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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摘要資料表 

計畫中文名稱 城鄉尺度數值預報之初步評估 

計畫編號 MOTC-CWB-99-2M-11 

主管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執行機構 Metsoft Corporation 

年度 99 執行期間 99 年 3 月 11 日至 99 年 12 月

31 日 

本期經費 

(單位：千元) 

780 

預定（％） 實際（％） 比較（％） 執行進度 

 100 70 -30 

預定(千元) 實際(千元) 支用率（％） 
經費支用 

780 546 70 

計畫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研究助理 

 Ms. Diane Boomer 

  
研究人員 

陳世欽 

  

報告頁數  使用語言 中文 

中英文關鍵詞 城鄉尺度、數值模擬、天氣預報 urban scale, numerical simulation, 

weather prediction 

研究目的 (簡述研究計畫之目的及意義，約 300 字。) 

針對目前氣象局發展中災害天氣之短期預報解析度的不足，並

配合氣象局全球動力模式解析度提高與多模組系集預報的計

畫，我們建議在現有短期數值預報系統的基礎上引進高解析度

非靜力之中尺度數值模式。本計畫將以一年的時間，發展並掌

握大台北及附近山區 1 公里解析度的數值預報及對 2009 年的實

驗預報作一個初步驗證。  

研究成果 (說明研究之具體成果，約 800~1000 字，並附一張圖說明。) 

本計畫開始至今雖然才 8 個月，進展相當順利。我們已經

成功的做了北台灣地區 1-km 網格距（如附圖）7 個月的降尺度

模擬。這個模擬是先在計畫主持人的平行計算機上完成一個月

的模擬測試，然後把同一個模式引入氣象局的平行計算機完成

後續的５個月模擬。初步結果顯示這個解析度的區域模式似乎

能模擬大台北盆地地區可辨認的小尺度天氣環流。受到台北盆

地周圍高山阻隔及導流影響下的局部氣流有明顯的日夜變

化。經過初步與有限的地面測站比較及分析，這些在台北盆地

及週遭山區氣流的變化符合受地形及日照輻射影響下該有的



區域性環流。我們發現初步的模擬結果甚為有趣。雖然在短短

九個月時間我們無法及時完成模擬結果和觀測數據的比對，可

是我們已經把模式成功的移轉到氣象局的平行計算機平台

上，而且完成了 2009 年 7 個月的模擬。我們將在下個年度專注

在模擬的驗證跟改善以為日後城鄉尺度天氣即預報做先遣的

研究準備。 

 

 

 

 

 

 

 

 

 

 

 

 

 

 

圖：MSM 1-km 台灣北部地區模擬區域。山獄高度單位是公尺。

 

具體落實應用

情形 

(說明成果之價值與貢獻、技術移轉、應用推廣等情形，約 300

字。) 

本計畫可為日後數值模式和預報方法提高精確度並為區

域分析初始場的發展奠定良好的基礎，從而建立嶄新高解析度

非靜力的台灣地區城鄉預報作業系統。 

本計畫主持人 7 月回台參加天氣預報及分析研討會，並與

委託機關配合人員蕭志惠博士合作，在氣象局的 IBM 平行計算

機平台上，組裝 MSM 成功。模式用先前完成的模擬試車無礙。

引進 MSM 至氣象局將有助於未來的分工及模式的本地化。我

們也與台大吳明進教授和中正大學的廖杞昌教授組成一個

MSM 使用者小團隊進行研究成果及經驗交流。 

 

計畫變更說明 計畫原先只針對春冬鋒面系統做 2-公里解析度的模擬。可是因

模式似乎能掌握尺度在 5 公里左右的小雷雨系統，我們決定增

高解析度至 1-公里並探討模式模擬台北地區暖月份夏日午後雷

陣雨的能力。我們增加並完成了 2009 年 5 至 10 月份的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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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後原因 因計畫主持人美國的研究室今年八月開使進行為期 6 個月的整

修，整個研究室關閉，影響了計算機的使用及計畫主持人工作

時間的分配，本計畫後半段的進度落後。驗證的工作無法及時

推行。 

檢討與建議

(變更或落後

之因應對策) 

 

(以下接全文報告) 

 

