于嘉順 尤皓正 陳琬婷 朱啟豪 滕春慈  

西北太平洋作業化海流模式之發展 
不公開

16:15 – 16:30 
蕭登倨 陳昭銘 鍾天勝 

基隆-福州航路之海氣象特性分析 
 

16:30 – 16:45 
許城榕 陳炫杉 陳陽益 

風浪及湧浪方向波譜劃分於海象預報的應用 
 

16:45 – 17:00 
陳進益 

鄉鎮潮汐預報作業 
 

12:00 – 13:30 午餐 Lunch Break  

9 月 20 日（星期四）   （Thursday , Sep 20 , 2012）于氣象局 

高山氣象與應用(Ⅰ)   會議室 310  主持人：劉清煌  林博雄 

09:00 – 09:15 
劉清煌 

2011 年 11 月南湖山難期間之天氣分析 

 

09:15 – 09:30 
廖純慧 呂國臣 顏香玉 

原鄉圓鄉氣象服務 
 

09:30 – 9:45 
張譯心 林博雄 魏聰輝 謝新添 

雪山冬季降雪之微氣象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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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5 – 10:00 
張振生 魏聰輝 賴彥任 沈介文 林博雄 張譯心 

雪山高山生態系山谷風分布特性 
不公開

10:00 – 10:15 
賴彥任 洪志遠 魏聰輝 余瑞珠 莊振義 林博雄 蔡明哲 王亞男 

溪頭通量站通量來源貢獻區初探 
不公開

10:15 – 10:30 休息 Tea Break  
高山氣象與應用(Ⅱ)   會議室 310  主持人：李育棋  呂國臣 

10:30 – 10:45 
黃成健 林建寬 謝新添 

玉山氣象站人工及雷射式雪深計觀測資料分析 
 

10:45 – 11:00 
宋紹良 李育棋 

由雪霸自動氣象站氣溫資料分析看高山氣象特徵 
 

高山氣象論壇         會議室 310  主持人：阿浪滿拉旺  林博雄  李育棋 

11:10 –12:00 

1.  氣象局”遙地氣象站”空間分布現況與未來規劃 

2.  臺灣地區高山氣象觀測站需求與資料分析應用 

3. “山地預報”現況與願景 

4. “氣象預約”服務現況與願景(擴大到國內山難搜救以及國外高山攻頂的氣象支援) 

5. “政府組織再造”各公務部門氣象觀測網整併的看法 

 

9 月 20 日（星期四）   （Thursday , Sep 20 , 2012）于氣象局 

氣候監測與預報 (Ⅲ)  會議室 311  主持人：朱容練  曾建翰 

09:00 – 09:15 

John Chien-Han Tseng, Hsing-Kuo Pao, Faloutsos Christos 

The Typhoon Track Classification in El Niño/La Niña Events 

 

09:15 –09 :30 
李思瑩  盧孟明 

近三年（2010 -2012）東亞冬季季風特徵分析與比較 
不公開

09:30 –09 :45 
吳宜昭  黃柏誠  張振瑋  朱容練 

2011/2012 年台灣春季降雨特性分析 
不公開

09:45 –10 :00 
劉昭民 

2011 年 11 月台灣異常氣候之氣象分析 
 

10:00 – 10:15 

林定宜 

台灣北部對流風暴之氣候研究 

 

 休息 Tea Break  
氣候監測與預報 (Ⅳ)   會議室 311  主持人：陳重功  陳孟詩        

10:30 – 10:45 
謝佳穎  陳韻如  劉俊志  陳永明  朱容練  黃柏誠 

應用天氣衍生器評估台灣區域氣候變遷情境下之日資料極端特性 
不公開

10:45 – 11:00 

蕭立朋 余嘉裕 

全球暖化對颱風活動之影響:西北太平洋與北大西洋之比較 

 

11:00 – 11:15 
林宜穎 鄭兆尊 Masato Sugi 

以 MRI-AGCM 動力降尺度結果推估未來臺灣地區極端溫度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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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 11:30 

陳淡容 鄭兆尊 Masato Sugi 

以 MRI-AGCM 的氣候模擬結果推估未來臺灣地區颱風降雨的變遷 

 

11:30 – 11:45 

張振瑋 朱容練 吳宜昭 黃柏誠 

氣候變遷現象分析與推估之整合應用-以春季不降雨日為例 

 

張貼論文(3 樓中庭) 

大氣監測與分析  
柳再明 

農業氣象觀測網的日射量觀測 

 
張儀峰 陳世嵐 

近 30 年之氣象局探空觀測與資料初步檢視 

 
呂高森 陳萬金 汪建良 

結合衛星微波及紅外線資料估算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即時定量降水 

 
天氣模擬與預報  

陳宇能, 涂絹琪 ,陳景森, 林沛練, 林博雄  

2008 地形影響季風降雨實驗期間兩劇烈降水事件的比較 

 
張語軒 張庭槐 吳蕙如 

預報成員選取對貝氏模型平均法預報的影響 

 
張培臣  林裕豐  張大耀 

2012 年 5 月 12 日宜蘭地區超豪大雨事件個案分析 

 
任亦偉  王信富  陳文倩 

運用 WRF 針對臺灣中北部地區低能見度及低雲幕個案之數值模擬 

 

氣候監測與預報  

紀雍華 盧孟明 

2009 至 2010 阻塞高壓特徵之分析 

 
劉邦彥 林沛練 莊漢明 

中央氣象局一步法海氣偶合氣候預報模式之 30 年 AMIP 積分測試以及大氣通量修正 

 
陳重功 羅存文 

CWB 短期風能動力統計預報模式的開發 

 

 
 
 
 
 
 
 
 
 
 

9 月 19 日 

（星期三） 

15:10— 

9 月 20 日 

（星期四）

12:00 

 

沈孟妍 呂金璋  李明旭 

應用短期氣候預報於春耕乾旱休耕決策之探討-以大漢溪供水系統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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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葦茵 王玉純 李明旭 

應用季長期天氣預報推估高雄地區登革熱流行趨勢 

 
韓宛容  簡均任  李明旭 

應用氣候統計降尺度預報資料推估石門水庫入流量 

 
高山氣象與應用  

 

Ching-An Chiu  Po-Hsiung Lin  Chun-Kai Hsu  Ze-Hao Shen 

A new bioclimatic index: Associating temperature sum with thermal sea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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