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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台灣地區劇烈天氣可大致分為颱風季節的強風和豪雨、梅雨季節的豪

雨、鋒面附近中尺度對流系統，以及伴隨雷雨的冰雹、閃電等。氣象雷達

是偵測與即時預報此類劇烈天氣最重要的工具，本計畫將以先進的雷達資

料，包括偏極化雷達參數及都卜勒雷達參數，發展劇烈天氣預報技術。偏

極化雷達可以觀測雨滴的粒徑分布、形狀及降水粒子的分類，採用偏極化

雷達參數可以求出正確的降雨公式、降雨率，並且可以校驗氣象局雷達的

回波降雨公式。 

由於中大雙偏極化雷達在2004年氣象局計畫支助下建置完成，從2005

年參與北部降水觀測，因此延續 2004 年計畫目標，我們繼續發展總合偏

極化都卜勒雷達、雨滴譜儀網、雨量計網，進行北部雷達資料先進品質改

進。並繼續發展最佳降水的估計方法，提供雨量產品傳給水利署及氣象局。 

因此本計畫主要的目標為發展偏極化雷達硬體技術及軟體分析能

力，從基本學理上改進中央氣象局目前雷達網連所使用的降水估計技術，

建立雷達觀測資料的資料校驗系統，並做為未來氣象局全面發展偏極化雷

達之前驅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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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從 1996年中央氣象局五分山 WSR-88D雷達架設，到 2002年全省雷

達網正式作業以來，氣象局已提供雷達降水估計的產品。但是從這幾年觀

測結果發現降雨率越大雷達降水估計低估越嚴重，在山區及地形遮蔽處誤

差亦較大。主要原因有兩個：(1)目前 WSR-88D級的都卜勒雷達網連，由

於無法提供較完整的雲物理資訊(如雨滴的分布)，對定量降水估計仍然有

很大的誤差；(2)由於台灣地形多山，在許多地點因阻擋無法正確測出回波

值。2003年氣象局與 NSSL(National Severe Storm Laboratory) 合作引進

QPESUMS系統，可直接將雷達資料做適應地形起伏的即時資料品管，更

進一步做地形阻擋削弱回波的處理，並加上雨量計網修正，以求取較佳的

回波值及雷達降水估計。這些新的處理確實可以對第二種誤差有所改善，

但對第一種誤差仍有瓶頸待克服。 

從有氣象雷達開始觀測降水系統，已有無數的研究指出，由於雨滴譜

分佈的不同，單一的雷達回波值會對應不同的降雨率，也就是不同的雨滴

分佈特性會有不同的 Z-R 關係。這個基本的問題，使得單一公式計算雷達

降水估計有其不準確性。從雨滴譜的研究已十分清楚，必須掌握雨滴譜的

參數方能導出正確的 Z-R 關係，因此隨不同季節、不同地理位置甚至同一

降水系統內不同的降雨特性區，都會有不同的雨滴譜參數。1990 年代開

始，雷達氣象界為突破這個物理限制，在 Bringi et al.(1991),(1998) Goddard 

et al.(1982) Herzegh et al.(1992) Illingworth et al.(1987),Selilga etal.(1986), 

Zrnic etal.(1999) Ryzhkov et al.(1995)等人的推動下，研發一種新型的氣象雷

達—雙偏極化雷達(或譯雙偏振雷達)，此種雷達可解決一般都卜勒雷達無

法直接探測雨滴譜參數的困境，也是現在全省雷達網在時空變異中採用正

確 Z-R 公式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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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計畫第一年最重要的部分，即為將中央大學都卜勒雷達系統進一

步升級為偏極化/都卜勒雷達已於 2004年 11月完成，圖 1 即為使用氣象局

計畫經費購買之為中大雷達天線承載接收器。結合雨滴譜儀和雙偏極化雷

達的觀測，可以大幅改善雷達降水估計變異性的問題，因此本計畫本年

(2005年)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將發展偏極化雷達硬體技術及軟體分析能力，

從基本學理上改進中央氣象局目前雷達網連所使用的降水估計技術，建立

雷達觀測資料的資料校驗系統，並做為未來氣象局全面發展偏極化雷達之

前驅研究計畫。 

      

圖 1：中大雷達天線承載接收器。 

今年計畫以颱風時期北部降水估計之改善為目標，並將結果送往中

央氣象局作為參考。偏極化雷達目前為氣象學界所認同之較新科技，以

下為偏極化雷達之優點： 

1. 偏極化都卜勒雷達所提供之多種參數( ZDR, KDP )，可進一步瞭解

降水系 統中水相粒子之形狀、雨滴譜分布等特性，因此可以正確估

算雨量。 

2. 偏極化都卜勒雷達參數 KDP（由偏極化電磁波相位求出），可以克

服因地形對雷達電磁波因部分遮蔽產生回波強度低估的誤差。 

3. 偏極化雷達所提供之粒子特性類別分類可以分辨冰晶、冰雹、過冷

水、雨滴，也可為災變天氣提供更確切的預報。 

4. 偏極化雷達可分辨地形回波、海面回波、昆蟲回波等非天氣回波的

能力，提供雷達資料先進品質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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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以下為今年工作項目說明： 

(a) 調整檢驗雷達系統： 

（1） 遠場波柱分布實測 

（2） 觀測策略調整 

（3） 訊號處理策略調整 

(b) 建立偏極化參數資料品管程序： 

（1） ΦDP相位摺疊修正、相位資料平滑修正。 

（2） 以ΦDP做 ZDR衰減修正。 

(c) 發展偏極化雷達降水最佳估計方法： 

（1） 比較雨滴譜儀與偏極化雷達導出之三參數 N0、 、

m 並做校驗。 

（2） 統計偏極化雷達參數導出之 Gamma分布三參數

N0、 、m。 

(d) 建立偏極化參數資料計算降水估計流程。 

(e) 提供雷達系統 240小時給中央氣象局由局內人員使用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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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計畫成果計畫成果計畫成果計畫成果 

 

本計畫的工作項目中，第一階段以調整檢驗雷達系統為主，其中包

括：遠場波柱能量分布測試、觀測策略調整及訊號處理策略調整；第二階

段主要建立雙偏極化雷達資料的品管程序，包括ΦDP相位摺疊修正、相位

資料平滑修正及以ΦDP修正 Zdr 衰減修正；最後一個部分則以偏極化參數

所得之降雨率結果為主。在此次期末報告中將針對上述各點之結果做說

明。 

 

3.1調整檢驗雷達系統調整檢驗雷達系統調整檢驗雷達系統調整檢驗雷達系統 

3.1.1遠場波柱能量分布測試遠場波柱能量分布測試遠場波柱能量分布測試遠場波柱能量分布測試 

本計畫於 94 年 5 月 17 日至 26 日期間，由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雙偏極化雷達硬體及訊號處理

專家：Dr. Jeff Keeler，擔任中央大學雙偏極化氣象雷達系統調校及最佳化

的主要顧問。5 月 17 至 26日期間，主要的工作為雙偏極化雷達天線遠場

波柱能量分佈（far-field beam pattern）測試，並調整天線的 OMT 端，以期

得到較為對稱的雷達天線遠場波柱能量分佈，如圖 2、3、4 及 5，經三次

的測試結果，由於以第一組的結果較佳，因此最後決定以第一組為最終方

案，並於第四次的測試中得到驗證，詳細測試結果如附件一。這個測試的

主要成果在確認 co-polar ZHH 及 ZVV 主波柱的對稱性，以及副波柱是否在

空間分布上相似； cross-polar ZHV 及 ZVH 在主波柱中心點呈現最小值，經

仔細驗證確認天線可以執行雙偏極化的觀測。同時與中科院在近場測試換

算出之遠場分布比較(圖 6 請注意需順時鐘方向旋轉 90度後比較)，結果十

分接近，表示安裝天線及天線罩並未造成天線波柱分配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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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第一組雙偏極化雷達天線遠場波柱能量分佈測試 

 
圖 3：第二組雙偏極化雷達天線遠場波柱能量分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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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第三組雙偏極化雷達天線遠場波柱能量分佈測試 

 

圖 5：第四組雙偏極化雷達天線遠場波柱能量分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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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水平及垂直偏極化二維波柱能量平面分佈圖（two dimensional beam pattern） 

 

3.1.2 觀測策略調整觀測策略調整觀測策略調整觀測策略調整 

從 2004年 12 月開始由於天線在某些角度會有晃動狀態的出現，因此

初期維持在 5 度高度角以下觀測，對於離雷達 20 公里內的降水系統無法

觀測到較高的結構。在 2005年 5 月後雷達天線機械問題方面，經 Dr. Jeff 

Keeler檢視後，建議在天線的配重部分作調整，調整配重後，天線在仰角

方向晃動的問題即獲得改善。因此在 5、6 月梅雨季節中做過多次深對流

的觀測，高度角可以到 13度，並且每個小時做一次垂直觀測作為 ZDR偏差

值的校驗。圖 7(a)~(l)為從高度角 0.5度開始每一個高度角所換算出來的降

雨率，圖 7(a)可看出在方位角 100度~250度之間有地形的阻隔隨著高度角

的增加，阻隔夾角逐漸縮小，在到達 4 度時除少部分山區外，雷達均可觀

測(圖 7 (h))。詳細比對 3 度以上的結果，降水確實有逐漸減少的趨勢，應

該是由於雷達觀測的高度過高所致。從這個個案推測未來應採取組合不同

方位角的最佳高度角的資料產生平面的降水估計圖。如在下一個小節討論

時間策略時，比對太閣南站的結果就是採用 3 度高度角的結果(圖 8)，顯示

在這個高度上仍能非常正確的求出降雨估計，未來將更詳細的逐站比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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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方位角的最佳高度角。 

 

 

 

 

圖 7(a) 圖 7(b) 

圖 7(c) 圖 7(d) 

圖 7(e) 圖 7(f) 

圖 7(g) 圖 7(h) 

圖 7(a)~(h)：高度角 1.5度~4.0度反演降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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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雨期間每 10分鐘完成一次體積掃描，比對雨量計的每 10分鐘累

積資料，如 5 月 12日太閣南站的結果(圖 8a)，會在少數的時間點上，雷達

降雨高估或低估的情形發生(在 12個小時內有 3 個時間點發生)，與南瑪都

颱風時每 4 分鐘的結果比較起來較差，可能是因為時間解析度太粗造成。

但在每小時累積雨量的結果準確性仍十分高相對誤差在 15%內(圖 8b)。 

圖 7(i) 圖 7(j) 

圖 7(k) 圖 7(l) 

圖 7(i)~(l)：高度角 4.5度、5.0度、6.5度以及 8.0度反演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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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b)：太閣南站小時累積雨量時間序列圖。 

圖 8(a)：太閣南站降雨率時間序列圖，時間間隔為每 10 分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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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泰利颱風期間，應氣象局的要求進行高時間解析度的測試，以

平地區為目標保持 1 度高度角每 40秒轉一圈，將採取每 40秒、2 分鐘、4

分鐘間隔計算雨量與雨量計網比對，作為以後降水估計時間間隔策略的依

據，此部分計算仍在進行中。 

 

3.1.3 訊號處理策略調整訊號處理策略調整訊號處理策略調整訊號處理策略調整 

由於此雷達在 2004年升級時，經費不足將已 15年齡的發射機更換，

因此大部分的時間採用 250Hz PRF方式觀測，訊號處理策略在 5 月份經 

Dr.Jeff Keeler調整後一直保持如附件二的條件進行觀測，在發射機更換的

部分，今年已完成發射機的採購程序，在新發射機抵達後(明年 3 月)，再

進行訊號處理策略的調整。 

 

 

3.2 雙偏極化雷達資料雙偏極化雷達資料雙偏極化雷達資料雙偏極化雷達資料品管品管品管品管程序程序程序程序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3.2.1 ΦΦΦΦDP相位摺疊修正相位摺疊修正相位摺疊修正相位摺疊修正、、、、相位資料平滑修正相位資料平滑修正相位資料平滑修正相位資料平滑修正 

    在處理偏極化雷達資料摺疊修正、相位資料平滑修正之前，首先選取

相關係數大於 0.90的資料，這個過程可以濾除水相粒子造成的雜訊：如建

築物、山脈、海浪等，結果相當的理想，比用都卜勒雷達利用地形風速較

小濾除地形回波的方法有效率並且十分正確(圖 9)。從全年的資料看來，在

複雜地形情況下，可以深入研究適當的相關係數閥值，此部分在明年計畫

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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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a)ZDR原始資料(b)以  HV>0.95過濾後之 ZDR 

(c)  HV 原始資料(d) 以  HV>0.95過濾後之  HV 

 

因為雷達是藉由反射回到雷達的電磁波來偵測差異相位差，所以雷達

偵測到的為總差異相位差 DpΨ ，造成差異相位差的來源有三，可表示為

δφφ ++=Ψ DPDP 0 ，其中 0φ 為雷達系統本身的起始(offset)差異相位差，亦即

兩偏極化電磁波在離開雷達時即擁有的差異相位差， DPφ 為兩電磁波在雷

達和觀測區之間往返時，由沿路上的水象粒子的前散射電磁波所累積的差

異相位差，當電磁波從觀測區返回雷達時，它是包含觀測區的水象粒子的

反散射(backscatter)電磁波疊加在內的，此分量造成的差異相位差為δ 。  

DPΨ 首先需解決折疊(folding)問題，中大雷達觀測的 DPΨ 累積超過 0180 後

即會有折疊發生，雷達記錄的 DPΨ 會跳至 00 再繼續累積，參考圖 10(a)，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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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折疊外，若要定量的使用 DPφ ，還必須找出 0φ 的大小以及從 DPΨ 中濾除

掉δ 。劉慈先(2002)使用 17 點平滑的方式來濾除δ 獲得不錯之效果，因此

本研究也利用 17 點平滑的方式來濾除δ 。同時也建立了 DPΨ 的去除折疊

(unfolding)的方法流程。此樣本為 2004/12/04 3點 26分在 099 方位角單 beam

的 m
DPΨ 隨距離的變化圖，橫軸代表電磁波遠離雷達的距離，PH代表雷達觀

測的總差異相位差(圖 10(a))，PU代表經過去折疊處理的總差異相位差(圖

10(b))，PS代表 PU經過 17點平滑後的情形(圖 10(c))，在圖中可明顯看出

DPΨ 在距離雷達 70~90公里處應折疊發生振盪的情況，經過資料處理後 PS

場為最後的結果已可完善的處理折疊以及將δ 濾除。圖 11顯示ΦDP相位摺

疊在修正前(a)、修正後(b)的平面圖。 

 

 

 

 

 

 

 

 

 

 

 

圖 10：ΦDP相位摺疊在修正前(a)、修正後(b)、濾除後向散射(backscatter)電磁波

造成的差異相位差δ 之ΦDP相位(c)及相關係數(d)。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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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ΦΦΦΦDP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ZHH 及及及及 ZDR 衰減衰減衰減衰減 

因為水象粒子會損耗電磁波的能量，這會導致觀測到的 HZ 有低估的情

形，若要定量使用 HZ 和 DRZ ，必須先將 HZ 和 DRZ 兩者因能量衰減而低估的

部分修正回來。Bringi et al.(1990)利用散射模擬發現， HZ 、 DRZ 的衰減量

和 DPφ∆ 之間有良好的線性關係，在本計畫中採用 C-band常數修正 ZDR 的

辦法，利用ΦDP相位不受衰減及地形遮蔽影響的特性，來修正回波 Z 及差

異反射率 ZDR，其結果如圖 12、13，分別為修正前(圖 12)及修正後(圖 13)

之回波強度 Z(a)、差異反射率 Zdr(b)、ΦDP相位(c)及相關係數(d)。 

 

圖 12：修正前之回波強度 Z(a)、差異反射率 Zdr(b)、ΦDP相位(c)及相關係數(d)。 

(a) 

(b) 

(c) 

(d) 

圖 11(a)：ΦDP相位摺疊在修正前 圖 10(b)：ΦDP相位摺疊在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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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修正後之回波強度 Z(a)、差異反射率 Zdr(b)、ΦDP相位(c)及相關係數(d)。 

 

而由以上的結果顯示，中央大學研究團隊以具備ΦDP相位摺疊修正、

相位資料平滑修正及以ΦDP修正 Zdr 衰減修正的技術。 

 

3.3 雷達估計降水雷達估計降水雷達估計降水雷達估計降水 

雙偏極化雷達估計降水的原理請見附件三。    

 

3.3.1 偏極化雷達反演雨滴譜結果偏極化雷達反演雨滴譜結果偏極化雷達反演雨滴譜結果偏極化雷達反演雨滴譜結果 

圖 14 為利用南港雨滴譜儀上方偏極化參數( HZ 、 DRZ 、 Λ−µ 關係式)

所推出的雨滴粒徑分布與南港雨滴譜儀觀測的粒徑分布之比較，以及以偏

極化參數所反演粒徑分布再利用附件三公式(7)所計算出降雨率的比較。 

圖 15則為採用 DPK 、 DRZ 、 Λ−µ 關係式。比較圖 14和圖 15的結果，採用

DPK 、 DRZ 、 Λ−µ 關係式比採用 HZ 、 DRZ 、 Λ−µ 關係式所估計的降雨率準

確性較高。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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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4(a)：：：：南港雨滴譜儀在南港雨滴譜儀在南港雨滴譜儀在南港雨滴譜儀在 1:19分觀測的四分鐘雨滴粒徑分佈圖分觀測的四分鐘雨滴粒徑分佈圖分觀測的四分鐘雨滴粒徑分佈圖分觀測的四分鐘雨滴粒徑分佈圖。。。。             

降雨率降雨率降雨率降雨率=51.0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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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4(b)：：：： ),,Z( muDRR 1:19分在南港站上方分在南港站上方分在南港站上方分在南港站上方 21個資料點反演的雨滴粒徑個資料點反演的雨滴粒徑個資料點反演的雨滴粒徑個資料點反演的雨滴粒徑

分佈圖分佈圖分佈圖分佈圖。。。。平均降雨率平均降雨率平均降雨率平均降雨率=29.4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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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5(a): 南港雨滴譜儀在南港雨滴譜儀在南港雨滴譜儀在南港雨滴譜儀在 1:19分觀測的四分鐘雨滴粒徑分佈圖分觀測的四分鐘雨滴粒徑分佈圖分觀測的四分鐘雨滴粒徑分佈圖分觀測的四分鐘雨滴粒徑分佈圖。。。。            

降雨率降雨率降雨率降雨率= 51.0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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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5(b): ),,( muDRKDR 1:19分在南港站上方分在南港站上方分在南港站上方分在南港站上方 21個資料點反演的雨滴粒徑個資料點反演的雨滴粒徑個資料點反演的雨滴粒徑個資料點反演的雨滴粒徑 

分佈圖分佈圖分佈圖分佈圖。。。。 平均降雨率平均降雨率平均降雨率平均降雨率=52.2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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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偏極化雷達反演降水估計流程偏極化雷達反演降水估計流程偏極化雷達反演降水估計流程偏極化雷達反演降水估計流程 

整合以上的結果發展偏極化雷達反演降水的流程如下： 

(1) 選取相關係數  HV 大於 0.95的資料點之偏極化參數資料包括

ZHH、ZDR、KDP作為降水估計的原始資料。此步驟可以過濾

非降水信號。 

(2) 利用  DP修正 ZHH、ZDR衰減 

(3) 利用  DP變化特徵做 ZHH、ZDR偏差修正 

(4) 以附件一中的方法利用 ZHH、ZDR、KDP反演雨滴譜三參數並

求取降雨率 

(5) 利用 ZHH、ZDR、KDP理論式直接求取降雨率 

(6) 計算小時累積雨量 

 

附件四為今年觀測日期，以下以 2004年冬颱南瑪都及今年 5 月 12日

梅雨以及馬莎颱風作為範例。 

 

3.4.1 冬颱南瑪都冬颱南瑪都冬颱南瑪都冬颱南瑪都 

冬颱南瑪都是中大偏極化雷達所觀測到的第一個強降水個案，南瑪都

在台灣南端時，一個雨帶經過台灣的東北角，此緩慢移動的雨帶呈南北走

向，此語帶為大範圍的層狀降水所包圍，最強的回波約為 45dBZ，ZDR 約

為 2dB，KDP約 3°~6°/km顯示雨滴平均粒徑約為 1.5~2.0左右，在 KDP較

大處雨滴的濃度較高。相對於 ZHH 及 KDP場有明顯的帶狀分布，在雨帶內

外 ZDR則顯得較為雜亂缺乏強烈的對比，此結果顯示在颱風降水中對流雨

帶內外雨滴的粒徑差別很小，而主導雨量大小的原因主要來自雨滴個數的

多寡。圖 16(a)並列反演粒徑分布( DPK 、 DRZ 、 Λ−µ 關係式)求得的雨量與

雨滴譜儀的比較，同時也加入了修正衰減及偏差產生降雨率差異的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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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代表原始資料，○代表經過衰減修正，+代表經過衰減及系統偏差修

正)。圖 16(b)採取傳統回波換算降雨率 Z=300 R1.4公式，16(c)採取 KDP換

算降雨率，圖 16為 11個小時時間序列，結果仍以 DPK 、 DRZ 、 Λ−µ 關係

式結果最佳。圖 16為南港站，圖 17為四堵站的比較結果。 

圖 18 為 ),,( muDRKDR 所反演的累積雨量圖，累積時間為個案分析時

間的前三小時，主要強降水都產生在此期間，圖上的數字為各測站在同時

間內的累積雨量，從圖中可以看到， ),,( muDRKDR 不僅能捕捉到整個大面

積累積雨量的變化趨勢，在強水水區的雨量上也和雨量站非常的接近，這

也顯示了 ),,( muDRKDR 在做大面積估計降水的適用性。 

比較平地與山區反演雷達降水估計可看出在雷達電磁波仍有部分能

量傳遞回來的情況下，以偏極化雷達參數反演的降雨率，山區與平地的準

確性相差不大，從三小時的累積雨量可以明顯看出此結果。但如果以單一

的回波估計降水山區的低估十分嚴重，而偏極化參數仍可正確反演雷達降

水估計。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結果，證實偏極化雷達相位參數可以克服電

磁波衰減及地形造成部分阻擋產生的降水低估現象。同時傳統的都卜勒雷

達以單一回波參數估計降水十分依賴地面雨量計網的校驗，因此在海上或

山區雨量計稀少甚至完全沒有的地區降水估計十分困難，在圖 18 中可以

看到偏極化雷達可以彌補雨量計缺乏地區的降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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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a)：南港站採用 DPK 、 DRZ 、 Λ−µ 關係式所求降雨時間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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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b)：採用 ZHH關係式所求降雨時間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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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c)：採用 KDP關係式所求降雨時間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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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a)：四堵站採用 DPK 、 DRZ 、 Λ−µ 關係式所求降雨時間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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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b)：採用 ZHH關係式所求降雨時間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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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c)：採用 KDP關係式所求降雨時間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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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南瑪都颱風 3 小時累積雨量，彩色為雷達反演，數字為雨量站。 

 

3.4.2 梅雨強降水個案梅雨強降水個案梅雨強降水個案梅雨強降水個案 

5 月 12日一道梅雨鋒面經過台灣北部，鋒面附近的中尺度對流系統，

在新竹苗栗地區造成超大豪雨(三灣日雨量>400公厘)，中央大學偏極化雷

達從凌晨開始觀測，並於本地時間 10點左右採取最高高度角 10度策略，

蒐集此深對流系統之各種參數。早上 6 點在離雷達以西 100 公里的海面

上，觀測到一對流系統，此系統在 8 點時候形成南北走向的雨帶，以每小

時 30公里的速度朝西邊繼續前進。在 10點左右此降水系統已登陸新竹苗

栗，並且從 10點到 12點 2 個小時內逐簡演化成一個東西走向近似滯留的

系統。圖 19為 5 月 12日本地時間 08時~23時每小時累積雨量，由於此降

雨區在雷達站南方的山區，因此均用 3 度角的資料來顯示，從圖中可看出

偏極化雷達的估計雨量與雨量計網的比較，對於強降水有很好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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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a) 

圖 19(b) 

圖 19(a)、(b)：2005年 5 月 12日本地時間 08、09時，高度角

3.0度反演降雨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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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c) 

圖 19(c)、(d)：2005年 5 月 12日本地時間 10、11時，高度角

3.0度反演降雨率分布圖 

圖 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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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f) 

圖 19(e) 

圖 19(e)、(f)：2005年 5 月 12日本地時間 12、13時，高度角

3.0度反演降雨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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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h) 

圖 19(g) 

圖 19(g)、(h)：2005年 5 月 12日本地時間 14、15時，高度角

3.0度反演降雨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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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j) 

圖 19(i) 

圖 19(i)、(j)：2005年 5 月 12日本地時間 16、17時，高度角

3.0度反演降雨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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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l) 

圖 19(k) 

圖 19(k)~(l)：2005年 5 月 12日本地時間 18、19時，高度角

3.0度反演降雨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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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n) 

圖 19(m) 

圖 19(m)~(n)：2005年 5 月 12日本地時間 20、21時，高度角

3.0度反演降雨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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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o) 

圖 19(p) 

圖 19(o)~(p)：2005年 5 月 12日本地時間 22、23時，高度角

3.0度反演降雨率分布圖 



 32

3.4.3 馬莎颱風個案馬莎颱風個案馬莎颱風個案馬莎颱風個案 

馬莎颱風在 8 月 5 日凌晨在台灣東北部海面經過，強勁的西北風造成桃

竹苗縣山區以及台中、南投縣均發生超大豪雨，台中縣、新竹縣單日累積雨

量接近 500厘米，中大偏極化雷達在 5 日早上 10點開始觀測，從高度角 3度

角的資料可以看到遠至台中縣北部的降水(圖 20)，圖 20(j)及圖 20(k) 顯示 20

時及 21時每小時的累積雨量，明顯可看出在新竹縣及台中縣有兩大降雨區，

以上 2個個案面積雨量的累積誤差仍在進行，將在結案報告中提出。 

圖 20(a) 圖 20(b) 

圖 20(c) 圖 20(d) 

圖 20(e) 圖 20(f) 

圖 20(a)~(f)：2005年 8 月 5 日本地時間 11~16時，高度角 3.0度反演降雨率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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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g) 圖 20(h) 

圖 20(i) 圖 20(j) 

圖 20(k) 圖 20(l) 

圖 20(m) 圖 20(n) 

圖 20(g)~(n)：2005年 8 月 5 日本地時間 17~24時，高度角 3.0度反演降雨率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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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雷達系統維護訓練雷達系統維護訓練雷達系統維護訓練雷達系統維護訓練 

今年 5 月計畫邀請 Dr. Jeff Keeler講授偏極化雷達原理及維護程序(見

附件五)，其中包括：天線遠場測試(詳細內容請參考 3.1.1)、基座平衡天線

配重、調整天線上下限角度、檢查發射端強反射回波的原因、檢查天線進

行平面掃描及垂直掃描馬達運轉狀態、進行太陽校驗、利用信號產生器太

陽雜訊以及垂直觀測校驗 ZDR場，氣象局雷達技術人員全程參與。並於今

年 1 月至 11月間與氣象局保持密切聯繫調整觀測策略(參考 3.1.2)，測試降

水產品所需最佳的時空解析度，結果並將於雨量計網比較，以供氣象局參

考。 

 

圖 20(o) 圖 20(p) 

圖 20(o)~(p)：2005年 8 月 6 日本地時間 01、02時，高度角 3.0度反演降雨率

分布圖 



 35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本年度氣象局本計畫的經費主要用於顧問維護訓練費及技術人員人

事費，以及小部分雷達零件備件。未來偏極化雷達的觀測將連線氣象局，

如何維持系統的長期運轉，改善雷達定量降水估計及預報將是明年最主要

的目標。詳細工作項目如下： 

 

 

4.1 桃竹苗山區掃描策略的精細評估桃竹苗山區掃描策略的精細評估桃竹苗山區掃描策略的精細評估桃竹苗山區掃描策略的精細評估 

由於今年計畫的經驗得知桃竹苗山區由於地型的複雜性，需詳細計算

觀測的最佳方位角及高度角，擬於明年計畫中詳細檢查統計不同高度角

 HV 的值，比較在強降水及弱降水系統的差異，並且逐站評估不同高度角

所得降雨率的正確性。整合這兩種統計決定計算降水時的方位角高度角組

合(hybrid)。對於掃描的時間解析度，將同時顧及對深對流雲物理觀測造成

體積掃描時間較長以及低層觀測降水需較短的時間間隔之需求。初步的策

略在降水系統仍在外海時，可採取時間間隔較長、高度角較多的策略；如

強降水已移入氣象局雨量站較少的區域時，則盡量採取高度角較少、時間

間隔較短的策略，並評估效益。 

 

 

4.2不同天氣系統不同天氣系統不同天氣系統不同天氣系統偏極化參數的偏極化參數的偏極化參數的偏極化參數的特性差異特性差異特性差異特性差異 

利用偏極化雷達所得之 Gamma雨滴譜參數，研究不同降水型態之

Gamma參數的特性變化，如  、m、N0，在颱風、梅雨是否有不同之上、

下限範圍，了解降水系統是否因季節、地理位置、回波分佈型態而有基本

的物理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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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立校驗流程建立校驗流程建立校驗流程建立校驗流程 

(A) 校驗系統之建立：將以上的結果建立校驗流程，包括偏極化雷達資

料品管、計算方法與雨量站網面積雨量校驗流程。 

(B) 相位資料改善回波值調校：在偏極化參數內之  DP、KDP為相位導出

之資料，不受儀器功率調校或地形削弱的影響，可協助五分山雷達

偵測系統的調校誤差。 

(C) 相位資料改善地形阻擋：在山地受地形阻擋而削弱的回波，可以

 DP、KDP 觀測即時調校，亦可以長時期統計差異，做為定量降水估

計調整之參考。 

 

 

4.4 培育雷達基本人才及訓練計畫培育雷達基本人才及訓練計畫培育雷達基本人才及訓練計畫培育雷達基本人才及訓練計畫 

此雷達之建置過程，主要是結合四方面的人員： 

a. 中央大學雷達相關教授、技術人員 

b. NCAR/ATD雷達科學家及工程師 

c. 中山科學院工程師 

d. 氣象局雷達氣象人員及技術人員 

在本計畫建置過程中，以上的台灣的人員可透與國內外協力廠商及顧

問訓練課程，學習到雙偏極化硬體、軟體及氣象應用方面的知識。此部分

進行十分成功，今年的訓練課程中，包括發射機、接收機、訊號處理器、

系統整合、資料處理等軟硬體瞭解及維護能力大為增加，對台灣雷達基礎

建設有很大幫助。因為此雷達為研究用雷達，可提供觀測平台以及各種有

關雷達掃描策略、雙偏極化觀測研究、維護的訓練等人才培訓。對國內各

大學及研究單位均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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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由於此雷達為十分先進的觀測，國內雷達氣象界對偏極化參數的校驗

及使用尚在十分粗淺的階段，因此在未來極需進行的訓練包括：偏極化雷

達系統校驗、偏極化雷達操作程序訓練、偏極化雷達資料品管與分析、偏

極化雷達資料雲物理分析及雨量估計方法。因此將在未來聘請國外專家來

台訪問，舉行課程講授及實務訓練，以提昇國內對偏極化雷達使用能力。

進一步達到，改善雷達降水估計及中尺度數值模式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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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一一一一：：：：中大雷達中大雷達中大雷達中大雷達 Antenna Beam Pattern量測程序報告量測程序報告量測程序報告量測程序報告 

 

中大雷達 Antenna Beam Pattern量測程序報告 

一、架設『測試訊號源』 

1-1 選擇鄰近一棟高度相當的建築（距離約 5、600公尺），將用來當作『測

試訊號源』的 Horn Antenna架設於腳架上。 

 1-2 將 Signal Generator輸出連接到 Horn Antenna上。 

二、測試訊號源與雷達天線對準 

2-1 將 Horn Antenna 轉至所欲量側的極化方向（H 或 V，若欲量測 HH 或

VH 時，則調成水平 H，若欲量測 HV 或 VV 時，則調成垂直），並瞄準

雷達天線，開啟 Signal Generator。 

2-2 雷達天線對準測試訊號源 

1. 雷達以接收狀態（關閉 Radiate）對 Horn Antenna大概的方向轉動方位角

作接收，找出測試訊號源的相對方位角。 

2. 將雷達天線擺至測試訊號源的方位角，改以擺動雷達天線仰角找出測試

訊號源的相對仰角。 

3. 將雷達天線仰角及方位角轉到前兩步驟所求得的相對角度，即可對準測

試訊號源。 

2-3 再將測試訊號源對準雷達天線 

1. 轉動 Horn Antenna腳架的水平角，於雷達接收端觀測，當接收到的信號

強度最大時，即是 Horn Antenna的水平角對準雷達天線的角度。 

2. 同上，改以轉動 Horn Antenna腳架的仰角，將轉動 Horn Antenna仰角對

準雷達天線。 

3. 同上，改以微調 Horn Antenna極化角度，使其極化角度與雷達天線一致。 

4. 調整好三個角度後，此時測試訊號源與雷達天線即能完全地對準。 

三、量測 Beam Pattern 

3-1 設定雷達接收指令如下： 

TASK CONFIGURATION -> BEAM，垂直角 0 度~20度， 接收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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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3-2 下達前述接收指令，開始正式進行量測，並繪出結果。 

3-3 重複前述第二、三項動作，分別完成所需之 HH、HV、VH、VV 的 Pattern

量測 

四、結果分析及雷達天線調校 

  依結果分析，調整雷達天線的 Feeder，重測 HH、HV、VH、VV 的 Pattern，

直到求出完好的值。 

 

5/18/2005 Set up the 

equipments for 

Antenna Pattern 

The received RF signal was too weak 

(-53dbm) , the Spectrum Analyzer can’t be 

used to get the rcv level ,so we couldn�t find 

the Antenna Gain. 

Find the Antenna 

Pattern 

1. Using the Ascope Utility to get the rcv 

level. 

2. See “Steps for antenna pattern” for steps 

& results. 

5/19/2005 

Analyze the pattern. 1. For co-polar patte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in lobe and the side-lobes 

should be large(30 db is better, but we 

have only 25 db). The side-lobes should 

be symmetric(both location and level) 

around the main lobe(we have a larger 

side-lobes at the vertical axis). 

2. For cross-polar pattern, the main lobe 

should be symmetric around the central 

point and the level should be much 

smaller than the co-polar main 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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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e the direction 

of the antenna feed 

and find the antenna 

pattern. 

move the feed a little to the left of the 

reflector. See “Steps for antenna pattern” for 

steps & results. 

 

5/20/2005 Chane the direction 

of the antenna feed 

and find the antenna 

pattern. 

move the feed a little to the right side of the 

original location. See “Steps for antenna 

pattern” for steps & results.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antenna feed 

and find the antenna 

pattern. 

1. See “Steps for antenna pattern” for steps 

& results. 

2. The feed doesn’t come back to the 

original position, so we have to move the 

feed again. 

5/21/2005 

Analyze the pattern. The original feed position is the best. 

5/22/2005 Check the 

transmitter’s power 

and spectrum 

1. FIG6 is the spectrum of xmt and reverse 

power. 

2. The reverse power decayed with time 

from -12.9 dbm to -23.1 dbm. It is strange 

and Mr Kuo-lang Chang of CWB said the 

value of the power meter is the most 

accurate when it’s just attached to the 

signal source. 

5/22/2005 Take the traffic light 

and lightening rod off 

the radome. 

1. Chi-non went up out of the dome to take it 

off. 

2. The 2 holes used to fix the light have to be 

re-s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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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to calibrate the 

receivers using a 

signal generator. 

1. Disconnect the WG between the feed and 

AMR’s wave splitter. Inject a signal from 

the splitter and change the level of the 

signal, then we can get a plot of input 

signal and IF received signal. The receiver 

can be calibrated using this plot. 

2. The method listed above failed because 

the Zauto utility can plot only 1 sample. 
 

3. By the manual, Zauto can operate with a 

signal generator, so we have to read the 

manual again and find how to do it. 

5/23/2005 

Change the default 

attenuation setup of 

the receiver 

Using a command “setup –host rvp8” on a 

X-terminal of IRIS host. 

Using Zauto and 

build-in noise source 

to calibrate the 

receivers 

1. The build-in noise source can be 

controlled by the receiver option in the 

BITEX utility. 

2. The procedures of calibration is listed in 

Table2. 

A seminar with CWB 

people 

Talking about what Jeff has done with the 

NCU’s radar. 

5/24/2005 

Zdr calibration Do vertical-pointing scan tasks and generate a 

product. Observe the Zdr and exclude some 

interference values. The values between 0°~ 

50°, 120°~230° and 280°~320° are reliable. 

5/24/2005 Adjust the 

weight-balance of 

radar 

Using the iron bricks. 

5/25/2005 Try to solve the 

overshooting of AZ 

1. Use a command “antx” on a X-terminal of 

IRIS host to enter the TTY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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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L. RCP8. 

2. Use “pservo el” “pservo az” to adjust the 

servo control algorithm. 

3. The antenna doesn’t overshoot in EL now, 

but still does in AZ. 

A seminar with CWB 

people 

1. Talking about the Zdr bias detection and 

calibration using the observing data of 

NCU’s radar. 
 

2. A new technique of using random phase 

coding to expand the detection range of 

radar. 

5/25/2005 

Suggestions Lots of assignments 

Listed in Table 3 

 

 

Steps for Antenna Pattern 

1 Change the AZ & EL direction of the horn antenna(horizontal polarized) to get 

a max value on Ascope utility of IRIS. 

2 Change the AZ & EL direction of the RADAR to get a max value on Ascope. 

3 Rotate the horn antenna to get a min cross_polarized value on Ascope(need to 

be 30 db lower). 

4 Start a task “Beam_H” to get a co-polar Pattern. 

5 Start a task “Beam_V” to get a cross-polar Pattern. 

6 Generate the beam product “BEAM_HH” & “BEAM_HV” 

7 Change the horn antenna to vertical polarization. Repeat step 1~5. 

8 Generate the beam product “BEAM_VH” & “BEAM_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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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ope results for Step 1 & 2 

1. Horizontal Polarized 

 

2. Vertical Pol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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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for task “BEAM_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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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for task “BEAM_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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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s for product  

“BEAM_HH” 、“BEAM_VH” 、 �BEAM_HV”&“BEAM_VV” 

1.Choose “Type”�”BEAM” 

 

 

2.Select “TASK Name”�”BEAM_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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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ve as “BEAM_HH” when the Horn is horizontal polarized & “BEAM_VH” 

when the Horn is vertical polarized. 

 

4. .Select “TASK Name”�”BEAM_V” 

 

5. Save as “BEAM_HV” when the Horn is horizontal polarized & “BEAM_VV” 

when the Horn is vertical pol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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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訊號處理範例訊號處理範例訊號處理範例訊號處理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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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偏極化雷達降水估計原理偏極化雷達降水估計原理偏極化雷達降水估計原理偏極化雷達降水估計原理 

 

1.1 偏極化雷達之基本原理偏極化雷達之基本原理偏極化雷達之基本原理偏極化雷達之基本原理 

雙偏極化雷達的基本原理是利用雷達發射水平及垂直兩種偏極化

之電磁波，並可分別接受水平及垂直偏極化之回波。由於水相粒子尺寸

形狀之多變，從小水滴到大水滴時，隨著雨滴成長演化，會由球形變成

較扁的形狀，而冰晶亦有多種形狀及翻滾的方式，而冰雹則通常很圓。

因此使用偏極化雷達時，因為此種幾何的因素得到種種對比的觀測。例

如 ZDR估計雨滴扁平的程度以及雨滴粒徑分佈型態、利用較大之 ZHH

（水平回波）及較小的 ZDR（
VV

HH

Z

Z
log10 ），來觀測冰雹的存在等。以下

即是多種偏極化參數的基本定義及應用： 

 

Parameter Definition Description 

Z ZHH Reflectivity 

Vr Vr radial velocity 

W (σ2)1/2 spectrum width 

ZDR 10log(ZHH/ZVV) differential reflectivity 

ΦDP ΦH-ΦV differential phase 

 HV  HV=ρHV(0)expj  
zero lag cross-correlation of horizontal(HH) and 

vertical (VV) wave 

KDP dΦDP/dr specific differential phase 

 

ZDR：differential reflectivity為水平(ZHH)和垂直（ZVV）方向所得回

波強度的比值，此參數對降水粒子的扁平度很敏感。ΦDP：differential 

phase為利用在同一距離內的解析體積之內由於對粒子的垂直及水平相

位增量（phase increments）產生之相位差(two-way propagation differential 

phase )。KDP：specific differential phase 為ΦDP對距離的微分，此參數可

準確估計雨量，且與雷達本身回波功率校正無關。 HV：H-V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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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反射相位差  跟水平與垂直極化在零落後的相關係數。此參數對

C-band比較敏感。 

 

1.2 雨滴譜原理雨滴譜原理雨滴譜原理雨滴譜原理 

1.2.1 雨滴粒徑雨滴粒徑雨滴粒徑雨滴粒徑 Gamma分布擬合分布擬合分布擬合分布擬合 

Marshall and Palmer(1948)由觀測中歸納雨滴呈現指數分布(1)式，

Ulbrich and Atlas(1984)發現以 Gamma分布(2)式，當係數 m 等於零時，雨

滴個數呈指數分布，也就是 Marshall and Palmer(1948)分布；當係數 m大

於零時，雨滴個數分布在小雨滴的分布向下彎，也就是最小雨滴的個數略

少，較能反映出真實的情況，如圖一。 

)exp()( 0 DNDN Λ−=        (1) 

)exp()( 0 DDNDN m Λ−=        (2) 

 

 

 

 

 

 

 

 

 

 

 

 

 

 

 

 

圖一：雨滴粒徑 Gamma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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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雨滴譜儀觀測資料計算雨滴粒徑分布後，我們利用 Kozu and 

Nakamura (1991)的方法，將觀測的雨滴粒徑分布擬合到 Gamma分布，

即(2)式中的係數 N0(cm-1-mm-3)、 （cm-1）及 m（無因次），並利用 Gamma

分布係數描述雨滴粒徑分布。 

 

1.2.2 Z-R關係式關係式關係式關係式 A、、、、b 係數的計算與分析係數的計算與分析係數的計算與分析係數的計算與分析 

利用雨滴譜儀觀測的雨滴粒徑分布 N(D)，可計算 R（mm/hr）降雨率，如

(3)式、Z（mm6m-3）回波強度，如(4)式，且藉由 Gamma分布係數 N0、 、

m，Ulbrich（1983）可直接計算 Z-R 關係式（Z=ARb）的係數 A、b，如(5)、

(6)式： 

∫
∞

=
0

6 )( dDDNDZ d           (3) 

∫= dDDNDR )(78.3
6

67.3π
     (4) 

[ ]b

b

m

Nm
A

)167.3(31.33

)16(10 1
0

6

++Γ
++Γ

=
−

     (5) 

167.3

16

++
++=

m

m
b             (6) 

 

    由(5)、(6)式可得知，如可取得雨滴譜參數 m 及 N0，Z-R 公式中的

A、b 即可求出。 

 

1.3 偏極化雷達求取雨滴譜參數偏極化雷達求取雨滴譜參數偏極化雷達求取雨滴譜參數偏極化雷達求取雨滴譜參數 

    雙偏極化雷達可提供雨滴扁平度的實況，進而可得到雨滴分佈的資

料。此結果可與地面的雨滴譜儀仔細的對照，進而求得到正確的雨滴

譜，則正確的雨量亦可求得。（Bringi, et al., 1991, 1998）、（Seliga et al. 

1986）、（Ryzhkov, 1996）、（Balakrishnan and Zrnic, 1990）。Zhang et al.2001

提出一個以偏極化雷達反演雨滴譜參數的方法，來計算降雨率與雨滴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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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根據 Ulbrich 1983提出的理論，要完整反演雷達回波及降雨率，需

要採用三參數的 Gamma分佈。在上個小節已敘述雨滴譜參數的特性，

以下簡單的介紹以偏極化雷達的資料得出雨滴譜參數以及正確的〝偏極

化雷達參數—降雨率公式〞，來取代傳統雷達〝雷達回波—降雨率公

式〞。 

    偏極化雷達參數，ZDR或 KDP可寫為 N0、 、m 的函數，由 ZDR的

定義即可消去 N0，導出 ZDR僅為  、m 的函數。從雨滴譜大量的觀測中

可歸納出 m 與  的相互關係，推導出 ZDR僅為  之函數。因此，觀測

的 ZDR可得出該空間點  的值，同時由 ZHH 或 KDP與 N0的關係式，在  

與  已知的情況下可求出 N0，由此可得雨滴譜 Gamma分佈三參數，由

雨滴譜的原理即可求出正確的降雨率關係式。 圖二可清楚看出偏極化

參數求取 Gamma分佈的對照圖。 

 

 

 

 

 

 

 

 

 

 

 

 

 

 

 

圖圖圖圖 2222(a)(a)(a)(a)    圖圖圖圖 2222(b)(b)(b)(b)    

圖圖圖圖 2222(c)(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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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a)：：：：µ 和和和和 DRZ 的相對關係圖的相對關係圖的相對關係圖的相對關係圖。。。。 

圖圖圖圖 2(b)：：：：µ 和和和和
0N

Z H 的相對關係圖的相對關係圖的相對關係圖的相對關係圖。。。。 

圖圖圖圖 2(c)：：：：µ 和和和和
0N

K DP 的相對關係圖的相對關係圖的相對關係圖的相對關係圖。。。。(此圖摘自紀 2005) 

 

由圖二可以從 ZDR的觀測求出  ，再從  的值求得 m，再用 m 及  

的值求出 N0，當三參數都求出時即可得出降雨率 R 如下式。 

( ) ( ) 1167.3
0

3 167.310125.7 −++−− ++ΓΛ×= mmhrmNR m     (7) 

 

如果利用降雨率 R、ZHH、ZDR消去三參數即可得到降雨率 R 與偏極化參

數 ZDR的公式： 

 

( ) 186.431086.6, −−−×= mmhrZZZZR DRHHDR      (8) 

 

同理可求得降雨率 R 與偏極化參數 KDP的公式： 

 

1866.056.40)( −= mmhrKKR DPDP      (9) 

 

以(7)式可以得到降雨估計與一般的 R-Z 比較好很多。以上的推導是基於

Rayleigh Scattering假設，對於 5-cm雷達須做進一步的修正。 

 

2. 進行步驟： 

2.1 北部降水系統雨滴譜分佈及雨量估計 

偏極化雷達升級在 2004年完成後，提供台灣西北象限都卜勒風場

與偏極化參數資料，包括雪山山脈西麓較佳之觀測，可在中央氣象局四

個都卜勒雷達網之外，增加了更多的雷達降水資料。透過 ZDR、KD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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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之觀測配合原來已有之 ZHH，雨滴譜可很正確的反求降雨率，尤其

是 KDP，因為是經由垂直及水平偏極化相位差所導出，與雷達本身信號

強度無關，因此也與個別雷達之校正無關，而由此參數所得的雨量經由

過去的研究證實十分正確。因此 KDP所能提供的詳細雨量空間分佈，對

於台灣北部的降水系統瞭解可大為增強，且目前中央大學將擁有雨滴譜

儀，可以互相配合驗證，對雷達降水估計有很直接的助益。因此颱風及

豪雨時期，中大雷達的資料可改善氣象局雷達雨量估計，對於台灣地區

都卜勒雷達資料應用作業系統發展，台灣地區中長期雨量預報技術之改

進與整合有直接的貢獻，也就是將一個研究用雷達變成五分山雷達之備

份輔助作業用雷達，並配合中大大氣系雷達降水研究經驗及其他觀測平

台，提供最佳的雨量估計。 

 

2.2 五分山雷達降水回波校正 

此雙偏極化都卜勒雷達可配合北部另外兩部非偏極化雷達（中正機

場 C-Band、五分山 NEXRAD S-Band），同時可配合 ISS及 VHF 垂直

向上之雷達， 

比對垂直剖面上所測到的參數。利用偏極化參數可以做下列的工作：  

(a) 空間變異差異：中大雷達觀測北台灣之範圍與五分山雷達完全重疊，

對於空間中每一點資料均可求得由中央大學偏極化雷達參數導出之降

雨率，以及提供該點之 Z-R 公式(此公式由偏極化參數導出之雨滴譜所

得)，可與五分山點對點做校正。 

(b) 物理特性差異：利用雷達所得之 Gamma雨滴譜參數，研究不同降水

型態之 Gamma參數的特性變化，如  、m、N0，在颱風、梅雨是否有

不同之上、下限範圍，了解降水系統是否因季節、地理位置、回波分

佈型態而有基本的物理差異。 

(c) 校驗系統之建立：將以上的結果建立校驗流程，包括偏極化雷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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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計算方法與雨量站網面積雨量校驗流程。 

(d) 相位資料改善回波值調校：在偏極化參數內之  DP、KDP為相位導出

之資料，不受儀器功率調校或地形削弱的影響，可協助五分山雷達偵

測系統的調校誤差。 

(e) 相位資料改善地形阻擋：在山地受地形阻擋而削弱的回波，可以

 DP、KDP觀測即時調校，亦可以長時期統計差異，做為定量降水估計

調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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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件四件四件四件四        94949494年度中大氣象雷達觀年度中大氣象雷達觀年度中大氣象雷達觀年度中大氣象雷達觀測測測測日期日期日期日期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一             V V                  

二                                

三          V V V V V                  

四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五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六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七                                

八    V V V V     V                   V 

九 V V        V V          V V V V        

十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十一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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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is 2005 Interim Report gives continuing recommendations for optimizing NCU  

Ericsson C-band Doppler polarimetric radar that was installed at NCU in November 

2004. 

 

Background 

In 1990 Dr. Keeler visited NCU and developed a basic long range recommendation 

for NCU to acquire one of the CWB weather radars at Kaoshung or Hualien that was 

scheduled to be replaced by a NEXRAD style radar in the latter 1990s.  The S-band 

radar at Kaoshung, a WSR-81S, was dismantled in 2001 and shipped to NCU for 

reconstruction on the NCU Atmospheric Science Building replacing the WSR-64 (a 

variant of the Raytheon WSR-57) that had been used there for the previous decades. 

 

Dr. Tai Chi Chen Wang has formed a team of Atmospheric Science Departmen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staff, faculty at Chung San Institute, corporate 

assistance from Upgrade Company and Sigmet, Inc. to develop the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this future polarimetric Doppler research radar.   

 

The WSR-81S radar was installed at NCU in April 2002, activated and operated in the 

reflectivity-only configuration.  In July 2002 Sigmet installed RVP-7 and completed 

the Doppler upgrade.  As part of the Doppler and dual polarization upgrade plan, 

Sigmet proposed a new Antenna Mounted Receiver (AMR) as the preferred path to 

minimize the mechanical labor and large anticipated costs associated with double 

waveguide from the Tx/Rx unit to the antenna.   

 

Unexpectedly, in February 2003 the Taiwan CAA offered NCU their Ericsson C-band 

Doppler radar located at CKS Airport.  The antenna has 0.9 degrees main lobe 

(compared to 2.5 degrees on the 81S), low sidelobes that are -27 dB (compared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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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on the 81S), and matched polarimetric patterns designed into the antenna 

(compared to unknown, but likely poor, quality of the 81S antenna).  Furthermore, 

the C-band transmitter will operate at 1200 PRF (compared to the limited 540 PRF of 

the 81S) and the backscatter cross section of C-band clutter will be a few dB lower 

than the 81S. 

 

The C-band radar operates at power of 250 kw (compared to 450 kw on the 81S) and 

uses constant speed synchronous azimuth drive motors.  These motors drive the 

antenna at 10, 20, 30 deg/sec in azimuth which is fast for standard polarimetric 

operation where many independent samples are required to obtain accurate 

measurements.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McGill University S-band 

polarimetric radar is constrained to scan at only a very fast 36 deg/sec.  It uses the 

same simultaneous H/V transmit scheme and acquires very usable polarimetric data 

for research at the Marshall Radar Observatory at McGill.  Overall, the C-band radar 

should be about 5-6 dB more sensitive with significantly reduced sidelobe clutter, 

much improved spatial resolution, and a definitive research quality polarimetric 

measurement capability.  

Dr. R. Jeffrey Keeler of -J-K Consulting, LLC? has been retained as a consultant for 

the weather radar upgrade to Doppler and polarimetric capability.  He most recently 

has visited NCU during December 9-14, 2001, again February 13-21, 2003, again 

November 10-21, 2004, and most recently May 24-25, 2005.  He and Tai Chi have 

been in continual email contact between these visits with him providing ongoing 

advice and assist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consulting retainer contract. 

 

 

Installation and acceptance testing - November 2004 

 

The antenna, radome, magnetron, and AMR/RVP8 installation was performed during 

Keeler  10 -21 November 2004 visit.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time period, Fr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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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ra of Sigmet performed the very detailed AMR installation complete with new 

software, new slip ring utilization, new encoder cables, and validation of proper 

operation.  The NCU radar was the first complete Ericsson AMR installation to be 

performed; consequently, some surprises were inevitable.  However, the polarimetric 

upgrade and AMR installation went with only minor delays and modific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plan. 

 

Acceptance tests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radar system occurr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Sigmet installation of the AMR/RVP8.  The AMR waveguide assembly is mounted 

on the left counterweight arm and the AMR digital receiver/RVP8 processor mounted 

on the right arm.  The radar system performed its basic Doppler and polarimetric 

functions adequate for acceptance.  Optimization of the system occurred in May 

2005 and will continue as NCU staff becomes more familiar with the radar  

operation and research goals. 

 

 

Optimization of radar system – May 2005, ongoing 

 

Mechanical 

 

1. Level pedestal to provide proper scanning and reduce wear on azimuth rotary 

joint.  

 

2. Install upper elevation shock / stop at 95 degrees.  Adjust elevation low limit 

switch for -0.5 to -1.0 degree. 

 

3. Replace LNA cables from AMR Rx ports with low loss Heliax or similar 

cables.  Minimizing this present 1.5 loss will improve radar sensitivity by at 

least 1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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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cquire spare components.  The Sigmet spare listing requires only 1 LNA 

and TR tube in eceiver components?   The spare list is minimal s ince the 

Ericsson system has a well stocked inventory. Many of these parts are obsolete 

with AMR installation. 

 

 

Troubleshooting 

 

1. Investigate cause of transmitter mismatch to antenna evidenced by somewhat 

large reflected power ( eturn loss? of about 18 dB  in H/V mode) and define a 

permanent solution.  Goal is to remove Ericsson circulator if possible.  May 

desire to add high power isolator with lower loss. 

 

2. Confirm fast and slow RHI and PPI scanning and optimize servo controlled 

azimuth and elevation positioning parameters.  Listen for quiet motor, gear, 

and bearings during antenna positioning.  Check at large/small angle changes, 

large/small elevation angles, an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extremes if desired. 

 

3. Perform solar antenna alignment using SunTrack. Received H and V powers 

should be nearly equal if antenna and receiver gains are equal 

 

 

Calibration 

 

1. Move antenna feed back to original CSI-determined position for optimal 

matched pattern.  Re-measure far field polarimetric beam patterns to confirm.  

(Shen knows original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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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asure WG loss from transmitter output coupler to antenna and from antenna 

to LNA input port.  Preferred antenna ports are at AMR WG Assembly H and 

V ports.  This will require permanent couplers to be installed.  WG loss 

values may be estimated in interim. 

 

3. Perform solar antenna gain measurement with Keeler spreadsheets. 

 

4. Calibrate Zdr using injected noise, solar noise, and vertical pointing 

precipitation.  Perform Vertical Pointing Precipitation cal whenever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Investigate Zdr at elevation angles of 80-90 deg 

in light wind, light precip conditions.  

 

5. Calibrate received power with injected test signals and/or injected noise for 

accurate Z measurements.  Perform noise cal daily until confident of stability.  

Perform comprehensive calibration with injected test signals weekly to assure 

data quality. 

 

 

Purchase/Contract 

 

1. Purchase and install 2 bidirectional WG couplers for AMR H and V ports.  

This will require new WG to replace the 2 pieces of flex WG.   

 

2. Proceed with CSI polarimetric feed design and fabrication that may have 

better matched performance than the purchased Seavey feed.  The ChungSan 

Institute staff has extensive antenna design experience and is comfortable with 

design requirements of a polarimetric weather radar system.  Furthermore, 

retaining the local Taiwan microwave and antenna design expertise for the 

long term will be crucial for continued successful polarimetric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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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tmospheric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at NCU and possibly CWB and 

CAF.   

 

3. Install lightning protection.  Brush top lightning towers (5) and possibly AC 

surge protector/ UPS system.  Get professional advice on proper sizing of 

ground straps and surge protection and UPS.  Shen has BAMS article with 

excellent information. 

 

4. Purchase new 250-300 kw magnetron transmitter.  Consider refurbishing old 

magnetrons for spares.  Keeler has requested quotes for 4 companies and will 

pass on information to NCU as it arrives. 

 

5. Consider adding NCAR real time display for added flexibility and display of 

all polarimetric parameters.  Requires Sigmet to NCAR  ABP data format 

translator.  [ABP format is derived from R0 and R1 correlation values 

produced by RVP8.] This effort will require some investigation.  I 

recommend that Wei-Yu discuss with NCAR staff when he visits in summer 

2005. 

 

6. Continuing training and consulting from r-J-K Consulting (Keeler).  Provide 

sufficient training to assure preventative maintenance procedures and high 

performance operation.  Plan future upgrade discussions (e.g., phase coding 

to suppress overlaid echoes, dual PRF to unfold aliased velocities, 

oversampling and linear prediction whitening to improve polarimetric data 

statistics. 

 

 

Scan Strategies/Operating parameters 

 



 65

1. Confirm proper clutter filter operation for desired performance. 

 

2. Adjust threshold settings for desired data archiving and display.  Be sure not 

to threshold too high if data is to be recovered from archive and analyzed for 

lower signal features.   

 

3. Explore use of random phase processing to suppress overlaid echo. 

 

4. Confirm reasonable estimates of polarimetric quantities in precipitation, clutter, 

ice above freezing level, etc.  Set any adjustable parameters to optimize range 

of operation, especially Phi-dp.  [Evaluate Phi-dp parameter carefully.  

During testing in May, it seemed to have different initial value for each 

processor setting.] 