一. 初步成果 

為了日後發展台灣地區城鄉預報作業系統並為區域分析初始場的發展奠定

良好的基礎，我們初步檢驗大台北及附近山區 1 公里解析度的數值模擬。 本計

畫的數值預報採用氣象局全球預報模式輸出當 Meso-scale Spectral Model (MSM, 

Juang 1998)的初始及邊界強迫場。MSM 是莊漢明博士根據目前是美國 NCEP 全球

及區域靜力平衡模式(GSM/RSM)發展出來的一個非靜力平衡模式。模式基本架構

和氣象局的區域譜模式很類似。適合 10 公里以下解析度的模擬。 

 預報實驗地區選定為北台灣及附近山區如圖-1 所示。定形高度等值線值顯

示於圖右，以公尺為單位。整個模擬區域涵蓋 136x136 個 1-km 網格點。經過一

公里譜模式調和過的地形，北台灣的特殊的地貌仍可以從圖-1 分辨出台北盆地、

外圍的七星山（盆地北方）、觀音山（西南方）、東北－西南走向的雪山山脈、甚

至連淡水河及基隆河都清晰可見。我們的模擬是從 NCEP 官方的 T382（25-km) 預

報初始場先做 5-km 的降尺度模擬，再進一步降尺度到 1-km 的模擬。 

我們初步的工作已完成了 2009 年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及五至十月的模

擬。夏季初期的模擬碰到模式最底層，由於地表物理參數化過程的計算不穩定，

導致模式運算爆機。我們縮減時間差分初步排除這個問題，完成了計畫預定的計

算。這個問題已經轉交模式原作者莊漢明博士作為日後模式的改進。基本上來

說，我們是這個模式的先行者。目前尚無任何的使用者在如此的小尺度上做模擬

計算。除此小插曲，模式的其他模擬相當的穩定，未發現不合理的模擬值。這個

25-km 經 5-km 到 1-km 網隔距的模擬在研究主持人的平行計算機組，設定、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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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最後成品的計算花了兩個月完成。1-km 網隔距的模擬最費時，每一天的模擬，

就需 16 個小時的計算時間。如圖-2 所示，移植到氣象局的 IBM 平台, 所需時間

只需 9.5 小時。當 128 枚 CPU 同時計算，積分時間縮減至預報作業可接受的 1.4

小時。 

模式結果的初步分析相當的有趣，尤其在地區性環流的日夜變化有相當好的

掌握。比如，圖-3.a 顯示台北盆地四周在微弱綜觀尺度環流影響下，清晨兩點

10 米高的地面風場。為了凸顯局部流場，我們只擷取了圖-1 台北盆地風場，並

隔點標示風向量。因晚間輻射散熱引起的下山風、陸風以及經由山谷阻隔效應沿

淡水河出海的匯流風清楚可見。白天下午的模擬更可以看到有趣的日夜對比。圖

3.b 顯示當日下午兩點的 10 米地面風場。海風經七星山／觀音山的導流作用，

由淡水河及基隆河谷進入台北盆地，受雪山的阻擋在迎風面上產生了近地面個小

氣渦漩。這個小渦漩在午時先在近山頂處生成，然後西移至台北盆地與沿著淡水

河谷及基隆河谷的入侵的海風匯流成一個顯著的渦旋。最後往西北方淡水河方向

出海。可是當綜觀天氣的影響顯著時，這種日夜變化所產生的局部環流就不甚明

顯。 

我們已著手比對模擬和觀測場。圖 4 和圖 5 顯示台北及淡水逐時 10-m 風場

及溫度場的時間序列。因為可用觀的測站觀測值正陸續到位，圖 4 的台北觀測站

其實暫時用永和站代替，而圖 5 的淡水觀測則使用鄰近的社子站值。兩圖可見日

夜溫度變化模擬得相當好，尤其是清晨 7 點開始的增溫。可是地點的差異可能使

風場比對沒有代表性，不過似乎過午後的海風模擬得較好，但夜晚風速模擬顯然

高估，風向方面模擬場及觀測值也較不一致。我們將更有系統的對所有可能蒐集

到的測站資料對模擬場做一個全面性的比對分析。不過目前這個模式在其他地區

的模擬也顯現了夜間模擬風速過高的現象。跟 NCEP 模式物理參數化人員研討的

結果，我們認為可能是不合理地表植被及土壤類別所引起的物理機制模擬誤差。

模式更進一步的改善將繼續和 NCEP 人員合作。 

模擬如此小尺度環流除了建立日後在城鄉尺度預報上的能力外，這個實驗也

能協助我們改進以往模擬降尺度局部環流氣候所遭遇的困難。比如 Le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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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所示，在模擬台灣地區降尺度的過程中因為開始的全球分析場解析度過於

粗糙，第一層的局部模式免不了涵蓋了熱帶及太平洋副高壓地區。因為模式針對

熱帶對流強度模擬的不足，導致太平洋副高壓整個往西擴張。影響台灣夏季氣候

最巨的西南氣流也跟隨著副高西移。結果西南季風由中南半島直接進入中國西

南，夏季充沛的水氣無法進入台灣地區。我們的實驗，因為從較高解析度的分析

場開始降尺度，模式範圍的設定可以較小，避免了上述涵蓋熱帶對流強盛地區的

問題。如同下列月平均場所示，台灣地區的夏季季風模擬，在這個高解析度模式

的模擬顯然改進了不少。 

圖 6 為 MSM 1-km 台灣北部地區 2009 年 5 月至 10 月月平均地面 10-m 風場

的模擬結果，其中色階表示等風速區。由月平均的大尺度環流來看，2009 年 5

月台灣北部主要為偏東風，台灣海峽上轉微弱的東北風。6、7 月明顯的展示西

南氣流遭遇台灣陸地及高山後的繞流。8 月西南氣流轉弱，台灣北部及海面開始

由偏南風轉偏東風。9 月再度回到偏東風，到了 10 月轉變為以東北風為主的環

流形態。這個大尺度盛行風的季變化比 Lee et al. (2005)使用 RSM 及 Reanalysis I 

當初始和強迫場來得真實些。區域地形的作用以桃園新竹台地及蘭陽平原最為明

顯。當大尺度環流為偏東風時（如 5、9、10 月），受到中央山脈及林口台地的阻

擋桃園新竹台地的地面風有減弱的情形；相反的當偏南氣流盛行時（如 6、7 月），

對桃園新竹台地的地面風有加強的作用，可是台北盆地月平均風速相對的減弱。

當偏南風盛行時對蘭陽平原的地面風也有明顯的加強作用。8 月台灣受莫拉克颱

風的侵襲，月平均風的可信度因為模式不克模擬颱風大為減低。但台灣北部及海

面受到颱風前和颱風後不同風向的抵消作用，月平均風速明顯的削弱。 

圖 7 為 MSM 1-km 模擬之淡水（黑色實線）及台北（紅色實線）2009 年 5

月至 10 月逐時地面 10-m 徑向風速（U，m/s）。如月平均風速圖 6 所示，5、9、

10 月盛行東風（負值逕向風），6、7、8 月月平均逕向風接近零，符合圖 6 的月

平均分速圖。所有月份都顯示海陸風的變化，尤其是 6、7 兩月。其他月份充其

量只是白天（00GMT~12GMT)削弱的陸風。基本上 5、9、10 月淡水、台北都是

從雪山往淡水外海的陸風。雖然我們不指望 MSM 模擬颱風，可是 8 月初可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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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看到莫拉克外圍環流的影響，在 9 號左右逕向風急速轉向。8 月 12 日後，風

速也逐漸減弱。雖然在圖 7 我們可以明顯的分辨出海陸風，可是台北與淡水間西

風（東風）發生時間的先後從屬關係不是太清楚。若能適當的將大尺度系統的變

化與日變化做尺度上的分離，當可更清楚看出台灣北部地區海陸風環流日夜變化

的相互關係。 

我們初步的研判，海陸風模擬的正確與否可能決定台北盆地內的夏日雷雨系

統模擬的成敗。雖然我們對當今模式的降雨機制不是很有信心，尤其是夏日對流

強盛的小雷雨胞的熱力模擬，目前模式的對流參數化是否能掌握如此小尺度的模

擬有待日後檢驗。但模式的降水形態仍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圖-8 為 5 月至 10 月的模式月累積降水與 TRMM 衛星大範圍降水觀測的比