 

5. Plan to install NCAR Polarimetric Particle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Wei-Yu 

will explore with John Hubbert and Scott Ellis when he visits in summ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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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位處於東亞的亞熱帶地區，天氣與氣候變化皆相當複雜，不僅受到

中、低緯大氣交互作用的影響，更受到鄰近的複雜地形( 如，青康藏高原 )及海

陸分佈的影響。影響台灣最大的大尺度大氣系統莫過於東亞季風，冬季的主要現

象為東北季風及寒潮，夏季則為西南季風、豪雨及颱風。除此之外，伴隨東亞季

風消長的太平洋大尺度環流的擾動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整體而言，冬季季風

的變化較小，帶來的損害也較少; 夏季季風則相對而言十分善變，造成的損害

( 如豪雨、颱風 )相當巨大。東亞夏季季風的空間及時間尺度遠比豪雨、颱風的

尺度大，其影響範圍較大，變化也較慢。但是，無庸置疑的，東亞夏季季風與太

平洋副熱帶高壓是影響豪雨、颱風的主要背景環流。它的變化間接影響了豪雨及

颱風的發生。 

探討台灣的氣候變化，首先必須先瞭解影響東亞季風的主要機制。季風是海

陸加熱差異所引起的大尺度環流現象，它的特性受到大氣、海洋、陸地三大氣候

分量的影響，是三者交互作用的產物。大氣影響海洋溫度、洋流分佈以及地表狀

況( 如，地溫、土壤溫度 )。後者加上地形反過來影響大氣對流、能量分佈及大

尺度環流。大氣/海洋/陸地交互作用，以及大氣本身的非線性動力，使得東亞季

風具有極其複雜的特性。如果，吾人充分瞭解東亞季風，是否就能完全掌握台灣

的氣候變化？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台灣幅員小，地形複雜，其所表現出來的氣

候特徵仍有相當程度的區域特性。如欲掌握台灣的氣候變化，吾人的研究仍必須

考慮區域性的特殊因素（如，地形、海陸分佈、海溫變化等），進一步釐清台灣

的氣候變化與東亞季風，甚至全球環流的互動關係，並在此一基礎上建立氣候預

測的能力。 

區域氣候數值模式的發展，主要是為了彌補全球氣候模式在空間解析度上的

不足。以目前氣候研究上常用的全球模式，一般空間解析度為 T42（約 300 公里），

無法滿足氣候研究所需的區域性（100 公里以下）的尺度（Wilson and Mitchell 

1987）。為了大幅度提升空間解析度，同時克服電腦計算能力的限制，Diskinson 

et al （1989）及 Giorgi （1990）首先採用巢狀區域數值模式，進行氣候模擬

研究。一個巢狀區域氣候模式的模擬，需要初始的氣象條件、隨時間改變的側邊

界條件以及下墊面的邊界資料，方能提供一個高解析度區域氣候模式較完整的控



 2

制條件。區域氣候模式研究至今，發展的不只有大氣部分，同時還不斷的引入其

他影響氣候的其他過程模式，如水文、海洋、海冰、化學與氣溶膠及地表過程與

生物圈等模式。在 IPCC 全球氣候變遷的研究中，Houghton et al.（2001）提到

要提高時間及空間的解析度有三種方法：（一）有效提高全球模式的空間解析度，

（二）研發區域氣候模式，（三）利用經驗統計與統計動力方法。在他們的評估

報告中，大氣環流模式在季節地表平均溫度上的誤差約在 2~4℃，降雨誤差則在

-40﹪~80﹪；高解析度區域氣候模式，地表溫度誤差在 2℃以內，降雨的誤差則

約在 50﹪左右。區域模式明顯降低模擬誤差。區域模式動力降尺度的方向是一

條可行的路。 

本計畫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以動力過程進行降尺度工作，第二部分以統

計部分為之，動力降尺度部分在此我們利用美國普渡大學所研發出來的區域模

式，透過巢狀（nest）技術，將全球模式的預報資料，作為區域模式邊界使用，

利用全球模式提供預報的大尺度作用力，經由區域高解析模式的動力與物理過

程，進行降尺度作用。本計畫中已完成的項目主要為二部分。第一部份利用

Purdue Regional Model 與 Regional Spectral Model，進行 1981-2004 年事後

預報（hindcast），建立模式的氣候資料，並進行冬季的季節預報。第二部分則

是為模式的持續發展，與預報結果之統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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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模式介紹 

PRM 是由美國普渡大學商文義教授研究群(Sun and Hsu 1988，Sun and Chern 

1993)研發的三度空間的靜力模式，垂直座標採追隨地勢的σp座標，網格架構採

用 Arakawa C 網格以提高輻合場以及垂直速度計算的精準度。模式包含動量、熱

量、表面氣壓基本預報方程，同時也預報擾動動能及水的相變化(包括水汽、雲

水、過冷水及冰雪，Chern 1994)。預報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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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輻射參數化採用 Chou 和 Suarez(1994)所發展出來的參數過程，積雲參數採

用 Sun 和 Haines(1996)發展的參數過程與 Kuo-type 參數過程(Anthes 1978，

Molinari 1982)。邊界層參數過程則是使用 1.5 order closure scheme 其中包

含擾動動能(Sun 1988，1993)。土壤與植被則採用 Bosilovich and Sun (1995) 

發展出來的模組，同時考慮土溫與土濕的預報與水文在植被中的傳送。 

在本研究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預報系統，利用 NCEP＿FSST 完全耦合大氣

海洋模式，預報出的海溫，利用簡易的扣除氣候值內的系統誤差，即是使用預報

海溫的距平值加上觀測海溫的氣候值，最為驅動動力預報系統的海溫（主要的作

用力），再透過師大陳正達教授計畫中 ECHAM 全球模式所預報的結果，作為我們

降尺度系統所需要使用的側邊界資料，在我們的系統中海溫則使用與 ECHAM 全球

模式相同的海溫。在每一季模擬時，都從預報當季的前一個月開始預報，多跑得

一個月在本系統中，當作模式的調整期。在此我們使用 ECHAM 模式預報資料，當

作區域模式所需的大尺度環境場，來驅動區域模式，這些資料每筆間隔為 6 小

時。所使用的模擬範圍可分為二（如圖 2-1），第一範圍是以 120°E；25°N 為中

心，格點解析度為 45 公里，網格數分別為 95×90 格，其範圍為 4230 公里×4005

公里，垂直坐標使用追隨地勢的 sigma 坐標，垂直方向有 28 層。第二範圍，則

是以 121.2°E；23.7°N 為中心，解析度為 15 公里，網格數為 43×61 格，範圍為

600 公里×900 公里，垂直結構與第一範圍相同，為 28 層。大尺度環境作用力進

入區域模式需要使用緩衝區，來降低大尺度作用力與模式內部不連續的衝擊，在

此我們使用 15 個格點做為緩衝區之用。在動力降尺度規劃，利用巢狀技術及模

式不同大小的二個範圍連結在一起，第一範圍 45 公里模擬資料，提供給第二範

圍作為邊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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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PRM 模擬的範圍。最外圈為緩衝區（buffer zone），藍色框區，為第一

範圍解析度為 45 公里，範圍內最小的黑色框區，為第二範圍，解析度為 15 公里。 

第一範圍第一範圍第一範圍第一範圍 

第二範圍第二範圍第二範圍第二範圍 

緩衝區緩衝區緩衝區緩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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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981-2003 年冬季 hindcast 預報模擬結果分析 

    氣候動力預報系統與天氣預報系統並不相同，天氣預報系統的運作上，在短

短的數天的數值模擬預報中，海溫的變化與地表過程的反應並不會明顯影響到預

報的品質，除了模式物理過程考慮是否完備外，系統的結果好壞，則取決於初始

條件的優劣，因此許多的天氣預報系統中都必須加入，所謂四維資料的同化過

程，減少數值過程中產生的誤差影響到預報品質。氣候動力數值預報則完全不

同，因為初始過程對模式所保留的記憶一般而言最多不超過一個月，因此，直接

影響系統預報的好壞，除了則取決模式對大氣過程的掌握與模式中地表過程的反

應能力，另外就是海溫的變化在系統中是否可以掌握並反映出來。由於是所謂的

預報系統，海溫必須也是使用預報海溫，而且海溫的好壞是直接影響系統品質的

最大問題。而且任何的預報系統都不可能絕對準確，而且任的預報系統都會因為

數值過程的方法，存在著自己的系統性誤差，就以 PRM 而言，在夏季多年的模擬

中，我們發現在華南山區，有著明顯多雨的系統誤差。在預報正式使用之前，我

們必須瞭解此數值動力系統，在過去數十年的預報中表現的狀況如何。因此在本

節，我們利用 ECHAM 全球模式在使用 NCEP 的預報海溫模擬的 hindcast 預報結

果，驅動本動力降尺度系統的邊界與初始資料，建立長時間模擬的背景資料，作

為預報系統預報的依據。NCEP 的海溫 hindcast 資料從 1981 年開始事後預報，

師大陳正達教授使用 ECHAM 模式，針對此海溫資料進行事後預報，我們利用他的

模擬結果，來驅動我們的模式系統，進行相同時間的事後預報。在此針對冬季進

行事後預報的資料庫建立，模擬 1981-2003 的冬季，冬季為 12 月至隔一年的 2

月，因此在每一年的模擬，都是以 11 月 1 日的資料當作初始資料，模式輸出的

預報，每六小時改變側邊界一次，每次則連續預報四個月，本系統分成大小二個

範圍進行預報，全球模式的資料驅動大範圍（東亞區域）的模式，再由大範圍（東

亞區域）模式輸出的預報資料去預報小範圍（台灣區域）模式。以下是二個模式

預報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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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範圍一（東亞區域） 

    氣象局長期科的要求，未來預報的項目主要是降雨與溫度（資料庫的建立包

括了壓力、溫度、濕度及風場等），因此在此僅針對降雨和溫度進行說明與討論，

首先，由於是氣候預報系統所以我們必須瞭解模式是否可以掌握，氣候平均的狀

態，圖3-1為二十一年（1981-2001）的降雨氣候平均值的比較，hindcast的預報

雖為1981-2003年但高解析觀測資料，我們使用CRU的0.5° ×0.5° 資料，但是CRU

的資料僅至2002年12月，因此僅能比較至2001年的冬季（僅21年），CRU的資料

只有陸地上才有資料，因此海上的資料我們則使用，GPCP的資料代替。圖3-1的

（A）中為觀測資料，冬季的降雨比起夏季明顯比較少，主要的降雨多半在海上，

陸地上以東北季風區，能將水氣吹送至陸地的地區為主。由於我們的預報是由全

球模式所驅動，因此在此也與全球模式的降雨預報進行比對。在過去21年ECHAM

模式的預報氣候值中（圖3-1B），冬季平均降雨的空間分佈多呈現東西走向，與

觀測資料中由鋒面形成的降雨呈現東北西南向略有些不同。在圖3-1C中為PRM預

報的氣候值，主要的降雨帶比觀測多了約2mm/day，主要的空間分布與觀測的分

布較為一致，由於GPCP的降雨資料我們使用的是2.5° ×2.5° 的資料內差而得，

因此，在此我們也是著將PRM模擬的結果平滑至2.5° ×2.5° ，與觀測進行比對，

我們發現平滑後的資料（圖3-1D）空間分布與觀測資料相當一致，強度略比觀測

及ECHAM強。在溫度部分，ECHAM預報的結果明顯比觀測偏低，在此我們使用了

ECHAM模式的三個模擬的資料組（各組主要差異為初始資料時間的不同），各組

的結果在中國大陸北方的地區溫度均明顯偏低（如圖3-2E~G），各預報組的預報

溫度零度線均南下至長江流域，觀測的溫度氣候值（在此使用CRU溫度觀測資料，

因此僅陸地有資料），氣候平均的零度線僅在模式範圍的西北角約在34° N以北

的地區。我們將前述的ECHAM的三組預報結果進行動力降尺度的預報，發現可以

將模式溫度偏低的情形大幅度改正，在圖3-2B~D中發現預報的零度線明顯北移至

模式範圍的西北角，約在32° N，雖然預報的溫度仍偏低，但冰點以下的區域明

顯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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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模式在 21 年模擬的結果，我們利用技術評估方式，進行統計評比。

一般來說，對於預報資料之驗證，其常用之方法為技術得分（Skill Score），許

多計算技術得分的方法因此而因應而生（Muller 1994, Murphy and Daan 1985, 

Stanski et al. 1989, Woodcock 1976 以及 Heidke 1926），而其中則以 Heidke 

skill score（簡稱 HSS）較為常用。其計算公式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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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為觀測之分類組數（如偏高、正常與偏少，則 I=3），J則為模式之分類組

數，通常與 I 相等。而 P(yi,oj)為預測之命中機率，P(yi)與 P(oj)則分別為模式

預測與觀測中偏高、正常或是偏少之發生機率。因此，由上可知，最完美的預報

得分 HSS=1，即完全命中，而 HSS=0 則表示無預報技術，HSS 值若小於 0，則表

示其預報技術低於隨機預報。 

    圖 3-3A,C,E 分別為 A、B、C 三組預報的降雨，使用上述方法的評估，在三

組降雨預報中，較有預報技術的的地區以菲律賓附近的海上，及日本韓國一帶，

東海附近的地區。台灣地區的東部預報技術較差，西部的預報技術明顯較高。但

是三組之間似乎差異相當的大。圖 3-3B,D,F 為三組預報冬季季節平均的降雨，

與觀測之間的相關性，偏紅色地區為正相關，綠色為負相關，其中以伴隨東北季

風的鋒面通過的地區，相關性較好，即是主要的降雨區相關性較好，其他地區降

雨較弱的地區其相關性較差，主要因為降雨明顯的地區有較強的作用力，在預報

上是較為明顯，乾區作用力較弱因此預報能力較差，此為合理。在年際變化上，

三組每年距平值空間型態相關的比較，發現多半為正相關，但在 1982-1985 年呈

現較強的負相關，而在 1994 年以後降雨的空間分布多呈現正相關。在溫度部分，

在技術評估部分，除了華南地區及台灣部分地區還也一些預報技術得分外，大陸

北方除了 B組的預報比較好外，其他均無預報可言，根據與觀測的相關性而言，

也只有華南地區的相關性較高，其他地區多呈現負相關。不過在距平值空間的型

態相關（如圖 3-6），多半呈現正值，也就是空間上的距平分布表現的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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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範圍二（台灣地區） 

    我們利用範圍一（東亞地區）所預報的結果，作為本區域模式的側邊界，本

區域的模擬其解析度提高至 15 公里，圖 3-7 為三組台灣地區模擬的冬季平均降

雨氣候平均，台灣地區冬季是以東北季風為主，在觀測資料分析（圖 3-7A）可

以看出，氣候平均的降雨主要分佈在台灣的東北部，其他地區降雨情形並不明

顯。在 PRM 提高解析度的預報結果中，該氣候平均值均呈現以台灣東北部降雨最

多，向台灣西南部逐漸減少，但是在這個區域的模擬預報中，在東北季風的迎風

面地形地區似乎相當容易降雨，因此在模式的結果中，整個東部降雨的情形均相

當嚴重，如圖 3-7B~D 中降雨由台灣東北部向台灣的東南部延伸，整個東部降雨

的均值可以超過 30mm/day，相當的多。在溫度部分，由於 ECHAM 模式，台灣地

區因為解析度的不足（T42 約為 300 公里）均為海洋，溫度並無變化，在 PRM 的

模式中，解析度為 15 公里的模擬，台灣地區的地形起伏相當明顯，因此可以反

映出在地形起伏所造成溫度的改變，圖 3-8 為台灣地區溫度預報的氣候平均狀

況，觀測資料為台灣 25 個長期測站資料，台灣的溫度明顯呈現隨地形而改變，

三組模擬的結果，均隨高度增加而遞減，由於 25 個測站資料僅玉山與阿里山二

個山地測站所以僅能看見南部山區地形，在 PRM 的氣候值中可以看見台灣完整地

形分布所成行的溫度分布，這是較低解析度模式所無法看到的，在此溫度的模擬

應屬相當合理。在此由於我們所使用的觀測資料為台灣當地測站資料，因此，此

區域的比較均可以使用 1981-2003 共 23 年的資料。圖 3-9 為利用預報技術與相

關係數瞭解模式預報降雨的年際變化的表現，圖 3-9A、C 及 E 為預報技術評估，

三組的結果差異蠻大的，以 A組而言，以東北部的預報技術較高，B組的東部則

完全沒有預報技術可言，C 組以西南部的預報技術較高。與觀測的相關係數而

言，A 組以北部相關係較高，B 及 C 組以西部的相關性較高。溫度的預報，A 組

是以中部山區預報技術較好，B 組以北部山區較好，C 組則是以西南部的預報技

術較理想。相關性則都以東南部相關係數較大，其他地區多呈現負相關。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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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 3-12 為降雨與溫度，各年的空間上的型態相關。降雨部分正負相關似乎有

個四至六年的週期，每三年左右會從正相關轉為負相關，溫度部分似乎有相同的

週期，不過它與降雨的相位好像相反，當降雨為正相位時，溫度就呈現負相關。 

 

三、降雨部分的統計修正 

    奇值分析(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on analysis;簡稱 SVDA﹔

Bretherton et al. 1992)是多變數統計分析技術中的一種。近十年來在氣候系

統的分析中，SVDA 已成為粹取氣候耦合系統的主要分析方法。其中一個典型的

應用是利用 SVDA 來分析海表面溫度（Sea Surface Temperature;簡稱 SST）變

異與大氣環流之間的關係(Wallace et al. 1992;Zhang et al. 1996 )。

Graham(1994)則指出，SVDA 配合全球環流模式（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簡稱 GCM），具有預測大氣系統的潛力，其中的一個例子為將此概念應用於觀測

與模式模擬之降水場的分佈上，其目的在於分離出觀測與模式之間，降水場的分

佈差異，亦即分析 GCM 對於 SST 的反應與實際觀測間的主要誤差（Ward and 

Navarra 1997）。Feddersen(1999)則是利用 SVDA 解離出來的觀測與模式降水之

前數個基底模，在有限區域內來調整模式之分佈誤差，使其接近於觀測之分佈。 

SVDA應用於減少模式與觀測場間誤差的原理如下： 

對任何一個n ×p 矩陣A，存在一個n ×n 正交矩陣U 和一個p × p 正交矩陣V，使

得： 

 

， Σ=diag（ σ1， σ2，…………. ， σ 1 m ），且σ1 ≧ σ2，…………. 

≧σm ≧0，m=min（n,p）, σ1 , σ2 ,…………. , σm 為A 的奇值（singular 

values），U為A 的左奇值向量（left singular vectors），V 為A 的右奇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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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right singular vectors）。SVD 分析的結果主要有四部份： 

 

1. 左奇值向量與右奇值向量：代表變數一與變數二間耦合模之 

空間結構。 

2. 奇值：每個奇值代表每組向量可以解釋的共變異數之量。對 

SVD 而言共變異數的平方更能代表每組向量的相對重要性，所以 

我們用Squared covariance fraction (SCF)來表示。其定義為： 

 

3. 展開係數（expansion coefficients）：左向量和右向量與各自對 

應參數場間的內積。展開係數的時間序列則代表各個向量隨時間 

的變化。 

4. 調整過後的變數場可以下式表示： 

∑=
j

jjadj tuAtz )()(      （3）， 

其中 jA 為觀測場第j個耦合模之奇值向量， ju 則為該耦合模之展開係數。關於

SVDA詳細之敘述，可參考Bretherton et al. (1992)。 

在 SVDA 於修正模式分佈誤差之應用上，通常（3）式中選取前五個耦合模作

為修正模式分佈之耦合模基底。而此次報告中所使用之 SVDA 修正技術，乃承襲

Feddersen(1999)調整模式分佈之概念，並經由比較調整與未調整間，模式資料

的差異，及其與觀測場間的異同。（請見附錄一，第 59 頁） 

    模式在距平的分布中，幾乎與 ECHAM 的距平分布相類似（未顯示），透過以

上的方式可以大幅修正，其結果，圖 3-13 為修正前與修正後比較，此圖為泰勒

圖表， 

Taylor Diagram： 

在模式資料與觀測資料的比較上，我們也使用了 Taylor Diagram 進行較客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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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量分析。Taylor Diagram 為 Taylor（2001）所設計。其中所使用之統計量

有模式與觀測間之空間相關係數值、均方根誤差以及標準差。模式（f）與觀測

（r）間之相關係數（R）為： 

( )( )
σσ rf

nn

N

n
rrff

NR
−−∑

= =1

1

， 

其中 f 和 r 各自為模式與觀測之平均值，σ f 和σ r 則分別為模式與觀測之標準

差。若 R值越高，則表示模式與觀測間之空間分佈越類似。 

另一個用來比較模式與觀測之季內擾動振幅的物理量為方均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簡稱 RMSE），RMSE（E）之表示方法為： 








 −∑=
=

)(
1 2

1

2/1

rf
N

E nn

N

n
， 

扣除模式與觀測間主要之平均誤差： 

rfE −=  

使 RMSE 成為： 

[ ]








−−−∑=′
=

)()(
N

1 2

1

2/1

rrffE nn

N

n
， 

其中 EEE ′+= 222 ， 

又三角函數之餘弦定理中： 

φσσ cos2222
rfbac −+= ， 

因此 

RE rrf f σσσσ 2222 2−+=′  

其中 a，b和 c為三角形之三邊長，而φ 則為 a、b之夾角。比較以上二式發現，

兩者有相同的關係式，而 Taylor Diagram 即是建構在此 R、E′、σ f 和σ r 間的

幾何關係上。透過 Taylor Diagram 進行多個模式資料與觀測資料間的比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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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清楚表現出模式與觀測間所存在之擾動振幅、空間變動與空間分佈上之異同。

關於 Taylor Diagram 的應用，Taylor（2001）於其文章中有詳盡之說明。 

淡藍色的數字為修正前各年降雨的表現，黑色為修正後模式的表現，明顯的

分布在修正後，有向圖表得右下角移動，說明修正後，誤差明顯變小，以及空間

的型態相關明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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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981~2003 冬季 hindcast 的季節降雨的比較，（A）為觀測降雨，陸地

為 CRU，海上為 GPCP 觀測資料。（B）為 ECHAM 全球模式模擬的降雨資料。

（C）為 PRM 區域模式模擬降雨（模式原解析度 45KM）。（D）為 PRM 區域

模式模擬降雨（將模式輸出平滑至 2.5 度）。 

 

A 

D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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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981~2003 冬季 hindcast 的季節 2m 地表溫度的比較，（A）為氣象測站

觀測資料（僅有陸地）。（B）為 member A 的 PRM 模擬溫度資料。（C）為

member B 的 PRM 模擬溫度資料。（D）為 member C 的 PRM 模擬溫度資料。

（E）為 member A 的 ECHAM 模擬溫度資料。（F）為 member B 的 ECHAM

模擬溫度資料。（G）為 member C 的 ECHAM 模擬溫度資料。 

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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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PRM1981-2001 年 hindcast 冬季模擬降雨之統計評估。（A）（C）（E）分

別為 member A、B、C 的三分法的技術評估（Skill Score）。(B)（D）（F）

為 member A、B、C 模擬距平值與觀測資料的相關係數。 

 

A B

E 

D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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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為模擬冬季平均降雨距平值的空間型態相關時間分佈，分別為 member A、

Ｂ、C三組模擬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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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PRM1981-2001 年 hindcast 冬季模擬溫度之統計評估。（A）（C）（E）分

別為 member A、B、C 的三分法的技術評估（Skill Score）。(B)（D）（F）為 member 

A、B、C 模擬距平值與觀測資料的相關係數。 

A

C 

E 

B 

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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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為模擬冬季平均溫度距平值的空間型態相關時間分佈，分別為 member A、

Ｂ、C三組模擬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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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PRM 15 公里解析度，模擬 1981~2003 hindcast 冬季平均 2m 地表溫度的

氣候平均值比較，（A）為氣象測站觀測資料。（B）為 member A 的 PRM 模擬

溫度資料。（C）為 member B 的 PRM 模擬溫度資料。（D）為 member C 的 PRM

模擬溫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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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PRM 15 公里解析度，模擬 1981~2003 hindcast 之冬季平均 2m 地表溫度

的氣候平均值比較，（A）為氣象測站觀測資料。（B）為 member A 的 PRM 模

擬溫度資料。（C）為 member B 的 PRM 模擬溫度資料。（D）為 member C 的

PRM 模擬溫度資料。 

 

A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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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PRM15 公里解析度，1981-2001 年 hindcast 冬季模擬降雨之統計評估。

（A）（C）（E）分別為 member A、B、C 的三分法的技術評估（Skill Score）。

(B)（D）（F）為 member A、B、C 模擬距平值與觀測資料的相關係數。 

C 

B A

C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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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PRM15 公里解析度，1981-2001 年 hindcast 冬季模擬溫度之統計評估。

（A）（C）（E）分別為 member A、B、C 的三分法的技術評估（Skill Score）。

(B)（D）（F）為 member A、B、C 模擬距平值與觀測資料的相關係數。 

A

F 

C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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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為 PRM15 公里解析度，模擬台灣地區冬季平均降雨距平值的空間型態

相關時間分佈，分別為 member A、Ｂ、C三組模擬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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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為 PRM15 公里解析度，模擬台灣地區冬季平均溫度距平值的空間型態

相關時間分佈，分別為 member A、Ｂ、C三組模擬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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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為修正前與修正後之比較，淡藍色為修正前，黑色為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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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2005/2006 年冬季預報結果 

    在為來的 2005/2006 年冬季的預報中，我利用前面進行 hindcast 預報的三

組模擬，進行為來冬季的預報，東亞地區的預報中，圖 4-1A、C 及 E 為降雨的距

平值，A組的預報中以台灣的北方海面向西南延伸至華南地區，降雨呈現正距平

值（偏多），但在 B組預報中台灣北方海面附近呈現負距平（偏少），巴士海峽至

菲律賓一帶呈現正距平（偏多），C組則除了台灣北邊海面呈現一小部分的偏多，

其他台灣附近地區均呈現負距平。若以三分法表示，既是前 1/3 為偏多，中間

1/3 為正常，後面 1/3 為偏少。圖 4-1B、D 及 F 為三分法表示，A 組降雨預報台

灣附近、南海及華南都呈現偏多，B組台灣附近雨量則呈現偏少到正常，僅台灣

南方海上呈現偏多，C組僅台灣的東北部一小部分為偏多，及台灣西南部一小部

分偏少，其他台灣附近都呈現正常。溫度距平值部分，三組較為一致是在黃海與

東海一帶呈現溫度偏高的情形（如圖 4-2），至於大陸地區三組中 A 及 C 組為偏

高，B 組為偏低。台灣地區則 A 及 C 組偏高，B 組偏低。三分法部分，台灣地區

一組為偏高，一組為偏低還有一組為正常。在台灣區域高解析度預報中，降雨部

分以東部雨量均呈現正距平，在三分法分析中，A組與 C組台灣地區的降雨呈現

偏多到正常，B 組則呈現正常到偏少。溫度部分組與 C組呈現小幅的偏高，B組

則呈現小幅偏低。三分法預報中，A 組為正常至偏高，B 組為正常到偏低，C 組

完全為正常。冬季海溫與東海地區海溫有個正相關的關係，加上三組預報資料分

析，2005/2006 年的冬季台灣地區應為雨量為正常到偏多，溫度部分為正常至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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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PRM 模擬 2005/2006 年冬季平均溫度。（A）（C）（E）分別為 member A、

B、C 的距平值。(B)（D）（F）為 member A、B、C 模擬之三分法之異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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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PRM 模擬 2005/2006 年冬季平均溫度。（A）（C）（E）分別為 member A、

B、C 的距平值。(B)（D）（F）為 member A、B、C 模擬之三分法之異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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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5 公里高解析 PRM，模擬 2005/2006 年台灣地區冬季平均降雨。（A）（C）

（E）分別為 member A、B、C 的距平值。(B)（D）（F）為 member A、B、C

模擬之三分法之異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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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5 公里高解析 PRM，模擬 2005/2006 年台灣地區冬季平均溫度。（A）（C）

（E）分別為 member A、B、C 的距平值。(B)（D）（F）為 member A、B、C

模擬之三分法之異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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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模式發展部分 

    在本計畫中，本年度模式的發展有二部分，一部份為數值分法半拉格朗日平

流格式的改進，一部份為輻射部分的改良。 

一、數值分法半拉格朗日平流格式的改進 

（一）半拉格朗日平流格式簡介 

    半拉格朗日法是利用物理量僅由平流方程控制時，在沿著出發點的特徵線

(characteristic)上不隨時間改變的性質而設計的(Wiin-Nielsen 1959, Sawyer 

1963, Robert 1981, 1982)。以半拉格朗日法進行平流方程的積分時，可以從兩

個方向進行：一者如圖 5-1 所示，可將網格上的質點（圖 5-1 中之 C點）回溯到

前一個時間層的位置（出發點；圖 5-1 中之 A 點），藉由內插公式得到出發點上

的值，然後沿著質點軌跡作時間積分；或者由前一個時間層的網格位置，先求得

平流後現在的時間層的位置（到達點），再由內插公式得到網格上的值，如此可

僅基於精確度考量採用較大的時步。所以半拉格朗日法的計算包括兩個部分：對

質點運動方程作時間積分得到出發點或到達點位置以及空間內插。對於半拉格朗

日法的介紹及研究成果整理，可見 Staniforth and Cote(1991)。 

半拉格朗日法架構 

傳統上半拉格朗日法使用向後軌跡，因無法事先知道出發點的風場，故求取

出發點的過程通常需要用到某些風場的近似及疊代，除了有疊代收斂性的問題之

外，在計算效率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如採用向前軌跡，平流後網格分布已非固定

位置，造成內插上有困難，然而這因著 Purser and Leslie(1991)文中的 cascade

法已獲得解決。之後 Sun et al.(1996)及 Sun and Yeh(1997)中認為軌跡使用向

前積分法在計算上較向後積分法直接，且不會有疊代收斂性的問題，是較優越的

方法。事實上，在沿著質點軌跡風速是保守的情形（即純粹的平流方程組），以

向前積分法求取到達點的計算是非常直接且完美的。 

 

    Sun and Yeh(1997)參考 Purser and Leslie(1991)cascade 法的構想，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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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變化型的 internet 法。考慮圖 5-2 中的二維平流情形，X 及 Y 平流前分別為

垂直線和水平線，其交點為下一時間層的到達點，他們將曲線 X、Y 等及到達點

之被平流量以弧長為參數作三次樣條(cubic spline)近似此曲線位置及被平流

量分布，因此在求取垂直線（直線 x）與曲線 X和 Y的交點時，必須解三次方程

式。此計算策略雖能增加精確度（因軌跡為空間三階精確），但如此在必須作的

被平流量內插之外，又額外多了許多計算花費。因此 Nair et al.(1999)認為這

個 internet 法可以改進為，僅以片段直線來參數化曲線 X 及 Y 即可，本研究的

計算方式即為使用 Nair et al.(1999)的方法分別計算各物理量的平流項。 

區域氣候模擬測試與討論 

    在 PRM 的平流計算中，水平方向使用 Sun（1993）的方法，垂直方向使用

Crowley（1968）的二階通量形式格式。初步測試僅將水平方向改用半拉格朗日

格式，垂直仍維持不變。初始條件是 1998 年五月一日的東亞地區的 EC 分析場。

圖 5-3 是 PRM 以不同水平平流格式模擬之 850hPa 液態水混合比。左右分別為差

分法及半拉格朗日法，由上而下分別為第 12,24,36 小時的模擬結果。因為垂直

方向仍使用差分方法，為使模擬開始後發展的垂直運動影響降到最低，所以選取

第一至三筆輸出資料來觀察（初始時間為分析場，無液態水）。由圖中可以看到

差分法在雲的邊緣向外的水平方向振盪（注意紫色區域為 0.0001 以下），在半拉

格朗日法則無此現象。圖 5-4 至 5-6 是觀測、差分法及半拉格朗日法 PRM 所模擬

之五至七月的月平均日降水，所有圖中半拉格朗日法較明顯的改進是在降水量

上，稍微改善了原來模擬值比觀測值高的情形。而在最大值的位置上也較為準

確，尤其是在六月的華南地區；而七月在海上的降水原 PRM 模擬偏低，而半拉格

朗日法模擬偏高。即使本測試中垂直平流計算仍採用有限差分方法，但初步測試

已看出明顯的改進，我們可以預期完整加入半拉格朗日法後可進一步改進模擬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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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輻射部分的改良 

PRM 輻射參數化之改進部分（Radiation Scheme Update） 

在 PRM 過去的模擬與研究中，均發現模式在近地層，存在著明顯的偏冷誤差

（cold bias），以及在模式頂層外溢長波輻射也明顯偏低。在今年的研究中，希

望能透過模擬調整，改進模式中的誤差。Gu et al.(2003) 曾提到在觀測、理論

與模式模擬研究中，證明在氣候變化中雲與輻射的交互作用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

色。在氣候模式中雲－輻射過程的參數化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工作，Liou (1986) 

指出輻射傳輸過程是採用光的特性的頻譜方式來決定，因此計算雲裡的輻射加熱

／冷卻是相當複雜且困難的，由於雲裡面複雜的水的型態是相當難估計的，這些

如冰晶的顆粒大小、形狀及形成的方向都會影響到輻射的計算，因此在模式裡準

確計算雲與輻射的關係是一項艱鉅的工作。在 PRM 內所使用的輻射傳輸參數化，

是由美國太空總署（NASA）周明達博士所發展出來的，這個參數過程已具有相當

的水準，在基礎的輻射加熱∕冷卻的計算上所產生的誤差應該不置於太大。所以

在此輻射參數化改進的工作，我們將針對 Chou Radiation Scheme 進行新版的

更新，及模式雲參數與輻射過程之間的介面調整。 

 

（一）Chou Radiation Scheme 簡介與測試實驗設計 

Chou Radiation Scheme 分成二個部分，一個是 Solar Radiation 的計算，

一為 Longwave Radiation 的計算。二者都是由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 Goddard 

Climate and Radiation Branch 所研發出來的。以下針對二部分進行簡介。 

短波（Solar Radiation）部分主要的計算包括，考慮水汽、臭氧（O3）、氧

（O2）、二氧化碳（CO2）及氣溶膠等的吸收。也考慮雲、氣溶膠、分子（molecules, 

Rayleigh scattering）和地面之間的吸收與發散。還有利用從 0.175μｍ到 10

μｍ整個頻譜積分進行通量計算。依吸收的性質，不同的方法被用於不同的吸收

物質。在紫外線及光合作用區間使用了八個頻段（8 bands），單一臭氧的吸收係

數與 Rayleigh scattering coefficient 被使用在每個頻段（band）。在紅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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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也有 3個頻段，和 K distribution 方法被利用，每一個頻段都使用 10 個吸收

係數。雲和氣溶膠的反射與穿透的計算使用δ-Eddington 近似，通量的計算則

是使用 two-stream adding 近似。在雲的部分，光學厚度（optical thickness）

使用雲水∕冰量及有效粒子半徑的函數進行參數化，雲粒子的有效半徑則使用雲

水∕冰濃度計算。這模式的特殊功能是可以包括許多較小吸收帶，在那些較小的

頻段中吸收量是小的，但是全部的影響是大的，約為大氣加熱的 10%。積分所有

的波譜頻段和吸收帶，表面加熱可準確計算到幾個 watts/m2內高的波譜解析度， 

並且在 0.01 hPa 和地面之間的大氣的加熱比率可準確到 5%以內。完整的說明可

以參考 NASA 技術手冊（Chou and Suarez 2002）。 

長波（longwave radiation）部分，這個參數主要包括主要氣體（water vapor , 

CO2 , O3）、稀有氣體及雲與氣溶膠等的吸收，在紅外光區的頻段可分成九個。為

了要加快計算速度及程度，計算時採用不同氣體不同頻段的方式計算。在穿透部

分，不是使用 K distribution 方法就是使用查表法，這個參數化通量的計算可

以精確到高波譜解析度 line by line 的計算的 1%以內。由地面到 0.01hPa 的大

氣冷卻率可以精確的被計算。 

在此更新的部分包括了，在長波參數化內改變 Plank function 的計算，由

原先的四階改成五階，可以增加精確度及計算時間。原先只允許加入一種氣溶

膠，現增加了可以允許氣溶膠的種類至多種。在近地面時可以需要增加一層植物

層，可以考慮植物在輻射過程中的作用（PRM 內已有地表過程以可以考慮植物作

用，因此在此並無開啟作用），CKD 連續吸收帶係數原先使用 Roberts et al 

1976，現改良為 Version CKD2.3 （clough et al.，1989）。其他部分針對東亞

地區，改良模式雲水濃度的計算方式，加入對流雲量的計算，雲內冰晶有效半徑

使用 80μｍ，雲水的有效半徑為 10μｍ。在此我們針對 1997 年的冬季，及 1998

年的春季、夏季及秋季進行模擬。初始時間分別為，1997 年 11 月 1 日 00Z，1998

年 2 月 1 日 00Z，1998 年 5 月 1 日 00Z 及 1998 年 8 月 1 日 00Z，每次均進行四

個月的模擬，模擬的第一個月作為調整時間（spi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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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試結果 

    在這個測試實驗中我們針對了，1997 年冬季起至 1998 年的四個季節進行測

試，希望瞭解更新後的模式，在不同季節中的表現如何。1997 年的冬季開始，

是在 20 世紀末最強的 ENSO 事件年，所以我們選擇 1997 年冬季開始測試，是選

擇一個海洋作用相當強的一年。在每一個四個月的模擬中我們扣除了第一個月，

比較後面三個月的季平均狀態。在海平面氣壓場的模擬，可以瞭解模式對本季大

氣環流場的掌握情形，圖 5-7 為 1997~1998 年的冬季（DJF）海平面氣壓的季平

均，冬季主要的天氣系統為來自大陸的冷高壓，ECMWF 的在分析資料中，本年冬

季平均冬季高壓，中心位於中國北方陸地，約在模擬範圍的西北方，中心壓力高

於 1026hPa，1026hPa 的等壓線最南到達淮河平原一帶。在 PRM 使用為更新，舊

版輻射參數化之前，所模擬的冬季平均的狀態（如圖 5-7B），PRM 空間型態分布

與觀測資料相類似，1026hPa 的等壓線亦是向南延伸至淮河平原一帶，二者空間

分布的相似性相當高，但是在台灣與華南地區，觀測資料的壓力梯度明顯大於模

擬的結果。在 PRM 新版輻射參數化的模擬中，在圖 1C 中可見高壓中心的趨勢掌

握得相當理想，台灣至華南地區壓力梯度也稍稍被改善。在春季部分（如圖

5-8），在春季三月至五月大陸冷高壓的勢力開始逐漸減弱，冷高壓開始快速的在

東亞地區移動，伴隨高壓的低壓鋒面系統明顯轉為活躍，台灣地區受其影響由南

到北降雨情形轉為明顯，在觀測資料中（圖 5-8A），海平面氣壓空間分布，高壓

已開始向東移動，高壓的範圍由大陸陸地向東南延伸至日本一帶，等壓線的走

向，呈現由模擬範圍的由西北方向東南方走向。在舊輻射參數化的模擬中（圖

5-8B），高壓的東移情形似乎較為緩慢，高壓的中心分布仍以大陸陸地為主，並

沒有明顯移出海面，因此氣壓線的走向仍與冬季相似的東西走向，此與觀測資料

中的空間分布，有著明顯的差距。在 PRM 新版輻射參數化過程的模擬中（圖

5-8C），模式可以模擬出高壓移東的趨勢，所以在此模擬中，壓力線的走向呈現

西北－東南向與觀測分析資料相當相似，高壓中心分布的位置也與觀測資料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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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位置相當接近。夏季部分，在過去的研究中 1998 年的夏季是相當模擬，一般

而言模擬出的太平洋高壓的強度都明顯偏強。在圖 5-9 為夏季的比較，本季主要

的天氣系統就是海上為太平洋高壓所主導，大陸陸地地區則為低壓帶，在新舊輻

射參數化的比較中，陸地上的壓力分布與觀測間的誤差並不大，唯有太平洋氣壓

二者均呈現較強的狀態（如圖 5-9B,C）。在秋季中，在觀測資料中可以看到北方

的高壓勢力開始增強，南方的太平洋高壓亦開始減弱，在圖 4的比較中，舊版輻

射模擬中發現，高壓的發展是比新版的快速，但高壓強度有偏強的趨勢，新版的

北方高壓勢力卻呈現較觀測弱的情形，不過在海上尤其是台灣地區的壓力趨勢與

強弱，新版的模式卻呈現較不如舊版模擬的情形。我們利用泰勒圖表進行綜合比

對（圖 5-11），在舊版輻射參數化的模擬中，四個季節的平均結果都若在圖表的

右邊，超過標準差 1的地方，是屬於高估的情形，新版的模式除了夏季模擬的結

果是往較差的地方移動（更高估），其他三個季節（DJF,MAM,SON）都是往低估的

地方移動，改變參數化的模擬是可以有改善的動作。在這個圖表中若標記越接近

OBS 的標點時，代表誤差越小，所以在除了夏季的其他三個季節，似乎都是往誤

差較小的地方移動，空間的型態相關略微提高。 

    輻射參數的改進主要是針對低層的冷誤差（cold bias）而進行的，所以在

此我們進行 2m 的地表溫度比對，瞭解原先模式的誤差是否被改善，在圖 6 為冬

季平均地表氣溫，A圖為 1997~1998 年的冬季測站觀測資料，該圖之 0℃等值線，

位於黃河流域附近，在舊版模擬中，在模擬範圍的西邊溫度明顯比觀測資料偏

低，使用了新的輻射參數化之後，溫度模擬的結果有些許上升，其他地區新舊版

之間的變化較不明顯。在春季的模擬的比對中（圖 5-13），溫度明顯開始回升，

在測站資料中，12℃等值線已經到達黃河流域附近，在舊版模擬中，12℃等值線

僅到達淮河附近，還處於叫南邊的地區尚未到達，新版的模擬中，在黃流流域附

近雖然溫度仍比觀測的結果低，但已經明顯獲得改善，地表溫度明顯的比舊版模

擬的結果理想。海上的結果二個版本的模式結果是相當接近，主要是因為 2m 溫

度的計算由海面溫度向上計算而得，模式的海溫我們使用的是觀測海溫，因此模



 38

擬的結果相當接近。在夏季的平均地表溫度（圖 5-14），在大陸沿海地區其溫度

多半高於 24℃，在舊版模擬中，大陸沿海溫度多為 22℃，比觀測資料為低，不

過使用新的輻射過程後，如圖8C大陸沿海溫度明顯升至24℃，在觀測資料中26℃

等溫線，可達長江一帶，在新舊版參數的模擬中，華南地區溫度都明顯偏低，唯

有新版的模擬還可看見零星的 26℃高溫區，較為接近觀測結果。秋季地表溫度

隨太陽南移，溫度明顯下降，長江以南在觀測資料中為高於 21℃向北遞減，模

擬範圍的北邊約為 12℃左右，在新版模擬中，結果明顯比舊版理想，新版在華

南地區溫度多為高於 21℃，舊版模擬中，華南地區除了沿海地區，溫度高於 21℃

外其他均為 18~21℃之間，長江以北的空間分布新舊二版的模擬相當接近，因此

在新版的模擬中，地表溫度偏低的現象是可以透過更新輻射過程被修正。在圖

10 我們以泰勒圖表綜合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紅色部分為舊版四個季節的結果，

都分佈在圖表的左邊，屬於低估的情形（偏低），更新的輻射參數過程所模擬的

結果都向中間移動，僅有 MAM（春季）是超過中線為偏高，其餘都仍為偏低，且

都是比舊版結果更接近中線。而且在空間的型態相關部分，也都稍稍的增加，就

地表溫度的模擬中，四個季節的結果是都有明顯的改善。 

    在其他環流場的模擬比較中（表一），溫度部分，除了夏季的 200hPa 高層外，

其他的結果都是新版由於舊版，風場部分各個季節有可以看見明顯的改善。但在

降雨的部分，因為在此我們僅針對輻射部分進行調整，降雨的空間分布型態不沒

有太大改變，但因為溫度的提高所以相同空氣中所攜帶的水汽變多，因此在降雨

部分，降雨的誤差，除了秋季外其餘均往偏多的方向移動。所以在此透過輻射參

數部分的改良，是可以使 PRM 在低層冷誤差的情形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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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季節新舊模式空間型態相關（pattern correlation） 

 T850T850T850T850    T200T200T200T200    Q850Q850Q850Q850    Q200Q200Q200Q200    U850U850U850U850    V850V850V850V850    

DJFDJFDJFDJF    

((((    oldoldoldold    ))))    

0.99 

( 0.99 ) 

0.99 

( 0.98 ) 

0.99 

( 0.98 ) 

0.98 

( 0.96 ) 

0.99 

( 0.98 ) 

0.86 

( 0.82 ) 

MAMMAMMAMMAM    

((((    oldoldoldold    ))))    

0.98 

( 0.98 ) 

0.99 

( 0.98 ) 

0.98 

( 0.98 ) 

0.93 

( 0.91 ) 

0.98 

( 0.96 ) 

0.92 

( 0.81 ) 

JJAJJAJJAJJA    

((((    oldoldoldold    ))))    

0.90 

( 0.92 ) 

0.89 

( 0.83 ) 

0.89 

( 0.91 ) 

0.88 

( 0.90 ) 

0.91 

( 0.93 ) 

0.84 

( 0.81 ) 

SONSONSONSON    

((((    oldoldoldold    ))))    

0.98 

( 0.96 ) 

0.91 

( 0.81 ) 

0.96 

( 0.95 ) 

0.20 

( 0.90 ) 

0.76 

( 0.85 ) 

0.22 

( 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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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向後軌跡示意圖，摘自 Staniforth and Cote(1991)。 

 

 

 

圖 5-2，二維半拉格朗日法內插策略 

 



 41

 

 

 

 

 

 

 

圖 5-3，測試普度區域數值模式(PRM)以不同水平平流格式模擬發生於 1998 年 5

月 1 日之鋒面系統的 850hPa 液態水混合比。左邊三張子圖是使用傳統差分方法

的模擬結果，右邊則是使用前差半拉格朗日法的測試結果，由上而下分別為第

12,24,36 小時的結果。等值線間距為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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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5-4，(a)觀測、(b)使用傳統平流差分法及(c)使用半拉格朗日法 PRM 模擬之

1998 年五月份的月平均日降水。等值線間距為 3mm/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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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5-5，同圖 5-4，但為六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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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5-6，同圖 5-4，但為七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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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海平面氣壓冬季（DJF）季平均之比較。（A）ECMWF 再分析資料，（B）舊

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C）新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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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海平面氣壓春季（MAM）季平均之比較。（A）ECMWF 再分析資料，（B）舊

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C）新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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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海平面氣壓夏季（JJA）季平均之比較。（A）ECMWF 再分析資料，（B）舊

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C）新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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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海平面氣壓秋季（SON）季平均之比較。（A）ECMWF 再分析資料，（B）

舊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C）新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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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新舊輻射參數化模擬之海平面氣壓季平均之比較。此為泰勒圖表，圓

弧上的數字代表型態相關(pattern correlation)，水平座標為標準差（無

因次化處理，normally）。綠色代表新版參數化模擬的結果，紅色代表舊

版參數化模擬的結果，DJF 代表冬季，MAM 代表春季，JJA 代表夏季，SON

代表秋季。 

 

Underestimate 
Over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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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冬季（DJF）地表氣溫季平均之比較。（A）ECMWF 再分析資料，（B）舊

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C）新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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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春季（MAM）地表氣溫季平均之比較。（A）ECMWF 再分析資料，（B）舊

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C）新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 

 

A 

C 

B 



 52

 

圖 5-14、夏季（JJA）地表氣溫季平均之比較。（A）ECMWF 再分析資料，（B）舊

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C）新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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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秋季（SON）地表氣溫季平均之比較。（A）ECMWF 再分析資料，（B）舊

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C）新版輻射參數化之模擬。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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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新舊輻射參數化模擬之地表氣溫季平均之比較。此為泰勒圖表，圓弧

上的數字代表型態相關(pattern correlation)，水平座標為標準差（無

因次化處理，normally）。綠色代表新版參數化模擬的結果，紅色代表舊

版參數化模擬的結果，DJF 代表冬季，MAM 代表春季，JJA 代表夏季，SON

代表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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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新舊輻射參數化模擬之降雨季平均之比較。此為泰勒圖表，圓弧上的

數字代表型態相關(pattern correlation)，水平座標為標準差（無因次

化處理，normally）。綠色代表新版參數化模擬的結果，紅色代表舊版參

數化模擬的結果，DJF 代表冬季，MAM 代表春季，JJA 代表夏季，SON 代表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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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研究冬季事後（hindcast）預報的結果，在距平分析中發現，PRM 的分布

與 ECHAM 距平分布幾乎相同，在動力降尺度的設計想法中並沒有太大不誤差，經

預報技術的評估台灣地區在降雨部分還具有一些預報技術，但在溫度的預報，預

報技術明顯較差，造成這個的原因相當複雜，相當一部分是因為 NCEP 的海溫預

報在東亞地區預報技術偏低的原因所造成。雖排除萬難已建立此系統，但流程複

雜環節交錯，仍須花一些時間仔細區分析分環節間傳輸過程，方可以加以改善。 

在 2005/2006 冬季的預報，雖然訊號並不明顯，根據資料分析，台灣地區降

雨呈現正常到偏多，溫度部分則呈現正常到偏高。 

模式的改良部分已完成了輻射部分的改進與半拉格朗日平流格式的數值方

法改良，未來將逐步運用在預報系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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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Coupled-modes analysis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VDA; Bretherton et al. 1992), 

a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technique like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CCA; Barnett and Preisendorfer 1987), has become a popular way to extract 

information about dominant coupled modes in the climate system over the 

last decade. A typical application of SVDA is the analysis of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 variability and th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variability (Wallace et al. 1992;Zhang et al. 1996 ). 

In SVDA, sequences of coupled modes, that is, patterns and associated 

time series, are calculated. In this study, the equation can be expressed 

as follows. 

,)()( ∑≈
j

jjsim gtutZ              (1) 

∑≈
j

jjobs htvtZ ,)()(              (2) 

The simulated and observed anomaly fields, )(tz sim  and )(tzobs , are 

normalized to have mean zero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ne at each grid point. 

For SVDA, the patterns, jg  and jh , are the singular vectors, and the 

expansion coefficients, )(tu j  and )(tv j , are projections of the simulated 

and the observed fields onto the singular vectors that derive from the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of the cross-covariance matrix. 

Graham(1994) noted that SVDA has the potential of applying 

coupled-modes techniques to GCM integrations. This method is applied to 

simultaneous fields of GCM’s simulated precipitation and the observed 

precipitation, respectively, for the purpose of extracting information 

about errors in the model response to SST forcing (Ward and Navarra 1997). 

In this study, a method of bias correction based on the leading modes of 

SVDA is brought into play. The procedure of this method mainly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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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of Feddersen (1999). The SVDA is used to extract coupled modes 

between the observed and the simulated anomaly fields, and then the 

systematic errors of the simulated anomaly are corrected by replacing the 

simulated mode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observed ones. The transfer 

function for the replacement can be constructed as follows. 

∑=
j

jjj tvhtZ )()( α           (3), 

Here, Z(t) is the corrected field, j is the mode number, and α i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time series of the SVD mode of 

simul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SVD time series of the observat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adjusted field is not only constructed by 

the transfer function, but also modified by adding weighting factors to 

Z(t+1) when th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adjusted field during the training period. The double cross 

validation (Kass et al. 1996) is utilized for the purpose of controlling 

the problem that the relative short period of record, 25yr, used in this 

study, may involve overestimated skill scores by overfitting random 

variability as indicated by Davis (1976). Details of the verification 

procedures and the principle for selecting the dominant modes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adjusted field can be found in Fedderse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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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統計降尺度    

壹壹壹壹、、、、臺灣地區秋冬季溫度變化特徵與分析臺灣地區秋冬季溫度變化特徵與分析臺灣地區秋冬季溫度變化特徵與分析臺灣地區秋冬季溫度變化特徵與分析    

一、 前言 

二、 資料來源 

三、 臺灣地區溫度年循環 

四、 臺灣地區冬季日較差與低溫之分析 

五、 臺灣地區冬季氣溫與周邊 SST 之相關 

六、 以臺灣周邊海溫預報臺灣氣溫之可行性 

七、 結論 

貳貳貳貳、、、、臺灣地區與颱風相關之極端降雨分析臺灣地區與颱風相關之極端降雨分析臺灣地區與颱風相關之極端降雨分析臺灣地區與颱風相關之極端降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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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臺灣地區秋冬季溫度變化特徵與分析臺灣地區秋冬季溫度變化特徵與分析臺灣地區秋冬季溫度變化特徵與分析臺灣地區秋冬季溫度變化特徵與分析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台灣氣候變化受到全球環流、亞洲季風、海洋與陸表狀況的影響，在不同的季

節受到不同的機制所主宰。本計畫整合過去研究結果與自行研究成果，探討台灣

各月與各季氣候的年際與年代際變化與上述大尺度海氣陸系統的統計關係，期望

建立一套可以應用的概念模式，以供未來應用於大氣環流模式預測之大尺度海氣

陸狀況上，來預估台灣的氣候變化。因此，本計畫除了先前依氣象局慣用的自然

季節分法：春季、梅雨季、颱風季、秋季與冬季來劃分，研究了各季的雨量特徵

之外，於本報告中繼續分析臺灣地區溫度的年際變化與年代際變化特徵，特別是

溫度突變與年際變化與周圍區域海表溫度（SST：sea surface temperature）是

否有一致或類似的訊號，希望能尋找出可供預報應用上的其他因子。 

以下，本報告將分成資料來源、臺灣地區溫度年循環、臺灣地區冬季日較差與

低溫之分析、臺灣地區冬季氣溫與周邊 SST 之相關、以臺灣周邊海溫預報臺灣氣

溫之可行性與最後的結論數個章節，報告分析之成果。    

二二二二、、、、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本研究中，使用台灣地區之長期氣溫觀測資料，包含中央氣象局所屬的台灣本

島平地十五個資料時間較長的綜觀氣象站之日平均氣溫（T）、每日最高氣溫

（Tmax）及每日最低氣溫（Tmin）。十五個測站分別為：淡水(46690)、鞍部

(46691)、竹子湖(46693)、台北(46692)、基隆(46694)、宜蘭(46708)、新竹

(46757)、台中(46749)、台南(46741)、高雄(46744)、花蓮(46699)、成功(46761)、

台東(46766)、大武(46754)及恆春(46759)。另在分析中，又將台中以北地區七

測站區分成台灣北部，台中(含)以南八站分為台灣南部來討論。資料時間長度均

自 1950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止；另外，台北、台南及恆春三測站日

平均氣溫有較長之紀錄，自 190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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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溫資料方面，使用哈德里氣候預報中心(Hadley Centre for Climate 

Prediction and Research)提供的HadISST1數據，解析度為1°×1°，時間長度為

1871-2003年 (Rayner et al., 2003)。在氣溫方面，使用Climatic Research 

Unit(CRU) 0.5°×0.5°的網格資料(New et al.,2000)，CRU資料是由測站資料再

經由內插構成。為了使全球CRU陸溫及HadISST海溫的變化能夠同時呈現，我們

將地面溫度與海溫兩種資料合成為網格資料，於本研究中使用。 

三三三三、、、、    臺灣地區溫度年循環臺灣地區溫度年循環臺灣地區溫度年循環臺灣地區溫度年循環    

在分析臺灣地區溫度的年際與年代際變化之前，需先對臺灣氣溫的基本年循環

（annual cycle）有完整的瞭解。圖 1 中由上至下的三張圖，代表的分別是以

1958 年至 2001 年間，氣象局全島十五個測站、北部七測站、南部八測站平均後

所獲得的溫度年循環。可以清楚看出，臺灣地區的溫度年循環，相當程度是跟著

太陽直射位置的推移，而以落後約一個月的程度呈現 sin 波的年循環。把整個臺

灣地區當成一體來看，氣溫均在七月中左右達到最高值，而於一月中達到最低

值。臺灣地區夏季平均溫度約達二十七點五度，冬季則達十六點五度。若區分成

南北來看，夏季北部平均氣溫達二十七度，南部達二十八點五度。冬季南部平均

氣溫約為十八點五度，但是北部地區則低至十四度。在圖中，我們另以顏色區分

日平均溫度（T 黑色表示）、日最高溫（Tmax 紅色表示）、日最低溫（Tmin 藍色

表示）之年循環。 

在瞭解了臺灣氣溫的年循環後，我們另外計算了氣溫的日較差（diurnal 

temperature range；DTR）。DTR 的定義為每日最高溫與最低溫之相減，也就是

DTR = Tmax-Tmin 之值。近年來，不少關於 DTR 的研究相繼發表（Karl et al. 