較。8 月的降水因為前面所提莫拉克颱風過境的因素，我們排除這個月分的比較。

由圖可見，雖然兩者的解析度有相當大的差異，導致模擬降雨量有呈較大值以及

小尺度的分布，可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得出大範圍降水的相似及不相似處。當 5

月微弱東北環流風時，模式主要的降水在雪山及中央山脈山頂向風處，觀測則偏

東部外海。台北盆地觀測及模擬都沒有明顯的降水。6 月受梅雨滯留鋒面的影響，

模式及觀測都有一條從中央山脈往北延伸至台北盆地的降雨帶，並且隨伴一區在

新竹台地至西岸的乾區。模擬跟觀測的差異在於七星山往外海的模擬降水區，觀

測值顯示此降水區移至台灣西北外的台灣海峽。進入 7 月，觀測的降雨型基本上

和 6 月相似，只是強度減弱不少，另外台灣東北角的乾區加深且變廣。MSM 模

擬的中央山脈雨區則向南萎縮，蘭陽平原的乾區變寬且往海岸外延伸。最值得注

意的是台北盆地，一條降東西向的雨帶由雪山山脈西面往觀音山南面坡發展，最

後出海。這條雨帶還伴隨一條在雪山山脈南支西向坡往南延伸的雨區，及兩條沿

著基隆河以及淡水河走向的較弱雨帶。台北盆地內的這些條狀雨帶，在 TRMM

的觀測全然不見。未來和降雨觀測站的較驗，我們就可以清楚的明瞭倒底是

TRMM 觀測場解析度不夠，還是模式的錯誤降雨機制造成如此的降雨型。 不過

這些雨帶或許是如圖-3 所示的一系列夏日對流雷雨系統所造成，而不是地形舉昇

雨。因為這些雨帶的中心區都在地勢較低的山坡或台北盆地內，雨帶基本上是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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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過北邊的七星山及盆地西邊的觀音山。9、10 兩月，觀測場顯示雨區由台灣東

南部及外海往台灣東北角移動。模擬場就顯得雜亂，降水區集中在高山區。 

解釋這樣的觀測及模式降水型，單單由逐月累積雨量來分析是不足的。我們

計畫由模式的逐時輸出變數值，用統計法來分離大尺度及小尺度降水模型。使用

模式輸出值有較完整的時間序列及空間分布樣本來作統計分析，另外降尺度的模

擬更有上層粗網格的“母場“作為理想狀況下可做參考的大尺度場。這些分析將

有助於我們了解模式的能力及缺失，以做日後城鄉尺度預報的參考。詳細工作步

驟，在下一節的後續工作中作進一步的闡述。 

 

二. 後續工作 

我們的研究進展初期順利，雖然整個計畫執行時間被壓縮成 8 個月，我們仍

如期完成前半段預定的進度。 初步的分析顯示模式似乎能掌握尺度在５公里左

右的小雷雨系統。我們決定擴大計畫內容，增加探討模式模擬台北地區暖月份非

颱風天夏日午後雷陣雨的能力。除了最初的 3 月份模擬，我們目前已完成了 2009

年 5 至 10 月份的模擬。初步分析的結果顯示模式模擬出台北盆地在強勢及弱勢

大環境環流下受局部地形影響的氣流，基本上來說，除了 8 月莫拉克颱風影響下

的模擬可信度有待質疑外，3、5、9、10 月的東及東北盛行風下及 6、7 月的西南

盛行風下的兩組模擬將是極佳的對照組。東及東北盛行風組還可分為副高加強中

的春季組及副高減弱中的秋季組。此外，因為模式採逐時輸出，我們將有足夠的

採樣本來強化日夜變化的統計結果。這個進展鼓舞我們下一步和觀測值的驗證。 

我們將探討局部氣流及氣旋是否會改變在各類綜觀尺度天氣影響下的城鄉

尺度進地面的環流、氣溫和降水。為此，我們原先計畫使用的氣象局北部地區（板

橋、淡水、鞍部、台北、竹子湖、基隆、及澎加嶼）7 個一級地面測站資料稍嫌

不足，我們已經蒐集了這個地區 28 個二級氣候站地面觀測站資料來進行與模式

的比對。這部份增加的工作將針對台北夏日午後雷雨的產生和局部環流的關係 

(Lin et al 2010)做詳細的分析。依照原計畫第一階段後半部的工作，模擬結果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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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觀測場，在觀測點上先進行時間波譜分析來定量 1 公里和 5 公里解析度的模

擬，在日夜變化的主要頻率和觀測點在溫度和風速的誤差。頻率分析將採東北盛

行風及西南盛行風兩組分別進行。我們的猜測是，當西南風盛行時，台北盆地因

為受周圍台地的阻格效應影響，可能較能顯示出日夜變化的強烈對比，不過誤差

也可能會相對的變大。另外 1 公里模式因為可以更正確的解析台北盆地的複雜地

形，可能要比 5 公里的模式更能明顯的模擬出受地形輻射日夜變化的 24 小時週

期環流。這些優缺點及模式該補強處可提供給動力研發計畫當指標，作為日後參

考改進的重點，也可了解日後發展城鄉尺度預報的模式解析度極限。 

　 系統性的驗證全球/中尺度模式的模擬和預測已經在氣象界存在了幾十

年，可是對超高解析度模式的驗證至今仍缺乏一個有理論基礎的研究；究其原

由，最大的困難之一乃在於對分布不夠密集的觀測資料不能有效率的擷取其空間

變異數(spatial variance) 的特性。Kyriakidis et al. (2001) 實驗了位在北加州網格距

1 公里的一個 360x360 區域，從 1981 年 11 月到隔年 1 月間使用了地學統計 

(geostatistical) 的方法來分析 NCEP/NCAR 分析場及觀測站資料的降水特性。他們

以回歸(regression) 為基礎，比較了最小平方法和地學統計步驟計算出來的降水空

間變異度(spatial variability)；結論是：集合觀測、高解析度地形、及統計模式就

可得出更正確的降水分布圖。接著更進一步的推論：如果輸入的氣象模式降水能

比他們使用的 2.5°粗網距更細的話，降水場的空間分析應可以更精準。 

據此，我們並將在下階段開始進行計畫使用的地學統計方法 (Kyriakidis et al., 

2001) 來分析此區模擬場的空間變異特性。逐步分析、辨認、了解模擬誤差的來

源。 Kyriakidis et al. 的分析方法簡單的來說就是用地學統計模式把空間隨意變化

場 Z(u) 當做一個代表平均值的可決定因子(deterministic component) m 再加上一

個與平均值差異的隨機因子 (stochastic component) R(u) (Journel and Huijbregts 

1978)： 

 

     Z (u) = m (u) + R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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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Z 固定不變性(stationarity) 的假設下，m 在場內各處應是常數。但這個假設

顯然不適用於降水場或隨地形高度變化的溫度場，所以我們允許 m 隨 u (空間) 

而變化。 Kyriakidis et al. (2001) 提供了數個決定 m 的方法，我們將依最有利最

適合的情況下，挑選並修改其計算方法。其實當我們使用降尺度模擬場來做分析

時，有個先天的優勢。也就是說這個代表平均值的 m(u) 可用大尺度分析場或第

一層降尺度粗網格 (5km) 的模擬來取代。理論上嚴格來說，如果模式沒有潛在

的模擬誤差，全球分析場或粗網格模擬場應該就是這個指定的大尺度場，而區域

模式模擬場應該就是這個大尺度場及小尺度場的總和。可是 Chen (2001) 已指出

降尺度的氣候模擬因為強迫場和區域模式物理的不一致性，會導致模式產生了大

尺度的誤差。這個模式的誤差就算沒有比原來輸入的氣候變化值大，量值也相

當。蕭和莊(2002) 還有 Kanamaru and Kanamitsu (2007) 也提出類似的大尺度環流

誤差辨認及修正的方式。在這裡我們可以使用模式粗網格的強迫場（母場）來當 

m(u)，能更進一步的分辨出因為不當模式物理所造成的大尺度場。當然，如果應

用這個地學統計法來分析觀測場時，我們就沒有了這個使用模擬場的優勢。不過

從模擬場分析的經驗，我們應該更能掌握如何處理觀測場。下一年度我們尚未計

畫做觀測場的地學統計分析。目前我們只有地面觀測站的觀測值，可是這個地學

統計方法需要有格點場，才能確保各個格點在計算下列各式的共變異數 

(covariance) 時有相同比重。而格點場需要有龐大複雜的三度或四度空間同類化

(assimilation) 分析場，這不是我們這個超小團隊能負擔的。計畫開始之際，

我們曾想利用氣象局的都譜勒脈衝雷達的觀測來做風場的地學統計分析。可是牽

涉的另一學科科技實非我們區區兩人在短短幾個月能如期完成，遂作罷，留待日

後有充沛人力支援時再計。 

決定了平均場後，經由殘差(residual) 就可以計算得出來隨機因子 

 