1984；Karl et al. 1993；Easterling et al. 1997），臺灣地區亦有論文探討

DTR 的變化（賴與姜 2004）。不過，在賴與姜的研究中，使用的是月平均 DTR 加

以分析。但本報告中，則是從每日的 DTR 來看，除了探討 DTR 的年際與年代際變

化，亦分析其每年變化的劇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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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 1類似，圖 2當中我們分析了臺灣全島測站以及北部和南部的 DTR 年循環，

並且為了得知 DTR 在不同季節的變化劇烈程度，我們亦將溫度 DTR 資料排序，以

percentile 的方式分析，畫出排序在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五十與百分之七十

五的數值，以獲得其變化的分佈情況。 

以臺灣全島為一體來看，DTR 的平均數值在夏季時最大，其次為春雨時分，秋

季與冬季則較小。但從 DTR 的變化分佈來看，夏季的七月與八月反而較小，梅雨

季次之，秋冬季反而大。這樣的分析顯示了臺灣地區在夏季，雖然日夜溫差的

DTR 較大，但變動的範圍則比較小，反倒是入秋之後以及冬天與初春，DTR 可大

可小的劇烈變化程度反而擴大。 

若將氣溫區分為北部與南部來看，北部的 DTR 比之全島一體的 DTR，在秋冬季

時平均 DTR 值較小，但變化的上下幅度則較大。至於南部的 DTR，梅雨季與夏季

的 DTR 平均值最小，秋冬季反而變大。這南北差異說明了北部地區冬天因受東北

季風影響，雲的效應讓日夜溫差 DTR 較小，但南部地區因為冬天少雲少雨，日夜

溫差因為夜晚輻射冷卻的因素，造成冬季 DTR 較大。從氣溫 DTR 的分析，可以看

出臺灣南北的差異，在冬天時南部地區 DTR 的變化大，與北部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的氣候特徵並不相同。 

四四四四、、、、    臺臺臺臺灣地區冬季日較差與低溫之分析灣地區冬季日較差與低溫之分析灣地區冬季日較差與低溫之分析灣地區冬季日較差與低溫之分析    

從前一節的分析當中，吾人可以獲知，臺灣地區冬天平均溫度較低時，北部有

最小的 DTR，但南部卻有最大的 DTR。至於從年際變化上分析其 DTR 大小震幅，

則不管南部或北部都在秋冬季達到最大。臺灣地區冬季 DTR 年際變化大，造成在

溫度預報難度上因而較高，而且冬天平均溫度已經較低，再加上劇烈的日夜溫

差，最低溫所造成的寒害更是大眾關心的話題。 

 

從圖 3中，由上到下我們分析了臺灣冬季（十二月到隔年二月，以 DJF 表示。年

代以每一個 DJF 季節中一月所屬年份為代表）的平均溫度（T 綠色表示）、日最

高溫（Tmax 紅色表示）、日最低溫（Tmin 藍色表示）之年際變化。由上至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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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全島十五個測站、北部七測站、南部八測站。第四張圖則是全島（綠色）、

北部（黑色）、南部（洋紅）地區日夜溫差 DTR 之年際變化。不管是全島或者是

分成南北兩區，年際變化中都呈現了最低溫 Tmin 持續快速上升的趨勢。由於臺

灣地區平均溫與最高溫僅有緩慢的升溫，其升溫幅度遠小於最低溫的上升，因此

最下圖之 DTR 年際變化，才會呈現一路下降的趨勢。圖 3的分析，說明了近年來

臺灣地區冬天溫度之所以讓民眾感覺較不冷，主因是在最低溫無法像早期的日最

低溫可以下探到更低溫度所致。 

為了檢視低溫在冬季台灣地區所造成的影響，我們先回顧一下所謂「寒潮」的

定義。基本上，寒潮是東亞地區冬季環流主要天氣現象之一，就綜觀天氣觀點而

言，係指源於極地大陸之寒冷高壓而言。所稱寒潮爆發，即指強烈冷氣團離開源

地至較低緯；依中央氣象局較早年說法，當大陸冷氣團南移，寒冷的氣流會使氣

溫急速下降，這就叫做寒潮，俗稱寒流。就台灣地區而言，台北的日最低溫在兩

天內下降達 4℃或以上，且氣溫降到 14℃或以下時，便可稱為寒潮。依中央氣象

局說明，由於氣象學上只有「寒潮」一詞；為求嚴謹並減少爭議，乃將爭議已久

的“寒流”一詞自 1999 年冬起不再使用，改以「強烈大陸冷氣團南下」和「低

溫特報」來預報特別低溫的天氣現象，其分別的方法均以台北市氣溫為標準，並

定義如下：(一)當台北全天最高溫在攝氏 13 度以下，或 24 小時內降低五度並降

到 13 度以下，氣象局即發布「強烈大陸冷氣團南下」的預報。 (二)當台北市的

溫度降到攝氏十度以下，則將發布「低溫特報」。 

配合中央氣象局的定義，圖 4 分析了台北測站平均溫度在攝氏十度以下的天

數。圖 4之上圖是以季風年（monsoon year：每年五月到隔年四月）為單位做統

計，而下圖則是僅計算 DJF 三個月。不論是以哪一種的單位計算，從圖 4可以清

楚看出台北平均溫度在攝氏十度以下的總天數在一九七０年代中期之後快速變

少。雖然說在過去百年當中，一九一０年代初期以及一九四０與五０年代也有短

暫時間低溫天數較少，但是一九七０年代中期的減少後便已經有將近三十多年沒

有增加。更甚者，從一九八０年代末期開始，達到攝氏十度以下的低溫天數更是

極劇減少，甚至可以一連數年連一天都沒有。 

圖 5是以三種不同的溫度條件，來檢視台北地區低溫的年際變化。因為日最高

溫與日最低溫是從一九五０年代才開始有資料，因此圖 5的分析僅侷限於二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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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後半開始迄今。圖 5的分析，包含了台北測站平均氣溫小於攝氏十度之天數（黑

色線條）、最高溫小於攝氏十三度（灰色線條）、最低氣溫小於攝氏十度（藍色線

條）的天數。計算年際變化的單位，上圖是季風年，下圖則為冬季 DJF。圖 5清

楚表現出，日最低溫小於攝氏十度的總天數快速減少的劇幅程度，遠大於日最高

溫小於攝氏十三度以及日平均溫小於攝氏十度的總天數變化。也就是說，台北地

區最明顯快速減少的總天數，是日最低溫小於攝氏十度的部份。這結果也顯示

了，在持續暖化的情況下，要讓台北市的溫度降到攝氏十度以下達到發布「低溫

特報」警訊的機會將越來越少。 

五五五五、、、、    臺臺臺臺灣地區冬季氣溫與周邊灣地區冬季氣溫與周邊灣地區冬季氣溫與周邊灣地區冬季氣溫與周邊 SSTSSTSSTSST 之相關之相關之相關之相關    

為了瞭解臺灣地區氣溫的百年變化與周邊區域相關，在本研究中另取了臺灣到

日本南部間，涵蓋黑潮的周邊海面溫度 SST 資料，以及相同緯度之全球 SST 百年

變化來加以比較，呈現於圖 6當中。對於臺灣的氣溫，我們選擇了三個長期觀測

的百年測站：台北(46692)、台南(46741)及恆春(46759)，平均成臺灣地區代表

氣溫，呈現臺灣從一九００年開始的氣溫變化。另運用 HadISST 資料，以臺灣周

邊黑潮流域範圍（120-130E，22-34N）代表周圍海域的 SST 百年變化，另外又用

相同緯度（22-34N）的全球 SST 平均來加以比較。圖 6中呈現的，是全年度溫度

平均後的數值。為了更清楚看到年代際的改變，圖上粗線是十一年的滑動平均。 

從圖 6可以看出，臺灣地區氣溫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一路攀高，從全年平均約攝

氏二十三度，到世紀末時的約二十四點五度。臺灣地區氣溫的增加，大致上從一

九三０年代開始攀升，到一九五０年代上升略微趨緩，但是一九八０年代開始又

持續驟升。比較臺灣周圍的 SST，類似的增溫趨勢相當類似，但震幅更大，特別

是一九三０年代到一九五０年代，以及一九八０年代之後的兩次驟升，均在約二

十年間升高一度的平均溫。 

圖 7是類似圖 6的分析圖，不過在平均的季節上，僅以北半球冬季之 DJF 作為

對象來探討。在台灣地區的冬季氣溫百年變化上，約從二十世紀初的十七點五

度，一直攀高到世紀末的十九點四度，增加幅度比之全年平均要大。周邊 SST

的百年增溫，則是從世紀初的約攝氏十七度，下降到一九二０年代的十六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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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又從一九四０年代開始第一次驟升，於短短十年間增加了約一點五度，但

在隨後的一九五０到一九六０年代緩慢下降並維持約在攝氏十七點五度的平均

SST，直到一九八０年代又開始巨幅增溫，從攝氏十七點五度，在二十年內攀高

到攝氏十九度。二十年增溫一點五度的變化，比相同時間臺灣地區陸上氣溫的增

加還要大。類似的變化若以全球相同緯度 SST 來看，則幅度要小許多，整個二十

世紀的改變僅約 0.6 度。 

在這值得特別說明的是，臺灣周邊海域 SST 的變化，與北太平洋之 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s (PDO) 有相當之關係。PDO 是一種發生在北太平洋海面

溫度，週期大約二十至三十年的震盪。根據 Zhang et al. 1997 所述，二十世紀

的 PDO 大致上有三次相位的轉折，分別是一九二五年、一九四七年與一九七七

年。這樣的 PDO 相位改變，與臺灣周邊 SST 的改變是一致的。 

從圖 7中還可看出一個有趣的現像，即是臺灣的氣溫與周邊 SST，雖然在年代

際上的變化幅度不同，但是變化的趨勢卻是類似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年代際

大趨勢變化下的年際變化，兩者有非常好的相關，幾乎是相同上下震盪起伏。為

了進一步確認這個臺灣氣溫與周邊 SST 的年際變化相關，於圖 8中，我們先減去

了十一年的滑動平均，專注於年際變化的關係。圖 8非常清楚地展現了兩者在年

際變化上的一致性，其相關係數更高達 0.65。這隱含了臺灣的冬季氣溫，與周

圍整體黑潮地區 SST 的年際變化是一致的。如果 SST 的預報能夠準確，臺灣地區

冬季氣溫的預報也將更容易掌握。 

六六六六、、、、    以臺灣周邊海溫預報臺灣氣溫之可行性以臺灣周邊海溫預報臺灣氣溫之可行性以臺灣周邊海溫預報臺灣氣溫之可行性以臺灣周邊海溫預報臺灣氣溫之可行性    

為了瞭解類似圖 8中，臺灣地區冬季氣溫與周邊 SST 的高度相關是否同樣可及

於其他的季節或月份，在圖 9中，我們以類似的方法，呈現了全年度各季的年際

變化與相關係數。每一張圖代表了三個月的臺灣地區（紅線表示）平均氣溫與臺

灣近海區域（120-130E, 22-34N）SST（黑線表示），數值均為減去十一年滑動平

均後之年際變化，此兩者之相關係數亦標於每張圖上。月份表示方式以每三個月

的中間月份為代表，例如月份為二（month=2）時，代表是一月、二月、三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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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平均。 

從圖 9的分析來看，臺灣地區氣溫與周邊海域 SST 的相關係數，從一月到十二

月分別為 0.65（一月）、0.68（二月）、0.64（三月）、0.61（四月）、0.58（五

月）、0.44（六月）、0.35（七月）、0.29（八月）、0.43（九月）、0.63（十月）、

0.58（十一月）、0.68（十二月）。大致上，臺灣地區在秋冬季節，氣溫與周邊

SST 的變化均有超過 0.6 以上的相關，其中更以十二月與二月最高。但是當季節

進入夏半季的梅雨以及颱風季之後，氣溫容易受到梅雨鋒面系統或者颱風以及其

外圍環流的影響而降低，但這些較小尺度的天氣系統，可能影響與回饋到季節上

的整體溫度平均，因此一方面解釋了兩者相關係數較低的原因（特別是颱風最多

的七八九月），也顯示出秋冬季是臺灣地區氣溫與周邊 SST 相關較佳的時節。 

在先前的研究當中，Hsu et al 2001 曾探討了臺灣與東亞地區的冬天溫度，

與太平洋上海氣交互作用的相關，特別是與菲律賓海附近的 SST 之相關。本報告

中，為了確認以臺灣氣溫與周邊其他地區溫度較佳之相關區域位置，我們用臺灣

地區的溫度，與地面溫度加上 SST 資料合成的網格數據計算相關。依照類似圖 9

的分析方式，分成十二個季節呈現於圖 10 中（僅呈現正相關的數值）。理所當

然地，在台灣地區相關係數自然是最高的，而由臺灣往北延伸到日本南部（包含

東海）的區域，是相關最明顯的地區。在二三四月與六七八月這兩個季節，雖然

有微弱的相關區域往南海延伸，但整體而言，臺灣氣溫與南海的相關較不顯著。

主要的正相關區域，是於秋冬季存在於黑潮與東海區域這兩處北方冷空氣南下的

路徑之一。 

圖 10 中另外展現的微弱相關區域，還包含冬季時節與中南半島陸上氣溫的相

關，以及印度半島區域在秋冬季節的關係。圖 11 與圖 10 是相同的分析，但是放

大了範圍並以藍色及紅色呈現負相關與正相關區域。在負相關的區域上，最值得

注意的是中高緯度歐亞大陸西側的部份。這個負相關趨勢，值得用來探討臺灣地

區氣溫與歐亞大陸覆雪量是否有關，或者是否與大尺度環流有遙相關等的進一步

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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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了檢驗臺灣地區氣溫與周邊海域 SST 的高度相關是否具有預報能力，

我們先用需要預報季節之一個月前的 SST 來測試兩者間之相關性於圖 12 中。例

如氣溫之月份為三月（month=3）時，代表的是二月、三月、四月之氣溫季節平

均，但使用來計算相關係數的 SST 則是一月份之數值。從圖 12 以及相關係數來

看，最好的相關是在三四五月份的 0.35、一二三月份的 0.33，以及二三四月份

的 0.26。基本上，似乎以冬季 SST 的數值直接來預報春季臺灣地區氣溫是唯一

較佳的季節，在其他時間運用 SST 的記憶來直接推估臺灣地區氣溫顯則較不可

行。 

七七七七、、、、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主要分析臺灣地區氣溫的年循環特性、百年間的變化（包含年際變化與

年代際變化），以及在年際變化上與周圍海域 SST 的相關。除了分析氣溫本身的

改變，還配合日最高溫（Tmax）與日最低溫（Tmin），以及 DTR（日較差 Tmax-Tmin）

的資料，分析其變化特徵。初步獲得的結論有下列數點： 

（一）臺灣地區的溫度年循環，是跟著太陽直射位置的推移，而以落後約一個

月的程度顯現：氣溫在七月中左右達到最高值，而於一月中達到最低值。另 DTR

的平均數值在夏季時最大，其次為春季時分，秋季與冬季則較小。若從把台灣區

分為北部與南部兩半來看，北部的 DTR 比之全島一體的 DTR，在秋冬季時平均 DTR

值較小，但變化的上下幅度則較大。至於南部的 DTR，梅雨季與夏季的 DTR 平均

值最小，秋冬季反而變大。此南北差異說明了北部地區冬天因受東北季風影響，

雲的效應讓日夜溫差 DTR 較小，但南部地區因為冬天少雲少雨，日夜溫差因為夜

晚輻射冷卻的因素，造成冬季 DTR 較大。 

（二）不管是以季風年（monsoon year：每年五月到隔年四月）為單位做統計，

或僅以冬季 DJF 三個月來計算，台北平均溫度在攝氏十度以下的總天數在一九七

０年代中期之後快速變少。更甚者，從一九八０年代末期開始，達到攝氏十度以

下的低溫天數是極劇減少，甚至可以一連數年連一天都沒有。在持續暖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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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讓台北市的溫度降到攝氏十度以下達到氣象局發布「低溫特報」警訊的機

會已越來越少。 

（三）臺灣地區氣溫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一路攀高，從全年平均約攝氏二十三

度，到世紀末時的約二十四點五度。氣溫的增加，大致上從一九三０年代開始攀

升，到一九五０年代上升略微趨緩，但是一九八０年代開始又持續驟升。比較臺

灣周圍的 SST，類似的增溫趨勢相當類似，但震幅更大，特別是一九三０年代到

一九五０年代，以及一九八０年代之後的兩次驟升，均在約二十年間升高一度的

平均溫。 

（四）台灣地區的冬季氣溫百年變化上，約從二十世紀初的十七點五度，一直

攀高到世紀末的十九點四度，增加幅度比之全年平均要大。周邊 SST 的百年增

溫，約從世紀初的攝氏十七度增加到到世紀末的攝氏十九度，不過 SST 上下增減

幅度較大，有時亦有降溫的趨勢出現。類似的變化若以全球相同緯度 SST 來看，

則幅度要小許多，整個二十世紀的改變僅約 0.6 度。 

  （五）臺灣的氣溫與周邊 SST 雖在年代際上的變化幅度不同，但是變化的趨勢

卻是類似。而在年代際大趨勢變化下的年際變化，兩者更有相當好的相關，幾乎

是相同趨勢地上下震盪起伏。從減去十一年滑動平均後所剩的年際變化趨勢中，

兩者的相關係數在冬季可高達 0.65。這隱含了臺灣的冬季氣溫，與周圍整體黑

潮地區 SST 的年際變化是一致的。 

（六）臺灣地區在秋冬季節，氣溫與周邊 SST 的變化均有超過 0.6 以上的相關，

其中更以十二月與二月最高。但是當季節進入夏半季的梅雨以及颱風季後，氣溫

容易受到梅雨鋒面系統或者颱風以及其外圍環流的影響而降低。這些天氣系統可

能影響與回饋到季節上的整個溫度平均，因此一方面解釋了兩者相關係數較低的

原因（特別是颱風最多的七八九月），也顯示出秋冬季是臺灣地區氣溫與周邊 SST

相關較佳的時節。 

（七）在與台灣地區氣溫有高度 SST 相關的區域方面，主要是位於臺灣往北延

伸到日本南部（包含東海）的地區。整體而言，臺灣氣溫與南海的相關較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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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正相關區域，是於秋冬季存在於黑潮區域與東海區域這兩處北方冷空氣南

下的路徑之一。 

（八）以臺灣周邊持續 SST 來預報未來三個月的測試中顯示，運用冬季 SST

的數值來預報春季臺灣地區氣溫是唯一較佳的季節，在其他季節運用持續 SST

的記憶來推估臺灣地區氣溫顯則較不可行。 

除此之外，在本研究中亦發現數處與臺灣氣溫有微弱相關的區域，包含冬季時

與中南半島陸上氣溫的正相關，以及印度半島區域在秋冬季時與臺灣氣溫的正關

係。另外，臺灣冬季氣溫，亦與中高緯度歐亞大陸西側的部份，呈現了值得注意

的負相關趨勢，值得用來探討臺灣地區氣溫與歐亞大陸覆雪量是否相關，或者是

否有與大尺度環流遙相關等的進一步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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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地區日平均溫度（T 黑色表示）、日最高溫（Tmax 紅色表示）、日最

低溫（Tmin 藍色表示）之年循環（annual cycle）。由上至下分別為全島十五個

測站、北部七測站、南部八測站之 1958-2001 平均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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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灣地區日夜溫差 DTR（daily temperature range 粗黑線）以及其 75%、

50%、25% percentiles 之年循環（annual cycle）。所有線條都經過三十一天的

滑動平均平滑處理。由上至下分別為全島十五個測站、北部七測站、南部八測站

之 1958-2001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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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地區十二至二月之平均溫度（T 綠色表示）、日最高溫（Tmax 紅色表

示）、日最低溫（Tmin 藍色表示）之年際變化。由上至下分別為全島十五個測站、

北部七測站、南部八測站。第四張圖則是全島（綠色）、北部（黑色）、南部（洋

紅）地區日夜溫差 DTR（daily temperature range）之年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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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上圖為台北測站平均氣溫小於攝氏十度之天數，年的統計單位為 monsoon 

year （五月到隔年四月）。圖中標示之年為該 monsoon year 所含括之一月所屬

年份。下圖類似上圖，但僅統計每年十二月到隔年二月之天數，年份表示法如上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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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北測站平均氣溫小於攝氏十度之天數（黑色線條）、最高溫小於攝氏十

三度（灰色線條）、最低氣溫小於攝氏十度（藍色線條）。上圖天數統計單位為

monsoon year （每年五月到隔年四月）。圖中標示之年為該 monsoon year 所含

括之一月所屬年份。下圖類似上圖，但僅統計每年十二月到隔年二月之天數，年

份表示法如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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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灣地區氣溫平均（包含台北、台南、恆春三測站，黑線表示），臺灣近

海區域（120-130E, 22-34N）SST（紅線表示），以及相同緯度（22-34N）之全球

SST 平均溫度（藍線表示）。細線為一月到十二月的年平均，粗線為上述數值之

十一年滑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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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冬季 DJF 期間，臺灣地區平均氣溫（包含台北、台南、恆春三測站，黑線

表示），臺灣近海區域（120-130E, 22-34N）SST（紅線表示），以及相同緯度

（22-34N）之全球 SST 平均溫度（藍線表示）。細線為每年十一月到隔年二月的

平均，粗線為上述數值經過十一年的滑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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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冬季 DJF 期間，臺灣地區（包含台北、台南、恆春三測站，紅線表示）減

去十一年滑動平均後之氣溫年際變化，以及臺灣近海區域（120-130E, 22-34N）

SST 減去十一年滑動平均後之年際變化（黑線表示）。此兩者之相關係數亦標於

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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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類似圖 8，但是每一張圖代表了三個月的臺灣地區（紅線表示）平均氣溫

與臺灣近海區域（120-130E, 22-34N）SST（黑線表示），數值均為減去十一年滑

動平均後之年際變化。此兩者之相關係數亦標於每張圖上。月份表示方式以每三

個月的中間月份為代表，例如月份為二時，代表是一月、二月、三月之季節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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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以臺灣地區每月測站溫度和同時間海洋地區 SST 及陸上表面氣溫所計算

出的相關係數（僅呈現正值區域）。每一個月份的數值，在計算相關係數前都先

減去十一年滑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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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本圖類似圖 10。但是相關係數正值區域以紅色表示，負值以藍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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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類似圖 8，但是每一張圖中的 SST，是臺灣地區（紅線表示）季平均氣

溫之前一個月的臺灣近海區域（120-130E, 22-34N）SST（黑線表示）。例如氣溫

之月份為三月時，代表是二月、三月、四月之氣溫季節平均，但使用來計算相關

係數的 SST 則是一月份之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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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It is commonly known that Taiwan’s summer rainfall prediction by models 

is much poorer than that in winter.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typhoons plays a major role during the summer-fall typhoon season 

(about 43.2% of the total rainfall is related to typhoons). However, the 

percentage of typhoon rainfall changes interannually from 7.7% to 65.6%. 

Moreover, the typhoon contribution usually occurs within a few days, 

showing that the major rainfall is from highly chaotic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Taiwan is an island with a north-south distance of only 377 km. 

A typhoon taking a northern or southern track can produce heavy rainfall 

in Eastern or Western Taiwan, respectively.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a 

GCM to differentiate the rainfall distribution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typhoon tracks separated by only hundreds of kilometers. Thes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offer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aiwan summer rainfall 

prediction is usually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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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IntroductionIntroduction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GCMs have difficulty producing a reasonable 

simulation of western North Pacific (WNP) rainfall [Kang et al., 2004].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se GCMs is the inability to reasonably 

resolve the tropical cyclones. The problem likely gets worse in places 

further complicated by land-sea contrast and high-rising mountain ranges. 

Taiwan is such a place. The Taiwan mountain range rises to nearly 4 km 

within about 50 km. Typhoons make landfall in Taiwan an average of 4 times 

a year.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e great difficulty in predicting seasonal 

rainfall in small mountainous regions like Taiwan by demonstrating the 

sensitivity of the Taiwan rainfall distribution to the typhoon track.  

 

In Taiwan, the typhoon is the greatest weather disaster [Wu and Kuo 1999]. 

It contributes largely to the annual rainfall cycle in Taiwan. On average  

(more details in the text), 43.2% of the total rainfall in July-October 

(532.4mm) is from typhoons. T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easonal mean varies 

year by year. It can be as large as 65.6% (1986) and as low as 7.7% (1964) 

with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249.3mm. The Taiwan rainfall distribution, 

despite the small size of Taiwan (377 km from north to south), is sensitive 

to typhoon tracks, which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synoptic 

circulation pattern (e.g. the subtropical high). Therefore, although 

several studies focused on the large-scale circulation and the typhoon 

activity over the WNP [e.g., Harr and Elsberry 1991; Lander 1994; Chan 

2000], it is still difficult for local weather forecasters and mode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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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edict the summer rainfall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the short north-south length of Taiwan island, there is 

also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CMR) with an average elevation of about 

3 km (Figure 1). Because of this topographic effect, the precipitation 

climatology in Taiwan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parts exhibi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the typhoon season is the period between 

July-October (JASO), the rainfall peaks in Western Taiwan (hereafter W. 

Taiwan) and Eastern Taiwan (hereafter, E. Taiwan) occur in July-August 

(JA), and September-October (SO), respectively. Although several case 

studies [e.g., Chang 1982; Wu et al. 2002] have investigated the 

topographic effect of typhoons on Taiwan, few long-term statistical 

researches have looked into the rainfall peak separation associated with 

typhoons and the seasonal transition of the East Asian monsoon, which 

dominates the basic background flow in Taiwan.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know how variations in the typhoon tracks affect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in E. and W. Taiwan. These issues are analyzed and documented in this study 

using long term data from weather stations.    

 

2.2.2.2.    DataDataDataData    

Rainfall data from 18 weather stations on the Taiwan island and wind data 

from three other isolated islands near Taiwan in 1958-2001 (shown in 

Figure 1) were provided by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 of Taiwan. 

In addition, to examine the large-scale monsoonal circulation, the 850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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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from the ECMWF Re-Analysis 40 (ERA40), from 1958-2001, was also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yphoon track data (1945-2001) was obtained from 

Unisys (http://www.unisys.com), which acquired records from the JTWC Best 

Track Data over the Western Pacific. 

   

3. Typhoons and the 3. Typhoons and the 3. Typhoons and the 3. Typhoons and the DistinctDistinctDistinctDistinct Rainfall Peaks in Western  Rainfall Peaks in Western  Rainfall Peaks in Western  Rainfall Peaks in Western 

and Eastern Taiwanand Eastern Taiwanand Eastern Taiwanand Eastern Taiwan 

Seasons in Taiwan are traditionally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dominant 

weather and rainfall characteristics. The annual rainfall cycle in Taiwan 

can be separated into spring rain, Mei-yu, typhoon and winter dry seasons 

(Figure 2a). The time series of 31-day running mean rainfall averaged over 

18 CWB weather stations in Taiwan is shown by the thick black curve in 

Figure 2a. The 25th, 50th and 75th percentiles of the samples are also shown 

in dashed lines in the same plot. The mean is between the 50th and 75th 

percentiles, but it is much closer to the 75th percentile for the typhoon 

season than for the Mei-yu season. This implies that during the JASO season, 

the mean annual cycle is contributed largely by some extremely heavy 

rainfall events, which are usually related to typhoons.  

 

The annual rainfall cycle time series for W. Taiwan (black line) and E. 

Taiwan (gray line) are shown in Figure 2b. The rainfall peaks for the 

typhoon season in W. Taiwan and E. Taiwan are different. The peak for W. 

Taiwan is in the middle of JA, while the peak for E. Taiwan is in SO. Similar 

curves for every station were also plotted (not shown). The result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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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learly separated into two types of curves, as shown in figure 2b, 

according to their locations relative to the CMR. 

 

In most GCMs, no typhoons are correctly simulated. This implies that if 

the rainfall for an area is contributed largely by typhoons, it is 

difficult to perfectly predict the seasonal rainfall in advance. 

Therefore, the percent of rainfall in Taiwan during the typhoon season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Previously, Chen and Fan [2003] calculated 

the typhoon rain contributions in the total amount of Taiwan rainfall 

during June-July-August (JJA). Their result shows about 40% of the summer 

rainfall is related to typhoons. However, in their analysis, the typhoon 

contribution to the total rainfall during fall season (after September) 

is absent, and rainfall in June during the JJA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Mei-yu season rainfall, during which fewer typhoons affect Taiwan 

climatologically.  

 

To see a comprehensive typhoon rainfall contribution to the annual 

rainfall cycle in Taiwan, a box (19-28°N, 117-125°E) near Taiwan is 

arbitrarily defined to separate the typhoon related rainfalls (called 

“typhoon rain” hereafter) and the non-typhoon related rainfalls (named 

“non-typhoon rain” hereafter). When the center of a typhoon enters this 

box, the rainfall occurring in Taiwan is counted as “typhoon rain”. The 

remaining rainfall occurring in Taiwan without typhoons in the box is then 

counted as “non-typhoon rain”. Because the intensity of some typhoons 

weaken into tropical cyclones after making landfall in Taiwan, we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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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ases as long as the tropical cyclones were once classified as typhoons 

in their life time. A summary is shown in Table 1.  

 

For the typhoon season in JASO, the typhoon rainfall contribution to the 

total rainfall in Taiwan is 43.2%. Th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here is 

that although the total JASO period has 123 days, the large percentage 

of typhoon rain is contributed within 14 days. This implies that a 

short-time extreme rainfall related to typhoons can have a large impact 

upon the monthly to seasonal rainfall means in Taiwan. It is also 

well-known that a strong southwesterly flow often appears after a typhoon 

leaves and results in a large amount of rainfall in Taiwan. If the rainfall 

occurring during the 2-day period after a typhoon has left Taiwan that 

appeared in the box is included, the percentage of typhoon rainfalls rises 

to 52.3% of the total JASO rainfalls in Taiwan. This reveals the big 

challenge of rainfall forecasting during JASO, because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rainfall in the Taiwan typhoon season is contributed by chaotic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As shown in Figure 2, the rainfall in Table 1 is also separated into JA 

and SO for the W. and E. Taiwan. In W. Taiwan, the percentage of typhoon 

rain is similar for JA and SO (42.0% and 43.9%,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amount of rainfall in JA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SO. In E. Taiwan, 

the percentage of typhoon rain in JA (53.4%)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in SO (38.4%). However, the rainfall amount over E. Taiwan in SO (273.3mm) 

is greater than the rainfall in JA (247.3mm). For both E. and W.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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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rainfall contribution during the 2-day period after a typhoon has 

left is included, the typhoon rainfall percentage increases by about 

7-10%.   

 

4. North4. North4. North4. Northernernernern/south/south/south/southernernernern typhoon tracks and e typhoon tracks and e typhoon tracks and e typhoon tracks and extreme xtreme xtreme xtreme 

rainfalls in eastern/western Taiwanrainfalls in eastern/western Taiwanrainfalls in eastern/western Taiwanrainfalls in eastern/western Taiwan 

Due to the CMR in Taiwan, distinct rainfall patterns are found when 

typhoons approach from different tracks and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Here, we simply divide Taiwan into western and eastern sides along the 

CMR axis, as shown in Figure 1, and the daily rainfall for each side is 

then averaged. Finally, we search all 1958-2001 typhoon-related extreme 

rainfall cases when the averaged daily rainfall means were greater than 

130 mm. This value was chosen because the CWB defines 130 mm of rainfall 

within 24 hours as the threshold for “extremely heavy rain”. For a large 

area-mean rainfall, this threshold stands for a large amount of rainfall 

in most stations in that area.  

 

An interesting finding is that, because of the CMR in Taiwan, the 

typhoon-related heavy rainfall cases for E. and W. Taiwan are 

well-separated. In 56 typhoon cases with heavy rainfall in Taiwan during 

1958-2001, only 9 cases had heavy rainfall in both W. and E. Taiwan on 

the same day or the following days.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yphoon impact 

on each side of the CMR is very different. In Figures 3a and 3b, the typhoon 

tracks for cases bringing heavy rainfall only to W. Taiwan (25 case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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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aiwan (22 cases) are shown. Thick black lines representing the average 

location of the typhoon track clearly indicates two major groups: all 

typhoon tracks for heavy rainfall in W. Taiwan take the northern path, 

while those for E. Taiwan take the southern pat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typhoon tracks result in heavy rainfall in W. 

and E. Taiwan, respectively.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yphoon tracks 

and the rainfall distribution is seemingly due to the topographic effect 

of the CMR in Taiwan. A simpl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yphoon (same thick 

lines showing the typhoon tracks as in Figure 3 with arbitrarily plotted 

circles with small arrows representing typhoon circulation) and its 

associated monsoonal flow (shown in big arrows, more detail in Section 

5) for the extreme rainfall cases in W. and E. Taiwan is shown in Figures 

4a and 4b, respectively.  

 

Low-level flow in a typhoon is cyclonic. When a typhoon moves along the 

northern path, its northern-half circulation is not significantly 

weakened by the CMR in Taiwan. The southern-half circulation is often 

disorganized due to the presence of the CRM. Therefore, the southern-half 

circulation of a typhoon cannot bring large amount of rainfall into E. 

Taiwan. After a typhoon passes the CMR axis, it often brings strong 

southwesterly flow, as shown by the arrow in Figure 4a to Taiwan. This 

usually results in heavy rainfall in W.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when 

a typhoon moves following the southern path, the northern-half typhoon 

circulation directly blows into E. Taiwan and results in heavy rainfall 



 96

there. Because of the damping effect of the CMR on typhoons, the typhoon 

circulation is often disorganized when passing by (or through) Taiwan and 

less extremely heavy rainfall is observed in W. Taiwan.  

 

5. Combined Effect of Typhoon and East Asian Monsoon5. Combined Effect of Typhoon and East Asian Monsoon5. Combined Effect of Typhoon and East Asian Monsoon5. Combined Effect of Typhoon and East Asian Monsoon    

Climatologically, a reverse in the wind direction occurs for the East 

Asian monsoon (from summer southwesterly wind to the winter northeasterly 

wind) in September. The 1958-2001 mean JA and SO wind vectors from ERA40 

at 850hPa are shown in Figures 4a and 4b. During JA, strong southwesterly 

monsoon flow can bring a large amount of rainfall to W. Taiwan, but much 

less to E. Taiwan, which is on the lee side of the CMR. For the same reason, 

when the East Asian monsoon flow turns into a northeasterly flow in SO, 

it results in a rainfall peak over E. Taiwan, but not in W. Taiwan. As 

shown in Table 1, the SO rainfall in E. Taiwan is largely produced by 

non-typhoon rain, which is due to the northeast monsoon. 

 

A combination of the southwesterly/northeasterly wind flow in JA/SO and 

northern/southern-path typhoons usually brings extremely heavy rainfall 

to western/eastern Taiwan. A simple occurrence time analysis of the heavy 

rainfalls associated with typhoons in E. and W. Taiwan is shown in Figure 

5. It indicates that most heavy rainfall cases in W. and E. Taiwan occurred 

in JA and SO, respectively. When the 31-day meridional wind mean from three 

islands around Taiwan is considered as the background monsoon flow, most 

heavy rainfall cases related to typhoons in western/easter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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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d when the background flow was southerly/northerly. The 

southwesterly enhancement associated with the northern-path typhoons by 

the prevailing southwesterly monsoon flow in JA (see big arrow in Figure 

4a)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in 

W. Taiwan. The northeasterly monsoon flow in SO would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the easterly flow associated with southern-path typhoons (see big arrow 

in Figure 4b) resulting in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in E. Taiwan. 

 

6. Conclusion6. Conclusion6. Conclusion6. Conclusionssss    

It is commonly known that the Taiwan’s summer rainfall prediction by 

models is much poorer than that in winter. Our analysis shows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typhoons to the seasonal rainfall in JASO. 

About 43.2% of total rainfall in Taiwan during JASO is related to typhoon. 

If the rainfall occurred during the two-day period after the leaving of 

typhoons is included, more than 50% of the total rainfall in Taiwan is 

related to typhoons. The percentage of the typhoon rainfall contributing 

to the total rainfall changes interannually from 7.7% (in 1964) to 65.6% 

(in 1986). Moreover, the contribution of typhoon rainfalls usually occurs 

in a very short time (e.g., a couple of days). On average, typhoon rainfall 

occurred during only 14 days of the entire JASO season (123 days).      

 

Taiwan is an island with the distance from north to south only about 377 

km. A typhoon will take a northern or southern track depending on the 

synoptic circulation pattern, resulting in a distinct rainfall effec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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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her eastern or western Taiwan. When a typhoon moves along the 

northern/southern path, more rainfall occurs in western/eastern Taiwan. 

Typhoons are difficult to simulate in a GCM. It would be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a GCM to differentiate the rainfall distribu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tracks, which are separated 

by only few hundred kilometers. This natural rainfall characteristic in 

Taiwan during the typhoon season partially explains why the summer 

rainfall prediction for this region is usually poor. Besides the rainfall 

contributions from typhoons, about half of the rainfall is related to the 

monsoon flow, afternoon showers, and other non-typhoon factors. A good 

Taiwan rainfall forecast for this half is still a good goal for models 

to achieve in the future. A further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a 

high-resolution model capable of simulating tropical cyclones is required 

to produce a reasonable seasonal precipitation forecast during the 

typhoon season in the WNP, especially in a small place like Taiwan with 

a high-rising terrain and distinctively local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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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sFiguresFiguresFigures    

    

Figure 1: The elevation of Taiwan and the locations of the 21 CWB weather 

station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black line along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divides Taiwan into western and eastern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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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annual rainfall cycle for the 18 weather stations in Taiwan. 

The thick black line is the 31-day running mean in 1958-2001. The dashed 

lines indicated by 25%, 50% and 75% are the 31-day running mean of the 

25th, 50th and 75th percentiles of the sample. (b) are similar to (a), 

but only the rainfall means from weather stations in W. Taiwan and E. 

Taiwan are shown in black and gray lines, respectively. The gray straight 

lines in (b) are plotted to emphasize different rainfall peaks for W. 

Taiwan (July-September) and E. Taiwan (September-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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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 Typhoon tracks (gray lines) for cases bring heavy rainfalls 

only to W. Taiwan. (b) Similar to (a), but only to E. Taiwan. The cases 

were chosen from 1958-2001,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ases are shown in 

figures. The thick black lines are the mean locations of the typhoon tracks. 

The black box (19-28°N, 117-125°E) indicates the region used to define 

typhoon rain in Taiwan (se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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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 The climatological mean of July-August 850hPa wind shown 

in vector scale. (b) Similar to (a), but for the mean of September-October. 

The thick gray lines shown in (a) and (b) are the mean typhoon tracks for 

heavy rainfalls in W. Taiwan and E. Taiwan (shown also in Figure 2), 

respectively. The circles with small arrows represent the typhoon 

circulation. The big arrows represent the typhoon and its associated 

southwesterly and northeasterly monsoonal flow in (a) and (b),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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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occurrence time for extremely heavy rainfalls associated 

with typhoons in W. Taiwan (shown in black dots) and E. Taiwan (shown in 

white dots) in 1950-2004. The light/dark gray shading shown on the 

background is the 31-day running mean for 850hPa v from three weather 

stations on islands surrounding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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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TableTableTable    

Area 
Taiwan 

West + East 
West Taiwan East Taiwan 

Month JUL - OCT JUL - AUG SEP - OCT JUL - AUG SEP - OCT 

Rain Type Ty Non-Ty Ty Non-Ty Ty Non-Ty Ty Non-Ty Ty Non-Ty 

Days when 

typhoons 

are in the 

Taiwan 

box 

532.4mm 

43.2 % 

14.0 day 

699.4mm 

56.8% 

109.0day 

301.6mm 

42.0% 

8.1 day 

416.2mm 

58.0% 

53.9 day 

235.4mm 

43.9% 

5.9 day 

300.8mm 

56.1% 

55.1 day 

247.3mm 

53.4% 

8.1 day 

215.5mm 

46.6% 

53.9 day 

273.3mm 

38.4% 

5.9 day 

438.1mm 

61.6% 

55.1 day 

Days + 2 

after 

typhoons 

left the 

Taiwan 

box 

644.7mm 

52.3% 

24.7 day 

587.1mm 

47.7% 

98.3 day 

376.0mm 

52.4% 

14.2 day 

341.9mm 

47.6% 

47.8 day 

276.4mm 

51.6% 

10.5 day 

259.7mm 

48.4% 

50.5 day 

298.2mm 

64.5% 

14.2 day 

164.5mm 

35.5% 

47.8 day 

326.4mm 

45.9% 

10.5 day 

385.1mm 

54.1% 

50.5 day 

    

Table 1: July-October Rainfall averages over W. Taiwan, E. Taiwan and the 

entire Taiwan island in 1958-2001. The periods are divided into July-August 

and September-October for both E. Taiwan and W. Taiwan. “Ty” and “Non-Ty” 

stand for “typhoon rain” and “non-typhoon rain”, respectively. In each 

box, three numbers are shown. They are (i) the rainfall means in the period 

(unit: mm), (ii) the percentage of rainfall in (ii) to the total rainfall 

(including Ty and Non-Ty rainfalls) and (iii) the days producing the rainfall 

in (i). Two statistical analyses are shown: (i) the rainfall and days counted 

when typhoons enter the typhoon box defined in the text, and (ii) the rainfall 

occurring during the 2-day period after a typhoon has left the box are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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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04 typhoon season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is uniquely characterized 

by an abnormal spatial and temporal clustering of tropical cyclones, which led to a 

record-breaking number of 10 typhoons making landfall in Japan.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this uniqueness can be attributed to unusually strong intraseasonal (32-76 

days) variability (ISV), which is considered the largest in the past 54 years 

(1951-2004), of the East Asian monsoon trough and the Pacific anticyclone during the 

summer and early autumn of 2004. It is proposed that, as the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repeatedly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it modulated the monsoon trough 

and the Pacific anticyclone, which in turn affected the typhoon genesis and track 

during its evolution.  
 

1. Introduction  

The summer of 2004 was a unique season in terms of the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y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The most significant phenomenon was the 

record-breaking number (10) of typhoon landfalls in Japan. Another interesting 

feature was the temporal clustering of the tropical cyclone genesis during the summer 

and early autumn. It has been noticed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y 

is strongly modulated by the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ISO)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which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eastward propagating Madden-Julian 

Oscillation (MJO) along the equator (e.g., Nakazawa 1986, Heta 1990, Liebmann et al. 

1994, Maloney and Dickinson 2003). An extraordinarily strong in-phas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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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ISO and the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y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2004 typhoon season (defined as June-October, JJASO) is 

examined in this study. The circulation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are retrieved from the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Reanalysis on a 2.5 by 2.5 grid, while 

the tropical cyclone statistics are provided by the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Only 

tropical cyclones assigned with names (including tropical storms and typhoons, here 

afterward referred to as TS) are discussed. 

  

2.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and tropical cyclone  

According to the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there were 29 western 

North Pacific TS in 2004, which was only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climatological 

mean of 26.7. Interestingly, most of the TS in 2004 JJASO tended to appear in 

clusters quasi-periodically. Climatologically, the movement of TS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straight-moving and recurving track. The 

former type of TS moves across the Philippine Sea in the northwest direction 

toward southern China and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while the latter type 

recurves northeastward following a certain period of northwestward movement 

in the Philippine Sea. During the June-October period, the ratio between the 

straight-moving and recurving track is about 1:1 for those TS formed south of 

20摸  (Harr and Elsberry 1998). However, in 2004 JJASO most of TS moved 

northwestward in the Philippine Sea and then recurving northeastward when 

approaching the subtropics. This clustering phenomenon can be seen clearly in 

Figure 1, which presents the monthly-mean 850 hPa streamlines and the TS 

tracks for each month from June to October. The East Asian (EA) monsoon 

trough extended southeastward from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to the Philippine 

Sea and contracted westward intermittently from June to October. There were 

more-than-average numbers of tropical storms in June (5) and August (8), 

compared to the 1971-2000 climatological mean numbers of 1.7 and 5.5, when 

the EA monsoon trough was active and extended further southeastward than 

normal. Fewer tropical storms occurred in July (2) and September (3), compared 

to the climatological mean numbers of 4.1 and 5.1, respectively, when the EA 

monsoon trough was weak and contracted westward. It has been known that 

tropical cyclones tend to occur in or near the EA monsoon trough (e.g., Els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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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Chen et al. 2004). This relationship seem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2004 

JJASO. Most of the TS also seemed inclined to move in a clockwise direction 

along the southern and western peripheries of the Pacific anticyclone. This 

movement pattern is similar to the recurve-south track identified by Harr and 

Elsberry (1998). It appears that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EA monsoon trough and 

the Pacific anticyclone strongly modulated the TS activity in this particular 

season.  

The intermittent occurrence of the eastward extension and westward contraction 

of the EA monsoon trough in JJASO 2004 almost matched accordingly to the 

calendar months. The prevailing anomalous pattern is demonstrated in Figure 1f by 

subtracting the July/September mean circulation from the June/August/October mean 

circulation. It reveals a wave-like structure, e.g., the cyclonic anomaly in the center of 

the figure and the anticyclonic anomaly to the northeast, resembling the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observed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e.g., Kawamura and Murakami 

1995, Hsu and Weng 2001). This anomalous circulation pattern appeared to modulate 

the monsoon trough and the Pacific anticyclone during 2004 JJASO.  

To identify this intraseasonal signal, an index was designed to represent the 

fluctuation of the EA monsoon trough. The index is defined as the averaged mean sea 

level pressure (MSLP) over the region (120慟 -150慟 , 10摸 -20摸 ), where the 

exte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the EA monsoon trough is most evident (Figure 1) and 

the variance in 2004 JJASO is above 95 percentile as shown later. Wavelet analysis 

(Torrence and Compo 1998) on this daily index from April to December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prevailing periodicity. The result for 2004 JJASO is 

presented in Figure 2a. Large fluctuations are clearly evident in the 32-76-day and 

11-27-day bands throughout the entire period. The accumulated variance explained by 

the 32-76-day period accounted for 54.5 percent of total variance, while the 11-27-day 

period accounted for 29.3 percent. The 32-76-day ISO was apparently the dominant 

fluctuation affecting the EA monsoon trough in 2004 JJASO. The almost perfect 

match in time between the 32-76-day fluctuation, with central period around 60 days, 

and the calendar months explains why one can easily identify the ISO in the monthly 

mean plots shown in Figure 1.  

To evaluate the uniqueness of the 32-76-day ISO in 2004, wavelet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EA monsoon trough index during the annual June-October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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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951-2004. The variances of both the 11-27-day and 32-76-day ISO during the 

JJASO period for each year are shown in Figure 2b. Both the 11-27-day and 

32-76-day variances exhibit significant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The most interesting 

feature is the 32-76-day variance in 2004, which is the largest from 1951 to 2004, 

indicating the strongest intraseasonal fluctuation of the EA monsoon trough in this 

54-year period. This variance (almost 3 hPa
2

)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second largest 

variance (about 2 hPa
2

) occurring in the 1979 summer, which has been known as a 

summer of strong ISO activity (Lorenc 1984). The 2004 JJASO was obviously a 

unique season for the 32-76-day ISO, which contributed 54.5 percent of total variance, 

also the largest percentage in the past 54 years (not show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32-76-day ISO variance for the 2004 JJASO, shown in 

Figure 3a, exhibits two centers of maximum variance, one in the Philippine Sea and 

another one in the extratropical North Pacific. A comparison between Figure 1 and 

Figure 3 indicates that the large variances in the Philippine Sea and the extratropical 

North Pacific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EA monsoon trough and the 

Pacific anticyclone, respectively. The shading shown in Figure 3 indicates the 

percentile of the 32-76-day variance in 2004 at every point, compared with all JJASO 

variances in the 54-year period. The area exceeding 90 percentile covers most part of 

East Asia and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while small variance appears in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quatorial western Pacific. The 

area chosen to construct the index is well inside the 95 percent region. The index 

designed to reflect the large fluctuation in the monsoon trough appears adequately 

chosen. The distribution shown in Figure 3a indicates that the unusually active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in 2004 JJASO occurred not only in the East Asian monsoon 

trough but also in other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regions (e.g., eastern China, 

Taiwan, Japan, and Korea).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32-76-day OLR variance is shown in figure 3b to 

reveal the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in convection. A large variance area exceeding 90 

percentile is observed in the tropical western North Pacific, located to the southeast of 

its MSLP counterpart. A large variance and high percentile area is also found near 

Japan, reflecting the large number of typhoon affecting Japan and possibly the 

clustering effect of the ISO on the typhoon activity.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nomalously active intraseasonal fluctuations existed in both the circulation and 



 110

convection fields during 2004 JJASO season.  

The strong intra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EA monsoon trough and the Pacific 

anticyclone apparently resulted i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lustering of TS. This 

close relationship is shown in Figure 4a, which presents the 32-76-day fluctuation 

in the 850 hPa zonal wind averaged between 120慟  and 150慟  and the latitudinal 

positions of TS that happened to be situated in this longitudinal band. A sequence 

of 32-76-day ISO appears from June to October. These ISO are characterized by 

slow northward propagation from the equator to the subtropics,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ISO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e.g., Kawamura and Murakami 

1995, Hsu and Weng 2001, Hsu 2004). Similar features are also found in other 

fields such as MSLP (not shown). A comparison indicates that positive (negative) 

zonal wind anomaly corresponds to cyclonic (anticyclonic) circulation anomaly. 

Evidently, much more TS appeared in the cyclonic phases than the anticyclonic 

phases of the ISO. This in-phase relationship can be seen more clearly in Figures 5a 

and 5b, which present the composite of MSLP during three cyclonic phases and two 

anticyclonic phases, respectively, and the TS tracks during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s. The majority of the TS during JJASO occurred in the cyclonic phases, as 

indicated by negative MSLP anomaly, and tended to take a recurving track, while 

only a few appeared in the anticyclonic phases in an environment of positive MSLP 

anomaly.   

3.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This study reports the strong intraseasonal (32-76 days) variability, the largest 

variability in the 54-year period from 1951 to 2004, in the EA monsoon trough and 

the Pacific anticyclone activity in 2004 JJASO. The ISO appeared repeatedly during 

JJASO and resulted in the fluctuation of the EA monsoon trough and the Pacific 

anticyclone. It in turn modulated the TS activity and led to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lustering of typhoon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cyclonic phase of the ISO (e.g., June, 

August, and October as shown in Figures 1a, 1c, and 1e), the monsoon trough 

extended further southeastward in the Philippine Sea and created an environment 

favouring TS genesis and a more persistent steering flow, which resulted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recurving TS tracks. Conversely, during the anticyclonic phase 

(e.g., July and September as shown in Figure 1b and 1d), the westward contraction of 



 111

the monsoon trough resulted in an environment less favourable for the TS genesis and 

more diverse TS tracks. This interpret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results, as 

discussed in Elsberry (2004). While the ISO might have a clustering effect on TS, the 

strength of ISO activity might not have an obvious effect on the number of TS. For 

example, an active ISO season might encourage TS genesis in one phase (e.g., active 

convection, lower SLP and stronger low-level convergence) while suppress TS 

genesis in opposite phase (e.g., inactive convection, higher SLP and weaker low-level 

convergence). In the end, the total number of TS might be near normal while TS 

appeared in clusters.  

Several studies reported the existence of a wave-like structure,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northward-propagating intraseasonal convection activity in the 

Philippine Sea, emanating into the extratropics (e.g., Kawamura and Murakami 1995, 

Hsu and Weng 2001). A similar wave-like structure also occurred in 2004 JJASO as 

shown in Figure 1f. The strong intraseasonal fluctuation in the EA monsoon trough 

and the Pacific anticyclone may be attributed to this wave-like structure. It is not clear 

in this study why the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in many parts of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region was extraordinarily strong during 2004 JJASO.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solve this mys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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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captions  

Figure 1. Monthly mean 850 hPa streamline and typhoon tracks from (a) June to 

(e) October 2004 and (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June/August/October 

and July/September mean circulation at 850 hPa.  

Figure 2. (a) Wavelet coefficients for the EA monsoon trough index (see text) in 

2004 JJASO, (b) variance of the monsoon trough index explained by the 

11-27-day and 32-76-day bands in the 54-year period from 1951-2004.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32-76-day filtered (a) MSLP and (b) OLR 

variance in 2004 JJASO. Contour intervals are 2 hPa
2

 and 200 (W/m)
2

 for MS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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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LR, respectively. Shading indicates the percentile of the 2004 variance in the 

54-year period from 1951-2004.  

Figure 4. Hovm ler diagrams for the 32 -76-day filtered 850 hPa zonal wind 

averaged between 120慟 -150慟  Latitudinal positions of the TS that happened 

to be in the 120慟 -150慟  are also marked.  

Figure 5. Composites of MSLP for (a) three cyclonic phases and (b) two anticyclonic 

phases. The TS tracks during these two phases are also marked. Periods chosen 

for composites are shown on the top of each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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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執行 BDA 颱風虛擬渦漩植入格式之流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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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完成完成完成完成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GPS ROGPS ROGPS ROGPS RO 資料的測試資料的測試資料的測試資料的測試 

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8日日日日 

 

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 NFS模式背景場誤差計算模式背景場誤差計算模式背景場誤差計算模式背景場誤差計算 

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8日日日日 

 

 



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 gps bending anglegps bending anglegps bending anglegps bending angle 觀測資觀測資觀測資觀測資

料功能之測試料功能之測試料功能之測試料功能之測試 

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8日日日日 

 

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NOAA 16/17NOAA 16/17NOAA 16/17NOAA 16/17    衛星資料觀測算子與本局全球資料同化系統結衛星資料觀測算子與本局全球資料同化系統結衛星資料觀測算子與本局全球資料同化系統結衛星資料觀測算子與本局全球資料同化系統結

合合合合 

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8日日日日 

 

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GFS/4DVAR增量分析流程增量分析流程增量分析流程增量分析流程    

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94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94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29日日日日    

    

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GFS/4DVAR使用對角背景誤差使用對角背景誤差使用對角背景誤差使用對角背景誤差之測試之測試之測試之測試    

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29日日日日    

    

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交付項目：：：：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GFS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MM5/4DVAR 系統執行系統執行系統執行系統執行 BDA 颱風虛颱風虛颱風虛颱風虛

擬渦漩植入格式之測試擬渦漩植入格式之測試擬渦漩植入格式之測試擬渦漩植入格式之測試    

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完成期限：：：：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93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29日日日日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數值天氣預報（NWP）作業為中央氣象局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初始分析之優

劣則為預報成功與否的先決條件之一。由於非傳統資料與日俱增，且不斷有新觀

測被開發應用，是以近年來氣象局乃積極致力於資料同化工作上之改進，將模式

分析作業由最佳內插法昇級至三維變分法。基於變分資料同化分析是一項高度挑

戰性之工作，要求對特殊的伴隨（adjoint）技術有所了解。故本計畫之目的在配

合中央氣象局現有之規模，加強吸收培訓新一代的資料同化人力，開發新型資料

觀測算子以廣納各式可用資料，以持續提昇 NWP作業模式初始分析之品質。 

本計畫為上（93）年度計畫之延續。主要目的在：開闢新的資料接收來源，開

發或技術轉移新型資料之觀測算子以廣納各式有效之可用資料，並投資於先進同

化技術之研發以及人力之培養，使得中央氣象局的 NWP作業產品能夠日漸邁向世

界一流的水準。 

本計畫預計在中央氣象局現有的變分系統下建置全球模式、區域模式的變分系

統，全球模式中擬加入非傳統衛星資料及颱風路徑預報的三、四維變分分析，使

用的技術為伴隨模式與四維變分颱風虛擬渦漩植入法（Bogus Data Assimilation 

Scheme, BDA），而區域模式中加入非靜力模式（Nonhydrostatic Forecasting System, 

NFS）的三維變分分析，期間將參考美國 WRF模式的作法。 

上一（93）年度共完成下列主要七項任務，即：(1)評估測試 NFS水平解析度

由 45/15/5km 提高至 27/9/3km，垂直解析度由 30 層 提高至 45 層對預報結果

的改進；(2)測試評估 NFS 結合 3DVAR 的預報結果；(3) 評估 NFS 側邊界採用

GFS 垂直高解析度資料對預報結果的影響；(4) WRF/3DVAR 在氣象局之建置，

並與氣象局之觀測資料系統及區域預報系統（NFS）結合；(5) NOAA 16/17衛星

資料觀測算子變分模式的研究與流程分析；(6)中央氣象局全球模式四維變分系統

的建置，特別是簡化物理過程；以及(7)NFS背景誤差之初步估算。同時派員前往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學習伴隨模式編撰及最新最佳化求解的變分分析技術。 

本年度的主要分項目標為：(1)分析評估 GFS使用新土壤模式對 NFS預報結果

的影響；(2)進行 NFS使用 3DVAR 分析模組的輸出入流程及測試評估 3DVAR 的

調校對 NFS 預報結果的影響；(3)持續進行 WRF/3DVAR 版本更新與配合氣象局

作業環境修改；(4)完成 NCAR/WRF 3DVAR 在氣象局環境的自動作業流程；(5)

進行 WRF/3DVAR使用 GPS Radio Occultation 資料的測試；(6)持續更新 NFS 背

景場誤差的計算；(7) 進行 NOAA 16/17 衛星資料觀測算子與氣象局全球資料同

化系統結合；(8) 進行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 GPS偏折角（ bending angle）觀

測資料功能之測試；(9) 進行 GFS/4DVAR 增量分析流程之建立；(10) 進行



GFS/4DVAR對角背景誤差之測試；(11)進行結合 GFS分析以 MM5/4DVAR 系統

執行 BDA 颱風虛擬渦漩植入格式之流程建立。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數值天氣預報（NWP）作業向為中央氣象局的重要工作之一。舉凡日常天氣

預報、特殊災變天氣預報（如颱風等）、甚至長期預報作業（如旬、月預報者）

等，無不參考來自客觀數值預報之結果。即如目前氣象局正積極發展之短期氣候

監測與預報計畫，更是架構在原有的 NWP作業發展基礎上。 

 

成功的數值天氣預報，除仰賴數值模式本身準確之動力以及接近真實的物理過

程描述外，同時亦取決於初始分析場的真實性以及其與模式特性間之一致性。尤

其後者，在可用非傳統觀測量與日俱增，且許多新觀測種類不斷地被嘗試開發應

用下，更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是以目前世界各先進作業中心（如歐洲中心

（ECMWF）、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CEP）等），莫不戮力於資料同化工作

上之改進。即如半作業用之 MM5 區域模式，或研發中之 WRF區域模式，均發展

有供其模式自身使用之三維變分同化分析系統（乃至四維變分系統，如 MM5）。 

 

由於變分資料同化技術是一項具高度挑戰之工作，除對模式與資料背景知識之

基本了解外，更要求對所謂的伴隨（adjoint）技術須有深入之了解與掌控。是以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是接受氣象局的委託，發展資料四維同化技術，利用 adjoint 技

術來開發新型資料之觀測算子以廣納各式有效之可用資料，同時開闢新的資料接

收來源，以持續提昇模式初始分析場的品質，冀能使中央氣象局的 NWP作業產品

能夠日漸邁向世界一流的水準。精確地說，本計畫預計在三年中以逐步完成（一）

於 CWB 全球三維變分同化分析系統下，增加建置衛星資料（如 NOAA-16/17 輻

射觀測）之同化植入模組；（二）在 CWB非靜力區域模式（Nonhydrostatic Forecasting 

System, NFS）模式中，參考美國 WRF模式的作法。加入三維變分同化分析析統；

（三）於 CWB 全球模式中，開發四維變分同化分析系統，使用所謂的四維變分

颱風虛擬渦漩植入法（Bogus Data Assimilation Scheme, BDA；Zou and Xiao，

2000），進行全球模式之颱風路徑預報測試。 

上一（93）年度共完成下列主要七項任務，即：(1)評估測試 NFS水平解析度

由 45/15/5km 提高至 27/9/3km，垂直解析度由 30 層 提高至 45 層對預報結果

的改進；(2)測試評估 NFS 結合 3DVAR 的預報結果；(3) 評估 NFS 側邊界採用

GFS 垂直高解析度資料對預報結果的影響；(4) WRF/3DVAR 在氣象局之建置，

並與氣象局之觀測資料系統及區域預報系統（NFS）結合；(5) NOAA 16/17衛星

資料觀測算子變分模式的研究與流程分析；(6)中央氣象局全球模式四維變分系統

的建置，特別是簡化物理過程；以及(7)NFS背景誤差之初步估算。同時派員前往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學習伴隨模式編撰及最新最佳化求解的變分分析技術。 

中央氣象局自 1996年來投入相當人力進行數值天氣預報變分分析的工作，整

體而言已有相當基礎，本計畫的工作重點就是在這些基礎上將工作延伸。首先，



美國大氣界團隊合作研發的 WRF模式，在區域模式的 3D-Var上有許多的借鏡之

處，值得引進氣象局，所以今年度投入人力學習使用 WRF模式，並使其可以利用

氣象局的資料，增強國內區域模式 3D-Var的技術，並為未來工作鋪路。另一方面，

氣象局全球模式的三維變分分析已經較為成熟，重點將放在新資料的同化工作，

NOAA 16/17是新一代非傳統衛星觀測資料，而於 93年已完成流程分析，未來將

可進行個案分析。以上這二件工作的最後目標是：四維變分資料同化。在氣象局

現有的動力四維變分架構上，我們加入簡化的物理過程，整個變分調整機制更接

近作業所用的複雜模式，所得成果除增進展期預報能力外，對於系集預報等可預

測度的研究也是一個重點。 

計畫執行期間共投入一名研究教授，三位助理研究員完成本年度的計畫，再

加上氣象局一起合作的三位人員，才得以使本計畫科學技術上的課題完成。本篇

報告共分成十一部份，其中前十章分別對於今年度完成的工作項目做逐一介紹，

最後將做一個簡單結論並對未來工作作一個規劃。 

 

 

 

 

 

 

 

 

 

 

 

 

 

 

 

 

 

 

 

 

 

 

 



壹壹壹壹.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分析評估分析評估分析評估分析評估 GFSGFSGFS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對使用新土壤模式對使用新土壤模式對使用新土壤模式對 NFSNFSNFSNFS 預報結果的影響預報結果的影響預報結果的影響預報結果的影響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氣象局的全球預報系統(GFS)於今年(2005)初更新其中土壤模式的版本，將原

本的單層土壤模式(bucket model)更換為 Pan and Mahrt(1987)發展的多層土壤模

式。此版本的地面能量收支變化改變了 GFS 預報原有的溫度場偏差狀態，使原來

北半球中低層的偏暖誤差減少，但 500hPa 以上的偏冷誤差增加。由於氣象局預報

作業使用的區域預報系統 NSF 必須使用 GFS 的預報場做為側邊界條件(Boundary 

Condition)，所以 GFS 預報結果的改變勢必影響 NFS 的預報結果，因此本研究評

估比較 GFS 使用新舊土壤模式產生的預報結果對 NFS 預報的影響，以提供 NFS 發

展者及使用者應用 NFS 資料時的參考，並將此評估結果回饋給 GFS 發展者作為 GFS

持續改進的依據。 

 

二二二二、、、、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選取 2004 年 5 月 1 日 00Z 至 31 日 18Z 一個月 GFS 使用舊土壤模式的預報結

果(GFS_oldsoil)與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的預報結果(GFS_newsoil)作為兩組 NFS

預報的邊界條件，此兩組 NFS 預報除邊界條件不同外，其餘設定均與現行氣象局

作業設定相同。NFS 預報採 6小時的 update cycle 型式，間隔 6小時使用 OI 分析

模組將觀測資料與初始猜測場(前一預報的 6 小時預報場)進行分析處理後進行預

報，每日的 12Z 預報執行 72 小時的預報，其餘的 00Z、06Z 及 18Z 只執行 6 小時

的預報。由於 GFS 的影響是由最外層網域的邊界進入 NFS，所以分析比較兩組 NFS

最外層網域每日 12Z 72 小時預報結果做為報告的主要內容。比較的項目為： 

1. 海平面氣壓(SLP) 24 小時、48 小時及 72 小時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

差(RMSE)。 

2. 850hPa 溫度(T)、高度(Z)、相對濕度(RH)、東西向風(U)及南北向風(V)24

小時、48 小時及 72 小時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 

3. 300hPa 溫度、高度、相對濕度、東西向風及南北向風 24 小時、48 小時及

72 小時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 

4. 海平面氣壓場及 500hPa 高度場的距平相關(anomaly correlation, AC)。 

5. 將模式預報網格資料內插至網域內的探空觀測點與觀測值比較，計算網域

內二者的平均偏差(bias)及均方根誤差。 

 