     R (u) = Z (u) – m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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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利用移位(displacement) h 計算出空間自體共變異數(autocovariance)  

 

     C (h) = E [ R (u) R (u+h) ]    . 

 

另外一個表現空間自體共變異數的方式，是用 semivariogram γ(h): 

 

     γ (h) = var [ Z (u + h) – Z (u) ] / 2   , 

 

這裡 var 是變異數的運算元(operator)。根據自體共變異數函數上式可改寫成 

 

     γ (h) = C (0) – C (h)   .  

 

這個地學統計方法最特殊的地方在於使用母數函數(parametric function) 來模

式化 semivariogram (e.g. Cressie 1911)。 Kyriakidis et al. (2001) 訂定了一個可以很

容易分辨出小尺度跟大尺度外貌結構的 semivariogram 模式，從看似複雜的空間

降水分布資料中，分出大小尺度的結構，對模式氣候模擬和預報的驗證、日後模

式的改進、和建立模式初始場的同化 (data assimilation) 將有決定性的貢獻。我們

將使用模式的溫度，降水及風場 (streamfunction) 來做分析。使用不同的物理場

可收反覆驗證之效。比如，溫度場本身因為地表高度的不同，已經有其內在且可

直接辨認的小尺度場。溫度場分析的結果可以用來確認 Kyriakidis et al. 地學統計

方法在其他參數的通用性。 

目前利用超高尺度氣象模式來做此類的地學統計分析，本計畫將是氣象界非

常少數的先行者之一，技術性上未知的困難將不可避免，而挑戰性的研究是可以

預期的。這計劃日後將對降水及近地面物理模擬過程可能的不足、數值模式和預

報方法的改進，及區域分析初始場的發展奠定基礎，從而建立新高解析度非靜力

之台灣地區城鄉預報作業系統。但顯然這些工作工程浩大，只能持續至未來的幾

年，更需要其他研發人員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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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1：MSM 1-km 台灣北部地區模擬區域。山獄高度單位是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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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MSM 1-km 台灣北部地區 1 天的模擬使用 16, 32, 48, 64, 96, 和 128 枚 CPU

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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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a：MSM 1-km 台灣北部地區地面 10-m 風場模擬。山獄高度單位是公尺。圖

右下方顯示 20 m/sec 的單位風速向量長度。UTC 時間標示在圖標題最右方。

18UTC 是台北當地時間 2009 年三月十六日清晨兩點。 

 

 

圖-3.b：如圖 3.a , 08UTC 是台北當地時間 2009 年三月十六日下午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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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MSM 1-km 台北測站模擬(綠色 MSM)及地面觀測(紅色 RAWS)的 (a)10-m

風場(m/s)及(b)2-m 溫度場（˚C )。逐時時間序列從 2009 年三月 16 日當地時間零時

至 17 日零時。 

 

 
圖-5：如圖 4 , 淡水模擬(綠色 MSM)及地面觀測(紅色 RAWS)的 (a)10-m 風場(m/s)

及(b)2-m 溫度場（˚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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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6：MSM 1-km 台灣北部地區 2009 年 5 月至 10 月月平均地面 10-m 風場模擬，

其中色階表示等風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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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圖-6：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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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圖-6：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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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7：MSM 1-km 模擬之淡水（黑色實線）及台北（紅色實線）2009 年 5 月至 10

月逐時地面 10-m 徑向風速（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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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圖-7：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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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圖-7：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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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8: (a) TRMM 衛星觀測及(b) MSM 模擬之 2009 年 5 月累積降水。降水單位為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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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8: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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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8: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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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8: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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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8: 續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