三三三三、、、、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在比較兩組 NFS 的預報結果前，先了解 GFS 新舊土壤模式的差異。圖 1顯示

在 NFS 最外層網域內 GFS 新舊土壤模式產生的 ground wetness，由圖中可清楚得



知新土壤模式的結果具有較小尺度的變化，且改善舊土壤模式結果中部分區域不

合理的分布，這些改變勢必對 NFS 預報造成一定的影響。 

首先比較兩組 NFS 海平面氣壓 24 小時、48 小時及 72 小時預報場與分析場的

均方根誤差(圖 2)，由圖中的比較可知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的結果可稍微減低 NFS

海平面氣壓的預報誤差，且由時間序列的走勢上也可了解 GFS 的改變並不會造成

NFS 預報劇烈的變化，如此在更換土壤模式的前後可維持 NFS 預報的一致性。圖 3

至圖 7 顯示兩組 NFS 850hPa 溫度、高度、相對濕度、東西向風及南北向風的 24

小時、48 小時及 72 小時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綜合各圖的比較可知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的結果均可減低 NFS 低層各氣象場的預報誤差。 

圖 8至圖 12 顯示兩組 NFS 300hPa 溫度、高度、相對濕度、東西向風及南北

向風的 24 小時、48 小時及 72 小時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綜合各圖的比

較可知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的結果也可減低 NFS 高層各氣象場的預報誤差。 

圖 13 顯示兩組 NFS 海平面氣壓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及 72 小時預報場

與分析場的距平相關，由圖中可知雖在個別的個案中兩組 NFS 的距平相關互有高

低，但平均而言是相當接近的，所以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的結果對 NFS 海平面氣

壓場空間分布型態的預報並無明顯的改進。圖 14 顯示兩組 NFS 500hPa 高度 24 小

時、48 小時及 72 小時預報場與分析場的距平相關，由圖中的比較(尤其是 72 小時

預報的比較)可知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的結果對 NFS 500hPa 高度場分布型態的預

報有較顯著的改進。 

最後為了解兩組 NFS 預報與實際觀測之間的差異，將預報的網格資料內插至

網域內的探空觀測點，並計算與觀測值的平均偏差及均方根誤差，圖 15 顯示兩組

NFS 溫度預報平均偏差及均方根誤差隨高度的分布情形。所選取的預報資料時間

(預報初始時間為 2004 年 5 月 28 日 12Z)接近整個預報實驗時程的尾端，預報的品

質已趨於穩定，所以此個案的比較結果可代表 NFS 預報的特性。由圖中可知 NFS

溫度的分析場及預報場因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而較原 NFS 的結果為低，即模式整

體的溫度降低，正反應 GFS 新土壤模式的特性，也顯示 GFS 的預報結果對 NFS 的

預報具有相當大的影響。此外，NFS 溫度的長期預報(72 小時)也因 GFS 使用新土

壤模式而與觀測的誤差減少。 

 

四四四四、、、、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GFS 土壤模式的更新並不會造成 NFS 預報劇烈的變化，可維持 NFS 預報品質

的一致性。而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的結果可稍微減低 NFS 海平面氣壓的均方根誤

差，但對其空間分布型態的改進並無幫助。此外，NFS 高低層各氣象場的預報誤差

也由於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的結果而稍微減低。NFS 500hPa 高度場分布型態的預

報也因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而有較顯著的改進。與實際觀測的比較中顯示 GFS 使

用新土壤模式的結果使 NFS 模式整體的溫度降低，反應 GFS 新土壤模式的特性。

此外，NFS 溫度的長期預報(72 小時)也因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而與觀測的誤差減

少。整體而言 GFS 更新土壤模式可幫助提升 NFS 的預報品質。 



 
 

圖 1. NFS 最外層網域範圍內 GFS 產生的 ground wetness 分布。上圖是 GFS 使用

舊土壤模式產生的結果，下圖是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產生的結果。 

 

 



 

 

 

圖 2. 兩組 NFS 海平面氣壓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上、中、下

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實驗時

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3. 兩組 NFS 850hPa 溫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上、中、

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

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實驗時

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4. 兩組 NFS 850hPa 高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上、中、

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

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實驗時

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5. 兩組 NFS 850hPa 相對濕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上、

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實驗時

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6. 兩組 NFS 850hPa 東西向風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上、

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實驗時

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7. 兩組 NFS 850hPa 南北向風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上、

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實驗時

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8. 兩組 NFS 300hPa 溫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上、中、

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

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實驗時

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9. 兩組 NFS 300hPa 高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上、中、

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

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實驗時

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10. 兩組 NFS 300hPa 相對濕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上、

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

實驗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11. 兩組 NFS 300hPa 東西向風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上、

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

實驗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12. 兩組 NFS 300hPa 南北向風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圖。上、

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

實驗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13. 兩組 NFS 海平面氣壓預報場與分析場的距平相關時間序列圖。上、中、下

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

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實驗

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14. 兩組 NFS 500hPa 高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距平相關時間序列圖。上、中、下

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NFS 使

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平均值是指整個實驗時

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a) 

(b) 

 
圖 15. 兩組 NFS 各層溫度預報場與探空觀測資料的比較。方法是將預報場的網格

資料內插至觀測站點與觀測值進行運算。各圖中左圖為平均偏差，右圖為

均方根誤差。預報起始時間為 2004 年 5 月 28 日 12Z，圖(a)為分析場，圖

(b)、(c)、(d)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

代表 NFS 使用 GFS_old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綠線代

表 NFS 使用 GFS_newsoil 預報結果作為 NFS 預報的側邊界條件。垂直軸右

側數字表示各層觀測點的數目。 

 



 

(c) 

 
(d) 

 
 

圖 15(續) 

    

 



貳貳貳貳.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NFSNFSNFSNFS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3DVAR3DVAR3DVAR3DVAR 分析模組的輸出入流程及測試評估分析模組的輸出入流程及測試評估分析模組的輸出入流程及測試評估分析模組的輸出入流程及測試評估 3DVAR3DVAR3DVAR3DVAR 的調校的調校的調校的調校

對對對對 NFSNFSNFSNFS 預報結果的影響預報結果的影響預報結果的影響預報結果的影響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三維變分分析(3DVAR)已成為許多國家氣象作業中心的主要分析模組，氣象局

的全球預報系統(GFS)中也已採行 3DVAR 作為分析模組，引進大量的衛星資料，對

預報有相當重要的幫助。所以氣象局亦規劃將區域預報系統的分析模組由原先的

OI 模組轉換至 3DVAR 模組，希望引入諸多非傳統性資料，如衛星、雷達及 GPS 等

資料，使區域預報有更佳的品質。上期計畫已將 WRF 3DVAR 移植至氣象局的作業

環境，並提供 NFS 預報系統最外層網域的測試資料。本期計畫則完成 3DVAR 處理

多層巢狀網域資料的能力，並建立與現行 OI-NFS 預報作業流程相同的 update 

cycle 預報流程。本報告比較此更新後的 3DVAR-NFS 預報結果與現行 OI-NFS 預報

結果，以作為 3DVAR 持續改進的依據，並了解 NFS 使用 3DVAR 分析對預報的影響。 

 

二二二二、、、、預報流程預報流程預報流程預報流程    

現行作業 NFS 預報系統可同時進行三層巢狀網域的預報，但上期計劃中 3DVAR

只完成最外層網域資料的分析功能。故本期計畫將 3DVAR 的分析能力針對 NFS 的

作業需求擴展為可同時處理三層巢狀網域資料的分析。上期計劃中 NFS 是使用

3DVAR 產生的氣壓面分析場作為預報初始資料進行預報，但由於 3DVAR 的分析是在

sigma 面上，為減少分析資料在不同垂直座標轉換時造成誤差，所以本期計劃中修

改 NFS 的輸入流程，直接讀取 3DVAR 的 sigma 面上分析場作為預報初始資料進行

預報，並增加最外層網域初始資料側邊界與全球模式資料混合的功能，以減少預

報時側邊界的不連續現象。此外，由於 3DVAR 已可產生三層網域資料，所以 NFS

也增加各層網域初始資料側邊界與其母層資料混合的功能，同樣也是希望減少預

報時各層網域邊界不連續的現象。 

本期計畫中 3DVAR 詳細的架構與執行流程請參考本期計畫林慧娟小姐的報

告，而 3DVAR-NFS 的整個分析及預報流程則以圖 1 作一概述。由於預報方式是採

行與現行氣象局 OI-NFS 相同的 6 小時 update cycle 作業型式，所以 3DVAR 使用

前一預報的 6 小時預報場作為初始猜測場(first guess)，並使用氣象局作業接收

的所有觀測資料進行分析。此外，為改善青康藏高原與海洋上觀測資料不足造成

的預報偏差，分析中也加入由 GFS 分析場中篩選的資料(GFS bogus)。颱風生成在

NFS 網域範圍內時，分析中則加入颱風假造資料(颱風 bogus)以強化颱風的資訊。

但本計畫執行的 3DVAR-NFS 預報中將不引進颱風假造資料，一方面是想了解 3DVAR

在無颱風假造資料條件下產生的分析場對 NFS 預報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由於 3DVAR

中尚未包含將初始猜測場中颱風位置重新定位的功能(OI 分析中具有此功能)，因



此初始猜測場中不正確的颱風位置與颱風假造資料將會產生衝突而影響分析及預

報的品質，增加評估比較結果時的複雜度，所以本期計劃執行分析與預報的過程

中暫不引進颱風假造資料。而颱風位置重新定位的功能將於下期計畫中加入。 

由於部分 NFS 預報時所需的地面氣象要素(albedo, roughness, ground 

wetness, soil temperature, sst)無法由 3DVAR 產生，所以由 OI 分析中產生。

結合上述3DVAR產生的三維分析場及OI產生的地面場作為NFS的預報初始資料進

行預報，預報產生的 6 小時預報場即可作為下一 3DVAR-NFS 分析及預報流程的初

始猜測場。 

 

三三三三、、、、評比方法評比方法評比方法評比方法    

本報告選取 2003 年 8 月 12 日 00Z 至 9 月 5 日 12Z 時期作為 OI-NFS 及

3DVAR-NFS 執行預報測試的時段。此時期共發佈三次颱風警報，分別是 8月 19 日

至 20 日的輕度颱風梵高、8月 22 日至 23 日的中度颱風柯羅旺及 8月 31 日至 9

月 2日的中度颱風杜鵑，三者均未登陸臺灣，但梵高及杜鵑在臺灣附近海面經過。

兩組 NFS 預報均執行 6小時的 update cycle 預報流程，並於每日 00Z 及 12Z 預報

執行 72 小時的預報。兩組 NFS 預報結果將針對下列項目進行比較： 

1. 最外層網域海平面氣壓(SLP)、500hPa 高度(Z)、850hPa 溫度(T)、850hPa

相對濕度(RH)、300hPa 東西向風(U)及南北向風(V) 24 小時、48 小時及 72

小時預報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RMSE)。 

2. 最外層網域海平面氣壓場及 500hPa 高度場的距平相關(anomaly 

correlation, AC)。 

3. 第二層網域海平面氣壓及850hPa溫度 24小時及72小時預報與分析場的均

方根誤差。 

4. 將各層網域預報網格資料內插至網域內的探空觀測點與觀測值比較，計算

網域內二者的平均偏差(bias)及均方根誤差。 

    

四四四四、、、、評比結果評比結果評比結果評比結果    

首先比較杜鵑颱風時期(2003年 8月 30日 12Z)上期計畫與本期計畫3DVAR分

析場與 OI 分析場的差異。上期計畫 NFS 的預報是採 cold start 的預報流程，本

期計畫 NFS 的預報是採 update cycle 的預報流程，所以圖 2中顯示兩期計畫的結

果不論 OI 或 3DVAR 之分析場或初始猜測場均明顯不同。OI 分析中分析場與初始猜

測場差異的幅度不因預報流程的不同而有明顯變化，但3DVAR分析中update cycle

預報流程的結果其差異的幅度顯然較 cold start 預報流程的結果小。而且經過

update cycle預報流程之後的3DVAR分析增量與OI分析增量在大部分區域出現正

負相反的現象，這與 cold start 預報流程的結果明顯不同。由圖中也清楚顯示

3DVAR 在缺乏颱風 bogus 資料的輔助下無法適當反應颱風的強度，直接影響颱風預

報的準確性，所以 3DVAR 分析中必須納入颱風 bogus 資料以提升颱風預報的品質。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update cycle 預報流程處理後青康藏高原的分析增量減小，



且其值由負轉正。此期 3DVAR 已有處理多層網域的功能，由圖 3 中可了解第二層

網域 3DVAR 與 OI 的分析增量分布之差異大致與最外層網域相似，但 3DVAR 的增量

幅度明顯較大，且由分析場中微弱的颱風結構證明颱風 bogus 是必須的。 

圖 4至圖 9比較最外層網域OI-NFS與 3DVAR-NFS的預報場與分析場均方根誤

差。由比較中可知在質量場(SLP,Z,T,RH)的預報上，除 500hPa Z 的 24 小時預報

外，3DVAR-NFS 預報的均方根誤差均較小。在動量場(U,V)的預報上則是 OI-NFS

預報的均方根誤差較小。雖然 3DVAR-NFS 海平面氣壓預報的均方根誤差平均而言

較小，但由圖 10 距平相關的比較中可清楚看出颱風時期 3DVAR-NFS 海平面氣壓預

報的距平相關係數明顯降低，且隨預報時間增加而更加明顯。所以 3DAVR-NFS 對

颱風的預報必須適當的將颱風 bogus 資料納入分析的處理中。由於颱風對低層大

氣的影響較大，所以圖 11 中 3DVAR-NFS 500hPa 高度預報的距平相關就沒有在颱

風期間大幅降低的現象，而且隨預報時間的增長 3DVAR-NFS 的預報較 OI-NFS 的預

報好。 

比較最外層網域 3DVAR-NFS 與 OI-NFS 預報的差異後，接著比較第二層網域二

者的差異。由圖 12 二者海平面氣壓預報的比較可知 3DVAR-NFS 的表現較好，誤差

平均值與最外層網域的結果相當，但隨時間變化的幅度增大。圖 13 顯示二者

850hPa 溫度預報的比較，雖然 3DVAR-NFS 的誤差平均值較 OI-NFS 為低，但確較最

外層網域 3DVAR-NFS 的誤差平均值為高，所以第二層網域 3DVAR-NFS 與 OI-NFS 預

報的差異較最外層網域為小。 

接著比較預報與實際觀測的差異。由圖 14 及圖 15 的比較中可知最外層網域

3DVAR-NFS 預報與觀測的差異與 OI-NFS 的結果相當，但平均值稍微偏大。第二層

網域的預報誤差較小，且 3DVAR-NFS 72 小時預報的誤差平均值比 OI-NFS 小。圖

16 顯示最外層網域各層溫度預報與觀測資料的差異比較，預報起始時間為 2003

年 9 月 5 日 00Z，此時網域內颱風在網域東南角海面且強度很弱，對陸地的影響很

小，整個預報測試也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預報品質趨於穩定，所以此個案比較的

結果大致可反應整體預報的結果。比較圖中平均偏差隨高度的變化可看出

3DVAR-NFS 的分析場大致均較 OI-NFS 的分析場及觀測資料為暖，但預報場 925hPa

以上出現冷偏差，並隨預報時間的增長而逐漸擴展至 500hPa 附近(72 小時預報)。

此外，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在 700hPa 以下是較 OI-NFS 為冷，700hPa 以上較

OI-NFS 為暖。3DVAR-NFS 與 OI-NFS 不論分析場或預報場的均方根誤差均相當接

近，顯示 3DVAR-NFS 的預報水準已與 OI-NFS 相當。 

 

五五五五、、、、結論與展望結論與展望結論與展望結論與展望    

 由以上的分析評比可知經過兩年持續的改進與修正，NFS 使用 WRF 3DVAR 分

析場進行與氣象局相同作業流程的預報已獲得不錯的成果，平均而言預報品質已

與 OI-NFS 相當。但颱風預報的品質在缺乏適當處理颱風 bogus 資料的條件下仍無

法與現行作業相比。所以未來 3DVAR-NFS 改進的方向為： 

1. 3DVAR 分析中增加颱風位置重新定位的功能，適當的與颱風 bogus 資料結



合，期望可改進颱風的預報品質。 

2. 3DVAR 分析針對 NFS 做參數及背景誤差係數的調整，期望評比中較差的預報

現象能有所改善。 

    

    

    



    
圖 1. NFS 結合 WRF-3DVAR 之分析與預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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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3 年 8 月 30 日 12Z 最外層網域的 OI 與 3DVAR 海平面氣壓分析場比較。

圖(a)及(b)為 cold start 預報流程的結果，圖(c)及(d)為 update cycle 預

報流程的結果。圖(a)及(c)為 3DVAR 分析的結果，圖(b)及(d)為 OI 分析的結

果。圖中紅線為 OI 或 3DVAR 的分析場，綠線為初始猜測場，彩色陰影為分析

場與初始猜測場的差值。 

(a) 

(d) (b) 

(c) 



 
圖 3. 2003 年 8 月 30 日 12Z 第二層網域的 OI 與 3DVAR 海平面氣壓分析場比較。

二圖均為 update cycle 預報流程的結果。上圖為 3DVAR 分析的結果，下圖為

OI 分析的結果。圖中紅線為 OI 或 3DVAR 的分析場，綠線為初始猜測場，彩色

陰影為分析場與初始猜測場的差值。 



 

 

 

圖 4. 最外層網域兩組 NFS 海平面氣壓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

圖。上、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

線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指

整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5. 最外層網域兩組 NFS 500hPa 高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

圖。上、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

線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指

整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6. 最外層網域兩組 NFS 850hPa 溫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

圖。上、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

線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指

整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7. 最外層網域兩組 NFS 850hPa 相對溼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

列圖。上、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

紅線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

指整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8. 最外層網域兩組 NFS 300hPa 東西向風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

列圖。上、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

紅線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

指整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9. 最外層網域兩組 NFS 300hPa 南北向風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

列圖。上、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

紅線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

指整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10. 最外層網域兩組 NFS 海平面氣壓預報場與分析場的距平相關時間序列圖。

上、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

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指整

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11. 最外層網域兩組 NFS 500hPa 高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距平相關時間序列圖。

上、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

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指整

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12. 第二層網域兩組 NFS 海平面氣壓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

圖。上、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

紅線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

指整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 13. 第二層網域兩組 NFS 850hPa 溫度預報場與分析場的均方根誤差時間序列

圖。上、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

紅線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

指整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14. 最外層網域兩組NFS 850hPa溫度預報場與探空觀測資料的均方根誤差時間

序列圖。方法是將預報場的網格資料內插至觀測站點與觀測值進行運算。

上、中、下圖分別為 24 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

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指整

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案的平均。 



 

 
 

圖15. 第二層網域兩組NFS 850hPa溫度預報場與探空觀測資料的均方根誤差時間

序列圖。方法是將預報場的網格資料內插至觀測站點與觀測值進行運算。

上圖為 24 小時預報、下圖為 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

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果。平均值是指整個測試時程中所有個

案的平均。 

 

 



(a) 

 
(b) 

 
圖 16. 最外層網域兩組 NFS 各層溫度預報場與探空觀測資料的比較。方法是將預報場的網格資料

內插至觀測站點與觀測值進行運算。各圖中左圖為平均偏差，右圖為均方根誤差。預報起

始時間為 2003 年 9 月 5日 00Z，圖(a)為分析場，圖(b)、(c)、(d)分別為 24小時預報、48

小時預報、72 小時預報。圖中紅線代表 OI-NFS 的預報結果，綠線代表 3DVAR-NFS 的預報結

果。垂直軸右側數字表示各層觀測點的數目。 

 



(c) 

 

(d) 

 

圖 16.(續) 

    



參參參參.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NCAR/WRF 3DVARNCAR/WRF 3DVARNCAR/WRF 3DVARNCAR/WRF 3DVAR 在氣象局環境的自在氣象局環境的自在氣象局環境的自在氣象局環境的自動作業流程動作業流程動作業流程動作業流程    

系統建置系統建置系統建置系統建置    

初步 NCAR/WRF 3DVAR與氣象局觀測資料及 NFS模式資料結合等功能已於去年

（2004年）計晝建置完成。 
 
NCAR 於 2005 年 8 月 5 日發佈新版 WRF系統，目前版本為 V2.1.1。WRF系統中

有關觀測資料處理部份由去年（2004年）的 WRF-3DVAR更名為 WRF-Var，因

為觀測資料變分分析系統不僅有 3D-Var，還包含背景場誤差統計算程式，未來還

將包含 4D-Var。 
 
WRF-Var目前版本為 V2.1。WRF-Var V2.1主要新增特點與功能包括： 
（1）使用 WRF model V2.1架構 
（2）背景場誤差統計計算程式 
（3）可處理 Global bogus data 
（4）可處理 typhoon bogus data 
 
 
目前本計畫所建置的 WRF-Var在氣象局的作業平台為資訊中心 VPP5000
（vpp5000.mic.cwb）及衛星中心 PC-cluster（msccs1.msc.cwb）。 
在使用者帳號 hclin 之下，建立一套 WRFVAR 系統，包含說明檔、原始程式、執

行檔、資料檔及 shell scripts等，提供氣象局人員建立作業流程的依據。 
 
氣象局人員已完成 2005年 1 月份（冬季月份）一個月的 WRF-Var結合 NFS的

cycling預報實驗，並提供該預報結果以計算 NFS背景場誤差值（計算過程與結果

於本報告說明）。 
 
本計畫為氣象局所建置的 WRFVAR 系統主要目錄架構如下： 

  

~hclinhclinhclinhclin/WRFVARWRFVARWRFVARWRFVAR/README  

             /README.changes 檔案：記錄針對目前版本增修的原因

與日期。 

             /README.upgrade 檔案：說明目前版本（WRFVAR V2.1）
與前版本（WRF-3DVAR）主

要差異。 

             /binbinbinbin 目錄：存放執行檔與 shell scripts 

             /datdatdatdat 目錄：存放資料檔 

             /etcetcetcetc////nmlnmlnmlnml 目錄：存放 namelists範本檔 

             /liblibliblib 目錄：存放環境變數設定檔 

             /loglogloglog 目錄：存放執行過程記錄檔 

             /srcsrcsrcsrc/3DVAR_OBSPROC_v2.13DVAR_OBSPROC_v2.13DVAR_OBSPROC_v2.13DVAR_OBSPROC_v2.1 目錄：存放觀測資料前處理程式 



                /OBS_FGGE_PROOBS_FGGE_PROOBS_FGGE_PROOBS_FGGE_PROCCCC 目錄：存放氣象局觀測資料格式轉換

程式 

                /nfs2wrfvarnfs2wrfvarnfs2wrfvarnfs2wrfvar 目錄：存放氣象局 NFS模式資料轉換

為 WRF-Var格式的程式 

                /wrfvar_2.1wrfvar_2.1wrfvar_2.1wrfvar_2.1 目錄：存放 WRF-Var V2.1程式

（bug-fixed版本） 

                /wrfvar_v2.1wrfvar_v2.1wrfvar_v2.1wrfvar_v2.1 目錄：存放 WRF-Var V2.1程式（WRF
網站 official 版本） 

                /wrfvar2nfswrfvar2nfswrfvar2nfswrfvar2nfs 目錄：存放 WRF-Var分析資料轉換為

氣象局NFS模式資料格式的程

式（註：由於該程式無法以

msccs1.msc.cwb的 PGF 5.0.1
版本編譯，目前僅能在

vpp5000.mic.cwb執行） 

             /workdirworkdirworkdirworkdir 目錄：執行工作目錄 

 
 
WRFVAR/README.upgrade內容 
Notice on upgrading WRF3DVAR to WRFVAR_V2.1 

 

(My WRF3DVAR system is in ~hclin/3DVAR 

    WRFVAR   system is in ~hclin/WRFVAR) 

 

Use updated executables: 

 

  cwbobs.exe      OBS_FGGE_PROC/src/cwbobs.exe  maintained by Hui-Chuan Lin 

  3dvar_obs.exe    3DVAR_OBSPROC_v2.1/src/3dvar_obs.exe  from NCAR downloads 

  nfs2wrfvar.exe    nfs2wrfvar/nfs2wrfvar.exe  maintained by Hui-Chuan Lin 

  wrfvar.exe       wrfvar_v2.1/main/wrfvar.exe  from NCAR downloads 

 

  NOTE: previous nfs2wrf3dvar.exe  is replaced by nfs2wrfvar.exe 

        previous da_3dvar.exe     is replaced by wrfvar.exe 

 

Use updated namelists: 

 

  Changes have been made to namelist.cwbobs 

                        namelist.nfs 

                        namelist.3dvar 

                        namelist.input 

  Please see ~hclin/WRFVAR/etc/nml for complete namelists templates 
 

 
WRFVAR/README.changes內容 
20051110: 

 

  (1) added src/README 

      to clarify the source of each program 

 



  (2) downloaded 3DVAR_OBSPROC.tar.gz (version 20051025) from  

      http://www.mmm.ucar.edu/individual/guo/CWB/CWB_Project.htm 
 

      The code is untarred and compiled in ~hclin/WRFVAR/src/3DVAR_OBSPROC 

 

  (3) downloaded wrfvar_2.1.tar.gz (version 20051027) from  

      http://www.mmm.ucar.edu/individual/guo/CWB/CWB_Project.htm 
 

      The code is untarred and compiled in ~hclin/WRFVAR/src/wrfvar_2.1 

       

      Read wrfvar_2.1/da_3dvar/changes/change_20051027.yrg for the changes. 

 

20051007: 

 

  (1) added src/nfs2wrfvar/README 

 

  (2) added src/plotobs/README 

 

20051006: 

 

  (1) modified src/nfs2wrfvar for reading 34-key DMS data 

      affected files: src/nfs2wrfvar/Makefile 

                      src/nfs2wrfvar/module_NFS_DMS.F 

                      src/nfs2wrfvar/nfs2wrfvar.exe 

 

  (2) corrected bin/nfs2wrfvar.csh for "for_bes" application 

 

20050929: 

 

  (1) modified src/OBS_FGGE_PROC/src/cwbobs.F to change the qscat 

      file_prefix from "gtdf" to "rtdf". 

      src/OBS_FGGE_PROC/src/cwbobs.exe is updated. 

 

  (2) added src/OBS_FGGE_PROC/README 

 

  (3) downloaded wrfvar_2.1.tar.gz from  

      http://www.mmm.ucar.edu/individual/guo/CWB/CWB_Project.htm 
 

      The code is untarred and compiled in ~hclin/WRFVAR/src/wrfvar_2.1 

       

      Read wrfvar_2.1/da_3dvar/changes/change_20050921.yrg and 

           wrfvar_2.1/da_3dvar/changes/change_20050923.yrg 

      for the changes that have been made to the official released 

      code (~hclin/WRFVAR/src/wrfvar_v2.1) 

 

  (4) added ~hclin/bin/julianday.f90, a program to get julian_day from 

      input ccyymmdd. The executable is ~hclin/bin/julianday 

 



  (5) added script ~hclin/WRFVAR/bin/get_wetPrf.csh for getting CHAMP 

      data from CDAAC/COSMIC web site. 

 

      Read ~hclin/WRFVAR/bin/get_wetPrf.csh for more details. 

 

      *** NOTE *** get_wetPrf.csh can not be run on msccs1.msc.cwb 

                   because of internet restriction. 
 

 
上述的 README.upgrade與 README.changes主要目的為記錄在氣象局所建置

WRFVAR 系統的變動。 
 
另外在 WRFVAR/src/每個程式主目錄下，均包含 README檔案，主要說明該程

式目的、架構及執行方法等。 
 
WRFVAR/src/3DVAR_OBSPROC及 WRFVAR/src/wrfvar_v2.1為 NCAR 提供程

式，除了參考該目錄下的 README檔案外，也可參考網頁

http://www.mmm.ucar.edu/wrf/WG4/wrfvar.htm。 
 
WRFVAR/src/OBS_FGGE_PROC、WRFVAR/src/plotobs、WRFVAR/src/nfs2wrfvar
及 WRFVAR/src/wrfvar2nfs為依據氣象局需求另撰寫的程式 
 
OBS_FGGE_PROC/README內容如下： 
Hui-Chuan Lin, Sept 29, 2005 

 

1. Part of this program is adapted from cwbobs used in AOAWS MM5 system. 

 

2. This program includes 

   OBS_FGGE_PROC/gts_sttnid_final 

                 STATION.METAR 

                 namelist.cwbobs 

                 src/Makefile 

                     cwbobs.F 

                     module_airep.F 

                     module_bathy.F 

                     module_bogus_gfs.F 

                     module_bogus_ty.F 

                     module_buoy.F 

                     module_drop.F 

                     module_hisatw.F 

                     module_metar.F 

                     module_misc.F 

                     module_output.F 

                     module_pilot.F 

                     module_qscat.F 

                     module_satem.F 

                     module_satob.F 

                     module_ship.F 



                     module_synop.F 

                     module_temp.F 

                     module_tempship.F 

                     params.inc 

 

3. To compile: 

 

      cd OBS_FGGE_PROC/src 

      vi Makefile          (if necessary) 

      make                 (OBS_FGGE_PROC/src/cwbobs.exe will be generated) 

 

4. To run: 

 

      cd your-working-dir 

      ln -s -f OBS_FGGE_PROC/gts_sttnid_final . 

      ln -s -f OBS_FGGE_PROC/STATION.METAR . 

      vi namelist.cwbobs 

      OBS_FGGE_PROC/src/cwbobs.exe 

 

5. file description: 

 

      STATION.METAR and gts-sttnid-final are two 'constant' files 

      used by program OBS_FGGE_PROC.  

      They are maintained by Jim Bresch at NCAR. 

 

      gts_sttnid_final: is a global WMO station table and contains the 

                        WMO numbers for sounding and surface sites. 

                        It is used for getting WMO station elevation  

                        when elevation info is missing in CWB observation record 

                        or when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elevation from 

                        CWB and from gts-sttnid-final. 

 

      STATION.METAR: is a subset of a global METAR station table. It covers CAA 

                     Domain 1. It is used for getting lat and lon for METAR  

                     stations, because sometimes there are lat/lon mismatches  

                     between lat/lon from CWB and from STATION.METAR. 

 

      namelist.cwbobs: 

 

          &record1 

           obs_rootdir = '/users4/hclin/3DVAR/data/obs/cwbfgge', 

               ; the directory where FGGE observations are. 

           obs_date = '2005-02-27_12:00:00', 

           gfsbogus_as_bogus = .true. 

               ; if .true. (default), global bogus data are labled as  

               ; "FM-135 BOGUS" and will be treated as bogus data in WRFVAR. 

               ; if .false., global bogus data are labled as "FM-35 TEMP" 

               ; and will be treated as sounding data in WRFVAR. 



          / 

 

          &record2 

           use_airep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bogus_gfs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bogus_ty   = .FALSE., ; default is .FALSE. 

           use_metar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ship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bathy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buoy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satob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satem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pilot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temp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tempship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drop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hisatw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synop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use_qscat      = .TRUE.   ; default is .FALSE. 

          / 

 

 
 
plotobs/README內容如下： 
Hui-Chuan Lin, 2005 

 

1. This program is adapted from 3DVAR_OBSPROC/MAP_plot in WRFVAR system 

   and plot_level utility in LITTLE_R/MM5 system. 

 

2. This program plots the observations contained in obs_gts.3dvar 

   (the 3DVAR_OBSPROC output). 

 

3. This program includes 

   plotobs/src/Makefile 

               DA_Constants.F 

               DA_Define_Structures.F 

               module_map_stuff.F 

               module_ncarg.F 

               module_obs.F 

               plotobs.F 

               DA_Read_Obs.inc 

               DA_Read_Obs_Info.inc 

               finddtg.inc 

               plotloc.inc 

               plotval.inc 

               plotval2.inc 

               plotval3.inc 

 



4. To compile: 

 

      cd plotobs/src 

      vi Makefile     (if necessary) 

      make            (plotobs/src/plotobs.exe will be generated) 

 

5. To run: 

 

      cd your-working-dir 

      ln -s -f obs_gts.3dvar fort.99 

      plotobs/src/plotobs.exe 

 

 
 
nfs2wrfvar/README內容如下： 
Hui-Chuan Lin, 2005 

 

1. This program is used to convert DMS-format CWB NFS sigma-level data 

   to be in WRF-like-format eta-level data. 

   With "if_for_var_anal" choice in namelist.nfs (described below), 

   the outputs can be used in either wrfvar (for single-time analysis) 

   or gen_be (for mulitple-time statistics). 

 

2. This program includes 

   nfs2wrfvar/Makefile 

              define_cons_types.F 

              module_NFS_DMS.F 

              module_WRF_fields.F 

              module_allocate.F 

              module_vinterp.F 

              nfs2wrfvar.F 

 

3. To compile: 

 

      cd nfs2wrfvar 

      vi Makefile    (choose proper options for VPP5000 and msccs1, also 

                      see notes described below) 

      make           (nfs2wrfvar/nfs2wrfvar.exe will be generated) 

 

   *NOTE* on nfs2wrfvar/Makefile 

 

      -Ddms24key:       for reading 24-key DMS data 

      -DLINUX:          for running nfs2wrfvar.exe on msccs1, where the  

                        DMS data is in single precision. 

      -Dluindexextfile: for reading Land-Use-Index from a 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 LUINDEX_D0? must be set 

                        before running nfs2wrfvar.exe. 

      -Dterrainextfile: for reading terrain height data from a 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 TERRAIN_D0? must be set 

                        before running nfs2wrfvar.exe. 

      -Dmapextfile:     for reading mapping factors, coriolis parameters, 

                        latitude, and longitude from files. Environment  

                        variable MAPPINGDAT_D0? and LATLON_D0? must be  

                        set before running nfs2wrfvar.exe. 

 

4. To run: 

 

      cd your-working-dir 

      setenv CWBNFSL CWBNFSL@/nwp/nwpnfs/.DMSDATA/NWPDB@nwpnfs@vpp5000.mic.cwb 

      setenv MAPBKG  CWBNFSL@/nwp/nwpnfs/.DMSDATA/NWPDB@nwpnfs@vpp5000.mic.cwb 

      setenv LUINDEX_D0[1|2] LU_INDEX_[45|15]_LD 

      setenv TERRAIN_D0? (if compiled with -Dterrainextfile) 

      setenv MAPPINGDAT_D0 and LATLON_D0? (if compiled with -Dmapextfile) 

      vi namelist.nfs 

      nfs2wrfvar/nfs2wrfvar.exe 

 

5. file description: 

  

      LU_INDEX_[45|15|05]_LD are in ascii format and are extracted from  

                             wrfsi output using "read_wrf_nc -w LU_INDEX" 

                             read_wrf_nc is a WRF utility available on 

                   http://www.mmm.ucar.edu/wrf/users/download/get_source2.html 
 

6. namelist.nfs 

 

&run_type 

 if_for_var_anal = .TRUE.  ; if .TRUE.,  the output (wrf3dvarinput_d0?) 

                           ;             is used to run wrfvar 

                           ; if .FALSE., the outputs  

                           ;    (initial_date/nfsout_d0?_ccyy-mm-dd_hh:00:00) 

                           ;     are used to run gen_be 

/ 

 

&record0 

 initial_date = '2005100500', ; used when if_for_var_anal=.FALSE. 

 forecast_hours = 12, 24      ; used when if_for_var_anal=.FALSE. 

                              ;  the maximum dimension for forecast_hours is 20 

                              ;  in this example, 

                              ;  2005100500/nfsout_d0?_2005-10-05_12:00:00 and 

                              ;  2005100500/nfsout_d0?_2005-10-06_00:00:00 

                              ;  will be generated. 

                              ;  *NOTE* the directory 2005100500 must be 

                              ;         created first in the script. 

/ 

 

&record1 



 analysis_date = '2005100500', ; used when if_for_var_anal=.TRUE. 

 itau_prev_forecast = 6,       ; used when if_for_var_anal=.TRUE. 

                               ;  in this example, 6-hour forecast from 

                               ;  initial time 2005100418 will be the  

                               ;  first guess for the analysis_date 2005100500 

/ 

 

&record2 

 domain_id = '2', 

 dsm = 15000., 

 nx_nfs = 181, 

 ny_nfs = 193, 

 nz_nfs = 30,            ; number of half sigma levels 

 dt = 40., 

 deltz_nfs = 0.0070, 0.0088, 0.0106, 0.0124, 0.0141, 0.0159, 0.0237, 0.0306, 0.0367, 0.0419, 

0.0462, 0.0497, 0.0522, 0.0539, 0.0547, 0.0546, 0.0520, 0.0493, 0.0467, 0.0440, 0.0414, 0.0387, 

0.0361, 0.0335, 0.0308, 0.0282, 0.0255, 0.0208, 0.0200, 0.0200, 30*0.0,     ; d (sigma) values 

between full levels 

 p_top = 0., 

/ 

 

&record3 

 map_projection = 1, 

 clat = 22.86559,        ; current domain center latitude 

 clon = 122.2716,        ; current domain center longitude 

 stand_lon = 120., 

 truelat1 = 10., 

 truelat2 = 40., 

/ 

 

&record4 

 nz_wrf = 30,            ; number of half eta levels 

 deltz_wrf = 0.0070, 0.0088, 0.0106, 0.0124, 0.0141, 0.0159, 0.0237, 0.0306, 0.0367, 0.0419, 

0.0462, 0.0497, 0.0522, 0.0539, 0.0547, 0.0546, 0.0520, 0.0493, 0.0467, 0.0440, 0.0414, 0.0387, 

0.0361, 0.0335, 0.0308, 0.0282, 0.0255, 0.0208, 0.0200, 0.0200, 30*0.0,     ; d (eta) values 

between full levels 

/ 

    

    

    

    

    

    

    

    

    



肆肆肆肆. 

完成進行完成進行完成進行完成進行 GPS ROGPS ROGPS ROGPS RO 資料的測試資料的測試資料的測試資料的測試 

一一一一、、、、資料下載資料下載資料下載資料下載 
 

使用 wget或 curl 等軟體，自 CDAAC/COSMIC網站以 username與 password
取得 GPS RO Level2 refractivity資料，完整網址如下： 
http://cosmic-io.cosmic.ucar.edu/cdaac/login/champ/levels/wetPrf/YYYY.DDD/w
etPrf_IIII.YYYY.DDD.HH.MM.GGG_SSSS.VVVV_nc，其中： 

 
代號 說明 
DDD Day of year 
GGG 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id（ex, G28＝GPS satellite 28） 
HH Hour 
IIII Mission ID（for example, CHAM, SACC, CO01-06, GPSM, etc） 
MM Minute 
SSSS Subtype（an ID which tells the command options used in generating this file） 

VVVV  Version（an ID which tells the version of all codes used in generating this file） 
YYYY Year 

 
二二二二、、、、資資資資料內容料內容料內容料內容 
 

資料內容於網頁

http://cosmic-io.cosmic.ucar.edu/cdaac/fileFormats/wetPrf.html有詳細說明。 
本研究採用的資料為 Ref_obs（observed refractivity, interpolated from the atmPrf 
file）profile，資料垂直間隔為 100公尺。 

 
三三三三、、、、資料前處理資料前處理資料前處理資料前處理（（（（pre-process）））） 
 

自 CDAAC/COSMIC網站下載的檔案為 NetCDF格式，須先轉換為 Little_r 
ASCII 格式，再經 3DVAR_OBSPROC程式處理為 WRF-Var可接受的檔案格

式。（註：關於 Little_r 格式與 3DVAR_OBSPROC程式，已於 2004年工作

項目「完成 NCAR/WRF系統與本局觀測資料結合」的報告中說明。） 
 
四四四四、、、、觀測誤差值估計觀測誤差值估計觀測誤差值估計觀測誤差值估計（（（（observation error estimate）））） 
 

依據 Chen and Kuo (2005)，GPS Refractivity觀測誤差為高度與緯度的函數，

任一點的觀測誤差值由下表資料採線性內插求得。 
緯度 高度 誤差值與觀測值比值 

2.5公里 > 高度 >= 0公里 2.5 % 
高度 = 5.5公里 1.3 % 

緯度＝ 0° 

高度 >= 12公里 0.3 % 

高度 = 0公里 1.5 % 緯度＝90° 
高度 = 12公里 0.3 % 



 
五五五五、、、、觀測品質檢定觀測品質檢定觀測品質檢定觀測品質檢定（（（（quality control）））） 
 

步驟 1：background check。 
剔除|（O－B）|＞5 o 的觀測資料。 
即觀測值與背景值差值的絕對值須小於或等於 5 倍的觀測誤差值。 

 
步驟 2：Relative Error check。 

定義 Relative Error為
  

高度小於或等於 7 公里以下，剔除 R.E.大於 5.0%的觀測資料； 
高度介於 7 公里與 25公里之間，剔除 R.E.大於 4.0%的觀測資料； 
高度大於或等於 25公里以上，剔除 R.E.大於 10.0%的觀測資料。 

 
步驟 3：Low level check。 

一筆 GPS refractivity profile資料中，如果某一高度資料未通過上述

步驟 2 的 Relative Error check，則該高度以下所有資料均捨棄不用。 
 
六、觀測算子（Observation operator (local)） 

refractivity
  

其中 p：氣壓（hPa） 
T：溫度（K） 
q：比溼（kg/kg） 
p、T、q 為 WRF3DVAR的分析變數。 

 
七、GPS RO refractivity資料個案測試 
 

選取個案為 2003年杜鵑颱風，資料分析時間為 2003年 8 月 30日 1200UTC，
在±3 小時的 time window內，共有 6 筆 GPS profile資料，資料分佈如下圖。 

 
 

將 2003年 8月 30日 1200UTC所有氣象局現有觀測資料經 WRF-Var分析後，

以 WRF預報模式進行 72小時預報，杜鵑颱風預報路徑與中心氣壓如下圖紅

線所示，藍點為氣象局提供的觀測路徑。 



 
將 2003年 8 月 30日 1200UTC所有氣象局現有觀測資料，再加上前述的 6 筆

GPS refractivity profile資料，經 WRF-Var分析後，以 WRF預報模式進行 72
小時預報，杜鵑颱風預報路徑與中心氣壓如下圖紅線所示，藍點為氣象局提

供的觀測路徑。 

 
本個案測試使用的觀測資料數目如下表： 

觀測資料種類 數目 
SYNOP 1180 
METAR 217 

SHIP 80 
BUOY 40 

BOGUS 174 
TEMP 164 
AIREP 193 
PILOT 47 

SATEM 308 
SATOB 8504 
GPSRF 6 

雖然 GPS refractivity的資料僅有 6 筆，在所有觀測資料中所佔數量偏少，但

由預報結果仍然可以看到 GPS refractivity資料對於颱風路徑與中心氣壓的影

響。 
 
    



伍伍伍伍. 

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 NFS模式背景場誤差計算模式背景場誤差計算模式背景場誤差計算模式背景場誤差計算    

一一一一、、、、系統建置系統建置系統建置系統建置 
 

作業平台為衛星中心 PC-cluster（msccs1.msc.cwb）。 
在使用者帳號 hclin 之下，建立一套 GEN_BE系統，包含說明檔、原始程式、

執行檔、資料檔及 shell scripts等，提供氣象局人員建立作業流程的依據。 
 

本計畫為氣象局所建置的 GEN_BE系統目錄架構如下： 
  

~hclinhclinhclinhclin/GEN_BEGEN_BEGEN_BEGEN_BE/README 檔案：GEN_BE系統簡要說明 

             /README.changes 檔案：記錄針對目前版本增修的原

因與日期。 

             /binbinbinbin 目錄：存放執行檔與 shell scripts 

             /datdatdatdat 目錄：存放資料檔 

             /etcetcetcetc 目錄：存放 namelists範本檔 

             /liblibliblib 目錄：存放環境變數設定檔 

             /loglogloglog 目錄：存放執行過程記錄檔 

             /srcsrcsrcsrc/nfs2wrfvarnfs2wrfvarnfs2wrfvarnfs2wrfvar 目錄：存放氣象局 NFS模式資料格

式轉換程式 

                /wrfvar_v2.1_genbewrfvar_v2.1_genbewrfvar_v2.1_genbewrfvar_v2.1_genbe 目錄：存放 WRF-Var V2.1程式 

             /workdirworkdirworkdirworkdir 目錄：執行工作目錄 

 
GEN_BE/README內容如下： 
-------------------------------------------------------------------------------- 

  To set up and run WRFVAR GEN_BE system with CWB NFS data 

-------------------------------------------------------------------------------- 

 

A quick practice: 

 

 To run GEN_BE with real-time NFS data from vpp5000.mic.cwb 

 (only a few days worth of data) 

 

(1) get the GEN_BE system from /users4/hclin/GEN_BE 

 

    --- cd your-working-dir (namely, the BES_ROOT mentioned in step (2)) 

        cp -rp /users4/hclin/GEN_BE/bin . 

        cp -rp /users4/hclin/GEN_BE/etc . 

        cp -rp /users4/hclin/GEN_BE/lib . 

        mkdir dat 

        cd dat 

        cp -rp /users4/hclin/GEN_BE/dat/nfscon . 

        cp -rp /users4/hclin/GEN_BE/dat/varcon . 



 

    *** NOTE *** Please AVOID copying the whole thing under 

                 /users4/hclin/GEN_BE/dat because some sub-directories 

                 (for example, /users4/hclin/GEN_BE/dat/nfsout and 

                               /users4/hclin/GEN_BE/dat/diffout) 

                 contain large amount of runtime data. 

 

(2)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BES_ROOT in your UNIX start-up file, 

    or set it in your current shell environment before running the 

    GEN_BE system. 

 

    ---  BES_ROOT is the base directory of where the gen_be system is. 

         For example, my BES_ROOT is /users4/hclin/GEN_BE 

 

(3) vi ${BES_ROOT}/lib/genbe.stages 

 

    --- Uncomment the stages you wish to run, i.e., 

        comment the stages you do not wish to run. 

 

(4) vi ${BES_ROOT}/bin/main.csh 

 

    --- set the start_dtg, end_dtg, and domain_id 

 

(5) qsub ${BES_ROOT}/bin/main.csh 

 

-------------------------------------------------------------------------------- 

  How did I compile WRFVAR GEN_BE codes  

     (i.e. gen_be*.exe in ~hclin/GEN_BE/src/wrfvar_v2.1_genbe/gen_be) 

-------------------------------------------------------------------------------- 

 

(1) download source code from http://www.mmm.ucar.edu/wrf/src/wrfvar_v2.1.tar.gz 

    and place it in ~hclin/DOWNLOADED/WRF-v2.1/wrfvar_v2.1.tar.gz 

 

(2) cd ~hclin/GEN_BE/src 

 

    gzip -dc ~hclin/DOWNLOADED/WRF-v2.1/wrfvar_v2.1.tar.gz | tar xvf - 

      (untar the file) 

 

    mv wrfvar_v2.1 wrfvar_v2.1_genbe 

      (rename the directory name, this is just my personal preference) 

 

(3) cd ~hclin/GEN_BE/src/wrfvar_v2.1_genbe 

 

    configure be 

      (a list of options will show up, please select 1) 

 

    compile be_wrf 

 



 

 
 

GEN_BE/README.changes內容如下： 
 

20051111: 

 

  (1) spilt etc/nml/namelist.title.template into 

      etc/nml/namelist.title.d1.template and 

      etc/nml/namelist.title.d2.template 

 

      modified bin/gen_be.csh correspondingly to create correct 

      plot titles. 

 

20051110: 

 

  (1) downloaded wrfvar_2.1.tar.gz (version 20051027) from 

      http://www.mmm.ucar.edu/individual/guo/CWB/CWB_Project.htm 
      The code is untarred and compiled in ~hclin/GEN_BE/src/wrfvar_2.1_genbe 

      Read wrfvar_2.1/da_3dvar/changes/change_20051027.yrg for the changes. 

 

      *** note *** this wrfvar code update is required for GEN_BE. 

                   the previous code (~hclin/GEN_BE/src/wrfvar_v2.1_genbe) 

                   would sometimes cause "floating exception" problem at  

                   gen_be_stage0 and gen_be_stage2. 

 

  (2) linked bin/gen_be*.exe from ~hclin/GEN_BE/src/wrfvar_2.1_genbe 

 

20051109: 

 

  (1) modified bin/nfs2wrfvar_retro.csh 

 

  (2) modified bin/gen_be.csh to include domain_id information in 

      the variable EXPT 

 

 
 
二二二二、、、、GEN_BE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可參考
http://www.mmm.ucar.edu/wrf/users/tutorial/SlideShows/WRFVar_BE_Barker.
pdf） 

 
背景場誤差值（Background Error）的計算簡稱為 GEN_BE，全部計算過程依

計算目的分為幾個不同的 Stages。每個 Stage的目的、執行檔名稱以及輸、出

入檔案的說明如下表： 
 

(1) list of execution files(1) list of execution files(1) list of execution files(1) list of execution files ----------------------------------------------- 



 

         gen_be_stage1.exegen_be_stage1.exegen_be_stage1.exegen_be_stage1.exe: Read "standard fields", and  

                         remove time/ensemble/area mean. 

         gen_be_stage2.exegen_be_stage2.exegen_be_stage2.exegen_be_stage2.exe: Calculat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gen_be_stage2a.exegen_be_stage2a.exegen_be_stage2a.exegen_be_stage2a.exe: Calculate control variable fields. 

         gen_be_stgen_be_stgen_be_stgen_be_stage3.exeage3.exeage3.exeage3.exe: Read control variable fields, and  

                           calculate vertical covariances. 

gen_be_stage4_regional.exegen_be_stage4_regional.exegen_be_stage4_regional.exegen_be_stage4_regional.exe: Calculate horizontal covariances. 

          gen_be_diags.exegen_be_diags.exegen_be_diags.exegen_be_diags.exe: gather data together into a single BE file. 

 

 

(2) list of log (2) list of log (2) list of log (2) list of log filesfilesfilesfiles ----------------------------------------------------- 

 

    (The log file names are actually arbitrary. Names are given in the 

     running scripts. Check your scripts.) 

 

      gen_be_stage1.log 

      gen_be_stage2.log 

      gen_be_stage2a.log 

      gen_be_stage3.psi.log 

      gen_be_stage3.chi_u.log 

      gen_be_stage3.t_u.log 

      gen_be_stage3.rh.log 

      gen_be_stage3.ps_u.log 

      gen_be_stage4_regional.log 

      gen_be_diags.log 

 

 

(3) list of input and output files from each stage(3) list of input and output files from each stage(3) list of input and output files from each stage(3) list of input and output files from each stage ------------------------ 

 

stage0stage0stage0stage0: 

 

   input:  model forecasts 

            

  output:  diff.ccyy-mm-dd_hh:00:00 

 

 

stage1stage1stage1stage1: 

 

   input:  gen_be_stage1_nl.nl 

          diff.ccyy-mm-dd_hh:00:00 

 

  output:    fullflds/ccyymmddhh.fullflds.NMC.e001 

               psi/ccyymmddhh.psi.NMC.e001 

               chi/ccyymmddhh.chi.NMC.e001 

                 t/ccyymmddhh.t.NMC.e001 

                rh/ccyymmddhh.rh.NMC.e001 

                ps/ccyymmddhh.ps.NMC.e001.01 



          bin.data 

 

stage2stage2stage2stage2: 

 

   input:  gen_be_stage2_nl.nl 

          bin.data 

          fullflds/ccyymmddhh.fullflds.NMC.e001 

             psi/ccyymmddhh.psi.NMC.e001 

             chi/ccyymmddhh.chi.NMC.e001 

               t/ccyymmddhh.t.NMC.e001 

              ps/ccyymmddhh.ps.NMC.e001.01 

 

  output: gen_be_stage2.NMC.dat  (regression coefficient) 

 

stage2astage2astage2astage2a: 

 

   input:  gen_be_stage2a_nl.nl 

          gen_be_stage2.NMC.dat 

          bin.data 

          psi/ccyymmddhh.psi.NMC.e001 

          chi/ccyymmddhh.chi.NMC.e001 

           ps/ccyymmddhh.ps.NMC.e001.01 

            t/ccyymmddhh.t.NMC.e001 

 

  output:  

          chi_u/ccyymmddhh.chi_u.NMC.e001 

           ps_u/ccyymmddhh.ps_u.NMC.e001.01 

            t_u/ccyymmddhh.t_u.NMC.e001 

 

stage3stage3stage3stage3: 

 

   input:  gen_be_stage3_nl.nl 

          fullflds/ccyymmddhh.fullflds.NMC.e001 

             psi/ccyymmddhh.psi.NMC.e001     (variable = 'psi') 

           chi_u/ccyymmddhh.chi_u.NMC.e001   (variable = 'chi_u') 

             t_u/ccyymmddhh.t_u.NMC.e001     (variable = 't_u') 

              rh/ccyymmddhh.rh.NMC.e001      (variable = 'rh') 

            ps_u/ccyymmddhh.ps_u.NMC.e001.01 (variable = 'ps_u') 

 

  output:  gen_be_stage3.psi.NMC.dat    (eigenvectors, eigenvalues) 

          gen_be_stage3.chi_u.NMC.dat 

          gen_be_stage3.t_u.NMC.dat 

          gen_be_stage3.rh.NMC.dat 

          gen_be_stage3.ps_u.NMC.dat 

            psi/ccyymmddhh.psi.NMC.e001.01   (.02, .03, ... .nk) 

          chi_u/ccyymmddhh.chi_u.NMC.e001.01 (.02, .03, ... .nk) 

            t_u/ccyymmddhh.t_u.NMC.e001.01   (.02, .03, ... .nk) 

             rh/ccyymmddhh.rh.NMC.e001.01    (.02, .03, ... .nk) 



 

stage4stage4stage4stage4: 

 

   input:  gen_be_stage4_regional_nl.nl 

            psi/ccyymmddhh.psi.NMC.e001.01   (.02, .03, ... .nk) 

          chi_u/ccyymmddhh.chi_u.NMC.e001.01 (.02, .03, ... .nk) 

            t_u/ccyymmddhh.t_u.NMC.e001.01   (.02, .03, ... .nk) 

             rh/ccyymmddhh.rh.NMC.e001.01    (.02, .03, ... .nk) 

           ps_u/ccyymmddhh.rh.NMC.e001.01 

 

  output:  sl_print.psi.01   (.02, .03, ... .nk) --> sl_print.psi 

          sl_print.chi_u.01 (.02, .03, ... .nk) --> sl_print.chi_u 

          sl_print.t_u.01   (.02, .03, ... .nk) --> sl_print.t_u 

          sl_print.rh.01    (.02, .03, ... .nk) --> sl_print.rh 

          sl_print.ps_u.01               --> sl_print.ps_u 

 

gen_be_diagsgen_be_diagsgen_be_diagsgen_be_diags: 

 

   input:  gen_be_diags_nl.nl 

          gen_be_stage2.NMC.dat  

          gen_be_stage3.psi.NMC.dat 

          gen_be_stage3.chi_u.NMC.dat 

          gen_be_stage3.t_u.NMC.dat 

          gen_be_stage3.rh.NMC.dat 

          gen_be_stage3.ps_u.NMC.dat 

            psi/sl_print.psi 

          chi_u/sl_print.chi_u 

            t_u/sl_print.t_u 

             rh/sl_print.rh 

           ps_u/sl_print.ps_u 

 

  output: gen_be.NMC.datgen_be.NMC.datgen_be.NMC.datgen_be.NMC.dat (this is the BES file to be used in WRFVAR) 

 

 
 
三三三三、、、、NFS背景場誤差統計結果背景場誤差統計結果背景場誤差統計結果背景場誤差統計結果 
 

以下各圖中的圖(a)與圖(b)的資料時間為 2003年 8 月 15日至 2003年 9 月 14
日，圖(c)與圖(d)的資料時間為 2005年 1 月 1 日至 2005年 1 月 31日。圖(a)
與圖(b)的模式資料為氣象局 NFS模式採 OI 觀測資料分析進行 update-cycle
預報，圖(c)與圖(d)的模式資料為氣象局 NFS模式採 WRF-3DVAR觀測資料

分析進行 update-cycle預報。圖(a)與圖(c)的計算範圍為氣象局 NFS模式 45
公里網域，圖(b)與圖(d)的計算範圍為氣象局 NFS模式 15公里網域。 

 



 
圖 1：balanced-part of PS (surface pressure) explained by PSI (streamfunction)。縱軸為

[balanced-part of PS explained by PSI ]*10，橫軸為模式網域南北方向格點數。 
 

 
圖 2：(藍線) balanced-part of CHI (velocity potential) explained by PSI 

(streamfunction)。(紅線) balanced-part of T (temperature) explained by PSI 
(streamfunction)。縱軸為模式垂直層數，橫軸為[balanced-part of CHI or T 
explained by PSI]*10。 



 
圖 3：PSI (streamfunction) eigenvalues。縱軸為模式垂直層數，橫軸為

eigenvalue*10-12（圖 a與圖 c）或 eigenvalue*10-11（圖 b 與圖 d）。 
 

 
圖 4：PSI (streamfunction) eigenvalues。縱軸為 eigenvalue*10-12（圖 a與圖 c）

或 eigenvalue*10-11（圖 b 與圖 d），橫軸為模式網域南北方向格點數。 



 
圖 5：CHI_U (unbalanced-part of velocity potential) eigenvalues。縱軸為模式垂

直層數，橫軸為 eigenvalue*10-11（圖 a與圖 c）或 eigenvalue*10-10（圖

b 與圖 d）。 

 
圖 6：CHI_U (unbalanced-part of velocity potential) eigenvalues。縱軸為

eigenvalue*10-12（圖 c）或 eigenvalue*10-11（圖 a、圖 b 與圖 d），橫

軸為模式網域南北方向格點數。 



 
圖 7：T_U (unbalanced-part of temperature) eigenvalues。縱軸為模式垂直層數，

橫軸為 eigenvalue*101。 
 

 
圖 8：T_U (unbalanced-part of temperature) eigenvalues。縱軸為 eigenvalue*10 

1，橫軸為模式網域南北方向格點數。 



 
圖 9：RH (relative humidity) eigenvalues。縱軸為模式垂直層數，橫軸為

eigenvalue*10 3。 
 

 
圖 10：RH (relative humidity) eigenvalues。縱軸為 eigenvalue*10 2（圖 b）或

eigenvalue*10 3（圖 a、圖 c與圖 d），橫軸為模式網域南北方向格點數。 



 
圖 11：PS_U (unbalanced-part pf surface pressure) covariance。縱軸為

covariance*10 -3，橫軸為模式網域南北方向格點數。 
 

 
圖 12：PSI (streamfunction) scale length。縱軸為 vertical mode，橫軸為 scale 

length*10-1。 



 
圖 13：CHI_U (unbalanced-part of velocity potential) scale length。縱軸為 vertical 

mode，橫軸為 scale length*10-1。 
 

 
圖 14：T_U (unbalanced-part of temperature) scale length。縱軸為 vertical mode，

橫軸為 scale length*10-1。 



 
圖 15：RH (relative humidity) scale length。縱軸為 vertical mode，橫軸為 scale 

length*10-1（圖 c）或 scale length*10 0（圖 a、圖 b 與圖 d）。 
 

 
圖 16：PS_U (unbalanced-part pf surface pressure) scale length。縱軸為 vertical 

mode，橫軸為 scale length*10-1。 



陸陸陸陸.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 gps bending anglegps bending anglegps bending anglegps bending angle 觀測資料功能之測觀測資料功能之測觀測資料功能之測觀測資料功能之測

試試試試    

一一一一、、、、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本報告的內容為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GPS掩星觀測偏折角（bending 

angle）臨邊探空（limb sounding）資料之功能建置及其測試結果。目的在使全

球模式預報系統（GFS）具有同化GPS掩星觀測偏折角資料之能力，進行平行同化

測試實驗（parallel run），以期了解未來加入福衛三號任務（FOMOSAT-3/COSMIC）

GPS掩星觀測資料對全球模式分析與預報結果之可能影響，並評估全球模式預報系

統未來使用福衛三號任務GPS掩星觀測資料的能力。 

 

二二二二、、、、全球模式分析系統與全球模式分析系統與全球模式分析系統與全球模式分析系統與GPSGPSGPSGPS掩星觀測掩星觀測掩星觀測掩星觀測偏折角偏折角偏折角偏折角觀測資料之觀測資料之觀測資料之觀測資料之射線追蹤射線追蹤射線追蹤射線追蹤（（（（rayrayrayray----tracingtracingtracingtracing））））

觀測算符觀測算符觀測算符觀測算符模組模組模組模組    

要使全球模式預報系統具備同化GPS掩星觀測偏折角（bending angle）臨邊

探空（limb sounding）資料之能力，必須完成GPS射線追蹤（ray-tracing）觀測

算符模組在中央氣象局全球三維變分（3DVAR）同化分析系統之建置。以下將簡介

中央氣象局全球三維變分同化分析系統以及將健置之GPS射線追蹤（ray-tracing）

觀測算符模組。 

(1)三維變分分析系統 

中央氣象局三維變分分析系統乃引進NCEP三維變分分析(1999版本; Parrish 

and Derber (1992), Derber et al. (1991), Derber and Wu(1998)系統(即SSI)

建置於中央氣象局之作業環境，於2003年5月正式作業，當時作業的版本為

t119L30，之後於2004年四月隨著全球數值預報系統提升解析度為目前作業的

t179L30。基於GPS掩星觀測偏折角資料的密度及其所需的計算機資源的考慮，同

化GPS掩星觀測偏折角資料採用t80L30的解析度。 

三維變分分析基本上是要解決一個最小化的問題，其價值函數(cost function)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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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b 背景場項，為分析與初始猜測場之差的貢獻。 

BBBB    背景場誤差變異數矩陣， TCC≡ ， CCCC波譜誤差係數。 

Jo 觀測項，為分析與觀測之差的貢獻。 

oy  觀測資料。 

    OOOO      觀測誤差變異數矩陣。 

FFFF        representative error變異數矩陣，包含觀測資料得代表性及

運算子精確度的誤差。 

GGGG    為波譜轉換至高斯網格點的線性運算子。 

RRRR    非線性觀測資料運算子(physical space)。 

Jc 限制條件項的貢獻。對SSI而言，其限制條件為輻散度趨勢。 

最小化的方法是採用共軛梯度法(conjugate gradient algorithm)。假設分

析場為背景場加上一很小的增量並忽略限制條件項，(1) 式可以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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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式反覆計算(iteration)即可得到使(2)式最小化的w，，，，分析值x則可由 

Cwxx += b . (4) 

求得。 

反覆計算的過程中stepsize的決定是達到最小化目的的關鍵，假設第m次計

算時 

w= mw ；x= mx 則第m+1次w值可由第m次w值加上一由共軛梯度法得到的一擾

動值 mδ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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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時，w1=0， )()( 11 boo RR GxyGxyy −=−=   

。上式稱之為外迴圈(outer loop)，解δ 的部分則是ssi的內迴圈。 

假設第m外迴圈、第k+1內迴圈時， 1, +kmδ 及 1, +kmw 寫成 

kkmkm p  α+=+ ,1,                           (4) 

1,1, ++ += kmmkm  ww
                         (5) 

此時的searching direction kp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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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使J最小的 值，即設 0=
∂
∂
α
J

，則 值可求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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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測試過程中外迴圈只做一次，內迴圈則進行100次。初始猜測場則是使用模式的

六小時預報。 

圖一為三維變分分析系統的主要架構。主要為觀測資料的讀入(RDTEST)、

為分析而進行的一些觀測資料的準備工作(SETUPRHS, SETUPOZ及SETUPRAD)，以

及進行最小化分析的主要副程式為PCGSOI。觀測資料的準備工作部份SETUPRHS

處理傳統觀測資料，主要為存下觀測資料與初始猜測場的差值及其相對周圍網格

點的權重等資訊； SETUPRAD處理衛星輻射觀測資料，SETUPOZ則處理臭氧觀測資

料。如圖一所示(不含有底線SETUPGPS部份)。 

進行最小化分析的主要副程式PCGSOI的結構如圖二。主要的部分有波譜空

間與高斯網格間之轉換運算子(operator)及其伴隨運算子、變數自高斯網格轉換

至觀測點之運算子(operator)及其伴隨運算子(HOPER, HTOPER, INTPS, INTQPW, 

INTT,INTW,INTRADN,INTOZ,HOPERS)以進行最小化分析。 

 
圖一：三維變分分析模組的基本結構。 

ssi – driver routine 

rdtest – read obs 

glbsoi – primary routine of the ana 

setuprhs – initialize obs except ozone 

and radiance 

setuprad – initialize radiation 

setupoz – initialize ozone 

setupgps – initialize gps obs 

pcgsoi – solver of 3DVAR analysis 



 

 

PCGSOI 

DGESC – read guess 

S2G0 – legendre transformation 

GENQSAT – obtain saturation specific humidity 

GTVAR – read in latitudinally varying variance 

GTBDIVT – read bhalf and vertical function 

GTBHALF – read bhalf and vertical function  

INTW,INTPS,INTT,INTQPW,INTOX,INTRADN – 

apply nonlinear obs operator 

COV – set up grid error and correlation spectrum 

QTOPER – adjoint of tangentlinear model for div tend. 

QOPER – TLM for div. tend 

STPW,STPPS,STPT,STPQPW,STPOZ,STPRADN,STPGPS 

– apply operator nonlinear calculationfor step size 

INTGPS – apply TLM and adjoint for gps obs  

HOPER – convert ana. var. to grid var. 

HTOPER – apply transpose of HOPER, fr grid to spectral 

INTGPS0 – adjoint model for gps obs 

WRANLC – reorder and write ana sigma coefs. 

G2S0 – legendre transformation 

HOPERS – convert ana var. to grid var. 



圖二：進行最小化分析的主要副程式PCGSOI的結構。 

 

 

(2) GPS射線追蹤觀測算符模組 

在GPS掩星觀測偏折角觀測資料之算符模組部分則直接引用目前CWB發展中的

GFS 4DVAR中所使用的模組，分別為gps_e_opr_3dvar.f 、agps_e_opr_3dvar.f

及lgps_e_opr_3dvar.f三個主要副程式。副程式之參數說明如下 

(a)副程式gps_e_opr_3dvar.f 

call gps_e_opr (glon,glat,bsi,bz,bte,brq,bbq, 

z_cira,rf_cira,rf_cira_coef, 

nray_levels,nray_soundings,nrec, 

pobs,so,uon,sg,ugn,ndate,thour, 

pmod,emod) 

參數 I/O Dimension(i,j,k.. description 

glon I nlon Model grid longitude(in degree 

with 1‘st point at 0 degree) 

glat I nlat Model grid latitude(in degree wint 

1‘st point at -90 degree) 

bsi I nlev+1 Model sigma level (from top to 

bottom) 

bz I nlon,nlat Model terrain(in geometric height 

meter) 

bte I nlon,nlev,nlat Model virtual temperature field( ?

K) 

brq I nlon,nlev,nlat Model specific humidity(g/kg) 

bbq I nlon,nlat Model surface 

pressure(log(0.1*p), p in mb) 

z_cira I (0:20) Geometrical height for cira data 



rf_cira I (0:20),(-8:8) refractivity for cira data 

rf_cira_coef I (0:20),(-8:8) refractivity spline coef. for cira data 

Nray_levels I iistep,nntotal The total number of rays at the i‘th 

time step for the N’th sounding 

nray_soundings I Iistep The total number of GPS soundings 

at i‘th time step 

nrec I 1 Current time step 

pobs I Nnlength,nntotal Observed impact parameters(in km) 

So I 3,nntotal Occulation mean perigee point 

position(alt=0,lat,lon) 

Uon I 3,nntotal Cosine of the unit vector norm to 

mean occulation plan 

Sg I 3,nnlength,nntotal Perigee point position(alt,lat,lon) 

for each ray 

Ugn I 3,nnlength,nntotal Cosine of unit vector norm to 

occulation plan for each ray 

Ndate I 4,nntotal Date of occulation 

(void/month/day/year) 

Thour I Nntotal Time of occulation in hour, min 

UTC 

Pmod O Nnlength,nntotal Model impact parameter of the Model impact parameter of the Model impact parameter of the Model impact parameter of the 

IR ray for the IsIR ray for the IsIR ray for the IsIR ray for the Is‘th soundingth soundingth soundingth sounding    

Emod O Nnlength,nntotal Model Model Model Model bending angles of the IR bending angles of the IR bending angles of the IR bending angles of the IR 

ray for the Iray for the Iray for the Iray for the I‘th sounding.th sounding.th sounding.th sounding.    

註：nlon,nlat,nlev,iistep,nntotal,nnlength在include file GPS_Einclude中

定義 



(b) 副程式agps_e_opr_3dvar.f 

call agps_e_opr (glon,glat,bsi,bz,bte,brq,bbq, 

z_cira,rf_cira,rf_cira_coef, 

nray_levels,nray_soundings,nrec, 

pobs,so,uon,sg,ugn,ndate,thour, 

pmod,emod, 

bte9,brq9,bbq9,pmod9,emod9) 

參數 I/O Dimension(i,j,k.. description 

glon I Nlon Model grid longitude(in degree 

with 1‘st point at 0 degree) 

glat I Nlat Model grid latitude(in degree wint 

1‘st point at -90 degree) 

bsi I nlev+1 Model sigma level (from top to 

bottom) 

bz I nlon,nlat Model terrain(in geometric height 

meter) 

bte O nlon,nlev,nlat Model virtual temperature Model virtual temperature Model virtual temperature Model virtual temperature 

gradientgradientgradientgradient        

brq O nlon,nlev,nlat Model specific humidityModel specific humidityModel specific humidityModel specific humidity    

gradientgradientgradientgradient        

bbq O nlon,nlat Model surface Model surface Model surface Model surface pressurepressurepressurepressure    

gradientgradientgradientgradient    

z_cira I (0:20) Geometrical height for cira 

data 

rf_cira I (0:20),(-8:8) refractivity for cira data 

rf_cira_coef I (0:20),(-8:8) refractivity spline coef. for cira data 

Nray_levels I iistep,nntotal The total number of rays at the i‘th 



time step for the N’th sounding 

nray_soundings I Iistep The total number of GPS soundings 

at i‘th time step 

nrec I 1 Current time step 

pobs I Nnlength,nntotal Observed impact parameters(in km) 

So I 3,nntotal Occulation mean perigee point 

position(alt=0,lat,lon) 

Uon I 3,nntotal Cosine of the unit vector norm to 

mean occulation plan 

Sg I 3,nnlength,nntotal Perigee point position(alt,lat,lon) 

for each ray 

Ugn I 3,nnlength,nntotal Cosine of unit vector norm to 

occulation plan for each ray 

Ndate I 4,nntotal Date of occulation 

(void/month/day/year) 

Thour I Nntotal Time of occulation in hour, min 

UTC 

Pmod I Nnlength,nntotal Not used here, assigned to 0. 

Emod I Nnlength,nntotal Emod0 -nding angles of the IR ray 

for the I‘th sounding. 

Diff=emod0-eobs 

Eobs=2.*w_gps(sg(1,il,is))*di

ff 

Bte9 I nlon,nlev,nlat Model virtual temperature field( ?

K) 



Brq9 I nlon,nlev,nlat Model specific humidity(g/kg) 

Bbq9 I nlon,nlat Model surface pressure(log(0.1*p), 

p in mb) 

Pmod9 I Nnlength,nntotal Model impact parameter of the IR 

ray for the Is‘th sounding which 

are not used here. 

Emod9 I Nnlength,nntotal Model bending angles of the IR 

ray for the I‘th sounding which 

is the output emod from 

gps_e_opr. 

註：nlon,nlat,nlev,iistep,nntotal,nnlength在include file GPS_Einclude中

定義 

(c) 副程式lgps_e_opr_3dvar.f 

call lgps_e_opr (glon,glat,bsi,bz,bte,brq,bbq, 

z_cira,rf_cira,rf_cira_coef, 

nray_levels,nray_soundings,nrec, 

pobs,so,uon,sg,ugn,ndate,thour, 

pmod,emod, 

bte9,brq9,bbq9,pmod9,emod9) 

參數 I/O Dimension(i,j,k.. description 

glon I Nlon Model grid longitude(in degree 

with 1‘st point at 0 degree) 

glat I Nlat Model grid latitude(in degree 

wint 1‘st point at -90 degree) 

bsi I nlev+1 Model sigma level (from top to 

bottom) 

bz I nlon,nlat Model terrain(in geometric height 

meter) 



bte I nlon,nlev,nlat Model virtual temperature Model virtual temperature Model virtual temperature Model virtual temperature 

incrementincrementincrementincrement field  field  field  field     

brq I nlon,nlev,nlat Model specifModel specifModel specifModel specific humidity ic humidity ic humidity ic humidity 

incrementincrementincrementincrement field  field  field  field     

bbq I nlon,nlat Model surface pressure Model surface pressure Model surface pressure Model surface pressure 

incrementincrementincrementincrement field field field field    

z_cira I (0:20) Geometrical height for cira 

data 

rf_cira I (0:20),(-8:8) refractivity for cira data 

rf_cira_coef I (0:20),(-8:8) refractivity spline coef. for cira data 

Nray_levels I iistep,nntotal The total number of rays at the i‘th 

time step for the N’th sounding 

nray_soundings I Iistep The total number of GPS soundings 

at i‘th time step 

nrec I 1 Current time step 

pobs I Nnlength,nntotal Observed impact parameters(in km) 

So I 3,nntotal Occulation mean perigee point 

position(alt=0,lat,lon) 

Uon I 3,nntotal Cosine of the unit vector norm to 

mean occulation plan 

Sg I 3,nnlength,nntotal Perigee point position(alt,lat,lon) 

for each ray 

Ugn I 3,nnlength,nntotal Cosine of unit vector norm to 

occulation plan for each ray 

Ndate I 4,nntotal Date of occulation 



(void/month/day/year) 

Thour I Nntotal Time of occulation in hour, min 

UTC 

Pmod O Nnlength,nntotal Not used hereNot used hereNot used hereNot used here 

Emod O Nnlength,nntotal Model bending anglesModel bending anglesModel bending anglesModel bending angles incre incre incre increment ment ment ment 

of the IR ray for the Iof the IR ray for the Iof the IR ray for the Iof the IR ray for the I‘th th th th 

sounding.sounding.sounding.sounding. 

Bte9 I nlon,nlev,nlat Model virtual temperature field( ?

K) 

Brq9 I nlon,nlev,nlat Model specific humidity(g/kg) 

Bbq9 I nlon,nlat Model surface pressure(log(0.1*p), 

p in mb) 

Pmod9 I Nnlength,nntotal Model impact parameter of the IR 

ray for the Is‘th sounding which 

are not used here. 

Emod9 I Nnlength,nntotal Model bending angles of the IR 

ray for the I‘th sounding which 

is the output emod from 

gps_e_opr. 

註：nlon,nlat,nlev,iistep,nntotal,nnlength在include file GPS_Einclude中

定義 

二二二二、、、、    三維變分分析模組同化三維變分分析模組同化三維變分分析模組同化三維變分分析模組同化GPSGPSGPSGPS掩星觀測掩星觀測掩星觀測掩星觀測偏折角偏折角偏折角偏折角觀測資料功能之建置觀測資料功能之建置觀測資料功能之建置觀測資料功能之建置    

根據3dvar模組架構，建立了一個處理觀測資料與初始猜測場部份的副程式

SETUPGPS，程式的主要功能為讀入GPS掩星觀測偏折角資料及所需之權重等參考資

料、讀入初始猜測場，由這些資料經由上述gps運算子(gps_e_opr)計算觀測點上

初始場的掩星偏折角值，並計算其權重差值，供後續分析使用。SETUPGPS之結構

圖如圖三。並在GLBSOI中叫用，如圖一加底線部份。其參數說明如下表： 



參數(argument) I/O dimension description 

iadate I 4 analysis year, day, month,hour 

Inges I 1 INPUT unit number for guess spectral 

coefs. 

Jgps I 1 OUTPUT unit number for the processed 

gps info. 

nsig I 1 model sigma level number 

jcap I 1 triangular truncation 

nlath I 1 number of Gaussian lats in one hemis. 

nlons I 1 number of longitudes 

rlats I 2*nlath grid latitudes(radiances) 

rlons I Nlons grid longitudes(radiances) 

del2 I (jcap+1)*(jcap+2) n*(n+1)/(a**2) 

pln,rln,qln I (jcap+1)*(jcap+2), 

nlath 

recursion constants for spherical 

harmonics 

wgts I (2*nlath) gaussian integration weights 

trig I (nlon*2) used by fft 

wgts I 10 used by fft 

ml2lm I (jcap+1)(jcap+2) converting coefficient for guess 

factslm factvlm  (jcap+1)(jcap+2) factor to ensure proper 

scalar(vector)coefs. Are zero 

z_cira O (0:20) geometrical height for cira data 

rf_cira O (0:20,-8:8) refractivity for cira data 

rf_cira_coef O (0:20,-8:8) refractivity spline coef. for cira data 

costgps O 1 cost function for gps obs 



  

 

圖三：副程式setupgps之結構。 

 

此外新增兩個副程式 – INTGPS0及INTGPS，功能分別為執行GPS掩星偏折角之伴

隨運算子以及tangent linear運算子和伴隨運算子供最小化分析副程式PCGSOI較

用，如圖二底線標示部分。程式架構如圖四及五。 

 

圖四：副程式intgps0之程式架構。 

SETUPGPS 

INGUESS – read first guess 

read scaling for weighting fr COR-BEND & SCL_BEND 

MAKECIRA – read cira data for a given month 

GET_RAY_DATA – read gps bending angle, reformat and 

AGET,TRANSGPS, GPS_EOPR – read, reformat bending 

angle and call forward model gps_e_opr for each time step 

INTGPS0 

reformat data from argument input 

AGET0, TRANSGPS, AGPS_E_OPR – adjoint model for gps obs 

reformat data for argument output  



 

圖五：副程式intgps之程式架構。 

 

2 測式結果 

(1)單一GPS掩星偏折角觀測測試 

圖六是2002年7月4日12Z的GPS掩星偏折角觀測資料分佈情形，共有41個gps

探空，取資料檔中第一筆位於47.207?N、172.418?E的資料進行單一GPS掩星偏折

角觀測的測試，圖七為觀測(虛線)與由掩星偏折角之運算子求得之初始猜測場的

掩星偏折角(實線)之垂直結構。 

 

 

圖六：2002年7月4日12Z的GPS掩星偏折角觀測資料分佈。 

INTGPS 

reformat data from arguments input 

AGET,TRANSGPS,LGPS_E_OPR – tangent linear model for gps 

COMPUTE eobsnew=w_gps*demod+eobs 

use eobsnew, call agps_e_opr – adjoint model for gps 

reformat data for arguments output 



 

 

圖七：單一GPS掩星偏折角觀測的測試觀測(虛線)及由掩星偏折角之運算子求

得之初始猜測場的掩星偏折角(實線)之垂直結構。 

 

圖八是維變分分析最小化過程中cost function值(penalty)隨迴圈次數

的變化。由圖可以知道total penalty隨著迴圈數增加而變小，大約迴圈15左

右penalty值已收斂；背景場對total penalty的貢獻部分，隨迴圈次數變大，

GPS掩星偏折角觀測對total penalty的貢獻則隨迴圈數而變小，也都在15次

迴圈左右收斂。 

 



 
 

圖八：三維變分分析最小化過程cost function值(penalty)隨迴圈次數的變

化。左上為total penalty、左下為背景場對total penalty的貢獻、右下為

GPS掩星偏折角觀測對total penalty的貢獻。 

 

圖九是單一GPS掩星偏折角觀測探空測式的地表氣壓分析增量，增量乃以

觀測點為中心極值的分佈。圖十至圖十三分別是水汽比濕、虛溫、風場東西

及南北分量分析增量的緯向平均垂直剖面及其極值的水平結構，基本上不論

水平或垂直結構均是以觀測資料點為極值中新向外遞減的合理結構。 

 

 

 



 

 

圖九：單一GPS掩星偏折角觀測探空測式的地表氣壓分析增量。 

(a)                                (b) 

 

 

圖十：水汽比濕分析增量的(a)緯向平均垂直剖面 (b) 第十五層sigma面的水平結

構。 

 

 

 

 

 



(a)                                (b) 

 

圖十一：虛溫分析增量的(a)緯向平均垂直剖面及(b) 第十五層sigma面的水

平結構。 

 

圖十二：風場東西分量分析增量的(a)緯向平均垂直剖面(b) 第十五層 sigma

面的水平結構。 

 

 

 

 

 

 

 

 

 



(a)                             (b) 

 

圖十三：風場南北分量分析增量(a)緯向平均垂直剖面及(b) 第十五層sigma

面的水平結構。 

 

(2) 個案測試 

同樣以2002年7月4日12Z的個案進行測試，資料分佈如圖六所示。分析過程

中penalty值的變化如圖十四所示，雖然收斂的情形不像使用單一gps探空時(圖

八)平順，但基本上最小化在大約20的迴圈左右已達到收斂。 

 

 

圖十四：2002年7月4日12Z個案分析最小化過程cost function值(penalty)隨

迴圈次數的變化。左上為total penalty、左下為背景場對total penalty的

貢獻、右下為GPS掩星偏折角觀測對total penalty的貢獻。 



圖十五地表氣壓的分析增量顯示分析增量分佈與觀測資料的分佈一致，

主要在較高緯度地區，且侷限在部份地區。其他氣象場的分析增量(圖十六)

也有相同的特性。 

 
圖十五：2002年7月4日12Z使用GPS掩星偏折角觀測之地表氣壓分析增量。 

 

(a) 

 

(b) 

 



(c) 

 

(d) 

 

圖十六：2002年7月4日12Z使用GPS掩星偏折角觀測之各場於sigma 第五層之虛溫

分析增量。(a)虛溫 (b)比濕 (c)風場東西分量 (d)風場南北分量。 

 

 

(3) 2003年1月準平行測試 

  為了解GPS掩星偏折角觀測之同化對中央氣象局全球數值預報模式的影響，利

用2003年1月德國CHAMP任務GPS掩星觀測之偏折角臨邊探空資料，進行為期一個月

的平行同化分析與預報實驗。基於GPS掩星偏折角觀測的密度及計算機資源的考

慮，測試在t80的解析度下完成，分別進行使用GPS掩星偏折角觀測(流程如圖十七)



及未使用GPS掩星偏折角觀測的對照組實驗，以實驗gps及實驗nogps稱之。且參考

NCEP的經驗當梯度值自原始梯度值下降3次方時，已達到一定程度的收斂，對實驗

gps而言即結束最小化迴圈，最多的迴圈數設為80；實驗nogps則執行100次迴圈。  

圖十八2003年1月4日至1月30日實驗nogps與實驗gps之海平面氣壓及500mb高

度場的平均距平相關顯示實驗gps除了北半球500hPa高度場5天平均距平相關略低

外，其餘使用GPS掩星偏折角觀測的結果均有正面的貢獻；圖十九的海平面氣壓及

500mb高度場的平均均方根誤差也顯示無論南北半球第五天的預報誤差值均略

大，其他預報時間則較小；圖二十的850hPa溫度及200hPa風場東西分量的平均均

方根誤差使用GPS掩星偏折角觀測之實驗gps第四、五天的預報誤差值略大，其餘

預報則二者相近。 

 

圖十七：使用GPS掩星偏折角觀測資料的分析流程。 

 

 

初始猜測場(模式前

6小時之 6小時預報)

所有觀測資料(不含

GPS 掩星偏折角觀測) 

三維變分分析模組 

分析結果(做為 gps

資料同化分析的初

始猜測場) 

GPS掩星偏折角觀

測資料 

三維變分分析模組 

分析結果(做為模

式預報初始猜測



 

(a)                                  (b) 

 

 

圖十八：2003年1月4日至1月31日實驗nogps與實驗gps之海平面氣壓(上圖)及

500mb高度場(下圖)的平均距平相關。(a)北半球 (b)南半球。 

 

 

 

 

 

 

 

 

 

 



 

(a)                                   (b) 

 
圖十九：2003年1月4日至1月31日實驗nogps與實驗gps之海平面氣壓(上圖)及

500mb高度場(下圖)的平均均方根誤差。(a)北半球 (b)南半球。 

 

 

 

 

 

 

 

 

 

 



 

(a)                                   (b) 

 

圖二十：2003年1月4日至1月31日實驗nogps與實驗gps之北半球(上圖)及南半球

(下圖)的平均均方根誤差。(a)溫度 (b)風場東西分量。 

 

四、討論 

1.單一GPS掩星偏折角探空觀測實驗及個案測式顯示合理的分析增量配置，證實全

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GPS掩星偏折角觀測之功能建置完成。但因慮及整個過程

的複雜性，初步規劃建置於非MPI版的程式中。 

2.平行測試顯示預報之距平相關改進顯著，但平均均方根誤差部份則誤差值略

大，是否因兩次的分析過程對分析場有smooth的效果，值得進一步探討。 

3.同化GPS掩星偏折角觀測需要大量的計算機資源。以目前作業的t180解析度為

例，使用一個PE需CPU時間37分鐘左右，使用三個PE則需16 分鐘左右，而準平

行測試期間同化GPS掩星偏折角觀測執行的最小化過程迴圈次數及需要的CPU時

間如圖二十一，基本上迴圈次數愈多，所需的CPU時間愈多，平均約需214分鐘，



遠大於目前作業所需的時間。如何符合作業的需求，則仍需尋求有效的解決方

案。 

4.以上之結果為t80L30之測試結果，如何應用至目前解析度為t179L30的作業系統

及其影響如何則需進一步的測試評估。 

 

 

圖二十一：準平行測式期間每一分析執行最小化的迴圈次數及所需之CPU時間。 

 

 

 

 

 

 

 

 

 

 

 

 

 

 



 

柒柒柒柒.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 gps bending anglegps bending anglegps bending anglegps bending angle 觀測資觀測資觀測資觀測資 

料功能之測試料功能之測試料功能之測試料功能之測試    

NOAA 16/17 衛星資料觀測算子與本局全球資料同化系統結合衛星資料觀測算子與本局全球資料同化系統結合衛星資料觀測算子與本局全球資料同化系統結合衛星資料觀測算子與本局全球資料同化系統結合 

一一一一.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數值預報模式的成效與初始分析資料關係密切，目前世界各主要數值預報中

心多採用三維變分分析法提供其數值預報模式預報之初始場，對全球數值預報系

統而言主要的原因是再有限的計算機資源下，可以直接且大量的使用非分析變數

的觀測元素，而且不同場間的平衡關係可以做全球的考量。中央氣象局已於 2003

年 5 月開始正式以自 NCEP 引進建置之三維變分分析模組 – SSI ( Statistical 

Spectral Interpolation；1999 版本; Parrish and Derber (1992), Derber et al. 

(1991), Derber and Wu(1998))，由於觀測系統的日新月異，目前作業的系統並

無同化新觀測資料的能力，因此必須自 NCEP 引新資料的同化功能或更新參數設

定，以衛星資料而言，作業的版本上無法同化 NOAA 16 及 17 的輻射觀測資料，此

類衛星有其一定的使用期限，若無法及時更新，則一旦舊的衛星資料失效，又無

法同化新的衛星的觀測，對模式的預報將有很大的影響。 

中央氣象局自 NCEP 引進的三維變分分析模組為其當時作業之非 MPI 程式，

作業前才改成 MPI 程式上線，之後 NCEP 作業也開始改採 MPI 程式，以提高作業的

時效。MPI 程式對不同的計算機的特性會有不同的分工及資料切割方式，若要將新

版NCEP的 MPI程式中處理衛星輻射觀測資料的部份抽出並建置再中央氣象局的三

維變分分析模組 MPI 程式上，困難度相當高，且基於 NCEP 新版本程式中除了對衛

星輻射觀測資料的處理較有彈性，日後再有新增只需更新輸入之相關係數檔外，

還有處理其他新增的資料同化功能，因此決定採用新版的NCEP三維變分分析模組。 

本年度主要的工作是完成在中央氣象局的建置及基本測試。報告的第二部份

將介紹在中央氣象局的計算機環境下的建置，第三部份為測試結果。 

 

一、新版 NCEP 三維變分分析模組在中央氣象局的建置 

新版 NCEP 三維變分分析模組在中央氣象局建置的平台是 FUJITSU vpp5000，

建置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有： 

1. 編譯所使用的選項(option)。目前作業用雙精確度(double precision)編譯程

式，但新版程式採用 FORTRAN 90/95 撰寫，變數的型態(type)統一在一模組

(module)中定義，編譯時不需設為雙精確度的設定，程式中已安排再需要高確

度的計算時採雙經確度，這對三維變分分析中的最小化過程收斂情形影響很



大；而精確度要求較低的輸入輸出則採單精確度。makefile 如附件一。 

2. 與使用之計算機相關之程式替代程式。其中以傅立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

部份在 NCEP 是採用 IBM 的內部函數，必須替換成在中央氣象局計算機環境

Fujitsu 中可用的函數，以及其相關副程式之修改為主要須的修改項目。 

 

必要的修改及編譯完成後，系統的存放架構與目前作業的安排相同如圖一。其輸

入/輸出資料系統流程如圖二。資料檔名、屬性及說明如表一。觀測資料檔名可在

namelst SATNAME 中定義。執行 jcl 檔如附件二。 

 

表一：輸入/出資料檔說明 

資料檔名 屬性 說明 

固定輸入資料檔 

eofs unformatted/double 

precision 

input file for variances( in spectral 

space) for vertical eof statistics and 

vertical function 

vars unformatted/single 

precision 

input file for lattitudinally varying 

variance 

divterrs unformatted/double 

precision 

input file for divergence tendency 

error variances 

satinfo formatted input file for mixed gas trans 

coefficients and reference profile 

satbias_angle formatted input file for angle dependent bias 

correction 

pcpinfo formatted input file for precipitation bias coefs 

transmittance_coefficients unformatted/double 

precision & long 

integer 

input file for RT(Radiativeransfer) 

model transmittance coefficients 

spectral_coefficients unformatted/double 

precision & long 

integer 

input file for RT Model spectral 

coefficients 

emissivity_coefficients unformatted/double 

precision & long 

integer 

input file for the emissivity 

coefficients 

變動輸入資料檔 

sigf06 unformatted/sigle 

precision 

input file for sigmal level first guess 

sfcf06 unformatted/sigle  

輸出檔 



siganl unformatted/sigle 

precision 

output file for final analysis 

 

 

圖一：新版三維變分分析系統的存放架構。 

 

ssi directory 

dat/ana – 存放固定的輸入資料檔，如 eofs, vars, divterrs, 

satinfo, satbias_angle, satcoefs, pcpinfo, 

transmittance_coefficients, spectral_coefficients, 

emissivity_coefficients等 

dtg – 工作目錄(working directory)，內含輸入資料檔如

sigma面之初始猜測場 sigf06, 地面初始猜測場 sfcf06 、

分析結果及分析過程中的暫存檔 。 

src/ana – 存放三維變分分析的程式。 

src/lib – 存放 library程式。 

bin – 存放執行檔及執行程序控制檔。 

固定之輸入資料 - eofs, vars, 

divten, satinfo, satbias_angle, 

satcoefs, pcpinfo, 

transmittance_coefficients, 

spectral_coefficients, 

emissivity_coefficients 

變動之輸入資料 

-  主要為初始猜

測場 sigf06及

sfcf06。 

觀測資料 – prepqc, 

amsuabufr, 

amsubbufr, sbuvbufr, 

hirs2bufr,hirs3bufr,m

subufr, ssmi,tmi等 

三維變分分析模組 

分析結果輸出 siganl 



圖二：三維變分分析模組之輸入/輸出資料系統流程。 

 

 

二、測試結果 

在東經 120 度、北緯 20 度的 850hPa 等壓面上，置一觀測增量為 1?C 的溫度

觀測。圖三是分析結果的分析增量。顯示合理的分佈。 

(a)                                      (b) 

  

(c) 

 

圖三：單一溫度觀測的測試結果。(a)虛溫的分析增量 (b)風場東西分量分析增量 

(c)風場南北分量分析增量。 

 

初步以 2004 年 4 月 15 日 06Z 的一組測試資料為例，進行分析，各類資料使

用量如表一，資料中包含 NOAA16 及 NOAA17 的觀測。圖四為分析增量。各資料的

影響評估有待進一步的測試。 

 



表一： 

資料類別 資料量 

amsua(NOAA15) 6606 

amsub(NOAA15) 4473 

hirs/3 4354 

msu (NOAA14) 22 

temperature 26729 

goes (GOES10) 269 

goes (GOES12) 239 

amsua (NOAA16) 4213 

amsub (NOAA16) 4291 

hirs/3 (NOAA 17) 4280 

 

(a) 

 



(b) 

 

(c) 

 



(d) 

 

圖四：個案 2004 年 4 月 15 日 06Z 在 sigma 第十三層的分析分量。(a)虛溫 (b)

風場東西分量 (c)風場南北分量 （d）水汽。 



八八八八.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GFS/4DVAR 增量分析流程增量分析流程增量分析流程增量分析流程 

因應世界氣象作業中心的潮流及配合本局全球模式 3D-VAR 的架構，本年度

開始建立增量分析的 4DVAR 雛形。為測試方便，我們採用動力模式，解析度為

T42L18，進行比對實驗（twin experiment）。目標函數的定義如下： 

  ∑
=

−′+−′+=
ft

tt

T txtxtxWtxtxtxJ
1

))(ˆ)()(())(ˆ)()((
2

1
 

其中， x′為增量行向量，而 x 為實驗中的基本場，不隨變分疊代的執行而有所變

更，至於 x̂ 則為對照組視做觀測場的行向量，行向量的組成為 ( )shv pSvu  ,  , , , θ ，分

別是東西向風，南北向風，虛位溫，比濕，地面氣壓。 

    比對實驗的個案檢選 1989年 1 月 27日 00, 12UTC的兩個時間，將 00UTC的

預測軌跡當作對照組，視為觀測場的變化，而 12UTC的預測為實驗組。增量分析

的運算流程如圖所示： 

 

1989/01/27 

12UTC  

非線性模

式預報 

1989/01/27 

00UTC非線

性模式預報 

第一次目標函數 

擾動增量，正切

線性模式預報 

伴隨模式

回溯積分 

1989/01/27 

12 UTC 

1989/01/27 

00UTC 
目標函數 

疊代迴路 



各大作業中心採用增量分析的理由是為了節省變分極小化程序時疊代迴路的計算

量，另一方面避免因非線性模式與伴隨模式的差異所引起極小化程序收斂不佳的

問題。 

    以所選的個案進行增量分析的目標函數收斂情形如圖 1，以收斂程度而言並不

理想。最後的目標函數值僅比初始值下降不到 1 個數量級。 

 

圖  增量分析疊代 100次的目標函數與梯度變化 

 

從圖中來看，綠色的粗線代表梯度下降的情形，似乎暗示大於 100次的疊代仍可

使目標函數下降，而另外一個更確切的說法是，我們所用的梯度搜尋步長（step 

size）不對，以致於收斂速率不理想。相對照於以前完整非線性模式的圖，可看出

很大的差別，一般說來，非線性模式的比對實驗可以使目標函數下降 2 個數量級。 

圖  完整非線性模式的目標函數與梯度變化 

 

       

 

  



另外，我們可將經過變分分析與未經變分分析前的狀態畫出來，此處，僅檢選

48.0=σ 這層的變數作為圖示 

 

圖  (a)表示未經過變分分析前，實驗組與對照組初始場的差值；(b)表示經過變分

分析後的初始場與對照組初始場的差值。此處的變數是東西向風。 

 

從差值的結果來看，增量分析的變分過程進行的不是很理想，對風場而言有較大

的修正，但對溫度及地面氣壓來說，調整並不大。所以，在今年度的實驗中所選

取的梯度步長不對，應該再回去重新檢視設定，並列為明年的工作目標之一。 

 

 

 

 

 

 

 

 

 

 

 

 

 

 



 

圖  (a)表示未經過變分分析前，實驗組與對照組初始場的差值；(b)表示經過變分

分析後的初始場與對照組初始場的差值。此處的變數是南北向風。 

 

 

 

 

 

 

 

 

 

 

 

 

 

    



 

 

圖  (a)表示未經過變分分析前，實驗組與對照組初始場的差值；(b)表示經過變分

分析後的初始場與對照組初始場的差值。此處的變數是虛位溫。 

 

 

 

   



圖  (a)表示未經過變分分析前，實驗組與對照組初始場的差值；(b)表示經過變分

分析後的初始場與對照組初始場的差值。此處的變數是地面氣壓。 

 

    

 

 

        

 



玖玖玖玖.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GFS/4DVAR 使用對角背景誤差之測試使用對角背景誤差之測試使用對角背景誤差之測試使用對角背景誤差之測試    

背景對角誤差的決定有助於變分分析進行時的收斂速率，以及作為系集預報

中擾動大小的估計。我們今年用系集預報來檢視對角誤差的結果。所檢選的個案

為 2001年 12月 19日的 5 天預報結果。首先，我們先利用低解析度正切線性模式

與低解析度伴隨模式（T42L30）得到奇異向量 10組，當成是擾動系集，再將其加

回完整的全球模式中（T119L30, fully GCM）。根據學理上的定義，奇異向量可以

是一組成長最快的擾動，但是，如何決定這些擾動的初始大小，卻是可以按照背

景誤差來調整。我們分別就單純的奇異向量加入，與經過量級調整的奇異向量來

比較。 

背景場的誤差由下列式子求得： 

 )()( 2412 txtx −=背景場誤差  

其中 x 表為模式的預報變數，亦即利用完整全球模式自己的 12小時預報場檢

去 24小時預報場的差值當成是背景場誤差。所求的奇異向量如果用 x ′表示，而調

整後的擾動場是 xδ ，則 

 x
x

txtx
x ′⋅

′×
−

=
2.1

)()( 2412δ  

隨後將此 xδ 加回完整全球模式中進行系集預報。當然於此處也準備了一組未經調

整的擾動場作為比較，即 

  xx ′=δ  

 

所得出的結果如下 2 張圖所示： 



圖  擾動未經過背景場調整的 5 天流函數場系集預報結果。圖中不同的色線表示

不同的擾動成員，紅色線是觀測值。 

 

 

 

 

 

 

     



圖  擾動經過背景場調整的 5 天流函數場系集預報結果。圖中不同的色線表示不

同的擾動成員，紅色線是觀測值。 

 

在不論預報結果好壞的前提下，我們發現經過背景場誤差調整的奇異向量預報有

較佳的分歧性結果，推論其原因是擾動的量級大小較接近模式誤差的量級，有助

於使預報結果成多樣的分歧，而這也正是系集預報所須要的情形。未來的工作將

會統計出一個冬天的背景場誤差，驗證系集預報的準確度。 

    
    

    

    

    

    

    

 

 

    



拾拾拾拾.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GFS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使用使用使用使用MM5/4DVAR 系統執行系統執行系統執行系統執行BDA 颱風虛擬渦漩植入颱風虛擬渦漩植入颱風虛擬渦漩植入颱風虛擬渦漩植入

格式之測試格式之測試格式之測試格式之測試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 93年度計畫中，使用 MM5/4DVAR 系統執行 BDA 颱風虛擬渦漩時是以

EC分析場的資料為主。本年度計畫以 GFS的資料來代替 EC分析場的資料，用以

比較不同資料的情況下其結果有何差異。 

二二二二、、、、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使用 GFS資料為初始資料，在利用 BDA 颱風虛擬渦漩產生另一新出始場，

將產生出的初始場再經 MM5 模擬。 

 

三三三三、、、、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本實驗先以杜鵑颱風為例，擷取時間是 2003年 8 月 31日 12時~9月 3 日 00

時。MM5 模擬設定上垂直層使用 31層 sigma座標，DOMAIN 是 121x141網格間

距為 20公里，中心位置為北緯 25.0度；東經 123.0度。 

 圖 1，2 分別為 GFS資料經 BDA 未經 MM5 模擬結果和 GFS資料經 BDA 後

MM5 模擬結果之海平面氣壓而時間皆為 8 月 31日 12時。以下已 2 張圖為一組北

緯 20度的垂直剖面分別為溫度(圖 3，4)，混合比(圖 5，6)， theta-e(圖 7，8)，及

等風速(圖 9，10)。比較其結果經 BDA 後，溫度方面加強的中底層的溫度尤其以

颱風中心東側最為明顯，在水氣方面也可看出在颱風中心東側有明顯的改變，東

側有明顯增加。theta-e部分颱風中心有明顯加強而中心東西側有西降東昇的變化

出現，在風速的部分可見經 BDA 後垂直風速有明顯的增加，其中心兩側之風速在

中低層皆有達 50~60(m/s)。 

     在模擬結果的路徑誤差(圖 12)上，經 BDA 的模擬路徑會有南北震盪的現象

出現，進而影響誤差，而颱風中心的氣壓的模擬(圖 11)皆比實際的來的弱。在利

用 BDA 颱風虛擬渦漩產生另一新出始場後,除利用 MM5 模擬其結果為未來將其

新出始場看是否可運用於氣象局的模式中進而比較其不同。 

    

    



    

    
圖 1 未經 BDA 模擬-海平面氣壓(hpa) 

 
圖 2 經 BDA 模擬-海平面氣壓(hpa) 



    

圖 3 未經 BDA 模擬-溫度(K) 

 

圖 4 經 BDA 模擬-溫度(K) 



 

圖 5 未經 BDA 模擬-混合比(Kg/Kg) 

 
圖 6 經 BDA 模擬-混合比(Kg/Kg) 



 

圖 7 未經 BDA 模擬-theta-e(K) 

 
圖 8 經 BDA 模擬-theta-e(K) 



 
圖 9 未經 BDA 模擬-等風速(m/s) 

 

圖 10 經 BDA 模擬-等風速(m/s) 



 
圖 11 颱風中心強度 

 
圖 12 颱風中心距離誤差 

 

 

 

 

 

 

 

 

 



成果與結論成果與結論成果與結論成果與結論    

總計今年完成的項目有： 

1. 完成分析評估 GFS 使用新土壤模式對 NFS 預報結果的影響； 

2. 完成 NFS 使用 3DVAR 分析模組的輸出入流程及測試評估 3DVAR 的調校對 NFS

預報結果的影響； 

3. 持續版本更新與配合氣象局作業環境修改； 

4. 完成 NCAR / WRF 3DVAR 在氣象局環境的自動作業流程； 

5. 完成進行 GPS RO 資料的測試；  

6. 氣象局 NFS模式背景場誤差計算； 

7. 完成全球資料同化系統中同化 gps bending angle 觀測資料功能之測試； 

8. NOAA 16/17 衛星資料觀測算子與本局全球資料同化系統結合; 

9. 建立 GFS/4DVAR增量分析流程 

10. 進行 GFS/4DVAR使用對角背景誤差之測試 

11. 利用 GFS的資料使用 MM5/4DVAR 系統執行 BDA 颱風虛擬渦漩植入格式之

測試 

總結來說本年度工作大都順利完成，但於發展簡化物理過程的伴隨模式時耽

誤不少時間，主要原因是數學上不連續（即物理過程中之 on-off 處理）的問

題必須克服，以及大量的程式需要改寫，若氣象局中能再支援一名已具有撰

寫伴隨模式專長的顧欣怡技佐，將可加速此一任務之進行。同樣情形，NOAA 

16/17 的變分工作尚須增加人手投入，目前正在培訓人員中。對於進度掌握較

佳的是 WRF 模式的研究小組。從今年對四維變分系集預報的初步研究來看，

似乎可再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對氣象局的展期預報能力有顯著的提升。 

就未來的工作方向，目前暫時規劃如下： 

1. 進行 GPS偏折角資料的 QC流程建立； 

2. 進行 GFS/3DVAR變分同化分析系統 porting至非 Fujitsu VPP 5000機器上之建

置； 

3. 進行 GFS/3DVAR同化 GPS偏折角資料之作業準備暨福衛三號資料之 impact 

study； 

4. 進行 NOAA 16/17衛星之輻射資料 impact study； 

5. 進行 GPS局地折射率算子在 GFS/3DVAR上之建置與個案測試。 

6. 持續 NOAA 16/17 衛星資料觀測算子與本局全球資料同化系統結合 



7. 持續進行 NCAR/WRF 3DVAR版本更新與配合氣象局作業環境修改 

8. 持續更新 NFS 背景場誤差的計算，並測試不同背景場誤差值對於 NCAR/WRF 

3DVAR 分析與模式預報的影響 

9. 分析評估 NFS使用 NCEP GFS預報資料對預報品質的影響 

10 持續測試評估 3DVAR 調校對 NFS預報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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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SHELL=/bin/sh 

#SHELL=/bin/sh 

#===========================================================================

===# 

# SSI Makefile# 

# <Usage> 

#   0) Export this makefile name to a variable 'MAKE_FILE' as  

#       export MAKE_FILE = makefile 

#      If this file is named neither 'makefile' nor 'Makefile' but  

#      'makeairs' for instance, then call this makefile by typing 

#      'make -f makeairs' instead of 'make'. 

# 

#   1) To make a SSI executable file, type 

#         > make  or  > make all 

# 

#   2) To crean up files created by make, type 

#         > make clean# 

# 

# Created by Y.Tahara in May,2002 

# updated by Wen-Mei,Chen in Aug,2005 for CWB FUJITSU usage  

# 

#===========================================================================

=== 

# ------------- 

# This makefile 

# ------------- 

  MAKE_FILE = makefile 

# ----------- 

# Load module 

# ----------- 

  EXE_FILE = global_ssi 

# -------------------- 

# Installing directory 

# -------------------- 

 

  INSTALL_DIR = ../bin 

# -------- 



# Log file 

# -------- 

  LOG_FILE = log.make.$(EXE_FILE) 

# --------------- 

# Call child make 

# --------------- 

"" : 

 @$(MAKE) -f $(MAKE_FILE) all 

# ------------ 

# Source files 

# ------------ 

  SRCSF90C = \ 

 file_utility.f90 \ 

 error_handler.f90 \ 

 type_kinds.f90 \ 

 coefficient_utility.f90 \ 

 Compare_Float_Numbers.f90 \ 

 SpcCoeff_Define.f90 \ 

 SpcCoeff_Binary_IO.f90 \ 

 TauCoeff_Define.f90 \ 

 TauCoeff_Binary_IO.f90 \ 

 parameters.f90 \ 

 predictors.f90 \ 

 transmittance_coefficients.f90 \ 

 absorber_profile.f90 \ 

 spectral_coefficients.f90 \ 

 sensor_planck_routines.f90 \ 

 EmisCoeff_Define.f90  \ 

 EmisCoeff_Binary_IO.f90 \ 

 IRSSE_Coefficients.f90 \ 

 IRSSE_Model.f90 \ 

 radiance.f90 \ 

 transmittance.f90 \ 

 initialize.f90 \ 

 forward_model.f90 \ 

 k_matrix_model.f90 \ 

 constants.f90 \ 

 obsmod.f90 \ 



 satinfo.f90 \ 

 newchn.f90 \ 

 pcpinfo.f90 \ 

 mpimod.f90 \ 

 ijstart.f90 \ 

 rad_tran_k.f90 \ 

 satthin.F90 \ 

 ssimain.F90 ssisub.F90 \ 

 read_airs.f90 read_bufrtovs.f90 read_goesimg.f90 read_avhrr_navy.f90 \ 

 read_goesndr.f90 read_ieeetovs.f90 read_lidar.f90 read_ozone.f90 \ 

 read_pcp.f90 read_prepbufr.f90 read_radar.f90 read_obs.f90 sumload.f90 \ 

 read_files.F90 read_guess.F90 \ 

 deter_subdomain.f90 m1glat.f90 gdcrdp.f90 m1poly.f90 \ 

 disobs_npe.f90 obs_para.f90 deternpe.f90 \ 

 glbsoi.F90  tpause.f90 rsearch.f90 tpause_t.F90 \ 

 setuprhsall.f90 getlalo.F90 m1rcons.f90 m1ipqr.f90 getpln.f90 \ 

 setupt.f90 setupw.f90 setupspd.f90 setupps.f90 setupq.f90 setupoz.f90\ 

 setuppw.f90 setupdw.f90 setuprw.f90 \ 

 s2g.F90 s2g1.F90 s2g_all3.F90 s2grad.F90 s2gvec.F90 \ 

 rdgesig.f90 rdgesfc.f90 inguesfc.F90 inguesig.F90 \ 

 a3calc.F90 fulldivt.F90 \ 

 g2s.F90 g2s1.F90 g2s2.F90 grad2s.F90 prepp.f90 tintrp2.f90 intrp2.f90 \ 

 tintrp3.f90 intrp3.f90 gdcrdn.f90 prept.f90 isrchfge.f90 isrchfle.f90 \ 

 prepq.f90 prepw.f90 preppw.f90 genqsat.f90 vapres.f90 \ 

 dtast.f90 sprp.f90 \ 

 spruv.f90 sprspd.f90 dvast.f90 sprt.f90 \ 

 sprq.f90 sprpw.f90 \ 

 statsrad.f90 statspcp.f90 statsconv.f90 \ 

 gtbhalf.F90 gtvar.F90 gtbdivt.f90 cov.F90 intps.f90 \ 

 intw.f90 intq.f90 intpw.f90 landem.f90 smoothz.f90 rdsfull.f90 \ 

 intlimq.f90 htoper.F90 \ 

 setuppcp.f90 smooth121.f90 intpcp.f90 stppcp.f90 \ 

 hoper.F90 stpps.f90 stpw.f90 stprad.f90 stplimq.f90 \ 

 hopers.F90 \ 

 stpt.f90 wrsiga.f90 wrsfca.F90 stpq.f90 stppw.f90 \ 

 setuprad.f90 sst_retrieval.f90 \ 

 intrppx.f90 \ 

 intrad.f90 intt.f90 pcgsoi.F90 stop1.f90 \ 



 emiss.f90 intoz.f90 stpoz.f90 sproz.f90 intspd.f90 stpspd.f90 intrp3oz.f90\ 

 s2g_all2.F90 s2g_all3.F90 g2s_all1.F90 g2s_all2.F90 g2s_all3.F90 \ 

 g2s_all33.F90 nctonc1.f90 nc1tonc.f90 setcomm.f90 ajmpcp.f90 \ 

 gscond_ad.f90 precpd_ad.f90 fpvsx_ad.f90 omegas_ad.f90 nlmsas_ad.f90 \ 

 read_radar.f90 preprw.f90 sprrw.f90 intrw.f90 stprw.f90 \ 

 read_lidar.f90 prepdw.f90 sprdw.f90 intdw.f90 stpdw.f90 \ 

        dgetmo.f90   

 

  SRCSF77 =  

  SRCSC = 

  SRCS = $(SRCSF90C) $(SRCF77) $(SRCSC) 

# ------------ 

# Object files 

# ------------ 

  SRCSF90 = ${SRCSF90C:.F90=.f90} 

  SRCSF77 = ${SRCSF77C:.F=.f} 

  OBJS   = ${SRCSF90:.f90=.o} ${SRCSF77:.f=.o} ${SRCSC:.c=.o}  

# ----------------------- 

# Default compiling rules 

# ----------------------- 

.SUFFIXES : .F90 .f90 .c .f 

 

.F90.o  : 

 @echo 

 @echo '---> Compiling $<' 

 $(CF) -c $(FFLAGS)  $< 

 

.f90.o  : 

 @echo 

 @echo '---> Compiling $<' 

 $(CF) -c $(FFLAGS)  $< 

 

.c.o  : 

 @echo 

 @echo '---> Compiling $<' 

 $(CC) -c $(CFLAGS)  $< 

# ------------ 

# Dependencies 



# ------------ 

error_handler.o : file_utility.o 

Compare_Float_Numbers.o : type_kinds.o 

parameters.o : type_kinds.o 

coefficient_utility.o : type_kinds.o file_utility.o error_handler.o 

SpcCoeff_Define.o : type_kinds.o error_handler.o Compare_Float_Numbers.o 

SpcCoeff_Binary_IO.o : type_kinds.o file_utility.o error_handler.o \ 

    SpcCoeff_Define.o coefficient_utility.o 

TauCoeff_Define.o : type_kinds.o error_handler.o Compare_Float_Numbers.o 

TauCoeff_Binary_IO.o : type_kinds.o file_utility.o error_handler.o \ 

    TauCoeff_Define.o coefficient_utility.o 

spectral_coefficients.o : type_kinds.o error_handler.o parameters.o \ 

    SpcCoeff_Define.o SpcCoeff_Binary_IO.o 

transmittance_coefficients.o : type_kinds.o error_handler.o parameters.o \ 

    TauCoeff_Define.o TauCoeff_Binary_IO.o 

sensor_planck_routines.o : type_kinds.o parameters.o spectral_coefficients.o 

initialize.o : error_handler.o transmittance_coefficients.o 

spectral_coefficients.o 

absorber_profile.o : type_kinds.o parameters.o 

predictors.o : parameters.o type_kinds.o error_handler.o 

transmittance_coefficients.o : type_kinds.o error_handler.o parameters.o \ 

    coefficient_utility.o 

radiance.o : type_kinds.o parameters.o spectral_coefficients.o 

transmittance.o : type_kinds.o parameters.o transmittance_coefficients.o 

forward_model.o : type_kinds.o error_handler.o parameters.o 

spectral_coefficients.o \ 

    absorber_profile.o predictors.o transmittance.o radiance.o 

k_matrix_model.o   : type_kinds.o parameters.o error_handler.o 

spectral_coefficients.o \ 

    absorber_profile.o predictors.o transmittance.o radiance.o \ 

    forward_model.o 

rad_tran_k.o : type_kinds.o error_handler.o k_matrix_model.o 

constants.o : type_kinds.o 

satinfo.o : type_kinds.o obsmod.o 

pcpinfo.o : type_kinds.o obsmod.o 

obsmod.o : type_kinds.o 

satthin.o : type_kinds.o constants.o 

ssimain.o : type_kinds.o obsmod.o mpimod.o satinfo.o ijstart.o 



ssisub.o : type_kinds.o constants.o initialize.o obsmod.o mpimod.o satinfo.o 

pcpinfo.o ijstart.o 

read_ozone.o : type_kinds.o 

read_pcp.o : type_kinds.o 

read_ieeetovs.o : type_kinds.o 

read_bufrtovs.o : type_kinds.o constants.o satthin.o 

read_goesimg.o : type_kinds.o satthin.o satinfo.o 

read_airs.o : type_kinds.o satthin.o satinfo.o 

read_prepbufr.o : type_kinds.o constants.o 

read_goesndr.o : type_kinds.o satthin.o satinfo.o 

read_obs.o : type_kinds.o read_airs.o 

sumload.o : type_kinds.o  

deter_subdomain.o : ijstart.o type_kinds.o 

m1glat.o : type_kinds.o 

gdcrdp.o : type_kinds.o 

m1poly.o : type_kinds.o 

disobs_npe.o : ijstart.o type_kinds.o 

obs_para.o : ijstart.o type_kinds.o mpimod.o 

deternpe.o : type_kinds.o 

glbsoi.o : type_kinds.o constants.o obsmod.o satinfo.o pcpinfo.o ijstart.o 

tpause.o : constants.o type_kinds.o 

rsearch.o : type_kinds.o 

tpause_t.o : type_kinds.o constants.o 

setuprhsall.o : ijstart.o constants.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tatsrad.o : satinfo.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tatspcp.o : pcpinfo.o constants.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tatsconv.o :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etupt.o : ijstart.o constants.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etupw.o : ijstart.o constants.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etupspd.o : ijstart.o constants.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etupps.o : ijstart.o constants.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etupq.o : ijstart.o constants.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etupoz.o : ijstart.o constants.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etupdw.o : ijstart.o constants.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etuppw.o : ijstart.o constants.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setuprw.o : ijstart.o constants.o obsmod.o type_kinds.o mpimod.o 

getlalo.o : type_kinds.o 

m1rcons.o : constants.o type_kinds.o 



m1ipqr.o : constants.o type_kinds.o 

getpln.o : type_kinds.o 

inguesig.o : ijstart.o type_kinds.o mpimod.o 

s2g.o : type_kinds.o  

s2g1.o : type_kinds.o 

rdgesig.o : type_kinds.o 

s2grad.o : type_kinds.o 

s2gvec.o : type_kinds.o  

a3calc.o : type_kinds.o constants.o 

fulldivt.o : type_kinds.o ijstart.o constants.o mpimod.o 

g2s.o : type_kinds.o 

g2s1.o : type_kinds.o 

g2s2.o : type_kinds.o 

grad2s.o : type_kinds.o 

prepp.o : constants.o type_kinds.o 

intrp2.o : ijstart.o type_kinds.o 

tintrp2.o : ijstart.o type_kinds.o 

intrp3.o : ijstart.o type_kinds.o 

tintrp3.o : ijstart.o type_kinds.o 

gdcrdn.o : type_kinds.o 

prept.o : constants.o type_kinds.o 

isrchfge.o : type_kinds.o 

isrchfle.o : type_kinds.o 

prepq.o : constants.o type_kinds.o 

prepw.o : type_kinds.o 

preppw.o : type_kinds.o 

genqsat.o : constants.o type_kinds.o 

vapres.o : constants.o type_kinds.o 

dtast.o : type_kinds.o 

sprp.o : ijstart.o obsmod.o type_kinds.o 

spruv.o : ijstart.o obsmod.o type_kinds.o 

sprspd.o : ijstart.o obsmod.o type_kinds.o 

dvast.o : type_kinds.o 

sprt.o : ijstart.o obsmod.o type_kinds.o 

sprq.o : ijstart.o obsmod.o type_kinds.o 

sprpw.o : ijstart.o obsmod.o type_kinds.o 

gtbhalf.o : type_kinds.o 

gtvar.o : type_kinds.o constants.o 



gtbdivt.o : type_kinds.o 

cov.o : type_kinds.o constants.o 

intps.o : obsmod.o type_kinds.o 

intw.o : obsmod.o type_kinds.o 

intq.o : obsmod.o type_kinds.o 

intpw.o : obsmod.o type_kinds.o 

landem.o : type_kinds.o 

intlimq.o : type_kinds.o 

htoper.o : type_kinds.o ijstart.o constants.o mpimod.o 

hoper.o : type_kinds.o ijstart.o constants.o mpimod.o 

stpps.o : obsmod.o type_kinds.o 

stpw.o : obsmod.o type_kinds.o 

stprad.o : obsmod.o type_kinds.o 

stplimq.o : type_kinds.o 

hopers.o : type_kinds.o ijstart.o constants.o 

stpt.o : obsmod.o type_kinds.o 

wrsiga.o : type_kinds.o mpimod.o 

wrsfca.o : type_kinds.o mpimod.o ijstart.o 

stpq.o : obsmod.o type_kinds.o 

stppw.o : obsmod.o type_kinds.o 

setuprad.o : type_kinds.o ijstart.o satinfo.o spectral_coefficients.o 

newchn.o : type_kinds.o 

intrppx.o : ijstart.o type_kinds.o 

intrad.o : obsmod.o type_kinds.o 

intt.o : obsmod.o type_kinds.o 

pcgsoi.o : type_kinds.o ijstart.o obsmod.o mpimod.o 

stop1.o: type_kinds.o mpimod.o 

emiss.o: type_kinds.o 

intoz.o: obsmod.o type_kinds.o 

stpoz.o: obsmod.o type_kinds.o 

sproz.o: ijstart.o obsmod.o type_kinds.o 

intrp3oz.o: ijstart.o type_kinds.o 

intspd.o: obsmod.o type_kinds.o 

stpspd.o: obsmod.o type_kinds.o 

read_guess.o: type_kinds.o mpimod.o ijstart.o 

read_files.o: type_kinds.o mpimod.o ijstart.o 

inguesfc.o:  type_kinds.o ijstart.o mpimod.o 

rdgesfc.o: type_kinds.o 



s2g_all2.o: type_kinds.o 

s2g_all3.o: type_kinds.o 

g2s_all1.o: type_kinds.o 

g2s_all2.o: type_kinds.o 

g2s_all3.o: type_kinds.o 

g2s_all33.o: type_kinds.o 

nctonc1.o: type_kinds.o mpimod.o 

nc1tonc.o: type_kinds.o mpimod.o 

smoothz.o: type_kinds.o 

setuppcp.o: type_kinds.o constants.o mpimod.o ijstart.o pcpinfo.o 

smooth121.o: type_kinds.o 

intpcp.o: obsmod.o type_kinds.o 

stppcp.o: obsmod.o type_kinds.o 

ajmpcp.o: constants.o type_kinds.o obsmod.o 

rdsfull.o: type_kinds.o 

setcomm.o: type_kinds.o mpimod.o 

gscond_ad.o: type_kinds.o constants.o 

precpd_ad.o: constants.o type_kinds.o 

fpvsx_ad.o: type_kinds.o constants.o 

omegas_ad.o: type_kinds.o 

nlmsas_ad.o: constants.o type_kinds.o 

read_radar.o: type_kinds.o obsmod.o constants.o 

preprw.o: type_kinds.o constants.o 

sprrw.o: type_kinds.o obsmod.o ijstart.o 

intrw.o: type_kinds.o obsmod.o 

stprw.o: type_kinds.o obsmod.o 

read_lidar.o: type_kinds.o obsmod.o 

prepdw.o: type_kinds.o constants.o 

sprdw.o: type_kinds.o obsmod.o ijstart.o 

intdw.o: type_kinds.o obsmod.o 

stpdw.o: type_kinds.o obsmod.o 

interph.o: type_kinds.o 

# ---- 

# Link 

# ---- 

$(EXE_FILE) : $(OBJS) spffte.f90 fftpack.f 

 frt -c  -Ad -X9  -Sw spffte.f90 

 frt -c  -Ad -Sw fftpack.f 



 $(LD) $(LDFLAGS) -o $@ $(OBJS) spffte.o fftpack.o $(LIBS)  

# ---------------------------- 

# Fortran compiler and options 

# ---------------------------- 

CF = frt 

#--- Normal mode options 

FFLAGS_F90 =  -X9  -Sw -M. -Am -I. -I/usr/lang/mpi2/include64 

FFLAGS_N = $(FFLAGS_F90) $(FFLAGS_COM_N) 

#--- Debug mode options 

  FFLAGS_COM_D = $(FFLAGS_COM_N) \ 

    -O0 -qdbg -qfullpath \ 

    -qsigtrap=xl__trcedump \ 

    -qflttrap=overflow:zero:enable \ 

          -qinitauto=7FF7FFFF \ 

    -qcheck \ 

    -qwarn64 \ 

    -qflag=i:u 

 

  FFLAGS_D = $(FFLAGS_F90) $(FFLAGS_COM_D) 

# ---------------------- 

# C Compiler and options 

# ---------------------- 

  CC  = cc 

#--- Normal mode options 

  CFLAGS_N = -I ./ -O3 

# ------------------ 

# Linker and options 

# ------------------ 

  LD  = $(CF) 

#--- Normal mode options 

LIBS_N = -L/nwp/gfs/gfs10/ssiops180/util/bufrtovs -l bufrlib_8 

-L/nwp/gfs/gfs10/ssiops/lib -l w3lib_8 -lmpe -L/usr/lang/lib64 -lssl2vp 

-llapackvp -lblasvp  -L/usr/lang/mpi2/lib64 -lmpi -lmp -lpx -lelf -lgen -lm -lc 

-lrpcsvc -lsocket -lnsl $(LINK_FNL) 

 

 LDFLAGS_N =  -Wl,-J,-P,-t,-dy  

#--- Debug mode options 

LIBS_D = $(LIBS_N) 



LDFLAGS_D = $(LDFLAGS_N) 

# ------------------------ 

# Call compiler and linker 

# ------------------------ 

all : 

# @$(MAKE) -f $(MAKE_FILE) "COMP_MODE=$@" check_mode 

 @echo 

 @echo '==== COMPILE =================================================' 

 @$(MAKE) -f $(MAKE_FILE) \ 

   "FFLAGS=$(FFLAGS_N)" \ 

   "CFLAGS=$(CFLAGS_N)" \ 

  $(OBJS) 

 @echo 

 @echo '==== LINK ====================================================' 

 @$(MAKE) -f $(MAKE_FILE) \ 

  "LIBS=$(LIBS_N)" "LDFLAGS=$(LDFLAGS_N)" \ 

  $(EXE_FILE) 

 

$(EXE_FILE) : $(OBJS) 

 $(LD) $(LDFLAGS) -o $@ $(OBJS) $(LIBS)\ 

# ---------- 

# Make clean 

clean: 

 @echo 

 @echo '==== CLEAN ===================================================' 

- rm -f *.o *.mod *.MOD *.lst 



附件二 

#!/bin/ksh 

#@$-s /bin/ksh 

#@$-eo 

#@$-vp 1 

#@$-lM 2999mb 

#@$-lm 2999mb 

#@$-lt 99999 

#@$-lT 99999 

#@$-q  ncept62 

 

set -x 

#namelist settings 

as1=0.6 

as2=0.6 

as3=0.6 

as4=0.6 

ampdivt=0.7 

dampdivt=0.8 

femin=50.0 

femax=0.1 

icesat=1 

 

# SET analysis date here 

adate=2003041506 

dtg=`echo $adate | cut -c2-10 ` 

gtvalid_dtg.exe ${dtg} -6 

gdate=`cat validcrdate | cut -c1-8` 

adate0=`echo $adate | cut -c1-8` 

cya=`echo $adate | cut -c9-10` 

gdate0=`echo $gdate | cut -c1-8` 

cyg=`echo $gdate|cut -c9-10` 

 

#set experiment name, run and save directories 

exp=port 

tmpdir=/nwp/gfs/gfs10/ssi0506/dtgport2 

savdir=/nwp/gfs/gfs10/ssi0506/save$exp 

mkdir $savedir 



 

 

# specify fixed field and data directories. 

mydir=/nwp/gfs/gfs10/ssi0506 

fixdir=/nwp/gfs/gfs10/ssi0506/dat/ana 

datpro=/nwp/gfs/gfs10/ssi0506/dtg 

datprx=$datpro 

 

export COM=NO 

# set up directories 

cd $tmpdir 

rm -rf core* 

# set path/file for ssi executable 

ssiexec=/nwp/gfs/gfs10/ssi0506/src/ana/ssi/global_ssi 

# make ssi namelist 

cat << EOF > ssiparm.anl 

 &NAMANAL 

   JCAP=62,NLATH=48,NLON=192,nsig=28, 

   miter=2,niter(1)=100,niter(2)=100,niter(3)=1, 

   as=${as1},${as2},${as3},${as4}, 

   ampdivt=${ampdivt},dampdivt=${dampdivt},grosst=99., 

   grossw=99.,grossp=99.,grossq=99.,grosspw=99.,gencode=78, 

   iout_iter=6,jpch=493, 

   deltim=450.,factemin=${femin},factemax=${femax},ndat=14, 

 / 

 &SATNAME 

   dmesh(1)=145.0,dmesh(2)=240.,dmesh(3)=180., 

   

dfile(1)='amsuabufr',dtype(1)='amsua',id(1)=15,dload(1)=294.483,dthin(1)=4, 

   dfile(2)='sbuvbufr',dtype(2)='sbuv2',id(2)=16,dload(2)=72.750,dthin(2)=1, 

   

dfile(3)='amsubbufr',dtype(3)='amsub',id(3)=15,dload(3)=294.483,dthin(3)=12, 

   

dfile(4)='hirs2bufr',dtype(4)='hirs/2',id(4)=14,dload(4)=294.483,dthin(5)=5, 

   

dfile(5)='hirs3bufr',dtype(5)='hirs/3',id(5)=16,dload(5)=294.483,dthin(6)=5, 

   dfile(6)='msubufr',dtype(6)='msu',id(6)=14,dload(6)=294.483,dthin(6)=1, 

   dfile(7)='prepqc',dtype(7)='t',id(7)=0,dload(7)=2.483,dthin(7)=0, 



   dfile(8)='prepqc',dtype(8)='goes',id(8)=10,dload(8)=294.483,dthin(7)=3, 

   dfile(9)='prepqc',dtype(9)='goes',id(9)=12,dload(9)=294.483,dthin(9)=3, 

   

dfile(10)='ssmi',dtype(10)='pcp_ssm/i',id(10)=264,dload(10)=294.483,dthin(10

)=-1, 

   

dfile(11)='tmi',dtype(11)='pcp_tmi',id(11)=211,dload(11)=294.483,dthin(11)=1

00 

   

dfile(12)='amsuabufr',dtype(12)='amsua',id(12)=16,dload(12)=294.483,dthin(12

)=4, 

   

dfile(13)='amsubbufr',dtype(13)='amsub',id(13)=16,dload(13)=294.483,dthin(13

)=12, 

   

dfile(14)='hirs3bufr',dtype(14)='hirs/3',id(14)=17,dload(14)=294.483,dthin(1

4)=5, 

 / 

EOF 

# specify fixed files 

 divs=$fixdir/global_divten.l28.f77 

 eofs=$fixdir/global_eofs.l28.f77 

 vars=$fixdir/global_vars.l28.f77 

 

satinfo=$fixdir/satinfo 

satangl=$fixdir/satbias_angle 

satcoef=~/ssiops180/dat/ana/satcoefs.8 

pcpinfo=$fixdir/pcpinfo 

sattrans=$fixdir/transmittance_coefficients 

spectral=$fixdir/spectral_coefficients 

emissivity=$fixdir/emissivity_coefficients 

eofs=$fixdir/eof 

vars=$fixdir/var 

# 

# Copy executable and fixed files to $tmpdir 

cp $ssiexec ./ssi.x 

 

cp $divs     ./divterrs 



cp $eofs     ./eofs 

cp $vars     ./vars 

cp $satangl  ./satbias_angle 

cp $satinfo  ./satinfo 

cp $satcoef  ./satcoefs 

cp $pcpinfo  ./pcpinfo 

cp $sattrans transmittance_coefficients 

cp $spectral spectral_coefficients 

cp $emissivity emissivity_coefficients 

# 

# Copy observational data to $tmpdir 

cp $datprx/prepqc.$adate   ./prepqc 

cp $datpro/m1bn14.${adate} ./umsu1b14 

cp $datpro/h1bn14.${adate} ./hirs1b14 

cp $datpro/sbvn14.${adate} ./sbvn14 

cp $datpro/sbvn11.${adate} ./sbvn11 

cp $datpro/a1bn15.${adate} ./amsua1b15 

cp $datpro/b1bn15.${adate} ./amsub1b15 

cp $datpro/h1bn15.${adate} ./hirs1b15 

cp $datpro/a1bn16.${adate} ./amsua1b16 

cp $datpro/b1bn16.${adate} ./amsub1b16 

cp $datpro/h1bn16.${adate} ./hirs1b16 

cp $datpro/spssmi.${adate} ./ssmi 

# Copy bias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and sigma guess files 

cp $datprx/biascr.$gdate   ./satbias_in 

cp $datprx/sigf06.$gdate   ./sigf06 

cp $datprx/sfcanl.$adate   ./sfcf06 

# 

pwd 

fu06bf=0;export fu06bf 

timex $tmpdir/ssi.x   < ssiparm.anl 

# 

# Save output 

mkdir -p $savdir 

 

cat stdout fort.2* > $savdir/stdout.anl.${adate}.$exp 

cp siganl      $savdir/siganl.${adate}.$exp 

cp sfcanl      $savdir/sfcanl.${adate}.$exp 



cp sigf06      $savdir/sigf06.${adate}.$exp 

cp satbias_out $savdir/biascr.$adate.$exp 

cat diag_rad* > $savdir/radstat.$adate.$exp 

compress -fv $savdir/radstat.$adate.$exp 

cat diag_pcp* > $savdir/pcpstat.$adate.$exp 

compress -fv $savdir/pcpstat.$adate.$exp 

 

exit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動力模式降雨系集與降尺度預報實驗 

 

 

計畫類別：█國內    □國外 

計畫編號：MOTC-CWB-94-6M-06 

執行期間：94 年 1 月 1日至 94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  簡芳菁 

執行單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 請連結 www.grb.gov.tw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登錄貴計畫期末摘要報告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九十四年度政府部門科技計畫期末摘要報告 

計畫名稱：動力模式降雨系集與降尺度預報實驗 

 

 

審議編號： 

 部會署原計畫編號： MOTC-CWB-94-6M-06 

主管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執行單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計畫主持人： 簡芳菁 聯絡人： 傅鈺文 

電話號碼： (02) 29354456 傳真號碼： (02) 29333315 

期程： 94 年 1 月 1 日至 94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全程） 2485 仟元 經費(年度) 2485 仟元 

 

執行情形： 

1.執行進度： 

 預定（％） 實際（％） 比較（％） 

當年 100% 100% 0% 

全程    

2.經費支用： 

 預定 實際 支用率（％） 

當年 2485000 2485000 100% 

全程    

3.主要執行成果： 

 

本計畫3個 WRF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自2005年5月12日12UTC正式上線，每天分

別在00、12時 UTC 進行72小時模擬，選取2005年6月13日～6月16日梅雨鋒面與2005年7

月海棠(Haitang)颱風這2種不同的天氣型態個案，就不同模式組態和模式初始場進行48

小時預報之定量評估，並針對數值天氣預報模式組態提出具體之建議。其中梅雨鋒面個

案不論是鋒面位置、降雨型態都有相當不錯的模擬成效，而且使用 NCEP GFS + 3dvar

（編號 W2）比使用 NCEP GFS（編號 W3）初始場的模擬對大雨的模擬有更好的成效，

而使用 CWB GFS（編號 W1）初始場的模擬在各方面都比其他兩成員差。 

若以2005年7月海棠颱風個案來看，WRF 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以 NCEP 

GFS+3dvar初始資料（編號 W2）的颱風路徑預報最好，且以2005071700UTC為初始時

間則不論使用 CWB GFS、NCEP GFS+3dvar、NCEP GFS初始資料對海棠颱風的路徑模



擬都相當接近觀測，但使用 NCEP GFS+3dvar、NCEP GFS初始資料的颱風模擬移動速

度比觀測稍微偏慢。在降水模擬方面，3個成員對臺灣東北部、北部的降水模擬都表現

不錯，而使用 CWB GFS初始資料對颱風登陸後在台灣南部的降水模擬表現較好，使用

NCEP GFS+3dvar、NCEP GFS初始資料在台灣南部的降水模擬則偏弱。 
另外，中尺度模式與探空測站之氣象參數校驗，針對 2004 年梅雨季的 6個 WRF 模

式模擬之成員（參見表 3.1.1）進行敏感度測試，並且與探空測站之重力位高度（Z）、

水平風（U、V）、溫度（T）、濕度（Q）等氣象參數進行校驗，雖然各成員間差異不大，

但仍能看出不同設定對模擬結果的影響。垂直解析度上的差異在各個參數的預報上皆有

不同影響。在重力位高度上，垂直解析度較差的 C02，其表現較垂直解析度高的 C01 來

得差，且此差異主要表現在中、高層。而 domain 1 向東延伸的 C03，在重力位高度上

的確比對照組 P01 表現來得好。但表現最好的是加入 3D-VAR 的 C05，無論是平均誤差

或均方根誤差，都是表現最好的一組。在水平風方面，垂直解析度的差異並未造成太大

差異，主要與對照組的差異主要是在高層和低層，但差異不超過 0.2 m/s。而 C03 與對

照組差異也不大。C05 主要與 P01 相差在初始場，在初始場 C05 表現相當良好。而隨著

預報時間增加，其與其它成員的差異減小，但仍是表現最好的一個。溫度場與濕度場上，

垂直解析度較高的 C01 其誤差較 C02 來得小，主要差異在低層，尤其是在 925 hPa 以下。 

而高水平解析度（domain 3）與對照組的差異，在重力位高度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提

高水平解析度其誤差的確降低。在水平風方面也是如此，且在 700 hPa 以下高度更為明

顯。溫度方面不若重力位高度與水平風明顯，但也可看出 domain 3 的模擬結果，的確

是較 domain 2 來得好。而濕度方面則較微妙，大致上來說，在低層高解析度的平均誤

差甚至比對照組來得大，但是以均方根誤差來說，的確是以高解析度的模擬結果較好。 

在地面測站校驗的部分，統計 2004 年梅雨季(5 月 15 日～6月 15 日)所有的 WRF

模式的不同模式組態，不同成員在不同的變數場有不一樣的表現，高垂直解析度的 C01

在溫度場有不錯的表現。模式往東擴展，對模擬南北方向之水平風場有不錯的改善結

果。在 no feedback 的設定下，高水平解析度的 C04 對地面測站溫度場的預報有相當好

的改善效果。加入 WRF-3DVAR 對模式初期預報結果的改善，以及預測地面測站溫度場與

風場方面都有不錯的改善結果。 

對 2004 年梅雨季 6組 WRF 模式成員網格點上的模式降水及台灣地區自動雨量觀測

進行 QPF 校驗。根據分析結果歸納出（1）WRF 模式在 B、C時段使用低垂直解析度比高

垂直解析度的降水預報能力較好，而且此結果在 15mm 以上的大雨模擬時更顯著。（2）

D1 向東延伸網格點對梅雨鋒面降水預報能力沒有幫助，但是對在西太平洋發展的颱風

路徑、雨量預報方面有明顯改善。（3）使用 3DVAR 技術反而使 WRF 模式的降水預報能力

變差，可能與 WRF 3DVAR 技術發展未成熟有關。（4）使用 2層巢狀網格的降水模擬能力

在小雨表現比 3層巢狀網格較好，但在 15mm 以上的大雨模擬則相反，使用 3層巢狀網

格的降水預報則較好。 

校驗產品即時上線方面，探空測站部份，在重力位高度場上，W01 與其它二成員差

異較大，而 W02 在低層的平均誤差較 W03 小，高層卻較 W03 大。而水平風方面，初始時

三個成員除 W02 外，誤差都很小。然而隨預報時間增加，低層負偏差越大，高層正偏差



越大。值得注意的是以 3D-VAR 的 W02 誤差最大，尤其是在初始時，其均方根誤差甚至

可達 5.0 m/s。若是以平均誤差的水平分佈看來，可以發現在華南一帶與台灣地區，W02

與 W03 有較大的差異。溫度方面三個成員在高層的誤差皆較低層來得小。低層的負偏差

與中層的正偏差皆隨預報時間而增加。在濕度方面，W01 在初始時低層誤差相當大，但

預報 24 時後便與其它二成員相近，但仍是誤差最大的成員。 

其次針對地面測站在 2005 年 9 月 20 日～9月 30 日之間的 Bias 與 RMSE 即時校驗

結果發現，W3 比其他兩組成員的表現要來的好，無論是溫度場、風場、水汽場都有不

錯的表現。這段期間似乎因為有颱風經過台灣附近，東西向水平風場的誤差增加許多，

而且預報時間與誤差值沒有明顯的相關，每個成員的誤差分布沒有類似的特性，分布較

為混亂，某些時間甚至比南北向水平風場表現要差，與梅雨季的表現相差甚多。溫度的

部分，各組的誤差值都很低，W03 的 Bias 甚至平均在-1.3 以內，RMSE 在 2.3 以下。 

就定量降雨預報校驗而言，我們可以歸納出下列結論：（1）使用 NCEP GFS 初始資

料（成員 W3）的降水預報能力比使用 CWB GFS（成員Ｗ1）、NCEP GFS+3dvar 初始資料

好；（2）使用 CEB GFS 初始資料在 C、D時段的降水預報能力太差，最好不要採信；（3）

不論使用何種初始資料，在 B、C時段皆會低估降水，但是在 D時段則會高估降水。 

本年度以 WRF 2.0.3 版進行即時模擬，從成員 W1～W3 與 P1 比較後發現其降水 ETS

得分的特徵差異很大，這有可能是因為我們選取校驗的時間區間（2005 年 9 月 20～30

日）內並不如梅雨季有較多的降水事件發生，可供校驗的降水樣本數較多，所以使得降

水校驗的 ETS 得分可能會偏高或偏低。而使用 NCEP GFS+3dvar 初始資料校驗結果比使

用 NCEP GFS 差，其中可能和第 3.3 節 3DVAR 的校驗結果原因相同，都是因為我們目前

使用的 3DVAR 並非發展成熟的 WRFVAR V2.1 版所導致，這部分則有待 12 月 1 日將目前

WRF 3DVAR（2004 年 5 月 17 日 Update）轉換成 WRFVAR V2.1（2005 年 8 月 5 日 Updated）

之後，再持續 3組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進行氣象場及降水的校驗。 

比較新系集與舊系集結果之優劣，以迴歸方法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有比現有之系集

預報值有較好的表現，其中溫度場的準確性提高，相對溼度場有顯著之改進。但是此法

對於不同的測站都有大小不同程度的表現狀況，因此此法是否適用於所有測站或是其他

的氣象場尚需仔細的評估，所分析的 17 個測站中，就有 46695 彭佳嶼、46741 台南和

46744 高雄這 3個測站是現有之系集預報值有較好的表現。另外也可以由這 3種氣象場

有不同程度之表現結果，可以發現不同的氣象場間的表現差異是非常大的。此外，風速

場在 60 小時後的預報要比較小心，依目前的分析來看，只能說在預報 48 小時內，迴歸

方法比現有之系集預報值在大部分測站中有較佳之表現。 

集水區（域）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綜合龍王颱風和 20050515 降雨兩個個案，集

水區降水預報產品的確有它的實用性。在針對類似颱風降水的個案中，當颱風強度、路

徑預報準確時，其降雨時間、分佈，與降雨量皆能有某種程度的掌握。而針對類似 MCSs

或是午後雷雨等小尺度的降雨，可能準確度不足，但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另外，以 911 個案來看，當時在台灣東北部與西南部各有一個中尺度氣旋。這兩個

中尺度氣旋的配置，使台灣地區位於一風切帶上，且在 850 hPa 與 700 hPa 高度上有強

勁的西南氣流。這兩個中尺度氣旋的影響不只是在低層，一直到 500 hPa 都存在著深厚



的正渦度區，而在 300 hPa 以上的氣流則提供輻散場，提供了良好的上升運動環境。加

上環境探空顯示當時有顯著暖平流與對流可用位能，整個台灣處在風切不穩定以及對流

不穩定的環境下，使得降雨條件更為有利。 

一般台灣地區發生豪大雨個案中不外乎是梅雨鋒面降水或是颱風來襲，此超大豪雨

個案為二個中尺度氣旋的配置與交互作用，造成 24 小時內可達 3、400 毫米的雨量，著

實特別。因此若能仔細分析此一個案的降雨機制，想必可以對中尺度模式的降雨模擬有

更進一步的幫助。 

最後建立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在豪雨個案資料庫中共收集 9個豪雨個案資料，足

以建置豪雨個案資料庫並將相關資料公開於網路上，網址為

http://pblap.atm.ncu.edu.tw/mefsea，網頁左側的操作主選單中有「H R database」

選項，點選進去後即可進入豪雨個案資料庫頁面，每個豪雨個案以日期辨識，再點選日

期後即可觀看該個案的資料。 

 

4.計畫變更說明： 

計畫內容未變更，但因計畫執行期間與期限有所更動，相關時程將略予以調整。 

5.落後原因： 

無。 

6.主管機關之因應對策（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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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1 1.1 1.1 1.1 研究計畫的背景及目的研究計畫的背景及目的研究計畫的背景及目的研究計畫的背景及目的    

近年來，由於數值天氣預報技術以及高速電腦計算能力的快速進展，有愈來

愈多的學術機構擁有獨立進行即時數值天氣模擬的能力。在美國，最早於 1996

年由 Cliff Mass以及其研究群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開始建構一套即時的 MM5 預

報系統，其主要的預報區域為美國西北部(Colle et al. 2000)。該模式所預報的資

料不但可以應用於學術研究，也可提供當地氣象預報單位(NWS)作業之參考。爾

後幾年，這種觀念迅速在美國各地推廣，蘶為潮流，使得學術研究與預報作業密

切交流，互蒙其利。更有甚者，華盛頓大學現在已開始發展即時的系集預報系統，

可以同時執行多組模擬(Grimit and Mass 2002)，以提升預報能力，並校驗及改善

中尺度系集預報方法。 

在台灣地區，系集預報仍在起步階段，Chien et al.（2002）針對民國八十七

年台灣地區 MM5 模式的降水預報校驗研究結果指出，無論是對於 0～12小時、

12～24 小時、24～36 小時的預報長度，降雨預報對於小、中雨的預報能力均高

於對大雨的預報能力，且隨著預報時間增長，預報能力逐漸降低，以 12～24 小

時期間的預報最佳。民國 89年及 90年的梅雨季，國內的氣象作業及學術研究單

位利用變動物理過程的觀念，以 MM5 進行系集降水預報。參與的單位包括有台

灣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及中國文化大學四所大學，以及中央氣象局、

民用航空局二個政府單位。簡等(2003)即是利用這兩年 MM5 系集預報的降水產

品進行校驗，以評估此預報系統的預報能力，並探討合適的系集降水預報組合方

式，以獲取最佳之預報。同時，該論文也從各物理過程的組合中，討論其應用於

台灣地區梅雨季降水預報的優劣及特性。民國 91 年梅雨季系集預報的成果則合

併發表於 Chien and Jou (2004)中，此論文不但綜合了這三年 MM5 系集預報在台

灣地區的表現，同時也利用了統計分析的觀點評估各物理組合之間差異性的顯著

水準。 

可見國內研究單位也有很好的數值天氣預報作業能力及充分的電腦設備，可

以執行即時天氣預報。因此，我們熱切期盼可以透過中央氣象局的協助建立台灣

地區數值天氣預報聯合網路，在各大學執行即時的天氣預報。本計畫支持之數值

模式預報產品可以透過網路佈線的快速連結，彼此以及中央氣象局均可獲得即時

預報之資訊。短期而言可以提供中央氣象局天氣預報作業更多的預報指引，並且

可以提升學界數值模擬以及天氣預報之訓練；就長期而言，可以在國內訓練相關

研究人員、開發新的數值預報技術（如系集預報）、校驗方法、深耕數值研究能

力、增加學界以及氣象局之技術、學術交流等。除了製造氣象局與學術界更緊密

的雙贏局面，也將對於國內學術研究和作業能力提升產生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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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    研究計畫之方法研究計畫之方法研究計畫之方法研究計畫之方法、、、、進行步驟進行步驟進行步驟進行步驟    

本二年期研究計畫為中央氣象局九十三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動力模式降雨預

報實驗】之延續計畫，合計以三年為期，在國內之學術機構執行數值天氣模擬，

最終將涵蓋師範大學、台灣大學、中央大學等數值預報點，再以中央氣象局為中

心，串連形成一數值天氣預報聯合網路系統。本計畫除了發展數值模式系集預報

產品外，並將和氣象局數值天氣預報小組密切配合，在人力、數值模式經驗和產

品模組等各方面互相交流，以提升學校和氣象局對數值預報的專業經驗。數值模

擬所產生的產品將即時於專屬網站（http://pblap.atm.ncu.edu.tw/mefsea/）呈現，

以提供預報中心天氣預報作業更多的預報指引。 

本研究計畫將以二年為期程分別完成下列目標，其理由與影響層面並同時分

述如下︰其中九十三年已完成部份為【動力模式降雨預報實驗】之研究成果，第

一、二年之部份則為本兩年計畫之研究內容，特以底線字體說明之： 

（一） 數值天氣預報系統之評估與建置 

本研究計畫的第一個工作項目就是要評估適合副熱帶地區執行的數值模式

組態。九十三年度已完成有關不同模式初始場之模擬比較，包括有 CWB GFS和

NCEP GFS模式，但不包含其他可能的初始場，因此 

1. 我們將加入 WRF 3D-Var同化的資料，以檢驗其異同。此一評估工作將

建立在 2004年梅雨季（0515~0615）一個月的連續積分中進行，本計畫之『中尺

度模式校驗模組』將提供定量的評估結果。 

2. 不同模式組態之評估 

九十三年度已就 2 種微物理方法、3 種積雲參數法、2 種邊界層參數法探討 WRF

在不同模式物理參數之差異，本計畫第一年度將探討在不同物理模組、水平及垂

直解析度、不同 Domain範圍（例如調整粗網格更往東）情況下模擬之異同。並

針對各學校之數值天氣預報模式組態提出修正之建議。第二年將針對 2005年梅

雨季進行類似 2004年梅雨季的評估工作，並與 2004年梅雨季作跨年之比較，以

了解過去之校驗結果是否有延續性。 

3. 九十三年度已完成二個數值天氣預報系統之建置（雖有三個模式結果上

線，但較穩定出圖的僅兩個模式，WRF 與 MM5/NCU），因此，本計畫第一年

度將至少建置三個穩定出圖的系集成員，根據九十三年度的經驗我們決定未來將

以 WRF模式為主，以使用不同初始場（NCEP GFS, CWB GFS, NCEP GFS+3-D 

Var）的方式進行數值模擬，並將預報長度延長至 72小時。第二年將以更高的解

析度（小於 10公里）執行 WRF模式，以期獲得更準確的流場與降水預報。 

4. 以上之研究成果可以提供本計畫所支持之數值模式建置的參考指引（包

括師大、台大和中大），同時各個不同模式組態之分析結果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

不同模式設定所造成的模式差異，並可進一步和 CWB NFS互相驗證，透過深入

比較不同初始場和模式之間的差異所累積的模式經驗，將有助於提升氣象局模式

發展人員的專業知識，並進一步有效提出模式改進的方向。 



 

 1-3

（二） 中尺度模式校驗模組 

為使有效執行第一個工作項目，而能有量化的評估結果，並因應未來模式作

業的即時校驗，本計畫九十三年度已發展一套模式校驗模組，但此一校驗模組仍

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例如觀測資料誤差導致校驗結果的誤差，因此我們將針對資

料進行 QC以獲得可信賴的結果。討論校驗的指標除了 bias與 rmse之外，是否

有其他更好的選擇。QPF的校驗將加入區域性的差異，這部份工作將在第一、二

年完成。 

 

（三） 中尺度模式產品之開發 

1. 為了發揮本計畫之最大效益，本委託計畫將配合預報中心實際需求，產

製適合的模式產品，以提供天氣預報參考之用，例如九十三年度完成的各系集成

員和系集預報在台灣測站的時間序列預報圖、系集降水預報等產品。其中，時間

序列預報圖僅完成測試，並未完全即時出圖，透過彙整資料與網路傳輸聯繫，本

年度將正式完成即時呈現於網頁的工作（第一年）。同時，我們也將就各測站預

報與觀測之差異即時計算 bias error，資料存檔，最後進行彙整並統計分析其 mean 

bias。系集預報提供的產品也將增加，以提供更多預報指引（第二年）。 

2. 本計畫第一年將研究加入集水區（域）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之可行性，

第二年將以 time series 即時呈現於網頁。 

 
（四） 系集預報系統之建置 

數值模式預報的可預報度受限於不精準的初始場、模式動力和物理過程以及

數值方法等，系集預報已被廣泛接受並認為可以有效減少模式預報的不確定性。

本計畫的一個工作重點即是結合氣象局現有的作業模式和計畫支持下的數值模

擬結果發展系集預報，其主要內容包括： 

1. 系集預報產品包括氣象變數、降水系集。 

2. 系集預報方法至少包括系集平均和超級系集預報系統（ super 

ensemble）。 

3. 透過系集方法產生降尺度預報產品，例如台灣地區與中國大陸重要城市

之地面單點系集預報。 

4. 九十三年度已完成部份是第一項，但僅以系集平均的方式獲得系集預

報。因此本計畫第一、二年將繼續就系集的產品上尋找更合適的系集產生方式，

例如加入適當權重或超級系集預報系統（super ensemble）之方式，就降尺度預

報產品上也會完成產品之開發。 

 
（五） 建立定量降水預報能力衡量基準 

定量降水預報（QPF）是氣象局未來的重點業務之一。QPF可以說是高度倚

賴數值模式的預報成果，然而，模式降水也是目前數值模擬變異度最大的變數之

一。要提升模式的定量降水預報能力有賴於改善模式初始場、模式動力、模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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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度和模式降水過程等，而不同的季節或天氣型態則又可能導致不同的預報準確

度。更重要的是，在衡量模式 QPF能力是否有顯著性地改善之前，吾人應先建

立模式 QPF能力的評量基準。為此，本研究計畫的一個工作重點項目即是，提

供一個以系集預報和不同系集成員為基礎之模式 0~48 小時（未來將延長至 72

小時預報）定量降水預報能力的衡量基準，首先先瞭解目前數值模式 QPF能力

的技術水平，特別是模式之間的差異和系集預報產品的 QPF能力，爾後才有 QPF

改善的客觀參考標準。九十三年度已完成上線作業之 WRF與 MM5 模式 2004年

10 月整月的定量降水預報評估，但由於該月份偏乾，降水事件極少，評估結果

與梅雨季大相逕庭，因此本計畫第一、二年將持續針對即時數值模擬之降水進行

定量降水預報校驗，以比較季節性的差異，並藉以建立台灣地區定量降水預報之

衡量基準。由本計畫來執行此一任務可以有以下幾個優勢： 

1. 本計畫之數值預報成員均經過嚴謹的評估過程（如第一項工作項目），

因此所有成員的模式組態都是仔細評估的結果，相對來說是較適合副熱帶地區的

預報組態，而非任意搭配的組合，這使得 QPF的評量標準較具有參考意義。 

2. 在計畫執行期間所有的模式成員將會每日持續進行預報，一個穩定而持

續的預報是進行模式 QPF技術評量最重要的控制變因之一。經由持續性的模式

預報，我們也可以據以評估模式 QPF能力在不同天氣系統和不同季節的演變。 

3. 所有的系集成員和系集預報的 QPF產品可以提供給預報中心作業參考

之用，同時經由互相比較，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瞭解模式 QPF預報能力的差異，

並進一步改善模式的降水過程，這對於氣象局數值天氣預報小組和所有參加本計

畫的執行成員都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成長機會。 

 

（六） 『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之建立 

一般展期（1~6天）數值天氣預報已有相當技術能力可以掌握綜觀天氣尺度

的天氣預報，這些綜觀尺度天氣系統控制了大範圍的天氣演變；然而，在此一大

範圍的天氣系統下，台灣地形所造成的局部天氣現象卻可以說是和民眾生活最息

息相關的。進一步瞭解在特定天氣流場下台灣地形所形成的中尺度天氣現象，可

以說是氣象局推動『預報精緻化』最主要的憑藉之一。而其具體的作法就是建立

『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透過此一資料庫所建置之台灣地形相關的種種天氣型

態，將有助於架構預報員有關局部天氣系統的概念模式，並據以連結預報員心中

從綜觀尺度一直到中、小尺度完整的天氣概念模式，而進一步提升氣象局在台灣

地區天氣預報的品質（第一、二年）。例如，2004 年 9 月 11 日台灣北部地區由

於熱帶低壓影響產生超大豪雨現象，台北縣市以及桃園新竹地區降雨都超過 400

毫米，台北市東區更因此造成重大淹水情形。氣象局的預報雖然在綜觀形式有所

掌握，但是對於中尺度對流系統的掌握仍有改進空間。本計畫將針對此一個案探

討模式預報結果，同時架構形成超大豪雨的天氣形式以及相伴隨之中尺度對流系

統的特徵和演變過程，作為預報人員參考使用（第一年）。建置『局部天氣型態

資料庫』的理由主要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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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地區四面環海，地形變化多端，透過有限的觀測不足以建立完整的

『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數值模式對單一個案雖有其不確定性，但透過更多的

系集成員和個案收集，將可以降低模式對單一個案的不確定性，而進一步提升吾

人對模式模擬結果的信心指標，並使得經由模式模擬結果所建置的『局部天氣型

態資料庫』有更好的參考價值。本計畫所支持的系集預報將是建立此一『局部天

氣型態資料庫』最大的推手，而使得此一想法得以具體落實。 

2. 正因為數值模式對單一個案（特別是高解析度模式）有其不確定性，因

此在使用模式產品進行精緻預報時，預報員心中更需要有一個合理的概念模式來

衡量預報的正確性，『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將是協助預報員提升中尺度預報能

力的有用工具之一。 

3. 經由和實際觀測資料或個案的比對，除了可以進一步驗證本資料庫的可

用性外，也能幫助我們理解模式的可預報度和極限，這對於我們正確使用模式產

品並進而改善模式能力方面都有正面的意義。 

 

1.31.31.31.3    九十四九十四九十四九十四年年年年度度度度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本文以下將以五章分別討論就前節所列五大項第一年完成之工作與成果，第

二章即時數值天氣預報系統，第三章數值天氣預報系統之評估，第四章校驗產品

的即時上線，第五章超級系集預報系統，第六章集水區（域）的降雨平均趨勢預

報與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之建立；最後，在第七章則是綜合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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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 即時即時即時即時數值天氣預報系統數值天氣預報系統數值天氣預報系統數值天氣預報系統 

 

本計畫 3 個 WRF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自 2005年 5 月 12日 12UTC正式

上線，模式成員編號為 W1、W2、W3 分別使用 CWB GFS、NCEP GFS +3dvar

及 NCEP GFS初始資料，每天分別在 00、12時 UTC 進行 72小時模擬，本章選

取 2005年 6 月 13日～6 月 16日梅雨鋒面與 2005年 7 月海棠(Haitang)颱風這 2

種不同的天氣型態個案，就不同模式組態和模式初始場進行 48 小時預報之定量

評估，並針對數值天氣預報模式組態提出具體之建議。 

2.12.12.12.1        6666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6666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梅雨鋒面日梅雨鋒面日梅雨鋒面日梅雨鋒面    

從 2005年 6 月 13日 1200UTC的衛星雲圖（圖 2.1.1a）可看出鋒面大致位

於台灣中部，且台北及高雄附近有對流雲胞，雷達回波圖（圖 2.1.2a）也顯示台

北及高雄有強降水回波。圖 2.1.1b～圖 2.1.1d是以 2005年 6 月 12 日 0000UTC

為初始時間的 WRF模式 36小時預報，從風場看來 WRF模式預報的鋒面位於台

灣附近，而且在台灣西南部海面有 30m/s以上的西南氣流往台灣南部吹送，在前

12 小時累積的模式預報降水以台灣南部最多，但 W1 的降水預報量較 W2、W3

的降水預報量少。WRF模式24小時預報（初始時間為2005年6月12日1200UTC）

的風場顯示 W1 預測（圖 2.1.2b）的鋒面位置偏南，且台灣地區 12 小時累積降

水模擬偏弱，而模式成員 W2、W3 的降水預報（圖 2.1.2c、圖 2.1.2d）較多。 

2005年 6 月 14日 1200UTC的東亞衛星雲圖（圖 2.1.3a）顯示鋒面依然滯留

在台灣北部附近，且台灣西南部有一發展成熟的對流胞，再從雷達回波圖（圖

2.1.4a）驗證此對流胞為台南、高雄、屏東帶來相當大的雨勢。WRF 模式 36 小

時預報顯示 W2、W3（初始時間為 2005年 6 月 13日 0000UTC）都有模擬出台

灣南部的豪大雨（圖 2.1.3c、圖 2.1.3d），而且模擬的鋒面位置大致符合觀測，

前 12小時累積降水模擬以 W2（即使用 NCEP GFS+3dvar為初始場，圖 2.1.3c）

為最好，W3（使用 NCEP GFS初始場，圖 2.1.3d）次之，W1（使用 CWB GFS

初始場，圖 2.1.3b）的降水模擬則太弱。WRF模式 24小時模擬（初始時間為 2005

年 6 月 13日 1200UTC）可以發現 W1（圖 2.1.4b）較前一組初始時間（圖 2.1.3b）

的降水模擬有所改進，已經模擬出台灣西南部海面有大雨，而模式成員 W2、

W3 的降水模擬表現（圖 2.1.4c、圖 2.1.4d）依然最好。 

在 2005年 6 月 15日 1200UTC的東亞衛星雲圖（圖 2.1.5a）可見梅雨鋒面

比前一日略往北移，但是仍在台灣北部附近，台灣東部有一個對流胞，台灣西部、

西南部海面也都有旺盛的中尺度對流系統，圖 2.1.6a雷達回波圖顯示雲林、嘉

義、台南附近有最大的降水。WRF模式 36小時預報（初始時間為 2005年 6 月

14日 0000UTC）顯示，模式成員 W1 模擬的鋒面位置偏北、降水模擬最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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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b），W2、W3 的模擬鋒面位置較接近觀測（圖 2.1.5c、圖 2.1.5d）；而前

12小時累積降水模擬方面，W1 對台灣西部的強烈降水模擬不佳，成員 W2、W3

的降水預報較接近觀測，但是 W2 的降水預報較強。WRF模式 24小時模擬（初

始時間為 2005年 6月 14日 1200UTC）顯示，成員 W1的鋒面模擬位置（圖 2.1.6b）

較前一組初始時間（圖 2.1.5b）接近觀測，在台灣西部海面 W1 的降水模擬（圖

2.1.6b、圖 2.1.6d）雖然較觀測偏弱，但是比前一組初始時間（圖 2.1.5b、圖 2.1.5d）

的模擬有所改善，成員 W2、W3 的降水模擬（圖 2.1.6c）和雷達回波觀測（圖

2.1.6a）相當接近，但是仍舊是 W2 模擬較好，可見使用 NCEP GFS + 3dvar初始

場比只使用 NCEP GFS初始場在台灣西部降水系統模擬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 

東亞地區 2005年 6 月 16日 1200UTC的衛星雲圖（圖 2.1.7a）顯示梅雨鋒

面位置大約還在台灣北部，但是鋒面帶上的對流系統已經比 2005年 6 月 15 日

1200UTC（圖 2.1.5a）減弱許多，台灣西南部、北部、東北部海面有一些對流系

統，而且從雷達回波圖（圖 2.1.8a）可以發現台灣西南部、北部、東北部海上都

有大雨發生，台灣本島只有南部地區有微弱的雷達回波。WRF模式 36小時預報

（初始時間為 2005年 6 月 15 日 0000UTC）顯示，成員 W1～W3（圖 2.1.7b～

圖 2.1.7d）在台灣西南方的海面風場已轉為南風，所以使模式鋒面北移；在降水

模擬部份以成員 W2 模擬（圖 2.1.7c）最好，成員 W3（圖 2.1.7d）對台灣西南外

海的對流模擬比觀測偏弱太多，成員 W1（圖 2.1.7b）則是完全沒有模擬出台灣

西南外海的對流。WRF模式24小時模擬（初始時間為2005年6月15日1200UTC）

可看出 W2、W3（圖 2.1.8c、圖 2.1.8d）已經可以模擬出接近觀測的台灣西南外

海對流，模擬結果比前一組初始時間為 2005年 6 月 15日 0000UTC好，而 W1

（圖 2.1.8b）依舊無法模擬出台灣西南外海的對流系統。 

因此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WRF模式對此波梅雨鋒面個案不論是鋒面位置、

降雨型態都有相當不錯的模擬成效，而且使用 NCEP GFS + 3dvar（編號 W2）比

使用 NCEP GFS（編號 W3）初始場的模擬對大雨的模擬有更好的成效，而使用

CWB GFS（編號 W1）初始場的模擬在各方面都比其他兩成員差。 

2.22.22.22.2        海棠海棠海棠海棠（（（（HaitangHaitangHaitangHaitang））））颱風颱風颱風颱風    

至今年 10月底止西太平洋地區共形成 3 個強烈颱風而且都曾登陸台灣，其

命名分別是海棠(Haitang)、泰利（Talim）、龍王（Longwang）。我們在此選取

登陸前於花蓮外海打轉的海棠颱風個案為例，說明 3 個 WRF中尺度即時數值報

系統的預報表現。 

根據氣象局記錄「海棠颱風 7 月 12日在關島北北西方生成後，快速向西南

西轉西北方向移動。7 月 18日清晨接近台灣時，在花蓮外海逆鐘向打轉一圈後，

於當日 14 時 50 分左右於宜蘭東澳附近登陸，22 時左右於苗栗後龍附近進入台

灣海峽，繼續向西北移動。19日 18時在馬祖附近進入大陸，隨後於 20日 20時

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此颱風造成台灣地區多處交通中斷、農漁牧損失約 38



 

2-3 
 

億，並且有多人傷亡。 

從 2005071512～2005171800UTC的模擬颱風路徑圖（圖 2.1.9）顯示以

2005071512UTC為初始時間搭配 CWB GFS（編號 W1）、NCEP GFS（編號 W3）

初始場這兩組模擬早就預測颱風將會登陸臺灣地區，而且從 2005071700UTC之

後使用 CWB GFS、NCEP GFS +3dvar（編號 W2）、NCEP GFS初始場的 WRF模

式預報都指出颱風會從花蓮、宜蘭間登陸，這與觀測的颱風路徑（圖 2.1.10）相

當符合。使用不同初始場對颱風路徑模擬的表現也有所不同，使用 NCEP 

GFS+3dvar初始資料在 2005071512、2005071600UTC預報的颱風路徑（圖 2.1.9a、

圖 2.1.9b）偏北，但是在 2005071512～2005071800UTC初始時間的路徑預報（圖

2.1.9a～圖 2.1.9f）表現都是最好、最接近觀測；使用 CWB GFS、NCEP GFS初

始資料在 2005071512～2005071612UTC初始時間的路徑預報都比觀測偏南，；

另外，不論 W1、W2、W3 都是以 2005071700為初始時間的颱風路徑模擬的最

接近觀測，因此選取此組模擬作為分析。 

從 2005071802LST的紅外線色調加強雲圖（圖 2.1.11a）看到颱風眼清晰可

辨，颱風位置在花蓮東方海面上，颱風暴風邊緣已經接觸臺灣陸地，從雷達回波

圖（圖 2.1.11b）可見此時臺灣地區東北部及颱風眼牆周圍有較強降水，從累積

雨量圖（圖 2.1.11c）顯示 7 月 18日 00～02時（LST）臺灣地區的雨量以東北部

山區最多。我們以 2005071700UTC為初始時間的 18 小時模擬結果（圖 2.1.11d

～圖 2.1.11f）顯示成員 W1～W3 的颱風位置皆與觀測十分接近，但是 W2、W3

模擬的颱風眼範圍過大，但是 W2、W3 模擬的降水區域與雷達回波觀測較相似，

僅臺灣東北部有及颱風眼牆周圍有較強降水。 

在 2005071805LST時從紅外線色調加強雲圖（圖 2.1.12a）看到颱風中心已

經往西北移動到接近花蓮、宜蘭交界外海處，雷達回波圖（圖 2.1.1b）顯示此時

較強降水區除了發生在臺灣東北部、颱風眼牆周圍之外，臺灣南部地區也開始發

生強烈降水。圖 2.1.12c～圖 2.1.12e是以 2005071700UTC為初始時間及 CWB 

GFS、NCEP GFS+3dvar、NCEP GFS初始場的 WRF模式 21小時模擬，從颱風

中心位置、颱風眼大小來看，則成員 W1 最接近觀測，W1～W3 的降水模擬都有

模擬出臺灣地區東北部、嘉南地區的降水，但是 W2、W3 對臺灣南部的降水模

擬偏弱。 

在 2005071808LST時，從紅外線色調加強雲圖（圖 2.1.13a）看不出颱風眼

位置，但看出海棠颱風已經籠罩臺灣地區，再根據雷達回波圖（圖 2.1.13b）顯

示颱風中心已經稍向南偏、位置在花蓮沿海，台灣東北部及南部有較大回波，從

7 月 18日 00～08LST的累積雨量圖（圖 2.1.13c）也看到臺灣東北部為第一大降

水區，嘉義、台南、高雄一帶為第二大降水區。從圖 2.1.13d～圖 2.1.13f可見成

員 W1～W3 都模擬出颱風中心在花蓮附近尚未登陸，W1 在台灣南部降水模擬比

比 W2、W3 多，這可能是因為 W1 在台灣南部模擬風場的西風分量較 W2、W3

強，因此在風場垂直地形的配合下，使得 W1模擬的對流發展較好，因此引發較

多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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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071811LST時，紅外線色調加強雲圖（圖 2.1.14a）顯示在海棠颱風

的第 3 象限開始有深對流形成，而颱風的第 1、2 象限對流發展較淺，從雷達回

波圖（圖 2.1.14b）則看到颱風眼在花蓮外海，而且颱風眼附近的回波比之前減

弱，現在最強回波區發生在台灣南部，也就是颱風的第 3 象限，我們猜想可能是

颱風的外圍引進潮濕的西南氣流，導致台灣南部發生深對流而有強烈降水。從圖

2.1.14c～圖 2.1.14e發現成員 W1～W3 都有模擬出這波台灣南部的強烈降水，但

是此時 W1 模擬的颱風中心已經移動至台中、南投山區，比觀測的颱風移動較

快，W2、W3 的模擬颱風眼範圍比 W1 大，從氣壓場很難判定颱風中心位置，因

此我們從風場判斷颱風中心應該已經登陸在花蓮市，而且 W2、W3 的模擬降水

都集中在颱風外圍。 

從 2.1.15a的紅外線色調加強雲圖看到 2005071814LST在台灣北部、西北部

的對流系統幾乎不見，只有花蓮地區和台灣南部還有對流胞繼續發展，雷達回波

圖（圖 2.1.15b）上看來颱風中心已經移動至桃園、新竹一帶外海，而且台灣北

部的降水已經停歇，台灣南部及花蓮有較強回波。再從 2005071800～

2005071814LST的累積雨量圖（圖 2.1.15c）與圖 2.1.13c比較發現台灣南部的降

水正在快速增加。從圖 2.1.15d可見成員 W1 的颱風中心將從台中附近出海，而

且 W1 的降水模擬和圖 2.1.15b的雷達回波相似，颱風第 2 象限對流減弱、降水

不明顯，但是台灣南部有豪大雨。成員 W2、W3（圖 2.1.15d、圖 2.1.15e）的颱

風中心模擬位置大約在南投山區，模擬颱風的移動速度落後觀測，成員 W2、

W3 雖然有模擬出颱風第 3 象限的大雨，但是模擬的降水位置偏西、偏南，這可

能是這 2 成員的颱風眼範圍模擬太大、颱風中心比觀測略微偏南所導致。 

2.3 2.3 2.3 2.3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總而言之，WRF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以 NCEP GFS+3dvar初始資料（編

號 W2）的颱風路徑預報最好，且以 2005071700UTC為初始時間則不論使用 CWB 

GFS、NCEP GFS+3dvar、NCEP GFS初始資料對海棠颱風的路徑模擬都相當接

近觀測，但使用 NCEP GFS+3dvar、NCEP GFS初始資料的颱風模擬移動速度比

觀測稍微偏慢。在降水模擬方面，3 個成員對臺灣東北部、北部的降水模擬都表

現不錯，而使用 CWB GFS初始資料對颱風登陸後在台灣南部的降水模擬表現較

好，使用 NCEP GFS+3dvar、NCEP GFS初始資料在台灣南部的降水模擬則偏弱。

至於 3 個 WRF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的氣象場及降水預報校驗，我們會在第 4

章另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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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1.1  2005年 6 月 13日 20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61200UTC為初始

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36小時預報。（a）東亞地區 GEOS9紅外線

色調加強衛星雲圖；（b）以 CWB GFS為初始場的過去 12小時累積降

水預報；（c）以 NCEP AVN+3dvar為初始場的過去 12小時累積降水預

報；（d）以 NCEP AVN為初始場的過去 12小時累積降水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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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1.2  2005年 6 月 13日 20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61212UTC為初始

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24小時預報。（a）台灣地區雷達回波合成

圖；（b）以 CWB GFS為初始場的過去 12小時累積降水預報；（c）以

NCEP AVN+3dvar為初始場的過去 12小時累積降水預報；（d）以 NCEP 

AVN 為初始場的過去 12小時累積降水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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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1.3  同圖 2.1.1，但為 2005 年 6 月 14 日 20 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61300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36小時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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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1.4  同圖 2.1.2，但為 2005 年 6 月 14 日 20 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61312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24小時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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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1.5  同圖 2.1.1，但為 2005 年 6 月 15 日 20 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61400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36小時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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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1.6  同圖 2.1.2，但為 2005 年 6 月 15 日 20 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61412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24小時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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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1.7  同圖 2.1.1，但為 2005 年 6 月 16 日 20 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61500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36小時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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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2.1.8  同圖 2.1.2，但為 2005 年 6 月 16 日 20 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61512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24小時預報。 



 

2-13 
 

(a)  (b)  

(c)  (d)  

(e)  (f)  

圖 2.1.9 WRF模式成員 W1～W3 及其系集平均（EM）的 72小時預測颱風路徑。

（a）以 2005071512UTC為初始時間的預報；（b）以 2005071600UTC

為初始時間的預報；（c）以 2005071612UTC為初始時間的預報；（d）

以 2005071700UTC為初始時間的預報；（e）以 2005071712UTC為初始

時間的預報；（f）以 2005071800UTC為初始時間的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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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0  2005年 7 月 11日 00時～20日 06時（UTC）的海棠颱風觀測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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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 2.1.11 2005年 7 月 18日 02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71700UTC為初始

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18小時預報。（a）東亞地區 MTSAT 紅外線

色調加強衛星雲圖；（b）臺灣地區雷達回波合成圖；（c）累積雨量圖；

（d）以 CWB GFS為初始場的過去 3 小時累積降水預報；（e）以 NCEP 

AVN+3dvar 為初始場的過去 3 小時累積降水預報；（f）以 NCEP AVN

為初始場的過去 3 小時累積降水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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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 2.1.12 2005年 7 月 18日 05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71700UTC為初始

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21小時預報。（a）東亞地區 MTSAT 紅外線

色調加強衛星雲圖；（b）臺灣地區雷達回波合成圖；（c）以 CWB GFS

為初始場的過去 3 小時累積降水預報；（d）以 NCEP AVN+3dvar為初始

場的過去 3 小時累積降水預報；（e）以 NCEP AVN為初始場的過去 3

小時累積降水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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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e)  
 

圖 2.1.13  同圖 2.1.11，但為 2005 年 7 月 18 日 08 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71700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24小時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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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 2.1.14  同圖 2.1.12，但為 2005 年 7 月 18 日 11 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71700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27小時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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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 2.1.15  同圖 2.1.11，但為 2005 年 7 月 18 日 14 時(LST)的觀測資料及以

2005071700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 30小時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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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3333章章章章 數值天氣預報系統之評估數值天氣預報系統之評估數值天氣預報系統之評估數值天氣預報系統之評估 

3.13.13.13.1 中尺度模式中尺度模式中尺度模式中尺度模式與與與與探空測站之氣象探空測站之氣象探空測站之氣象探空測站之氣象參數參數參數參數校驗校驗校驗校驗    

本節針對 2004年梅雨季的 6 個 WRF模式模擬之成員（參見表 3.1.1）進行

敏感度測試，並且與探空測站之重力位高度（Z）、水平風（U、V）、溫度（T）、

濕度（Q）等氣象參數進行校驗。其中以 P01成員為對照組，使用 NCEP GFS模

式做為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YSU邊界層參數化法（Yonsei University scheme）、

WRF Single-Moment 5-class scheme的微物理參數化法（簡稱 WSM-5class）、

Kain-Fritsch （new Eta） scheme的積雲參數化法為物理模組進行模擬。模式模

擬範圍分為二個網域，垂直解析度為 31層。domain 1水平解析度為 45 km，範

圍包括青康藏高原，格點數為 140 × 105；domain 2水平解析度為 15 km，範圍

以台灣附近為主，包含了福建武夷山以及一小部分的呂宋島，其格點數為 100 × 

100。 

實驗組包含 C01 ~ C05五個成員，分別在垂直解析度、domain 1模擬範圍、

增加高解析度 domain 3模擬、使用資料同化的初始資料等進行敏感度測試，探

討不同的模式設定與初始資料對於 WRF模式模擬的影響。其中 C01為提高垂直

解析度至 37層，而 C02則是減少解析度至 25層；C03將 domain 1的模擬範圍

向東延伸 40個格點，格點數增為 180 × 105；C04增加 domain 3，水平解析度

為 5 km，格點數為 103 × 121；C05則改變初始資料，使用 NCEP GFS模式資料

加上地面測站與探空測站資料的三維變分資料同化。 

校驗方法如去年，針對初始場（00 時）、預報 12 時、預報 24 時、預報 36

時、預報 48 時，將各成員模擬結果內插至探空測站，再分析各標準氣壓層上重

力位高度（Z）、水平風場（U、V）、溫度場（T）、濕度場（Q），所分析之標準

層包含 1000 hPa、925 hPa、850 hPa、700 hPa、500h Pa、400 hPa、300h Pa、250hPa、

200 hPa、150 hPa、100 hPa、70 hPa、50 hPa，共計 13層，然後將各標準層氣象

變數的模式內插值減去測站觀測值，即為誤差。將各測站誤差平均後得到平均誤

差，並計算其均方根誤差。校驗結果中，將 C04單獨出來，將 domain 2與 domain 

3 的結果彼此相互比較，而其它成員則針對 domain 1、domain 2範圍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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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RF 模式之垂直解析度模式之垂直解析度模式之垂直解析度模式之垂直解析度、、、、模擬範圍以及初始條件的模擬範圍以及初始條件的模擬範圍以及初始條件的模擬範圍以及初始條件的校驗分析校驗分析校驗分析校驗分析 

本小節針對 P01、C01、C02、C03、C05這五個成員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

差加以分析。分析各成員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隨氣壓層的變化外，同時也分析

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等壓面上的水平分佈。以下將針對重力位高度、水平

風、溫度、濕度等氣象參數來分析。 

 

1....重力位高度之校驗分析重力位高度之校驗分析重力位高度之校驗分析重力位高度之校驗分析    

圖 3.1.1是 C01、C02、C03、C05、P01五個成員所模擬的重力位高度，在

domain 1、domain 2上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高度上的變化。圖中可以看出

五個成員的重力位高度的平均誤差皆為負偏差，且誤差隨高度而增加。在 domain 

1，低層誤差約為-3 ~ -5 m，高層約達-16 ~ -22 m。而 domain 2低層誤差約-7 ~ -9 

m，高層約-17 ~ -28 m。整體上來說，以 C03在中、低層的誤差最小，與其它成

員約差 1 ~ 2 m。而 C01、C02在中低層（700 hPa）以上分別在 P01的兩側，高

垂直解析度的 C01 誤差較小，其次是 P01，低解析度的 C02 誤差則較大。C05

在 700 hPa以下與 C01、C02、P01的平均誤差相近，以上則與 C03相近。均方

根誤差方面，五個成員的曲線皆十分相近。但 C03仍為誤差較小者，C01誤差略

小於 P01，C02誤差則略大於 P01。 

若針對不同預報時間，圖 3.1.2、3.1.3顯示了初始時、預報 24 時、預報 48

時各成員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高度上的變化。可以發現在初始時平均誤差

在 domain 1的低層略為有正偏差，700 hPa以上則為負偏差，誤差同樣隨高度而

增加，在 150 hPa可達-25 m。Domain 2則全為負偏差，150 hPa上的誤差可達 35 

m。C03與 P01的曲線相當接近，而加上 3D-VAR 的 C05則是誤差最小者。隨著

預報時間增加，誤差隨高度增加的趨勢較不明顯，整層誤差趨於一致，低層誤差

隨時間增加，高層則隨時間減少。在預報 24時，domain 1在 250 hPa以下的平

均誤差在-15 ~ -4 m之間，domain 2在 250 hPa以下的平均誤差則在-18 ~ -5 m之

間。預報 48時，domain 1在 250 hPa以下的平均誤差在-2 ~ -10 m之間，而 domain 

2 在 250 hPa以下的平均誤差則是在-17 ~ -5 m之間。 

均方根誤差也可以看出此種趨勢。domain 1的均方根誤差範圍在初始時為 7 

~ 39 m之間，而預報 48時則為 15 ~ 38 m之間，domain 2的均方根誤差範圍在

初始時為 8 ~ 45 m之間，到了預報 48時則為 16 ~ 38 m之間。這種趨勢在平均

誤差的時間序列圖（圖 3.1.4）中能更清楚的顯示，隨著預報時間增加，高低層

誤差的差異隨之減小。 

 

2....水平風之校驗分析水平風之校驗分析水平風之校驗分析水平風之校驗分析    

水平風之校驗分析，將之分為東西向水平風與南北向水平風二個分量來加以

分析。圖 3.1.5為東西向水平風在 domain 1、domain 2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

的表現。圖中可以看到在 domain 1，各成員的平均誤差較小，約在-0.6 ~ 0 m/s

之間，各氣壓層間差異較小。而 domain 2則是在低層有較大的負偏差，在 1000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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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5 m/s，500 hPa約為-0.4 m/s，高層為正偏差，皆小於 1.0 m/s。整體看來，

在低層的負偏差以 C05的誤差較小，而高層卻是 C05的正偏差較大。在中層，

C01、C02、C03與 P01十分相近。但高層 C01的正偏差較 P01來得大，在低層

C01的負偏差也較 P01來得大；而 C02在高層的正偏差卻較 P01來得小，在低

層的負偏差也較 P01小，但差距皆不超過 0.1 m/s。 

均方根誤差方面，可以看到中低層的均方根誤差較小，在 400 hPa以上，均

方根誤差隨高度增加。domain 1之均方根誤差範圍在 3.2 ~ 4.1 m/s之間，domain 

2 則是在 2.9 ~ 3.5 m/s之間。雖然 domain 1的平均誤差較 domain 2小，但其均方

根誤差則較 domain 2大。 

若針對不同預報時間看來（圖 3.1.6、3.1.7），在 domain 1的初始時，各成員

的誤差皆不超過-1.0 m/s，各氣壓層的差異不大。只有 C05與其它成員稍稍不同，

在 400 ~ 300 hPa之間其負偏差較其它成員稍微大了一點，但整體上平均誤差均

較其它成員來得小。隨著預報時間增加，各成員在低層的負偏差也增加，到了預

報 48時，低層平均誤差約達-0.6 m/s。Domain 2的初始時，各成員的負偏差略大

於 domain 1，各氣壓層的差異仍舊很小，而 C05同樣為誤差較小的成員。隨著

預報時間增加，在預報 24時 400 hPa以上，各成員皆有正偏差，誤差隨高度增

加，150 hPa的平均誤差約為 1.2 m/s；400 hPa 以下則為負偏差，誤差隨高度減

少，1000 hPa的平均誤差約為-2.0 ~ -1.5 m/s；而 C05仍為誤差最小的成員。到了

預報 48時，1000 ~ 300 hPa間皆為負偏差，而 300 hPa以上則為正偏差，可以看

出預報 48時，低層的負偏差增大，高層的正偏差有減小的趨勢。 

均方根誤差方面，無論 domain 1還是 domain 2，均方根誤差隨高度的趨勢

皆以 200 hPa為誤差最大層，而其它氣壓層的差異較小。初始時皆以 C05的均方

根誤差為最小，而後隨著時間增加，各成員的均方根誤差也隨之增加，C05與其

它成員的差異也漸漸變小。 

而在南北方向水平風上，圖 3.1.8呈現了其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 domain 

1、domain 2上隨高度的趨勢。可以看到南北方向水平風與東西方向水平風大致

相似，在 domain 1各氣壓層間的差異不若 domain 2來得大，但其高層正偏差較

東西方向水平風來得明顯。均方根誤差上可以看到在 925 ~ 700 hPa之間有較小

的均方根誤差，domain 1約為 3.2 m/s，domain 2則約為 2.9 m/s。700 hPa之上，

均方根誤差隨高度增加，在 200 hPa有最大的均方根誤差，domain 1約為 4.8 m/s，

domain 2則為 4.4 m/s。 

圖 3.1.9、3.1.10則針對不同預報時間，分析南北方向水平風之平均誤差與均

方根誤差。圖中可以看到在初始時，domain 1與 domain 2各成員皆有正偏差，

domain 1誤差不超過 0.5 m/s，domain 2誤差不超過 1.0 m/s，C05仍為誤差最小

的成員。隨著預報時間增加，在低層有負偏差且隨時間增加，高層的正偏差也有

隨時間增加的趨勢。到了預報 48時，domain 2的 1000 hPa平均誤差約為-1.4 m/s，

而 150 hPa的平均誤差則為 1.6 m/s。均方根誤差與東西方向水平風相似，在低層

較小，高層較大。初始時仍以 C05 誤差最小，隨著預報時間增加，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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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隨之增加。 

 

3.溫度之校驗分析溫度之校驗分析溫度之校驗分析溫度之校驗分析    

圖 3.1.11為各成員在 domain 1、domain 2所模擬之溫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

誤差表現。圖中可看出，在 250 hPa以下，domain 1的平均誤差不超過 0.3℃，

而在 domain 2則不超 0.5℃。在 250 hPa以上平均誤差則有相當明顯的負偏差，

到了 150 hPa domain 1與 domain 2的平均誤差都有約-0.7 ~ -0.8℃左右的負偏

差。在 850 hPa以上為正偏差，C05的正偏差較其它的成員來得大。而在均方根

誤差方面，中層誤差較小，domain 1在 400 hPa約為 1.2℃，domain 2則為 1.1℃；

高、低層誤差較大，150 hPa在 domain 1約為 2.0℃，domain 2則為 1.7℃，1000 

hPa在 domain 1為 2.0℃，domain 2為 1.6℃。 

若針對不同的預報時間（圖 3.1.12、圖 3.1.13），在 domain 1 初始時可以

看到大部分的成員皆為負偏差，而 C05 的誤差明顯較小。隨著預報時間增加，中

層的正偏差出現，且隨時間增加，高層負偏差也隨預報時間增大。預報 24 時 500 

hPa 的平均誤差約為 0.3℃，預報 48 時則約為 0.7℃；以而 150 hPa 在預報 24

時平均誤差約為-1.0℃，預報 48 時則為-1.2℃。而在 domain 2 初始時，各成員

在中層的負偏差較大，C01 ~ C03 與 P01 在 300 hPa 可達-0.7℃，而 C05 則為-0.3

℃。隨著預報時間增加，中層出現正偏差，且正偏差隨時間增加，低層的負偏差

則較 domain 1 來得明顯，低層負偏差也會隨著預報時間而增加。 

在均方根誤差方面，初始時 C05 的均方根誤差明顯的較小，在 domain 1 均

方根誤差範圍介於 0.7 ~ 1.5℃之間，domain 2 的均方根誤差範圍則為 0.7 ~ 1.4

℃之間。其它成員在 domain 1 則是介於 1.0 ~ 1.4℃之間，domain 2 為 0.8 ~ 1.4

℃之間。而隨預報時間增加，C05 與其它成員的差異減小。Domain 1、domain 2

的均方根誤差皆以中層較小，高、低層較大，且各氣壓層之均方根誤差隨預報時

間增加而增加。在預報 48 時，domain 1 的 150 hPa 與 1000 hPa 之均方根誤差

皆約 2.2℃，domain 2 則較小，約 1.9℃。 

 

4....濕度之校驗分析濕度之校驗分析濕度之校驗分析濕度之校驗分析    

在濕度校驗分析中，可以看到各成員的平均誤差相當接近（圖 3.1.15），大

致上，在 500 hPa以下為負偏差，以上為正偏差。C01在 925 hPa以下較 P01誤

差偏正估，而 C02則偏負估，在 domain 1的 1000 hPa，C01平均誤差約為 0.1 g/kg，

而 C02則約為 0.2 g/kg，P01則是約 0.05 g/kg。domain 2的 1000 hPa上，C01的

平均誤差約為-0.1 g/kg，C02約為-0.3 g/kg，P01則為-0.15 g/kg。在均方根誤差上

除了 C05的均方根誤差較小之外，其它成員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在低層，domain 

1 在 1000 ~ 850 hPa間，均方根誤差約 1.8 g/kg，而 domain 2在 1000 ~ 700 hPa

間的均方根誤差則在 1.2 ~ 1.8 g/kg之間。 

針對不同預報時間（圖 3.1.16、圖 3.1.17），在初始時與其它參數相似，以

C05有最小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以 925 hPa為例，domain 1中 C05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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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約為 0.1 g/kg，domain 2中則約為 0.25 g/kg。Domain 1的平均誤差隨預報時

間增加並沒有太大變化，低層隨時間有負偏差，但不超-0.3 g/kg。而在 domain 2

的初始時，各成員在低層皆為正偏差，誤差大約 0.3 g/kg左右。到了預報 24時

低層出現負偏差，各成員在 925 hPa的平均誤差約為-0.3 g/kg，此負偏差隨預報

時間增加到了預報 48時，925 hPa的平均誤差仍約為-0.3 g/kg，但 700 hPa則由

預報 24時的-0.3 g/kg增加到-0.5 g/kg。 

均方根誤差方面，C05在初始時 925 hPa的均方根誤差約為 1.4 g/kg，其餘

成員則約為 1.6 g/kg。隨著預報時間增加，低層的均方根誤差也隨之增加。而 C05

與其它成員的差異則逐漸減小。初始時各成員在 925 hPa的均方根誤差約為 1.6 

g/kg，到了預報 24時則增加為 1.8 g/kg，預報 48時更增為 2.0 g/kg。 

 

b. WRF 提高水平解析度之校驗分析提高水平解析度之校驗分析提高水平解析度之校驗分析提高水平解析度之校驗分析 

本節將針對C04所模擬的domain 2與domain 3模擬結果，內插至位於domain 

3 的探空測站，共九個探空測站上，與探空測站實際觀測之重力位高度、水平風、

溫度、濕度進行校驗，校驗方法同上一節。 

 

1.重力位高度之校重力位高度之校重力位高度之校重力位高度之校驗分析驗分析驗分析驗分析 

圖 3.1.18即為 C04在 domain 2與 domain 3重力位高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

誤差的比較。圖中可以看到基本上，平均誤差的趨勢與其它成員大致相同，負偏

差隨高度增加。而 domain 2的平均誤差較 domain 3約大了 1.5 m，domain 2在

1000 hPa的平均誤差約為-9.0 m，domain 3則約為-7.5 m，到了高層兩者的差異

減小，在 150 hPa平均誤差皆約為-26 m。均方根誤差也有隨高度增加的趨勢，1000 

hPa domain 2的均方根誤差約 15.0 m，domain 3則約為 13 m，在 150 hPa，則皆

約為 42 m左右。 

圖 3.1.19、圖 3.1.20、圖 3.1.21分別為初始時、預報 24時、預報 48時 C04

的 domain 2與 domain 3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可以看到以初始時來說，平

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隨高度增加的趨勢相當明顯，domain 2在 1000 hPa的平均

誤差約為 0.0 m，domain 3約為 2 m，在 150 hPa，domain 2的平均誤差超過-35 m，

而 domain 3則約為-35 m。均方根誤差方面，domain 2在 1000 hPa約為 7.5 m，

domain 3則約為 6 m，在 150 hPa上，domain 2與 domain 3的均方根誤差約為 45 

m。 

隨著預報時間增加，低層的平均誤差呈負偏差，且此負偏差隨預報時間增加

而增加，預報 24時 1000 hPa的平均誤差約為-10 m，預報 48時則約為-16 m，而

高層的負偏差卻隨時間增加而減少，預報 24時 150 hPa的平均誤差約為-25 m，

預報 48時則為-12 m。大致上來說，domain 2與 domain 3的平均誤差相差無幾。

而均方根誤差趨勢也如平均誤差，在低層有隨時間增加的趨勢，而高層則是隨時

間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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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平風之校驗分析水平風之校驗分析水平風之校驗分析水平風之校驗分析 

圖 3.1.22為 domain 2、domain 3在東西方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

差。可以看到在 400 hPa以上有小於 1.0 m/s的正偏差，以下則為負偏差，負偏

差不超-2.0 m/s。大致上來說，在低層 domain 2的平均誤差較大，與 domain 3相

比可差約 1.0 m/s。均方根誤差則是在中層有一較小值約 2.9 m/s，高、低層則較

大，約 4.0 m/s。在低層明顯的是以 domain 2的均方根誤差值較大。 

圖 3.1.23、圖 3.1.24、圖 3.1.25則是不同預報時間 domain 2、domain 3的平

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的表現。可以看到在初始時，低層已有負偏差約-1.3 m/s，

高層則有正偏差，250 hPa約為 1.0 m/s，且兩個 domain的平均誤差相當接近。

均方根誤差在高、低層約 3.0 m/s，中層較小，約 1.7 m/s，domain 2的均方根誤

差較 domain 3稍微大一些。隨著預報時間增加，低層負偏差與高層正偏差皆隨

之增加。在低層很明顯的可以看出 domain 2的負偏差約較 domain 3的負偏差大

1.0 m/s，1000 hPa處，二者的平均誤差皆約-2.4 m/s，高層兩者的平均誤差較接

近，在 200 hPa約 1.3 m/s。均方根誤差則隨時間增加而增加。預報 24時到 48時，

中層的均方根誤差從 2.8 m/s增加到 3.2 m/s。而 domain 2與 domain 3的在低層

的差異也隨時間增加。 

圖 3.1.26為 domain 2、domain 3在南北方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

的差現。與東西方向水平風相似，在低層為負偏差，domain 2的平均誤差較大，

在 1000 hPa約-2.5 m/s，domain 3則為-1.4 m/s，高層的正偏差兩者的差異較小，

在 200 hPa約為 2.2 m/s。均方根誤差在 700 hPa有較小值。約 2.8 m/s，高層 200 

hPa約 4.5 m/s，而低層兩者差異較大，domain 2約 4.8 m/s，domain 3則約為 4.0 

m/s。 

圖 3.1.27、圖 3.1.28、圖 3.1.29為不同預報時間 domain 2、domain 3的平均

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初始時，兩者的平均誤差相近，1000 hPa約為-1.0 m/s，

200 hPa約為 1.6 m/s。隨著預報時間增加，低層的負偏差也隨之增大。預報 24

時，domain 2在 1000 hPa的平均誤差約-3.0 m/s，domain 3約為-1.4 m/s。而預報

48時，domain 2在 1000 hPa的的平均誤差超過 3.0 m/s，domain 3則約為-1.6 m/s。

均方根誤差在初始時兩者也相當接近，均方根誤差範圍在 2.0 ~ 3.6 m/s之間，但

domain 2約比 domain 3大了 0.2 ~ 0.3 m/s。隨著時間增加，均方根誤差也隨之增

加，且 domain 2與 domain 3在低層的差異也隨之增大。預報 24時 domain 2在

1000 hPa的均方根誤差約為 5.2 m/s，domain 3約為 4.3 m/s。到了預報 48時，

domain 2與 domain 3在 925 hPa的差異則約為 1.3 m/s。 

 

3.溫度之校驗分析溫度之校驗分析溫度之校驗分析溫度之校驗分析 

圖 3.1.30為 domain 2與 domain 3在溫度上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可以

看到平均誤差上 domain 2與 domain 3相當接近，低層有約 0.5℃的負偏差，中層

則有約 0.3℃的正偏差。均方根誤差範圍為 1.0 ~ 1.8℃，中層均方根誤差較小，

高、低層則較大，另外 domain 2的均方根誤差較 domain 3的均方根誤差來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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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0.1℃的差異。 

圖 3.1.37為 domain 2與 domain 3在初始時溫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

可以看到在初始時，溫度的平均誤差在低層有約 0.5℃的正偏差，而高層在 300 

hPa有約-0.8℃的負偏差。而初始時的均方根誤差範圍則大約在 0.8 ~ 1.6℃之間，

925 hPa以下均方根誤差較其它層大。隨著預報時間增加，預報 24時（圖 3.1.32）

850 hPa以下平均誤差即呈負偏差，約有-0.8℃的誤差，而 700 hPa與 250 hPa則

有約 0.5℃的正偏差，高層 150 hPa則有近-1.2℃的負偏差存在。預報 48時（圖

3.1.33）低層的負偏差仍約-0.8℃，而中層的正偏差則增加到約 0.4 ~ 0.7℃。均方

根誤差也有隨時間增加而增加的趨勢。預報 24、48時 domain 2在低層的均方根

誤差皆較 domain 3大。 

 

4.濕度之校驗分析濕度之校驗分析濕度之校驗分析濕度之校驗分析 

圖 3.1.34為 domain 2與 domain 3在濕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可以看

到在低層 925 hPa以下，domain 2有些許正偏差，而 domain 3則為負偏差。在

700 hPa處二者皆有約-0.7 g/kg的負偏差。而均方根誤差在 850 ~ 700 hPa較大，

約為 2.0 g/kg，domain 2的均方根誤差在 700 hPa以下較 domain 3大，之上則幾

乎相同。 

圖 3.1.35、圖 3.1.36、圖 3.1.37則為 domain 2、domain 3在不同預報時的濕

度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可以看到在 925 hPa以下有約 0.3 g/kg的正偏差，而

850 ~ 500 hPa則有 0 ~ -0.5 g/kg的負偏差。到了 500 hPa以上則為約 0.2 g/kg的

正偏差。隨著預報時間增加，中層的負偏差也隨之增加。低層的正偏差則漸漸趨

於負偏差。大致上來說，domain 2與 domain 3在 925 hPa以下的差異較明顯，約

有 0.2 ~ 0.5 g/kg的差異。均方根誤差方面，同樣隨預報時間增加而增加。均方根

誤差最大的 700 hPa，在預報 24時均方根誤差約為 2.1 g/kg，預報 48時則增為約

2.3 g/kg，低層仍是以 domain 2的均方根誤差較大。 

 

c.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雖然各成員間差異不大，但仍能看出不同設定對模擬結果的

影響。垂直解析度上的差異在各個參數的預報上皆有不同影響。在重力位高度

上，垂直解析度較差的 C02，其表現較垂直解析度高的 C01來得差，且此差異主

要表現在中、高層。而 domain 1向東延伸的 C03，在重力位高度上的確比對照

組 P01表現來得好。但表現最好的是加入 3D-VAR 的 C05，無論是平均誤差或均

方根誤差，都是表現最好的一組。在水平風方面，垂直解析度的差異並未造成太

大差異，主要與對照組的差異主要是在高層和低層，但差異不超過 0.2 m/s。而

C03與對照組差異也不大。C05主要與 P01相差在初始場，在初始場 C05表現相

當良好。而隨著預報時間增加，其與其它成員的差異減小，但仍是表現最好的一

個。溫度場與濕度場上，垂直解析度較高的 C01其誤差較 C02來得小，主要差

異在低層，尤其是在 925 hPa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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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水平解析度（domain 3）與對照組的差異，在重力位高度很明顯的可以

看出提高水平解析度其誤差的確降低。在水平風方面也是如此，且在 700 hPa以

下高度更為明顯。溫度方面不若重力位高度與水平風明顯，但也可看出 domain 3

的模擬結果，的確是較 domain 2來得好。而濕度方面則較微妙，大致上來說，

在低層高解析度的平均誤差甚至比對照組來得大，但是以均方根誤差來說，的確

是以高解析度的模擬結果較好。 

 

表 3-1-1 WRF模式敏感度測試之模擬範圍設定。 

 

  

 Initial data 

&Boundary data 

垂直 

解析度 

Domain 1 Domain 2 Domain 3 

P01 NCEP GFS 31 140 ×105  100 × 100 × 

C01 NCEP GFS 37 140 ×105  100 × 100 × 

C02 NCEP GFS 25 140 ×105  100 × 100 × 

C03 NCEP GFS 31 180 ×105 100 × 100 × 

C04 NCEP GFS 31 140 × 05  100 × 100 103 × 121 5 

km 

C05 NCEP GFS + 3DVAR 31 140 × 05  100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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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d)  
 
圖 3.1.1  C01~C03與 C05、P01五個 WRF模式敏感度測試成員，其重力位高度

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各氣壓層的表現。(a) domain 1的平均誤差；

(b)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 domain 1的均方根誤差；(d) domain 2的

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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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e)   

(c)  (f)   
圖 3.1.2  C01~C03、C05與 P01在不同預報時間 domain 1的重力位高度之平均

誤差與均方根誤差的表現。(a)初始時的平均誤差；(b)預報 24時的平均

誤差；(c)預報 48 時的平均誤差；(d)初始時的圾方根誤差；(e)預報 24

時的均方根誤差；(f)預報 48時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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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e)  

(c)   (f)  

圖 3.1.3  同圖 3.1.2，但為 dom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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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3.1.4  C01、C02、C03、C05在 domain 1上不同氣壓層（1000、850、500、

300 hPa）重力位高度的平均誤差隨時間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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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d  

圖 3.1.5  C01~C03與 C05、P01五個 WRF模式敏感度測試成員，其東西方向水

平風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各氣壓層的表現。(a) domain 1的平均誤

差；(b)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 domain 1的均方根誤差；(d) domain 2

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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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e)  

(c)    (f)  

圖 3.1.6  C01~C03、C05與 P01在不同預報時間 domain 1的東西方向水平風之

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的表現。(a)初始時的平均誤差；(b)預報 24時的

平均誤差；(c)預報 48時的平均誤差；(d)初始時的圾方根誤差；(e)預報

24時的均方根誤差；(f)預報 48時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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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e)  

(c)  (f)  

圖 3.1.7  同圖 3.1.6，但為 dom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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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d)  

圖 3.1.8  C01~C03與 C05、P01五個 WRF模式敏感度測試成員，其南北方向水

平風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各氣壓層的表現。(a) domain 1的平均誤

差；(b)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 domain 1的均方根誤差；(d) domain 2

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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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e)  

(c)  (f)  

圖 3.1.9  C01~C03、C05與 P01在不同預報時間 domain 1的南北方向水平風之

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的表現。(a)初始時的平均誤差；(b)預報 24時的

平均誤差；(c)預報 48時的平均誤差；(d)初始時的圾方根誤差；(e)預報

24時的均方根誤差；(f)預報 48時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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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e)  

(c)  (f)  

圖 3.1.10  同圖 3.1.9，但為 dom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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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d)  

圖 3.1.11  C01~C03與 C05、P01五個 WRF 模式敏感度測試成員，其溫度之平

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各氣壓層的表現。(a)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 domain 1的均方根誤差；(d) domain 2的均方

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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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e)  

(c)   (f)  

圖 3.1.12  C01~C03、C05與 P01在不同預報時間 domain 1的溫度之平均誤差與

均方根誤差的表現。(a)初始時的平均誤差；(b)預報 24時的平均誤差；

(c)預報 48 時的平均誤差；(d)初始時的圾方根誤差；(e)預報 24 時的均

方根誤差；(f)預報 48時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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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e)  

(c)   (f)  

圖 3.1.13  同圖 3.1.12，但為 dom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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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3.1.14  C01、C02、C03、C05在 domain 1上不同氣壓層（1000、850、500、

300 hPa）溫度的平均誤差隨時間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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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d)  

圖 3.1.15  C01~C03與 C05、P01五個 WRF 模式敏感度測試成員，其濕度之平

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各氣壓層的表現。(a)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 domain 1的均方根誤差；(d) domain 2的均方

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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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e)  

(c)   (f)  

圖 3.1.16  C01~C03、C05與 P01在不同預報時間 domain 1的濕度之平均誤差與

均方根誤差的表現。(a)初始時的平均誤差；(b)預報 24時的平均誤差；

(c)預報 48 時的平均誤差；(d)初始時的圾方根誤差；(e)預報 24 時的均

方根誤差；(f)預報 48時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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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e)  

(c)   (f)  

圖 3.1.17  同圖 3.1.16，但為 dom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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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18  C04在 domain 2、domain 3重力位高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a)

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a)  (b)  

圖 3.1.19  C04在 domain 2、domain 3初始時，重力位高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

誤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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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20  C04在 domain 2、domain 3預報 24時，重力位高度的平均誤差與均

方根誤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a)  (b)  

圖 3.1.21  C04在 domain 2、domain 3預報 48時，重力位高度的平均誤差與均

方根誤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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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22  C04在 domain 2、domain 3東西方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

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a)  (b)  

圖 3.1.23  C04在 domain 2、domain 3初始時，東西方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與均

方根誤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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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24  C04在 domain 2、domain 3預報 24時，東西方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

與均方根誤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a)  (b)  

圖 3.1.25  C04在 domain 2、domain 3預報 48時，東西方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

與均方根誤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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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26  C04在 domain 2、domain 3南北方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

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a)  (b)  

圖 3.1.27  C04在 domain 2、domain 3初始時，南北方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與均

方根誤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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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28  C04在 domain 2、domain 3預報 24時，南北方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

與均方根誤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a)  (b)  

圖 3.1.29  C04在 domain 2、domain 3預報 48時，南北方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

與均方根誤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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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30  C04在 domain 2、domain 3溫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a)平均誤

差；(b)均方根誤差。 

 

 

(a)  (b)  

圖 3.1.31  C04在 domain 2、domain 3初始時，溫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

(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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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32  C04在 domain 2、domain 3預報 24時，溫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

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a)  (b)  

圖 3.1.33  C04在 domain 2、domain 3預報 48時，溫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

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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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34  C04在 domain 2、domain 3濕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a)平均誤

差；(b)均方根誤差。 

 

(a)  (b)  

圖 3.1.35  C04在 domain 2、domain 3初始時，濕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

(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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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1.36  C04在 domain 2、domain 3預報 24時，濕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

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a)  (b)  

圖 3.1.37  C04在 domain 2、domain 3預報 48時，濕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

差。(a)平均誤差；(b)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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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3.2 3.2 中尺度模式與地面測站之校驗中尺度模式與地面測站之校驗中尺度模式與地面測站之校驗中尺度模式與地面測站之校驗    

在地面測站校驗的部分，統計 2004年梅雨季(5 月 15日～6 月 15日)所有的

WRF 模式的不同模式組態，計算在台灣地區 17 個地面測站(圖 3.2.1) 模擬結果

與實際觀測值之平均偏差(Bias)與均方根誤差(RMSE)，以分析 WRF 模式不同模

式組態下模擬結果對地面測站預報與實際觀測值之差異，分析之校驗變數有溫度

場(T)、風場(U、V)和水汽場(RH)。 

    

a.a.a.a.溫度場溫度場溫度場溫度場    

模式預報的地面測站溫度是使用模式 σ 層最低層的溫度，除了 C01 與 C02

分別為垂直 37 層與 25 層之外，其他組別皆為垂直 31 層。 

比較 C01~C05不同敏感度模式組態與控制組 P01在溫度場 Bias(圖 3.2.2a)

的表現來看，整體而言，所有群組之平均偏差值範圍約在-2.5～-3.5 之間，顯示

所有模式的預報溫度值均比地面觀測值之實際溫度要低，主要原因為所使用的模

式最低層溫度，高度距離地面仍有數十公尺之差異，因此模式預報溫度約比觀測

值平均低 2.5～3.5度以內。而每個模式的溫度在不同的預報時間的表現，普遍在

第 12 小時會出現誤差值最低的預報，其次為第 6 小時、24 小時、18 小時、36

小時、30小時、48小時及 42小時，基本上，隨著預報時間增加，Bias誤差會逐

漸增加，隨著不同預報時間的改變，在溫度場的 Bias呈現高低的波動，在 6、18、

30、42 小時會呈現較高的誤差值，而在 12、24、36 與 48 小時會呈現較低的誤

差值，對照到 RMSE(圖 3.2.2b)也有相同的特性，主要是因為溫度有最高最低溫

的日變化，而在溫度的模擬，通常較大的誤差來自於模擬最高最低值時，對極值

的掌握較差，而在預報的第 6、18、30、42小時，通常也是溫度最高最低值發生

的時間，模式的初始場時間為 00Z(08LST)與 12Z(20LST)，當初始時間為 00 Z開

始模擬，預報第 6 小時、18小時 即分別為 14 LST、02LST，若初始時間為 12Z

開始模擬，則預報第 6 小時、18小時則分別為 02 LST、14 LST，這兩個時間通

常為一日溫度最高值發生的時候(14 LST)，以及凌晨溫度逐漸降低，接近最低值

的時候(02 LST)，而預報第 12、24小時則分別為 20 LST或 08 LST，剛好介於最

高最低溫之間的中間地帶，因此預報的誤差自然偏低許多，造成溫度場的預報有

明顯的高低波動存在。溫度場的 RMSE(圖 3.2.2b)分布也類似於 Bias的情況，均

方根誤差值主要分布 2.6～3.6之間，與 Bias差距不大，顯示誤差來源與 Bias類

似，大部分為溫度場的低估，且隨著時間增加，RMSE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但

是 6 小時 RMSE與 12小時之差別很明顯，但是 Bias在 6 小時與 12小時的誤差

不大，顯示模式模擬初期在溫度部分可能還在調整，誤差來源不完全是受到高度

的影響。 

針對不同成員比較的部分，改變垂直解析度時，由於溫度是使用垂直最低層

的溫度，因此會對溫度場有很明顯的影響，C01為垂直 37層，C02為垂直 25層，

與垂直 31 層的 P01比較，可以發現在較高解析度的 C01，Bias 主要在-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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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而 P01主要在-2.7～-3.2之間，C02主要在-2.9～-3.5之間，有較高垂直解

析度的 C01 或許因為在低層有較好的解析度，以及比其他兩個成員的最低層的

高度要接近地面，因此誤差比其他兩組要低。C03為 Domain位置東擴，和 P01

比較，在 2004年的梅雨期間，對台灣地區的 17個測站的溫度預報結果並無較佳

的表現，每個時段的 Bias皆比 P01略高。C04為 3 層巢狀網格，模式的部分設

定為 no feedback，domain2的部分與 P01比較之結果，在每個時間的 Bias全部

高於 P01，顯示在 no feedback的設定時，誤差值會提高，但是在 domain3的部

分，誤差值較 P01明顯降低許多，在 6 小時與 12小時預報是表現最好的一組，

其他時間則略低於垂直高解析度的 C01，但是若與垂直皆為 31 層的成員比較，

高水平解析度很明顯的可以大幅改善模式對地面測站溫度預報的結果。C05為加

入 WRF-3DVAR 之結果，在溫度的方面，除了 6 小時的結果誤差值略高於 P01

之外，其他所有的預報時間之誤差值均較低，顯示加入 WRF-3DVAR 對溫度的

模擬的確有改進的效果。對照溫度場的 RMSE，結果也與 Bias呈現之特性類似。 

 

b.b.b.b.風場風場風場風場    

模式風場的部分是使用地面 10m 風(U、V)與地面觀測風場作比較。 

在東西向水平風場(U)的 Bias(圖 3.2.3a)主要分布在-0.8～-1.6 之間，誤差最

低值主要出現在預報第 6 小時，隨著預報時間增加，大約在預報 24小時誤差值

最大，然後誤差值又逐漸降低。對照 RMSE(圖 3.2.3b) 主要誤差範圍在 2.1～2.4

之間，第 6 小時、12 小時有較低的誤差值，其他時間因為差距相當小，所以則

較無明顯的特性分布。 

討論不同成員對東西向水平風場的表現，每個成員對風場都有表現不錯的預

報時間，但並沒有哪一個成員可以在所有預報時間都有最佳的表現，各有誤差減

少與增加的部分。改變垂直解析度的部分，垂直為 25層的 C02具有較低的垂直

解析度，但是對地面測站的東西向水平風場反而比垂直 31 層的 P01、以及高垂

直解析度的 C01有更好的表現，所有預報時間的 Bias分布範圍主要在-0.9～-1.3，

P01為-0.95～-1.5之間，C01則是在-1～-1.5之間。模式往東擴展(C03)對東西向

的水平風場，在某些預報時間有改進，對照 RMSE(圖 3.2.3b)的部分來看，雖然

並非所有的預報時間都是低於 P01，但整體而言，整個誤差值有稍微降低。而在

加入第三層巢狀網格的 C04，比較特別的是，在 Bias的部分，Domain2與 Domain3

都較 P01的誤差值要稍微偏高，但是在 RMSE的部分，6 小時、12 小時卻反而

都比 P01的誤差值要低。而在加入 WRF-3DVAR的 C05，在 6 小時以及 12小時

都有很明顯的改善效果，誤差值皆是各成員最低，之後的預報時間誤差值雖有增

加，但在預報 30 小時之前皆較 P01的誤差值低，對照 RMSE(圖 3.2.3b)，除了

18 小時的預報較高，在 6～36 小時的預報也都較 P01的值低，特別是在模式模

擬初期的 6 與 12小時有明顯的改善效果。RMSE顯示各組在東西向水平風場的

誤差相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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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成員的所有地面測站南北向水平風場(V)Bias的部分(圖 3.2.4a)，大部分

的誤差值隨預報時間增加而增加，在 6 小時會有最低的誤差值，在 48小時預報

則有最大的誤差值，誤差值主要分布在-1～-2.5之間，誤差來源可能為模式本身

風速的低估，或是模擬的水平風在南北向的表現偏向北風分量比例較高，也就是

模擬北風分量的速度較強或是模擬的南風分量較弱。對照 RMSE(圖 3.2.4b)，也

類似 Bias的情況，誤差值會隨預報時間的延長而逐漸增加，誤差範圍主要在 2.4

～3.4 之間，顯示南北向水平風的誤差來源不完全屬於模式的風速低估，南北風

向的正負值抵消，造成 Bias顯示的值會比 RMSE的值來的小。 

在不同的成員表現上，Bias(圖 3.2.4a)的部分，提高垂直解析度對預報地面

測站南北向水平風場的結果並未有明顯的幫助，垂直 25 層的 C02反而比 37 層

的 C01有較佳的表現，在 RMSE(圖 3.2.4b)也是呈現同樣的結果。而模式的東擴

(C03)，對南北向水平風場的結果，有明顯的改進，所有的預報時間的誤差都比

P01要來的小，P01主要為-1.1～-2.3之間，而C03大約在-0.9～-2.2之間，RMSE(圖

3.2.4b)的結果也與 Bias(圖 3.2.4a)相同，所有預報時間的誤差值均比 P01要低。

C04為巢狀三層網格的模擬，由於 no feedback的設定，Bias的部分，Domain2

的表現比 P01較差，但是 Domain3的部分，在模擬初期(第 6 小時和 12小時)有

較好的表現，但是到 18小時之後誤差便比 P01要大，但是對照 RMSE(圖 3.2.4b)，

Domian2的表現普遍比 P01差，但是 Domain3的部分，除了在 6 小時與 12小時

明顯表現較好之外，其他時間的預報則是無明顯的差距，互有高低，顯示

C04_Domain3與 P01的不同，主要在風向的部分，提高水平高解析度，對風向

會有所影響，但是結果有好有壞，可能還有其他的影響因素，並非絕對可以提升

對南北向水平風場的預報準確性。C05 為加入 WRF-3DVAR 之結果，無論是在

Bias(圖 3.2.4a)或是 RMSE(圖 3.2.4b)的部分，模擬初期對南北向水平風場都有相

當明顯的改善，6 小時的 Bias為所有預報中誤差最低的，大約為-0.55，其他時間

與 P01比較也都有明顯較低的誤差值，顯示加入 WRF-3DVAR 對南北向水平風

場有明顯的改進效果。 

比較東西向與南北向的風場，在南北向的水平風場誤差比東西向誤差要大，

不同的成員改變也有明顯的差異，顯示在梅雨期間，模式對於東西向風場的掌握

變化不大，但是不同成員對南北向風場就有相當大的差異。也有可能是受到台灣

地形南北走向，造成在東西向的風向速度改變不大，東部與西部測站的東西向水

平風場較有一定的速度與方向，但在梅雨期間，南北向的水平風場卻對於降水系

統的移動速度可能有較大的影響，也是模式較不易掌握的地方。 

    

c.c.c.c.水汽場水汽場水汽場水汽場    

水汽場(RH)的計算是使用地面最低層溫度與氣壓反推之水氣壓及飽和水氣

壓的比值與地面測站量測到的相對溼度作比較。由於垂直最低層的溫度場高度約

在數十公尺，模式的溫度場略比地面測站的溫度較低，因此推算出來之相對溼度

會比實際的地面測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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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不同敏感度模式組態與控制組 P01在水汽場 Bias(圖 3.2.5a)主要

分布在 4.5～7.6之間，在第 12小時預報通常會有最低的誤差值，隨著預報時間

增加誤差會增加，但是各組最大的誤差值分布時間較不固定，不過一般而言前

24小時會有較低的誤差值，24～48小時的誤差值會較高。RMSE(圖 3.2.5b)則是

在 12 小時會有較低的誤差值，其他預報時間則隨成員不同，誤差的分布也不盡

相同。在水汽場的部分，RMSE 的分布值由 9.6～11.5，比其他場的誤差要來的

大了許多。 

比較不同成員對水汽場的影響，改變垂直解析度對水汽場的分布的影響較不

明顯，Bias(圖 3.2.5a)部分是 C02比 C01略低，但是在 RMSE(圖 3.2.5b)卻是相反

的結果。顯示 C02也許是在 RH 的部分高估的較少，但是降水系統的位置卻不一

定比較正確，所以在 RMSE的部分反而較 C01來的高。模式往東擴展的 C03，

Bias部分，在模式預報初期(6、12、18小時)有較好的結果，但是 RMSE的誤差

值卻比 P01略高。加入第三層巢狀網格的 C04的 Domain2與 Domain3，結果均

未比 P01的結果來的好，無論是 Bias 或是 RMSE 皆是如此，而且 Domain3的

Bias反而是所有成員中的表現最差的。可能是高水平解析度的 domain3在並未使

用積雲參數化，採取直接計算，造成 RH 易有高估的現象。而在加入 WRF-3DVAR

的 C05，Bias與 RMSE均未比 P01的結果來的好。 

    

dddd....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不同成員在不同的變數場有不一樣的表現，高垂直解析度的 C01 在溫度場

有不錯的表現。模式往東擴展，對模擬南北方向之水平風場有不錯的改善結果。

在 no feedback的設定下，高水平解析度的 C04對地面測站溫度場的預報有相當

好的改善效果。加入 WRF-3DVAR 對模式初期預報結果的改善，以及預測地面

測站溫度場與風場方面都有不錯的改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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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地面測站校驗所選取的 17個台灣地區地面測站之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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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2004年梅雨期不同模式成員 C01～C05與 P01在台灣 17個地面測站不

同預報時間溫度場之誤差值。(a)Bias； (b)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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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2004年梅雨期不同模式成員 C01～C05與 P01在台灣 17個地面測站不

同預報時間東西向水平風場(U)之誤差值。(a)Bias； (b)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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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2004年梅雨期不同模式成員 C01～C05與 P01在台灣 17個地面測站不

同預報時間南北向水平風場(V)之誤差值。(a)Bias； (b)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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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2004年梅雨期不同模式成員 C01～C05與 P01在台灣 17個地面測站不

同預報時間南北向水汽場(RH)之誤差值。(a)Bias； (b)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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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3 3.3 3.3 模式降水預報和模式降水預報和模式降水預報和模式降水預報和台灣自動雨量觀測所進行的台灣自動雨量觀測所進行的台灣自動雨量觀測所進行的台灣自動雨量觀測所進行的 QPFQPFQPFQPF 校驗校驗校驗校驗    

本節將對 2004年梅雨季 6 組 WRF 模式成員網格點上的模式降水及台灣地

區自動雨量觀測進行 QPF校驗。在此我們利用廣被氣象作業及研究單位所採用

的公正預兆得分 ETS（Equitable Threat Score）及偏離指數 Bias做降水預報校驗，

其中 ETS 是在計算除了模式與觀測皆無降水且不是隨機猜中的情況下，模式正

確預測降水的機率，當 ETS得分愈高代表模式降水預報能力愈好，偏離係數 Bias

則是模式預測降水的次數與觀測降水次數之比，當 Bias值大於 1 代表模式高估

降水次數，小於 1 則代表模式低估降水次數，綜合 ETS與 Bias得分的結果，可

判斷降水預報的正確性。 

由於模式預報長度為 48小時，而我們的校驗對象是 12小時累積降水，因此

將預報長度分為 0～12、12～24、24～36、36～48小時四個時段，分別稱為 A、

B、C、及 D 時段，其中模式開始預報的 A 時段為 spin-up階段，其降水預報較

不可靠，因此本文不分析此時段的降雨預報。另外，為了校驗不同降雨強度的預

報準確度，我們使用 8 種降水門檻值分別是 0.3、2.5、5.0、10.0、15.0、25.0、

35.0、50.0mm，根據各個門檻值判斷是否有降雨，以檢驗模式對該門檻值降水強

度的預報能力。 

 

a.垂直解析度的影響垂直解析度的影響垂直解析度的影響垂直解析度的影響 

我們可以從圖 3.3.1成員 P1（編號 1）、C1（編號 2）、C2（編號 3）的 ETS、

Bias來討論垂直解析度對模式降水模擬影響。從圖 3.3.1a、圖 3.3.1b看出 B、C

時段不分降水門檻，這 3 個成員以 C2的 ETS得分最高、P1其次，最後是 C1。

但是，在 D 時段 C1 的 ETS 得分排名第 1，P1 其次、C2 最後。所以可以看出

WRF 模式使用低垂直解析度在 B、C 時段的模式降水預報能力較好，使用高垂

直解析度的模式降水預報能力較差，但是在 D 時段則相反。 

 B～D 時段，成員中 Bias得分最接近 1 的是 C2，P1的偏差值介於 C1與 C2

中間，另外，成員 P1、C1、C2在 B、C 時段 15mm以上的大雨門檻及 D 時段所

有降雨門檻的偏差值皆低於 1。由上述可知，B、C 時段 C2降水模擬較無偏差，

P1、C1在 15mm以上的大雨門檻的降水模擬比觀測次數偏少，低估大雨。 

 我們以 2004年 5 月 19日 0000UTC的 NCEP GFS初始資料及 WRF模式模

擬 30 小時後的梅雨鋒面來分析模式垂直解析度對降水模擬的影響。從 GEOS9

紅外線衛星雲圖（圖 3.3.2a）可看到 2004年 5 月 20日 1400LST有一鋒面經過臺

灣，而且從花蓮、南投至嘉義台南一帶有較強的雷達回波（圖 3.3.2b），而 5 月

20日0000～2400LST的累積雨量顯示（圖3.3.2c）這道鋒面在台灣北部造成110mm

以上的降水。再由風場判定成員 P1、C1、C2模擬的鋒面位置（圖 3.3.3a、圖 3.3.3b、

圖 3.3.3c）都和衛星雲圖觀測的鋒面位置相當一致，另外在降水方面，P1、C1、

C2 在桃竹苗地區過去 6 小時有較多的累積降水，這結果符合觀測累積降水。以

降水範圍來看，C2強降水區最大、P1其次、C1強降水區最小，而 P1、C1、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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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降水區分布範圍幾乎相同。由此個案分析結果，我們知道垂直解析度對大雨

模擬比對小雨模擬的影響較顯著，因此我們可知小雨模擬在不同垂直解析度的降

水校驗 ETS得分應相近，而大雨模擬在不同垂直解析度的降水校驗 ETS得分差

異較多。 

 

b.D1向東延伸網格點的影響向東延伸網格點的影響向東延伸網格點的影響向東延伸網格點的影響 

  再來，我們從圖 3.3.1成員 P1、成員 C3（編號 4）的 ETS與 Bias得分

探討 D1 向東延伸網格點對第二層巢狀網格的影響。從圖 3.3.1a、圖 3.3.1b看到

B、C 時段 P1與 C3的 ETS得分相當接近，在小雨門檻 ETS得分為 0.2～0.3，大

雨門檻 ETS約為 0.1～0.2，但是 C3在大多數的降水門檻的 ETS得分都比 P1低，

而 D 時段 15mm以下的降水門檻，則是 C3的 ETS得分較 P1好。 

 我們同樣以 2004年 5 月 19日 0000UTC的 NCEP GFS初始資料及 WRF模

式模擬 30小時後的梅雨鋒面來分析，從圖 3.3.3a與圖 3.3.3b比較可看出從成員

P01與 C03兩者模擬的鋒面位置以及降水分布、強度都相當相似，在風場、氣壓

場的模擬結果則幾乎相同，我們推測這可能是因為梅雨鋒面的發展主要是受到蒙

古大陸高壓的影響，因此增加西太平洋上的網格點對台灣地區梅雨季的降水模擬

能力沒有明顯幫助，應該對颱風模擬較有益。 

 為了證明 D1 向東延伸增加西太平洋上的網格點對颱風模擬較有幫助，我們

選取 2005年 7月 15日 00UTC為初始時間，使用與P1相同的物理參數設定（WSM 

5-class微物理法與 Kain-Fritsch積雲參數法），並分別以 P01、C03的網格設定利

用 WRF V.2.0.3進行模擬，圖 3.3.4a、圖 3.3.4b分別是 P01、C03模擬 36小時後

D1 的前 6 小時累積降水模擬及地面氣壓場，我們可看出使用 C03的網格設定可

以較完整的模擬出西太平洋高壓。從使用 P1網格設定（圖 3.3.5a）與 C3網格設

定（圖 3.3.3b）使用 2005071500UTC初始時間模擬 36小時的 D2 氣壓場定義颱

風中心，二者比較後發現使用 P1 網格設定的颱風模擬位置比觀測（圖 2.1.10）

偏南，使用 C3 網格設定的颱風模擬位置較接近觀測；我們看到在模擬 42 小時

後使用 P1網格設定的颱風模擬位置（圖 3.3.5c）還是落後觀測，C3網格設定（圖

3.3.5d）的颱風模擬位置較接近觀測，而且降雨模擬也比 P1大；在 48小時亦是

C3模擬結果較好（圖 3.3.5e、圖 3.3.5f）。 

由此可知，D1 向東延伸網格點對在西太平洋發展的颱風在路徑、雨量方面

模擬能有所助益，對台灣地區梅雨季的降水模擬能力沒有明顯幫助，這可能是因

為颱風移動主要受到西太平洋高壓影響，而梅雨鋒面的發展主要是受到蒙古大陸

高壓的影響，因此對於增加西太平洋上的網格點，可以增加模式對颱風的預報能

力，但是對梅雨模擬沒有幫助，反而使模式運算時間延長、浪費計算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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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DVAR 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接著從圖 3.3.1成員 P1、C5（編號 5）比較使用 3DVAR 技術對模式降

水的影響。圖 3.3.1a顯示成員 P1、C5在 B 時段 15mm以下小雨門檻的 ETS得

分都在 0.2～0.3間，且 C5的 ETS得分比 P1低，在大雨門檻 P1的得分在 0.15

～0.2，C5 的得分約在 0.05～0.2，可見使用 3DVAR 技術的成員 C5降水預報比

P1 差，而且 P1、C5 的大雨降水預報能力比小雨差。從 Bias 來看，在 P1、C5

在 15mm以下小雨門檻的 Bias很接近 1，15mm以上大雨門檻的 Bias介於 0.5～

1.0間，可見 P1、C5對 15mm以下小雨模擬較無偏差，但是會低估大雨。 

 圖 3.3.1b顯示，P1、C5 在 C 時段 15mm以下小雨模擬的 ETS得分在 0.15

～0.3 左右，大雨模擬的 ETS 得分約 0.05～0.15，且不分降水門檻，C5 的 ETS

得分比 P1略低；另外，成員 P1、C5在 15mm以下小雨門檻的 Bias很接近 1，

在大雨門檻 P1、C5的 Bias都下降到 0.5；由此可知，C 時段成員 C5的降水預報

能力還是比 P1差，而且 C5、P1都低估大雨。 

 成員 P1、C5在 D 時段 15mm以下小雨模擬的 ETS得分都在 0.15～0.25之

間，兩者較無明顯差異，但 15mm以上大雨模擬，成員 C5的 ETS得分比 P1稍

好一些，但是 P1、C5的 Bias在 D 時段都是小於 1，兩成員都低估降水，所以使

用 3DVAR 技術對 D 時段的大雨預報能力有些幫助。 

使用 3DVAR 技術對 WRF 模式的降水預報沒有正面貢獻，我們推測是因為

成員 C05 使用的 WRF 3DVAR 版本所造成。圖 3.3.6a、圖 3.3.6b 分別是

2004051900UTC為初始時間成員 P1、C5 的初始場，比較這二者我們發現使用

3dvar技術對氣壓、風場的改變並不明顯，而在模擬 30小時後，我們看到 P1（圖

3.3.6c）的降水模擬在台灣地區比 C5（圖 3.3.6d）模擬的較好，所以在臺灣地區

自動雨量站的降水校驗得成員 P1比使用 3DVAR 技術成員 C5較好的結果應相當

合理，而 WRF發展團隊已經在 2005年 8 月初公開 WRF VAR2.1版，我們推測

將來如果能使用新版的 WRF VAR應該可以比使用目前 WRF3DVAR在模式降水

模擬上有更好的表現。 

 

d. 3層巢狀網格層巢狀網格層巢狀網格層巢狀網格 

  圖 3.4.1為模式成員 C04在第 2、3 層網格的 ETS與 Bias得分，編號 1

是 C4D2；編號 2 是 C4D3P1，即取 D3 與 D2 模式相同格點的降水校驗；編號 3

是 C4D3P9，即取 D3 在 D2 模式相同格點附近 9 點平均的降水校驗。從圖 3.4.1a

看到各成員在 B 時段 15.0mm以下小雨門檻 ETS得分約在 0.2～0.3，而且 C4D2

得分最高、C4D3P9其次，C4D3P1最低，但是 C4D3P9、C4D3P1在 15mm以上

的大雨門檻的 ETS比 C4D好，得分約為 0.1～0.25。從 B 時段的 Bias來看，各

成員的偏差值約在 0.5～1.0間，但是小雨門檻的 Bias以 C4D2最接近 1、C4D3P9

其次、C4D3P1最遠，而大雨門檻以 C4D3P1的 Bias最接近 1、C4D3P9次之，

C4D2的 Bias則下降至 0.5以下；在 C時段小雨門檻也是 C4D2的 Bias最接近 1，

C4D3P1、C4D3P9的 Bias在 0.5~1.0間，在大雨門檻 C4D2、C4D3P1、C4D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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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ias都下降到 0.5。由此可知， B、C 時段第 3 層巢狀網格的降水預報能力在

小雨門檻較第 2 層網格差，但是在大雨門檻則相反，而且 B 時段第 3 層網格的

大雨模擬比第 2 層網格較無偏差，在 C 時段第 3 層網格的都低估降水。 

 在 D 時段 C4D3P1、C4D3P9小雨門檻的 ETS得分約為 0.1～0.2，大雨門檻

的 ETS 約為 0～0.05，得分明顯比 C4D2 低，而 Bias 除了 C4D2 表現較好，

C4D3P1、C4D3P9的 Bias都下降至 0～0.5左右，可見在 D 時段第 3 層網格的降

水預報能力比第 2 層網格差，而且很容易低估降水。 

 綜合上述，我們知道使用 2 層巢狀網格的降水模擬能力已經相當好，但是在

大雨模擬能力則比 3 層巢狀網格差，因此建議若要模擬大雨個案，可以使用 3 層

巢狀網格來增加模式降水預報能力，但是當模擬時間在 36小時以上，第 3 層網

格的降水預報能力會下降且低估降水。 

 

e.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根據以上分析結果，我們可歸納出下列結論：（1）WRF 模式在 B、C 時段

使用低垂直解析度比高垂直解析度的降水預報能力較好，而且此結果在 15mm以

上的大雨模擬時更顯著。（2）D1 向東延伸網格點對梅雨鋒面降水預報能力沒有

幫助，但是對在西太平洋發展的颱風路徑、雨量預報方面有明顯改善。（3）使用

3DVAR 技術反而使 WRF模式的降水預報能力變差，可能與 WRF 3DVAR技術

發展未成熟有關。（4）使用 2 層巢狀網格的降水模擬能力在小雨表現比 3 層巢狀

網格較好，但在 15mm以上的大雨模擬則相反，使用 3 層巢狀網格的降水預報則

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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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ed from 15 May to 15 June 2004 (64 runs each member) 

1:P1 
2:C1 
3:C2 
4:C3 
5:C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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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2004年梅雨季模式成員 P1、C1～C3、C5和台灣自動雨量觀測的 ETS

與 Bias得分。橫軸是 12小時累積雨量，單位 mm。(a)A 組為 0~12小

時預報，B 組為 12～24小時預報；(b) C組為 24~36小時預報，D 組為

36～48小時預報。 

Verified from 15 May to 15 June 2004 (64 runs each member) 

1:P1 
2:C1 
3:C2 
4:C3 
5:C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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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3.3.2 2004年 5 月 20日 14時（LST）梅雨鋒面的觀測。(a)GEOS9的紅外線

雲圖；(b)台灣地區雷達回波合成圖；(c) 5月 20日 0～24時（LST）台

灣地區累積雨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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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 3.3.3 利用 2004年 5 月 19日 12時（UTC）NCEP GFS初始資料經過 WRF模

式的 30 小時模擬梅雨鋒面的結果，圖中實線是地面氣壓，單位 hPa；

陰影是 6 小時累積降雨，單位 mm。(a)模式成員 P1；(b) 模式成員 C1；

(c)模式成員 C2；(d)模式成員 C3；(e)模式成員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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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3.4 以 2005071700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1的 WRF模式 36小時預報。(a)

成員 P01，(b)成員 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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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 3.3.5 以 2005071700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過去 3 小時累積

降水預報，圖中實線是地面氣壓，單位 hPa；陰影是 6 小時累積降雨，

單位 mm。（a）成員 P1的 36小時預報；（b）成員 C3的 36小時預報；

（c）成員 P1的 42小時預報；（d）成員 C3的 42小時預報；（e）成員

P1的 48小時預報；（f）成員 C3的 48小時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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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C05 

P01 C05 

圖 3.3.6 以 2004051912UTC為初始時間 Domain2的 WRF模式預報梅雨鋒面的

結果，圖中實線是地面氣壓，單位 hPa；陰影是 6 小時累積降雨，單位

mm。（a）成員 P1的初始場；（b）成員 C3 的初始場；（c）成員 P1的

30小時預報；（d）成員 C3的 30小時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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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ed from 15 May to 15 June 2004 (64 runs each member) 

1:P1 
2:C4D2 
3:C4D3P1 
4:C4D3P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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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同圖 3.3.1，但為模式成員 C4d2、C4D3P1、C4D3P9和台灣自動雨量觀

測的 ETS與 Bias得分。 

 

Verified from 15 May to 15 June 2004 (64 runs each member) 

(b) 

1:P1 
2:C4D2 
3:C4D3P1 
4:C4D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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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校驗產品的即時上線校驗產品的即時上線校驗產品的即時上線校驗產品的即時上線    

本章針對 2005年 9 月 20日～30日已上線作業之 3 組中尺度即時數值預報

系統進行氣象場及降水的校驗，以作為未來校驗產品即時上線之參考。下年度計

畫我們將以此章之內容為基礎，每月針對上一月份即時預報模式在探空測站、地

面測站、降水等各方面的表現呈現校驗的結果，公布於網站上。 

 

4.1 4.1 4.1 4.1 探空測站上的校驗探空測站上的校驗探空測站上的校驗探空測站上的校驗    

針對三個 WRF模式預報成員（表 4.1.1）在 2005092000 UTC到 2005093012 

UTC 共 22個模擬結果在初始場（00時）、預報 12時、預報 24時、預報 36時、

預報 48時、預報 60時、預報 72時，將各成員模擬結果內插至探空測站，再分

析各標準氣壓層上重力位高度（Z）、水平風場（U、V）、溫度場（T）、濕度場

（Q），所分析之標準層包含 1000 hPa、925 hPa、850 hPa、700 hPa、500h Pa、

400 hPa、300h Pa、250hPa、200 hPa、150 hPa、100 hPa、70 hPa、50 hPa，共計

13 層，然後將各標準層氣象變數的模式內插值減去測站觀測值，即為誤差。將

各測站誤差平均後得到平均誤差（bias），並計算其均方根誤差（RMSE，root mean 

square error）。 

除了分析所有測站上的重力位高度、東西方向與南北方向水平風、溫度、濕

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 1000 hPa ~ 150 hPa上的垂直變化外，同時分析了

各參數在各氣壓層上的水平分佈，並且針對 1000 hPa、850 hPa、500 hPa、300 hPa

上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隨預報時間變化的趨勢。 

 

a.重力位高度之校驗分析重力位高度之校驗分析重力位高度之校驗分析重力位高度之校驗分析 

圖 4.1.1為各成員的重力位高度分別在 domain 1、domain 2上所有時間所有

測站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的垂直剖面。圖(a)、(c)中可以看出在 domain 1、

domain 2，除 W01外，其餘二個成員均為負偏差。W01則是在低層有正偏差，

而中高層呈現負偏差。三者之平均誤差皆為越到高層，負偏差越大。在 domain 1，

以 W02的誤差較小，但整體上來說，三者在 500 hPa以下的平均誤差皆不超過 5 

m。而在 domain 2，低層的表現以 W01較好，平均誤差接近 0 m，而其它二個成

員在低層的平均誤差則是介於 0 ~ 12 m之間。 

在均方根誤差上（圖 4.1.1(b)、(d)），可以看到在 domain 1來說，W01在低

層的均方根誤差較大，約為 18 m，而 W02、W03則約為 15 m。但在 domain 2，

三個成員在低層的均方根誤差接近，約在 15 m左右。但在 850 hPa以上以 W02

的均方根誤差較大。 

在各時間上來說，初始場 W02、W03在 domain 1的低層有些許正偏差，W01

皆為負偏差，且平均誤差較大（圖 4.1.2(a)）。但在 domain 2三個成員皆為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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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hPa以下為 W01誤差最大，但以上為 W02之誤差最大（圖 4.1.2(b)）。預報

24時，W01在中、低層出現了正偏差，約在 5 m左右，而 W02、W03則全為負

偏差，兩者誤差相近，但以 W02平均誤差較小（圖 4.1.2(c)、(d)）。而在預報 48、

72時（圖 4.1.3）可以看到其平均誤差大致上是越高層負偏差越大。但在 domain 

2 的中低層，也就是 700 hPa ~ 500 hPa左右，其重力位高度場的平均誤差有隨高

度增加而減少的趨勢。若針對各成員來看，W01在 domain 1，300 hPa以下皆為

正偏差，且平均誤差隨時間有增加的趨勢，W02、W03則皆為負偏差。 

在均方根誤差方面（圖 4.1.4、圖 4.1.5），可以看到均方根誤差無論是在 domain 

1、domain 2，皆隨高度而增加。初始時均方根誤差由低層的 10 m到高層的 30 ~ 

40 m，隨著時間也有增加的趨勢。到了預報 72時，低層之均方根誤差增為約 20 

m，而高層則為約 35 ~ 40 m。大致上看來，在初始時（圖 4.1.4(a)、(b)），domain 

1 中 W01的均方根誤差最大；而在 domain 2中，W02的均方根誤差最大。隨著

預報時間增加，三個成員的均方根誤差也越來越接近。但在 domain 1的低層，

仍是以 W01之均方根誤差最大。 

 

b.水平風之校驗分析水平風之校驗分析水平風之校驗分析水平風之校驗分析 

圖 4.1.6為東西方向水平風在所有時間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隨高度上的

變化。圖 4.1.6 (a)中可以看出在 domain 1的 500 hPa層以下，三個成員皆為負偏

差，但誤差隨高度減小，在 1000 hPa時誤差約-1.0 ~ -1.4 m/s，在 500 hPa ~ 300 hPa

之間誤差接近於 0 m/s，W02則出現正偏差。domain 2的平均誤差隨高度趨勢與

domain 1相似，不過誤差值較大。1000 hPa之誤差值約為 2.5 ~ 3.0 m/s，但在 700 

~ 500 hPa開始出現正偏差，其中以 W02之正偏差最大，誤差值約達 2.2 m/s（圖

4.1.6 (c)）。 

而在均方根誤差方面，可以看到在 domain 1三個成員的均方根誤差皆相當

接近，約在 3.0 ~ 4.5 m/s之間，低層均方根誤差較小，約為 3.5 ~ 3.8 m/s，200 hPa

處均方根誤差較大，約為 4.0 ~ 4.5 m/s（圖 4.1.6 (b)）。domain 2中在 850 hPa以

下各成員均方根誤差相近，約 3.5 ~ 4.1 m/s。但其上 W02之均方根誤差較其它二

個成員大得多，在約 200 hPa處，W02的均方根誤差可達 5.2 m/s，而其它二個

成員約為 4.0 ~ 4.2 m/s（圖 4.1.6 (d)）。 

以不同預報時間來看，在初始時 domain 1各成員的誤差值皆小於 1 m/s，

W01、W03有些微負偏差，而 W02則是有些許正偏差（圖 4.1.7 (a)）。在 domain 

2（圖 4.1.7 (b)）則可以看到 W02的初始場在 500 hPa有一明顯的正偏差，誤差

值約 2.0 m/s，而 W01、W03的平均誤差則介於-1.0 ~ 0.0 m/s之間。隨著預報時

間增加，預報 24時在 500 hPa以下有負偏差，高度越低誤差越大，domain 1的

1000 hPa層平均誤差約-1.5 m/s，domain 2則約-3.0 m/s。500 hPa以上在 domain 1 

W02、W03為些微正偏差，W01則仍為負偏差，以 W03誤差最小，而 domain 2

則是三個成員皆為正偏差，以 W01誤差最小約 1.0 m/s，W02誤差最大約 3.0 m/s

（圖 4.1.7 (c)、(d)）。而預報 48時到預報 72時，無論是低層的負偏差還是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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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偏差，平均誤差都有增加的趨勢。 

均方根誤差方面，在圖 4.1.9可以看到 W02在 domain 2（圖 4.1.9 (b)）的初

始場表現與另二個成員相差相當大。W02在 500 hPa以上的均方根誤差可達 5.5 

m/s。但在 domain 1，W02的表現又與其它二個成員相近，誤差皆為 1.5 ~ 3.1 m/s

左右（圖 4.1.9 (a)）。在預報 24時，domain 2中 W02的均方根誤差不若初始場來

得大，但仍是三個成員中誤差最大的一個。其它兩個成員的均方根誤差約為 2.5 ~ 

4.1 m/s。預報 48時與預報 72時（圖 4.1.10），三個成員的均方根誤差皆隨時間

增加，而 domain 2中 W02與另二個成員的差距則隨時間減少。 

在南北方向水平風方面，圖 4.1.11可以看到其平均誤差隨高度變化的赹勢大

致與東西方向水平風相似。所有時間的平均誤差在 domain 1約介於-1.0 ~ 0.6 m/s

之間，在 domain 2則介於-2.0 ~ 0.8 m/s之間。均方根誤差則是則於 3.0 ~ 5.0 m/s

之間。 

圖4.1.12中可以看到在初始場三個成員的平均誤差相似，domain 1在700 hPa

以下有些微負偏差，不超過-0.5 m/s，以上則為正偏差，誤差同樣不超過 0.5 m/s。

domain 2則是皆有些微負偏差，不過都不超過-1.0 m/s。隨著預報時間增加，可

以看到誤差也隨之增大，在 400 hPa以上 W01有不小的正偏差。在預報 72時，

W01在 domain 2高層的誤差可達 2.0 m/s，domain 1則有 1.0 m/s（圖 4.1.13）。 

南北方向水平風的均方根誤差方面，則可以看到 W02的初始場在 domain 2

的均方根誤差與東西方向水平風一樣，較其它二個成員來得大，其均方根誤差值

可達 5.7 m/s其餘的二個成員均方根誤差值則介於 2.0 ~ 3.3 m/s之間。而 domain 1

則是三個成員都相當接近，均方根誤差範圍約在 2.0 ~ 4.0 m/s之間。隨著預報時

間增加，W02 與另外二個成員的差異逐漸減少，而整體上的均方根誤差增加。

到了預報 72時，domain 1的均方根誤差範圍增為 4.0 ~ 5.2 m/s，而 domain 2則

為 3.8 ~ 5.2 m/s。 

圖 4.1.16為初始時 W02與 W03的東西向水平風之平均誤差在 500 hPa上的

水平分佈。在 domain 1可看出 W02、W03差異最明顯的地方在台灣和華南一帶，

舉例來說，W03在台灣東北海域為約 0.5 m/s的負偏差，但 W02卻有明顯的正偏

差，其誤差值約 6.0 m/s。在 domain 2的平均誤差分佈，更能清楚的看出 W02、

W03的差異性。 

圖 4.1.17為初始時 W02與 W03的南北向水平風之平均誤差在 500 hPa上的

水平分佈。同樣的，在華南一帶與台灣地區，兩個成員差異相當的大。W02 在

北緯 30°，東經 110 ~120°之間有一個明顯負偏差區域，相較於 W02，W03在同

樣的區域卻是有些微正偏差。domain 2中可以明顯看出在台灣東北方海域 W02

有相當大的正偏差，而 W03則是些微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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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溫度之校驗分析溫度之校驗分析溫度之校驗分析溫度之校驗分析 

溫度方面，圖 4.1.18 顯示了所有時間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隨高度的變

化。可以看到在 domain 1，三個成員的平均誤差都很小，約在-0.5 ~ 0.5℃之間，

均方根誤差則在 1.5 ~ 2.1℃之間。而 domain 2的平均誤差較大，約在-1.1 ~ 0.8

℃之間，均方根誤差則是在 1.0 ~ 1.8℃之間。大致上三個成員以低層為負偏差，

中層正偏差，高層則是負偏差。 

在初始時（圖 4.1.19）可以看到三個成員溫度的平均誤差相當不同，尤其是

在 domain 2的初始場，W03的誤差最小，而 W02在低層的誤差最大，約為-0.6 ~ 

-0.9℃之間，W01在低層的誤差不超過-0.5℃。而在 domain 1，三個成員的平均

誤差範圍約在-0.4 ~ 0.6℃之間。預報 24時，可以看到誤差隨著時間增大，低層

的負偏差增大，中層的正偏差也增大，而高層則是與初始時的正偏差不同，為約

0.5℃的負偏差。圖 4.1.20則顯示預報 48時、預報 72時 domain 1、domain 2的

平均誤差，圖中可以發現，domain 2的平均誤差皆比 domain 1來得大。中層的

正偏差也較明顯。到了預報 72時，domain 2低層的負偏差已達-0.8 ~ -1.5℃，中

層的正偏差也有 0.6 ~ 1.0℃，domain 1低層的負偏差則為-0.1 ~ -0.8℃，中層正偏

差則為 0.1 ~ 0.5℃。 

均方根誤差方面，初始時（圖 4.1.21 (a)）可以看到在 domain 1中，低層（850 

hPa）W01有較大的均方根誤差，約為 1.5 ~ 1.8℃，而 domain 2中卻是 W02之

均方根誤差較大，約為 1.0 ~ 1.7℃，而其它兩個成員則為 0.7 ~ 1.4℃之間。預報

24 時，在 domain 1，可以看到均方根誤差在中層較小，高、低層較大的趨勢，

而 domain 2則是在低層較大，隨高度而減小，到了約 200 hPa後，均方根誤差又

隨高度增加。預報 48時、預報 72時（圖 4.1.22）則可以看到均方根誤差皆隨時

間增加，domain 1的 W01與 domain 2的 W02仍為誤差最大者。隨著預報時間

增加，domain 1低層的均方根誤差增加幅度較高層來得大，到了預報 72時，低

層均方根誤差已達 2.0 ~ 2.6℃，高層則約為 1.7 ~ 2.0℃。 

圖 4.1.23顯示在 W01與 W03初始時 850 hPa溫度平均誤差在 domain 1的水

平分佈。圖中可以看出，大致上，W01與 W03在正偏差與負偏差的區域相當一

致。但 W01 在甘肅一帶有相當明顯的正偏差，而其它地區正偏差與負偏差的極

值也較 W03來得大。可能即為造成 W01在 850 hPa溫度的均方根誤差特別大的

原因。而圖 4.1.24則為 W02與 W01初始時 850 hPa溫度平均誤差在 domain 2的

水平分佈。可以看到 W02在 domain 2大致上皆為負偏差，最大負偏差可達-1.6

℃，而 W03雖也為負偏差，但其最大負偏差只有約-0.6℃。 

 

d.濕度之校驗分析濕度之校驗分析濕度之校驗分析濕度之校驗分析 

圖 4.1.25為所有時間在 domain 1、domain 2濕度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隨

高度的變化。大致上來說，以 W01 的平均誤差最大，均方根誤差也最大。W01

在 domain 1低層先有正偏差，然後隨高度為負偏差，在 700 hPa有最大的負偏差，

均方根誤差也是在 700 hPa以下較大約 1.9 g/kg，其它兩個成員則約為 1.7 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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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omain 2，W01也有最大的均方根誤差，但與其它兩個成員相去不遠。 

在初始時的平均誤差，domain 1以 W01的誤差最大，在低層（1000 hPa）

高達 1.5 g/kg，但在 850 hPa則為-0.4 g/kg的負偏差，與平均誤差將近為 0 g/kg

的另兩個成員相比，是相當突兀的。domain 2同樣也是以 W01的誤差最大，1000 

hPa 的平均誤差約為 2.1 g/kg，850 hPa則約為-0.5 g/kg（圖 4.1.26 (a)、(b)）。預

報 24時 W01的誤差急劇變小，與 W02、W03相去不遠（圖 4.1.26 (c)、(d)）。而

預報 48時、預報 72時的平均誤差趨勢（圖 4.1.27）可以看到低層的誤差隨時間

增加而呈負偏差，中層則有些微正偏差。整體來看，仍是 W01 誤差較大，到了

預報 72時，700 hPa以下的負偏差可達-1.0 g/kg。 

均方根誤差方面，在初始時可以看到 W01在低層（500 hPa以下）其均方根

誤差相當大，domain 1在 1000 hPa 有 2.2 g/kg，domain 2的 1000 hPa則有 2.6 

g/kg。W02、W03在低層的均方根誤差則約為 1.3 g/kg（圖 4.1.28 (a)、(b)）。預

報 24時，W01的均方根誤差比較沒有那麼明顯，與 W02、W03相近，在低層約

為 1.6 ~ 1.8 g/kg（圖 4.1.28 (c)、(d)）。預報 48時、預報 72時則可以看出均方根

誤差隨預報時間增加而增加。到了預報 72時，均方根誤差皆約為 1.9 ~ 2.1 g/kg

（圖 4.1.29）。 

圖 4.1.30則為 W01 與 W03 在初始時 850 hPa濕度平均誤差的水平分佈。

domain 1中可以發現 W01 與 W03 的平均誤差分佈相當不同，如甘肅到內蒙一

帶，W03為些微負偏差，但 W01卻有明顯的正偏差，而在印度、尼泊爾一帶，

W03為相當大的正偏差，W01卻為明顯的負偏差，而且 W01無論正偏差、負偏

差，其誤差大小皆比 W03來得大。 

 

e.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總結來說，在重力位高度場上，W01與其它二成員差異較大，而 W02在低

層的平均誤差較 W03小，高層卻較 W03大。而水平風方面，初始時三個成員除

W02 外，誤差都很小。然而隨預報時間增加，低層負偏差越大，高層正偏差越

大。值得注意的是以 3D-VAR 的 W02誤差最大，尤其是在初始時，其均方根誤

差甚至可達 5.0 m/s。若是以平均誤差的水平分佈看來，可以發現在華南一帶與

台灣地區，W02與 W03有較大的差異。溫度方面三個成員在高層的誤差皆較低

層來得小。低層的負偏差與中層的正偏差皆隨預報時間而增加。在濕度方面，

W01在初始時低層誤差相當大，但預報 24時後便與其它二成員相近，但仍是誤

差最大的成員。 

本年度以 WRF 2.0.3版進行即時模擬，其 WRFVAR 仍有些許問題，且進行

中發現 CWB GFS資料也有些許問題，未來仍待改善。明年度將以 WRF 2.1版進

行即時模擬，且三個成員的設定也可能有所改變。目前的工作即是將即時校驗模

組設計的更有彈性，使即時校驗上線時能因應所需。將來即時校驗產品上線，為

求簡潔、清楚，將只顯示三個成員所有時間各參數的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的垂

直剖面，以及平均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固定氣壓層上的水平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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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WRF模式之初始條件與物理模組設定。 

 Initial data & 

Boundary data 
bl_pbl_physics 

mp_physi

cs 
cu_physics 

W01 CWB GFSCWB GFSCWB GFSCWB GFS    Yonsei University 

scheme(YSU) 

WSM 

5-class 

Kain-Fritsch 

(new Eta)scheme 

W02 NCEP GFS + NCEP GFS + NCEP GFS + NCEP GFS + 

3D3D3D3D----VARVARVARVAR    

Yonsei University 

scheme(YSU) 

WSM 

5-class 

Kain-Fritsch 

(new Eta)scheme 

W03 NCEP GFSNCEP GFSNCEP GFSNCEP GFS    Yonsei University 

scheme(YSU) 

WSM 

5-class 

Kain-Fritsch 

(new Eta)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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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1  W01、W02、W03 三個 WRF 成員所模擬的重力位高度，在所有時間的平均誤

差與均方根誤差在各氣壓層上的表現。(a)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 domain 1

的均方根誤差；(c) domain 2的平均誤差；(d) domain 2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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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2  初始時與預報 24時 W01、W02、W03模擬結果在重力位高度的平均誤差表現。

(a)初始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初始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預報 24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d)預報 24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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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3  預報 48時與預報 72時 W01、W02、W03模擬結果在重力位高度的平均誤差表

現。(a)預報 48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預報 48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

預報 72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d)預報 72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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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4  同圖 4.1.2，但為均方根誤差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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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5  同圖 4.1.3，但為均方根誤差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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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6  W01、W02、W03 三個 WRF 成員所模擬的東西向水平風，在所有時間的平均

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各氣壓層上的表現。(a)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 domain 1

的均方根誤差；(c) domain 2的平均誤差；(d) domain 2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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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7  初始時與預報 24時 W01、W02、W03模擬結果在東西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表

現。(a)初始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初始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預報

24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d)預報 24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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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8  預報 48時與預報 72時 W01、W02、W03模擬結果在東西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

表現。(a)預報 48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預報 48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

(c)預報 72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d)預報 72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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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9  同圖 4.1.7，但為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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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10  同圖 4.1.8，但為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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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11  W01、W02、W03三個 WRF成員所模擬的南北向水平風，在所有時間的平均

誤差與均方根誤差在各氣壓層上的表現。(a)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 domain 1

的均方根誤差；(c) domain 2的平均誤差；(d) domain 2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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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12  初始時與預報 24時 W01、W02、W03模擬結果在南北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表

現。(a)初始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初始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預報

24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d)預報 24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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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13  預報 48時與預報 72時 W01、W02、W03模擬結果在南北方向水平風的平均

誤差表現。(a)預報 48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預報 48時 domain 2的平均

誤差；(c)預報 72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d)預報 72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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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14  同圖 4.1.12，但為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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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15  同圖 4.1.13，但為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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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16  W02與 W03初始時在 500 hPa上東西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水平分佈。(a) W02

在 domain 1上的平均誤差分佈；(b) W03在 domain 1上的平均誤差分佈；(a) W02

在 domain 2上的平均誤差分佈；(b) W03在 domain 2上的平均誤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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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17  W02與 W03初始時在 500 hPa上南北向水平風的平均誤差水平分佈。(a) W02

在 domain 1上的平均誤差分佈；(b) W03在 domain 1上的平均誤差分佈；(c) W02

在 domain 2上的平均誤差分佈；(d) W03在 domain 2上的平均誤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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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18  W01、W02、W03三個 WRF成員所模擬的溫度，在所有時間的平均誤差與均

方根誤差在各氣壓層上的表現。(a)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 domain 1的均方

根誤差；(c) domain 2的平均誤差；(d) domain 2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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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19  初始時與預報 24 時 W01、W02、W03 模擬結果在溫度的平均誤差表現。(a)

初始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初始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預報 24 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d)預報 24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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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20  預報 48時與預報 72時 W01、W02、W03模擬結果在溫度的平均誤差表現。

(a)預報 48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預報 48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預

報 72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d)預報 72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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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21  同圖 4.1.19，但為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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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22  同圖 4.1.20，但為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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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1.23  W01與 W03初始時 domain 1在 850 hPa上溫度的平均誤差水平分佈。(a) W01

的平均誤差分佈；(b) W03的平均誤差分佈。 

 

(a) (b)  

 

圖 4.1.24  W02與 W03初始時 domain 2在 850 hPa上溫度的平均誤差水平分佈。(a) W02

的平均誤差分佈；(b) W03的平均誤差分佈。 



 

 4-30

(a) (b)  

(c) (d)  

圖 4.1.25  W01、W02、W03三個 WRF成員所模擬的濕度，在所有時間的平均誤差與均

方根誤差在各氣壓層上的表現。(a)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 domain 1的均方

根誤差；(c) domain 2的平均誤差；(d) domain 2的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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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26  初始時與預報 24 時 W01、W02、W03 模擬結果在濕度的平均誤差表現。(a)

初始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初始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預報 24 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d)預報 24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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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27  預報 48時與預報 72時 W01、W02、W03模擬結果在濕度的平均誤差表現。

(a)預報 48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b)預報 48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c)預

報 72時 domain 1的平均誤差；(d)預報 72時 domain 2的平均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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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28  同圖 4.1.26，但為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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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29  同圖 4.1.27，但為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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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1.30  W01與W03初始時在 850 hPa上濕度的平均誤差水平分佈。(a) W01在 domain 

1上的平均誤差分佈；(b) W03在 domain 1上的平均誤差分佈；(c) W01在 domain 

2 上的平均誤差分佈；(d) W03在 domain 2上的平均誤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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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2 4.2 4.2 地面測站地面測站地面測站地面測站校驗校驗校驗校驗    

在地面測站即時校驗的部分，主要是針對原先的台灣測站時間序列預報圖(圖 4.2.1

為 W3(WRF模式使用初始場 NCEP_GFS)2005年 9 月 21日東北部地區六個測站)的四種

產品中的地面溫度、風場(U、V)、與水汽場的部分，在每月模擬結束後，統計前一個月

期間台灣地區 17 個地面測站模擬結果與實際觀測值之平均偏差(Bias)與均方根誤差

(RMSE)，並且即時於網頁上提供每月的即時校驗結果，以分析 WRF 模式不同模式組態

下模擬結果對地面測站預報與實際觀測值之差異。 

     

 

 

圖 4.2.1  地面測站時間序列分布圖之產品(地面溫度場)。 

 

 

 



 

 4-37

a. 線上即時校驗產品線上即時校驗產品線上即時校驗產品線上即時校驗產品 

圖 4.2.2 為地面測站校驗產品之範例，每月份會提供三種即時模式之前一月份的 17

個測站，分為北部、西部、東部三種區域，橫軸為不同測站的每六小時預報時間，縱軸

為 Bias或是 RMSE之值。校驗變數有溫度(T)、東西向水平風場(U)、南北向水平風場(V)

以及水汽場(RH)的 Bias與 RMSE之兩種變數作為參考。 

 

 

圖 4.2.2  單一成員(W3)不同地區測站溫度場每月(921～930)即時校驗產品(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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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050921～～～～0930即時校驗分析結果即時校驗分析結果即時校驗分析結果即時校驗分析結果 

目前 MEFSEA線上的即時模擬有 3 組成員，三組成員所有的物理參數化設定皆完全

相同，單純以不同初始場來比較對 WRF模式模擬結果的差異，W1為 WRF模式使用 CWB 

GFS資料作為初始場模擬，W2 除了使用 NCEP GFS作為初始場資料，另外再加入探空

資料以及地面站資料作 WRF-3DVAR 以改善初始場的資料作模擬，W3 則是單純只使用

NCEP GFS作為初始場資料模擬。本年度的地面測站時間序列校驗主要針對 48小時模擬

的溫度場(T)、風場(U、V)以及水汽場(RH)等四種變數的結果作每月的即時校驗分析。在

這裡以 2005年 9 月 21日~30日此段期間的校驗測試結果作簡單的整理報告。 

 

1.溫度場溫度場溫度場溫度場 

溫度場的部分，在模式預報的地面溫度採用模式輸出的 2m 溫度，直接與地面測站

的觀測到的溫度作比較。 

不同敏感度模式組態在溫度場 Bias(圖 4.2.3a)來看，整體而言，所有群組之平均偏差

值範圍約在-0.5～-2 之間，顯示模式的預報溫度值比地面觀測值之實際溫度偏低，可能跟

模式的溫度場使用 2m 溫度有關，距地面稍有一點距離，但是差距不大，結果可以說是

非常接近實際觀測。不同預報時間的改變，在溫度場的 Bias呈現高低的波動，在 6、18、

30、42小時會呈現較高的誤差值，而在 12、24、36與 48小時會呈現較低的誤差值，對

照到 RMSE(圖 4.2.3b)也有相同的特性，主要是因為溫度有最高溫最低溫的日變化，模式

的初始場時間為 00Z(08LST)與 12Z(20LST)，而在溫度的模擬，通常較大的誤差來自於模

擬最高最低值時，對極值的掌握較差，而在預報的第 6、18、30、42 小時，通常也是溫

度最高最低值發生的時間，造成誤差較大。對照溫度場的 RMSE(圖 3.2.2b)，其分布也類

似於 Bias的情況，其均方根誤差值主要分布 1.7～3 之間。而與之前梅雨季的敏感度實驗

中的結果較不相同的是，誤差值並不一定會隨著時間而增加，W2 甚至在 48小時的預報

有較佳的結果。 

比較即時模擬三個成員的結果，可以明顯看出，W03單純只使用 NCEP GFS初始資

料作模擬，其結果也是誤差最小的一組，無論是 Bias(圖 4.2.3a)或是 RMSE(圖 4.2.3b)都

是誤差最低的一組，W01在預報第 6 小時的結果有明顯較大的誤差，顯示在預報的初期，

初始場使用 CWB GFS，對溫度的預報較其他成員偏低，可能預報初期對於最高最低溫的

極值掌握較差。而加入 WRF-3DVAR的 W02與 W01比較，無論是 Bias(圖 4.2.3a)或是在

RMSE(圖 4.2.3b)在 921~930這段期間加入觀測資料作 3DVAR 的結果對溫度場的模擬並

未有較明顯的改進。 

 

2.風場風場風場風場 

模式風場的部分是使用地面 10m風(U、V)與地面觀測風場作比較。 

在東西向水平風場的 Bias(圖 4.2.4a)各成員的表現比較沒有特別明顯的優劣，預報時

間與誤差也沒有一定的關係，整體的 Bias 在-2～-2.8 之間，沒有很大的差距。相較於其

他各組，W03除了預報第 18、24、30小時略為偏高外，其他時間的結果還算不錯。RMSE

的部分(圖 4.2.4b)，可以看出誤差值大致會隨著預報時間增加而誤差值增加。而 W02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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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 Bias(圖 4.2.4a)的值偏高，但是在 RMSE(圖 4.2.4b)的表現還算不錯。 

在南北向水平風場的部分，Bias(圖 4.2.5a)與 RMSE(圖 4.2.5b)整體而言，誤差值隨時

間逐漸增加，W03仍比其他兩組的誤差值要來的低。而 W01在預報第 6～24小時有還不

錯的表現，但是到預報 30小時之後，誤差便大幅增加。 

與梅雨季分布較不同的特徵是，東西向水平風場的誤差增加，與梅雨季相比大約平

均增加了 1m/s，可能是在 921～930這段期間屬於秋季的天氣型態，東北風與西南風的出

現比例不會差距太多，加上有颱風經過台灣南部海面，因此在東西向的水平風場的分量

增加，甚至在 W01及 W02的部分預報時間，會比南北向水平風場的誤差要來的大。 

 

3.水汽場水汽場水汽場水汽場 

模式水汽場(RH)的計算是使用 2m 溫度與地面氣壓反推之水氣壓及飽和水氣壓的比

值與地面測站量測到的相對溼度作比較。 

比較其他的變數，RH 的誤差值相對比其他變數要來的大，在 Bias(圖 4.2.6a)的部分，

三個成員誤差主要分布在 2～7 之間，RMSE(圖 4.2.6b)則主要分布在 8~11之間，顯示各

成員模擬的情況大部分皆為高估 RH。由 RMSE(圖 4.2.6b)的分布來看，誤差分布較為平

均，但是綜合而言，RH 的分布，與溫度有部分類似的情況，也有高低的波動，但是較沒

有溫度明顯。但是第 6、18、30、42小時通常會比第 12、24、36、48小時有較高的誤差

值。 

比較不同成員的部分可以發現，W02的 Bias非常明顯比其他兩組的誤差要低很多(圖

4.2.6a)，誤差值主要皆在 4 以下，但是在 RMSE(圖 4.2.6b)的誤差值卻較其他成員偏高，

顯示 W02在不同測站 RH 可能有高估，但是可能比其他成員發生更多低估的情況，因此

正負互相抵消，造成 W02的 Bias遠比其他各組為低。W01的 Bias(圖 4.2.6a)在預報第 6

小時有最大的誤差值，由 RMSE(圖 4.2.6b)來看也是類似的情況，代表 W01 在模擬的初

期，RH 易高估。 

 

c.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 2005年 9 月 21日～9 月 30日之間的 Bias與 RMSE即時校驗結果發現，W3 比其

他兩組成員的表現要來的好，無論是溫度場、風場、水汽場都有不錯的表現。 

在這段期間似乎因為有颱風經過台灣附近，東西向水平風場的誤差增加許多，而且

預報時間與誤差值沒有明顯的相關，每個成員的誤差分布沒有類似的特性，分布較為混

亂，某些時間甚至比南北向水平風場表現要差，與梅雨季的表現相差甚多。溫度的部分，

各組的誤差值都很低，W03的 Bias甚至平均在-1.3以內，RMSE在 2.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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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2005年 921～930不同模式成員 W01～W03在台灣 17個地面測站不同預報時

間溫度場之誤差值。(a)Bias； (b)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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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2005年 921～930不同模式成員 W01～W03在台灣 17個地面測站不同預報時

間東西向水平風場(U)之誤差值。(a)Bias； (b)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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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2005年 921～930不同模式成員 W01～W03在台灣 17個地面測站不同預報時

間南北向水平風場(U)之誤差值。(a)Bias； (b)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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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2005年 921～930不同模式成員 W01～W03在台灣 17個地面測站不同預報時

間水汽場(RH)之誤差值。(a)Bias； (b)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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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3 4.3 4.3 模式降水預報和台灣自動雨量觀測所進行的模式降水預報和台灣自動雨量觀測所進行的模式降水預報和台灣自動雨量觀測所進行的模式降水預報和台灣自動雨量觀測所進行的 QPFQPFQPFQPF 校驗校驗校驗校驗    

本節針對 2005年 9 月 20日～30日已上線作業之 3 個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預報降

水進行定量降雨預報校驗，並加入 2004年台灣地區梅雨季 WRF模式模擬成員 P1的模擬

結果作為比較，校驗方式與本研究報告第 3.3節相同。 

圖 5.1a、圖 5.1b的編號 1 即是 2004年梅雨季 WRF模式模擬成員 P1，編號 2（成員

W1）是 2005年 9 月 20日～30日 WRF模式即時模擬的降雨預報校驗，使用 CWB GFS

初始資料，編號 3（成員 W2）也是 2005年 9 月 20日～30日的降雨模擬，但使用 NCEP 

GFS初始資料及 3DVAR 技術，編號 4（成員 W3）是 2005年 9 月 20日～30日 WRF模

式即時模擬的降雨預報校驗，使用 NCEP GFS初始資料，這 3 個成員所使用的物理設定

與 P1完全相同。 

從圖 4.3.1a我們可發現在 B 時段 15mm以下小雨門檻，成員 W3 的 ETS分數隨降雨

門檻上升而增加，得分在 0.2～0.3之間，W1、W2 的 ETS得分大約為 0.15，且 W2 的 ETS

得分比 W1 低，而成員 P1的 ETS得分隨降雨門檻上升而減低，分數在 0.2~0.3之間。在

B 時段小雨門檻的 Bias得分方面，P1最接近 1，W1 的 Bias分數約 0.5，W2 的分數在 0.5

～1.5之間，W3 則是介於 0.5～1.0之間。由上述可知，W3 在 B 時段小雨預報能力最好，

但會低估降水，W2 的降水預報能力最差，低估降水最嚴重。 

在 B 時段大雨門檻，成員 W3 的 ETS得分在 0.25～0.4，成員 P1、W2 的 ETS得分

在 0.15～0.2之間，但是 P1得分較 W2 高，W1 的 ETS分數則隨降雨門檻上升而下降，

而各成員在 B 時段大雨門檻的 Bias得分都低於 1。因此我們知道在 B 時段大雨門檻，以

W3 降水預報表現最好，P1、W1 其次，W2最差，而且各成員的大雨預報次數都偏低。 

我們再看 C 時段各成員的 ETS得分表現（圖 4.3.1b），從圖中可發現 P1在小雨門檻

的得分最高，分數約在 0.2～0.3，W2、W3 的得分在 0.15～0.2，但 W3 得分比 W2 高，

W1 的小雨門檻 ETS得分表現最差，只有 0.05～0.15，而各成員在 C 時段小雨門檻的 Bias

得分都在 1.0左右，降水預報較無偏差。在 C 時段大雨門檻 W2、W3 的 ETS得分仍維持

在 0.15～0.25間，而 P1的 ETS得分則隨降雨門檻上升而下降至 0.05，W1 的大雨門檻

ETS得分則更差，分數由 0.05下降至 0；在 C 時段大雨門檻的 Bias方面，除了 W3 的分

數在 1.0附近，其他成員的 Bias都小於 1，低估大雨。由此可知，在 C 時段不論降水門

檻 W2、W3 的降水預報能力都相當不錯，而且在大雨的預報能力比梅雨季好，但是 W1

的降水預報能力在 C 時段則太差。 

在 D 時段 15mm以下的小雨預報方面，成員 P1的 ETS得分最高，分數在 0.1～0.25，

成員 W2、W3 的 ETS得分在 D 時段比 C 時段差，分數在 0.1～0.15之間，而 W1 的小雨

門檻 ETS得分則隨降水門檻增加由 0.1下降至 0.05以下，根本毫無降水預報能力；在 D

時段大雨門檻，W2、W3 的降水能力則比小雨好，ETS 分數在 0.1～0.2 之間，成員 P1

的 ETS得分隨降水門檻增加由 0.1下降 0，而成員 W1 的大雨 ETS得分也是在 0～0.05

間。因此，我們知道 D 時段的降水預報能力比 B、C 時段差，但是 W2、W3 的降水預報

仍有參考價值，至於 W1 的 D 時段降水預報最好不要採信。另外，成員 W1～W3 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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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的 Bias都隨降水門檻上升而從 1.0增加至 2.0，表示 W1～W3 成員都會高估降水，

而且更會高估大雨預報次數，而 P1則相反，其 Bias都小於 1、低估降水。 

從以上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歸納出下列結論：（1）使用 NCEP GFS初始資料（成

員 W3）的降水預報能力比使用 CWB GFS（成員Ｗ1）、NCEP GFS+3dvar初始資料好；（2）

使用 CEB GFS初始資料在 C、D 時段的降水預報能力太差，最好不要採信；（3）不論使

用何種初始資料，在 B、C 時段皆會低估降水，但是在 D 時段則會高估降水。 

另外，我們從成員 W1～W3 與 P1比較後發現其降水 ETS得分的特徵差異很大，這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選取校驗的時間區間（2005年 9 月 20～30日）內並不如梅雨季有較多

的降水事件發生，可供校驗的降水樣本數較多，所以使得降水校驗的 ETS得分可能會偏

高或偏低。而使用 NCEP GFS+3dvar初始資料校驗結果比使用 NCEP GFS差，其中可能

和第 3.3節 3DVAR 的校驗結果原因相同，都是因為我們目前使用的 3DVAR 並非發展成

熟的 WRFVAR V2.1版所導致，這部分則有待 12月 1 日將目前 WRF 3DVAR（2004年 5

月 17日 Update）轉換成 WRFVAR V2.1（2005年 8 月 5 日 Updated）之後，再持續 3 組

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進行氣象場及降水的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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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1 
2:W1 
3:W2 
4:W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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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2005年 9 月 20日～30日上線作業 WRF模式之降水進行定量降雨預報校驗的

ETS及 Bias。WRF模式 2004年梅雨季之降水得分（#1，黑色）也加入圖中（同

第 2.3節），作為比較參考。（a）A 組為 0~12小時預報，B 組為 12～24 小時

預報；(b) C組為 24~36小時預報，D 組為 36～48小時預報。 

1:P1 
2:W1 
3:W2 
4:W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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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5555章章章章    超級系集預報系統超級系集預報系統超級系集預報系統超級系集預報系統(Super ensemble)    
 

本章就系集的產品，尋找更合適的系集產生方式。並比較新系集與舊系集結

果之優劣，以提供採納新系集方法與否之建議。 

 

5.15.15.15.1    新系集產生方式新系集產生方式新系集產生方式新系集產生方式    

為了改進現有的系集模式預報，考慮了 Krishnamurti等人(2000)提出的超系

集(super ensemble)預報方法中，提出了一個預報式，將之改良重新定義為： 

∑
=

−+=
n

i
iii GGaOS

1

)(  

式中 S為測站之預報值，O 為觀測時間的平均值(也可以為一長時間可靠之

平均值) ， iG 為預報樣本模式的格點預報值， iG 為預報樣本模式的格點預報平

均值， ia 是樣本模式在此格點上的權重，n 是預報的格點數。 

此式中完整的保留了超系集預報方法的優點與涵義，它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O )，進行預報樣本的小差異( ii GG − )的預報，而此小差異便是忽略了模式長期

預報的系統誤差。理所當然的其預報結果會很不錯。 

本實驗使用 WRF模式雙層巢狀網格設定，外層粗網格（D1）是 140x105，

解析度 45 公里，內層細網格（D2）是 100x100，解析度 15 公里，垂直方向有

31層，初始資料為 NCEP GFS加 3DVAR。資料時間是從 6 月 25日 00Z~7月 26

日 00Z，模擬預報時間 72小時，每 3 小時輸出一次結果，每天分別作 00Z和 12Z

共 2 次的模擬，且收集測站周圍 12個網格點共 17個測站之資料。目前輸出變數

為相對溼度(RH) ，溫度(T)和風速(WS) ，觀測時間的平均值(O )是取這段約 1

個月的觀測資料時間。 

由於大約只有一個月之資料，所以預留 3 天的資料來作校驗，分別以 6 月

25日~7月23日00Z和12Z的資料來作訓練期求取迴歸係數，如此便會有2種(00Z

和 12Z)72小時的模式預報值。由於訓練期間資料有遺失值，所以需將遺失值刪

除後再行分析。分析完後所得之迴歸係數再分別帶入 7 月 24日 00Z和 12Z的模

式資料，便可以得到一組新的 00Z 和 12Z 的迴歸模式資料，另外現有之系集預

報值只有 48 小時之輸出，所以在比較哪種方法比較好的情況下，只能分別比較

00Z和 12Z之 48小時的時間數列圖、平均誤差和均方根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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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5.25.2    結果校驗結果校驗結果校驗結果校驗    

為了評估新的迴歸方法所得之值是否有比現有之模式內插值有較佳的表

現，筆者以 7 月 24日~7月 26日共 72小時之測站資料為觀測實際值(obs) ，迴

歸方法(reg)所得之 00和 12的預報資料以及現有之模式內插預報值(OM) 所得之

00和 12的預報資料，來劃時間數列圖。如此便可以比較出各個模式在不同預報

時間的表現為何? 

由圖 5.1.1到圖 5.1.51的結果顯示，各個測站的每一種氣象場在不同的時間

都有不同的表現結果，雖然無法很明確有證據的顯示哪一種方法的表現是最好

的，但是大致上來看除了風速場較難判斷外，溫度場和相對溼度場在較多的測站

和較多的預報時間有較好之表現。 

為了能有確切且公正的比較標準，筆者採用計算平均誤差(bias)和均方根誤

差(rmse)來評斷方法的優劣。由於模式內插值只有48小時的預報輸出，所以統一

計算預報48小時的平均誤差和均方根誤差，其結果如 table 5.1.1和 table 5.1.2所

示：若現有系集預報值有較佳之表現則標示為紅色。 

 
Table 5.1.1：各個測站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之 00Z 預報的平均

誤差(bias)和均方根誤差(rmse)值 

測站 氣象場 Reg bias OM bias Reg rmse OM rmse 

溫度 0.142 -4.489 2.090 5.028 

相對溼度 7.634 15.633 9.920 17.276 
46692 

台北 
風速 -0.389 -0.366 1.298 2.209 

溫度 1.135 -1.358 1.583 2.229 

相對溼度 1.285 10.434 5.180 11.894 
46694 

基隆 
風速 -0.038 1.484 1.632 1.986 

溫度 1.879 0.381 2.048 1.704 

相對溼度 -3.886 -7.200 6.576 10.219 
46695 

彭佳嶼 
風速 1.048 0.791 2.854 1.077 

溫度 0.627 -3.469 1.072 4.070 

相對溼度 9.456 17.816 10.298 19.805 
46699 

花蓮 
風速 0.824 0.428 1.959 2.007 

溫度 1.390 -0.944 1.633 1.789 

相對溼度 -0.646 4.274 4.131 11.185 
46706 

蘇澳 
風速 0.619 2.849 3.067 3.530 

溫度 0.502 -3.484 1.194 3.833 

相對溼度 3.550 11.711 4.904 14.212 
46708 

宜蘭 
風速 1.149 0.866 1.689 2.449 

46735 溫度 0.564 -0.445 0.977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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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溼度 1.142 -2.582 4.671 8.253 澎湖 

風速 -0.241 2.009 1.377 2.562 

溫度 -0.210 -0.864 0.942 1.262 

相對溼度 1.359 -1.262 7.364 6.605 
46741 

台南 
風速 0.060 0.204 0.699 1.506 

溫度 0.427 -1.239 0.761 1.589 

相對溼度 -3.306 0.456 7.529 6.616 
46744 

高雄 
風速 1.236 -0.587 3.177 1.095 

溫度 -1.103 -1.919 2.000 2.378 

相對溼度 -2.414 1.314 11.839 7.317 
46748 

嘉義 
風速 0.567 0.309 1.335 1.301 

溫度 -0.075 -6.204 1.222 6.420 

相對溼度 3.421 7.801 7.452 16.580 
46749 

台中 
風速 0.288 0.355 0.637 1.250 

溫度 0.477 -2.044 2.103 3.404 

相對溼度 2.414 10.550 11.980 13.044 
46754 

大武 
風速 0.875 1.703 1.737 1.993 

溫度 0.607 -1.863 1.269 3.057 

相對溼度 -1.117 3.375 4.591 7.640 
46757 

新竹市 
風速 -0.196 0.925 0.811 1.462 

溫度 1.633 -0.084 2.210 2.187 

相對溼度 2.699 9.337 4.131 10.505 
46759 

恆春鎮 
風速 0.275 2.133 1.173 2.425 

溫度 0.906 -0.679 1.687 2.531 

相對溼度 5.763 12.062 7.645 14.651 
46761 

新港 
風速 0.362 -0.058 2.109 1.541 

溫度 0.541 2.018 0.915 2.277 

相對溼度 2.769 -8.175 5.263 9.690 
46762 

蘭嶼 
風速 -0.221 -0.836 2.205 1.340 

溫度 0.254 -4.605 1.154 4.787 

相對溼度 6.215 19.559 7.294 21.065 
46766 

台東市 
風速 0.401 -0.110 1.052 0.761 

溫度 0.570 -1.841 1.462 2.957 

相對溼度 2.138 6.183 7.104 12.150 Total mean 

風速 0.389 0.712 1.695 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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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1.2：各個測站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之 12Z 預報的平均

誤差(bias)和均方根誤差(rmse)值 

測站 氣象場 Reg bias OM bias Reg rmse OM rmse 

溫度 0.095 -4.174 1.547 4.590 

相對溼度 5.762 11.199 7.288 14.244 
46692 

台北 
風速 0.125 0.385 1.749 2.112 

溫度 1.247 -1.579 1.624 2.620 

相對溼度 -0.425 12.629 3.555 14.400 
46694 

基隆 
風速 -0.423 1.176 1.792 2.214 

溫度 1.719 0.106 2.099 1.937 

相對溼度 -1.908 -4.560 4.752 9.454 
46695 

彭佳嶼 
風速 0.361 -0.463 2.899 1.033 

溫度 0.294 -3.341 1.067 4.491 

相對溼度 9.562 19.519 11.557 22.773 
46699 

花蓮 
風速 1.165 -0.431 2.372 1.506 

溫度 0.802 -1.509 1.256 3.118 

相對溼度 2.479 11.345 5.922 17.669 
46706 

蘇澳 
風速 -0.437 3.134 2.660 4.093 

溫度 0.528 -3.058 1.177 3.750 

相對溼度 4.107 11.168 6.139 16.361 
46708 

宜蘭 
風速 0.702 1.120 1.580 2.478 

溫度 1.344 -0.607 1.511 2.031 

相對溼度 2.082 -1.024 4.490 9.226 
46735 

澎湖 
風速 0.066 1.513 1.209 1.757 

溫度 1.477 -1.167 1.753 1.597 

相對溼度 8.430 3.532 11.192 7.706 
46741 

台南 
風速 0.435 0.276 0.992 0.900 

溫度 1.855 -1.288 2.021 1.824 

相對溼度 6.821 3.713 9.963 8.354 
46744 

高雄 
風速 -0.043 -0.046 1.629 0.845 

溫度 -0.471 -1.677 1.385 2.343 

相對溼度 -0.002 1.182 7.914 7.721 
46748 

嘉義 
風速 -0.106 0.026 0.892 1.370 

溫度 0.906 -4.945 1.214 5.30 

相對溼度 0.589 7.138 5.506 16.148 
46749 

台中 
風速 0.275 -0.039 0.670 0.854 

46754 溫度 0.550 -1.203 1.368 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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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溼度 6.372 9.010 8.794 14.237 大武 

風速 0.546 3.233 1.675 3.777 

溫度 0.988 -1.881 1.582 3.024 

相對溼度 -1.149 2.723 3.690 6.978 
46757 

新竹市 
風速 -0.291 0.641 0.817 1.182 

溫度 2.233 0.130 2.664 2.203 

相對溼度 8.290 13.419 14.588 15.523 
46759 

恆春鎮 
風速 0.473 2.779 1.080 3.156 

溫度 1.129 -0.257 1.795 2.838 

相對溼度 4.660 11.747 6.044 13.963 
46761 

新港 
風速 0.710 1.225 1.828 1.871 

溫度 0.107 1.823 1.428 2.586 

相對溼度 5.554 -4.055 7.634 7.912 
46762 

蘭嶼 
風速 1.695 0.794 3.042 1.920 

溫度 0.664 -4.046 1.241 4.645 

相對溼度 5.530 16.809 7.496 20.445 
46766 

台東市 
風速 0.675 0.464 1.140 0.918 

溫度 0.910 -1.687 1.572 3.088 

相對溼度 3.927 7.382 7.443 13.124 Total mean 

風速 0.349 0.929 1.649 1.882 

 

由以上的結果顯示，在 table 5.1.1 方面標示為黑色的總比率為

%53.73%100204
150 ≅× ，而 table 5.3.2方面為 %57.71%100204

146 ≅× ，可以看

出迴歸方法比現有之系集預報值在較高的比率中，有較好之表現。若分別以平均

誤差值和均方根誤差來看，均方根誤差在 table 5.1.1和 table 5.1.2標示為黑色的

比率分別是 78.43%和 74.51%，表示迴歸方法比現有之系集預報值有較佳之穩定

性。另外，雖然 table 5.1.1標示紅色數目的比率較 table 5.1.2標示紅色數目的比

率為少，但是不能以此便下定迴歸方法 00Z 比迴歸 12Z 有較佳的表現。實際上

若仔細的比較 00Z 和 12Z 這 2 個預報，會發現在不同的測站或是氣象場會有不

同之表現。而在 table 5.1.1和 table 5.1.2最後的 Total mean，代表著所有測站的

平均值，其結果也顯示迴歸方法整體來說比現有之系集預報值在這 3 種氣象場，

都有較佳的表現。雖然由以上的結果來看，迴歸方法對於現有之系集預報值不論

在何種氣象場的表現，都有較高比率是好的表現。但是若是仔細的觀察可以發

現，迴歸方法和現有之系集預報值的表現會依據不同的測站和氣象場而有高低不

同之表現，尤其是對於相對溼度場，大部分測站的兩個方法之平均誤差的絕對值

都遠大於 0，均方根誤差也很大，表示這 2 種方法還是無法正確的預估到正確之

相對溼度場觀察值而且穩定性也不佳，表示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是也可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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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的發現，迴歸方法的確有將平均誤差的絕對值和均方根誤差大大降低的效

能。而從時間數列圖來看，迴歸方法對於溫度場和相對溼度場在大部分的測站都

有不錯的表現，而且都能跟隨著測站觀察值變化的趨勢。但是風速方面可以感覺

到圖形很混亂，無法抓住觀察值變化的趨勢，而且會發現迴歸方法在 00Z 之預

報，在許多測站的表現中預報 60小時以後的表現很不好，而此時 12Z之預報並

未有此現象。因為研究時間不夠長再加上此為個案資料，所以不知道是否為單純

只有 00Z之表現不佳? 12Z是否也有如此之情況?還是模式之預報即出了問題?這

些有待日後更深入之研究。 

 

5.35.35.35.3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以上結果，迴歸方法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有比現有之系集預報值有較好

的表現，其中溫度場的準確性提高，相對溼度場有顯著之改進。但是此法對於不

同的測站都有大小不同程度的表現狀況，因此此法是否適用於所有測站或是其他

的氣象場尚需仔細的評估，至少在筆者所分析的 17個測站中，就有 46695彭佳

嶼、46741台南和 46744高雄這 3 個測站是現有之系集預報值有較好的表現。另

外也可以由這 3 種氣象場有不同程度之表現結果，可以發現不同的氣象場間的表

現差異是非常大的。此外，風速場在 60 小時後的預報要比較小心，依目前的分

析來看，只能說在預報 48 小時內，迴歸方法比現有之系集預報值在大部分測站

中有較佳之表現。 

其實迴歸方法還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的，根據張(2002)的論文指出，進行權

重計算時，所採用的歷史資料時間越長，系集的效果越好。另一方面本研究的資

料有許多遺失值，而筆者又採用刪除遺失值後再分析的辦法，所以若能增加權重

計算時的資料量或是減少遺失值的發生，另外提供一組可靠觀測時間的平均值

(O )，相信都能有較佳之改進結果。此外，目前只針對單一個系集模式來作分析，

若能提供其他更可靠的系集成員，並結合超系集預報方法，相信必能大大的提升

預報的準確率。 

    依照筆者目前所作之分析，可以發現迴歸方法在不同測站的某些氣象場比現

有系集預報值有非常顯著的改善，例如：46692台北的溫度場，46694基隆的相

對溼度場，46699花蓮的溫度場等。在有限的資源無法作系集預報的情況下，或

是考慮成本效益的情況下，可以用迴歸方法來代替現有之系集預報值，其餘改進

成效不大甚至是不好的測站和氣象場，可以延用現有之系集預報值而不作任何的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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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46692 台北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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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46692 台北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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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46692 台北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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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46694 基隆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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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46694 基隆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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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46694 基隆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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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46695 彭佳嶼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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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46695 彭佳嶼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

值(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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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46695 彭佳嶼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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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0︰46699 花蓮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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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1︰46699 花蓮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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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2︰46699 花蓮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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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3︰46706 蘇澳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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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4︰46706 蘇澳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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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5︰46706 蘇澳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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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6︰46708 宜蘭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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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7︰46708 宜蘭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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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8︰46708 宜蘭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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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9︰46735 澎湖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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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0︰46735 澎湖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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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1︰46735 澎湖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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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2︰46741 台南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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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3︰46741 台南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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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4︰46741 台南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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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5︰46744 高雄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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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6︰46744 高雄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5-20

46744 WS

0

5

10

15

20

3 9 15 21 27 33 39 45 51 57 63 69

obs

00reg

12reg

00OM

12OM

 
圖 5.1.27︰46744 高雄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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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8︰46748 嘉義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5-21

46748 RH

40

50

60

70

80

90

100

3 9 15 21 27 33 39 45 51 57 63 69

obs

00reg

12reg

00OM

12OM

 
圖 5.1.29︰46748 嘉義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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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0︰46748 嘉義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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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1︰46749 台中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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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2︰46749 台中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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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3︰46749 台中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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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4︰46754 大武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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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5︰46754 大武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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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6︰46754 大武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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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7︰46757 新竹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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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8︰46757 新竹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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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9︰46757 新竹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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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0︰46759 恆春鎮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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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1︰46759 恆春鎮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

值(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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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2︰46759 恆春鎮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5-28

46761 T

294

296

298

300

302

304

306

3 9 15 21 27 33 39 45 51 57 63 69

obs

00reg

12reg

00OM

12OM

 
圖 5.1.43︰46761 新港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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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4︰46761 新港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5-29

46761 WS

0

1

2

3

4

5

6

7

8

3 9 15 21 27 33 39 45 51 57 63 69

obs

00reg

12reg

00OM

12OM

 
圖 5.1.45︰46761 新港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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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6︰46762 蘭嶼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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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7︰46762 蘭嶼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46762 WS

0

2

4

6

8

10

12

14

16

3 9 15 21 27 33 39 45 51 57 63 69

obs

00reg

12reg

00OM

12OM

 
圖 5.1.48︰46762 蘭嶼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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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9︰46766 台東測站溫度場(T)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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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0︰46766 台東測站相對溼度場(RH)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

(OM)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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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1︰46766 台東測站風速場(WS)的迴歸方法(reg)和現有系集預報值(OM)

之 00 和 12 預報的時間數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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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6666 章章章章 集水區集水區集水區集水區（（（（域域域域））））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與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與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與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與 

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之建立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之建立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之建立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之建立 

 

本章針對類似 2004年 9月 11日台灣北部地區由於熱帶低壓影響產生超大豪

雨現象進行分析並探討模式預報結果，同時架構形成超大豪雨的天氣形式以及相

伴隨之中尺度對流系統的特徵和演變過程。 

 

6.1 6.1 6.1 6.1 集水區集水區集水區集水區（（（（域域域域））））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    

經過去年的研究與分析，本計畫之 WRF模式預報已有相當成果，為求 WRF

模式預報能更有效的應用，故發展集水區（域）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產品。為了

配合 WRF 模式每 3 小時輸出共 72 小時的預報結果，發展了台灣北、中、南部

模式格點 12 小時累積降雨分佈圖，以及北台灣六個集水區域的平均降雨歷線與

累積降雨趨勢圖等產品。本節將說明產品設計方向，以及對於龍王颱風與今年 5

月 15日的降水個案的表現。 

 

a. 產品說明產品說明產品說明產品說明：：：： 

WRF預報在取得初始資料後，往後預報 72小時，每 3 小時輸出一次，故可

以得到初始時之後所預報的每 3 小時累積雨量在模擬範圍上的分佈（如圖

6.1.1(a)、(b)）。這樣的產品可以讓使用者直接看到降雨的分佈，但是若是針對局

部區域的降水量預報，似乎仍顯不足。 

因此，我們將 WRF模式模擬出第二槽的降水格點資料直接顯示在圖上，並

針對台灣北、中、南三區，各取 11*11個格點的資料，共 165 km × 165 km的範

圍來顯示 WRF 模式預報各地降水的表現（如圖 6.1.2）。圖中各格點數值代表預

報時前 12小時的累積降水。是故以中央氣象局的雨量分級定義：大雨(heavy rain)

指 24小時累積雨量達 50毫米以上，且其中至少有 1 小時雨量達 15毫米以上之

降雨現象；豪雨(extremely heavy rain)指 24小時累積雨量達 130毫米以上之降雨

現象，若 24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毫米以上稱之為大豪雨(torrential rain)；24小時

累積雨量達 350毫米以上稱之為超大豪雨(extremely torrential rain)。換算成 12小

時累積雨量則為：大雨：12小時累積雨量達 25毫米；豪雨：12小時累積雨量達

65毫米；大豪雨：12小時累積雨量達 100毫米；超大豪雨：12小時累積雨量遠

175毫米以上。以此四級分類，將不同雨量分級直接呈現在圖上。如此一來，使

用者可以直接看到 WRF對台灣北、中、南三區的降水預報雨量數值，且可推測

何時、何地的累積雨量有達到超大豪雨的等級，而加以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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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輸出的產品為各初始時預報 12小時後，每 3 小時為間隔各輸出北、

中、南三個區域的降水預報圖。也就是在初始時預報 12小時後，到預報 72小時，

共有 21 × 3張降水預報圖。 

另外，將 WRF模式模擬出的降水格點資料，選取某些格點以代表集水區域，

將這些格點的雨量資料取出最大值與平均值，由初始時預報 12 小時後開始到預

報 72小時止，每 3 小時一點，繪製成降雨歷線，並將這些所選取格點的雨量平

均值累加起來，繪製累積雨量趨勢圖（如圖 6.1.3）。目前所選取的集水區域有台

北盆地、基隆河上游集水區、石門水庫集水區、翡翠水庫集水區、東北角海岸、

東北角海域等六個集水區域，其各區域所選取的格點如附圖 6.1.4。由於模式解

析度的限制，所選取的格點為代表各集水區域，故皆選取 4 到 5 個格點，以求平

均的可信度。因此各區域格點稍有重複，在所難免。 

除了降雨預報的 12 小時累積雨量分佈圖、各集水區的降雨歷線、累積雨量

趨勢圖外，同時輸出降雨歷線的數值產品，在未來可提供給下游，進行淹水潛勢

預報之用。 

以上產品於今年海棠颱風來襲前開發，經過數次修正後，即為目前所輸出的

產品。本章將以龍王颱風為例說明本產品的輸出流程，並將 20050515的北部降

雨個案以本產品表現。 

 

b. 龍王颱風龍王颱風龍王颱風龍王颱風：：：： 

龍王颱風為本年度截至目前三個強烈颱風之一，於今年 9 月 26日在關島北

方生成後，隨後以西北轉偏西方向朝台灣移動，路徑如圖 6.1.5所示。9 月 30日

20時 30分發布海上警報，10月 1 日 5 時 30分發布陸上警報，並於 10月 2 日清

晨 5 時 10分於花蓮豐濱附近登陸。當日 10時於濁水溪口附近進入台灣海峽，並

於 3 日凌晨由金門附近進入福建，隨後於當日下午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龍王颱風來襲主要降雨集中在 10月 1 日、10月 2 日兩天。1 日下午開始在

台灣北部有零星降雨。1 日夜間到 2 日凌晨降雨漸大，降雨區也從台灣北部擴展

至東部、西南部，到了 2 日中午最大累積雨量已超過 500毫米。圖 6.1.6顯示 10

月 1 日、10 月 2 日整日的累積降雨分佈，可以看出降雨最大區域集中在花蓮北

部、宜蘭南部，以及台灣南部山區。 

WRF 模式的集水區降水產品如圖 6.1.7 與圖 6.1.8 所示。圖 6.1.7 是以

2005093000UTC的 CWB GFS初始場預報 100103UTC (100111LST)、100115UTC 

(100123SLST)北區、中區、南區的 12 小時累積降雨分佈圖；而圖 6.1.8是預報

100203UTC (100211LST)、100215UTC (100223SLST)北區、中區、南區的 12小

時累積降雨分佈圖。WRF 模式所預報的降雨區域大致與實際雨量分佈相似，其

降雨量也十分相似。 

而圖 6.1.9同樣以 2005093000UTC的 CWB GFS初始場預報 12小時到 72小

時的各集水區的降雨歷線與累積降雨趨勢。圖中可明顯看出降雨開始與結束的時

間，以及降雨強度最大的時間。這些參數都可以協助進行防範市區淹水或是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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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洩洪。圖 6.1.10是 WRF預報的降水歷線與累積降雨趨勢與實際降雨量的比

較。可以看到針對龍王颱風個案而言，WRF 模式所預報的結果相當不錯。除了

降雨開始與結束的時間、降水的趨勢，甚至是降雨量都有不錯的表現。 

目前集水區降水產品在每天 8:00LST會輸出前一天 12 UTC為初始時的預報

結果，而 20:00LST會輸出當天 00 UTC為初始時的預報結果。若以龍王颱風為

例，093000的預報結果在 9 月 30日當天晚間 20:00即可輸出，便可以知道降雨

開始時間可能是 10月 1 日下午 15:00，降雨強度最大時可能為 2 日清晨 05:00 ~ 

08:00；也可以得知可能的累積降雨。對於防災工作應該有不小的幫助。 

 

c. 20050515降雨個案降雨個案降雨個案降雨個案 

為了解本產品在非颱風個案的降雨預報上的表現，本計畫針對 5 月 15日的

降雨製作了集水區降水預報產品。圖 6.1.11(a)為 5 月 15日 00LST到 12LST時的

累積降雨，而圖 6.1.11(b)則為 00LST到 23:30LST的累積降雨。可以很明顯的看

出降雨主要集中在 5 月 15凌晨到白天這段時間，且偏重於西北部、中部海岸與

平原地區。實際上，在 5 月 15日凌晨，有一道鋒面通過台灣北部（6.1.12圖(a))，

在海峽上生成中尺度對流系統並移進台灣（圖 6.1.12(b)），造成這一波的降水。 

WRF 模式集水區降水預報產品中，北部格點 12 小時累積雨量分佈如圖

6.1.13所示。以 051312 UTC為初始時間的降水預報在雨量和降水地區的分佈上

不太理想：在預報 051503 UTC時間的雨量只有數毫米，而預報 051315 UTC時

間的雨量則只有 10 ~ 20毫米，且預報降水區域皆集中在北部、東北部山區。另

外，以 051400 UTC為初始時間的降水預報則較理想，但是其降水區域仍差強人

意。 

圖 6.1.14、圖 6.1.15則分別為 051312 UTC、051400 UTC為初始預報時間之

各集水區降雨歷線與累積降雨趨勢。圖中可以看出 WRF所預報的降雨時間約晚

了 5 ~ 8小時。且預報降雨量也較實際來得小。 

 

d.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以上兩個個案，集水區降水預報產品的確有它的實用性。在針對類似颱

風降水的個案中，當颱風強度、路徑預報準確時，其降雨時間、分佈，與降雨量

皆能有某種程度的掌握。而針對類似 MCSs或是午後雷雨等小尺度的降雨，可能

準確度不足，但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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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6.1.1  WRF模式所預報的每 3 小時累積降水。(a) DOMAIN 1；(b) DOMAIN 2。 

 

 

(a) (b) (c)  

 

圖 6.1.2  (a)北、(b)中、(c)南三區的格點 12小時累積雨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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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6.1.3  2005093000Z預報之集水區域預報每 3 小時降雨歷線與累積雨量趨勢圖。(a)預報台

北盆地、基隆河上游、石門水庫集水區的降雨歷線。(b)台北盆地、基隆河上游、石

門水庫集水區的累積雨量趨勢圖。 

 

(a) (b)  

 

圖 6.1.4  集水區域選取格點示意圖。(a)台北盆地、基隆河上游、石門水庫集水區所選取格點

示意圖。(b)翡翠水庫、東北角海岸、東北角海域所選取格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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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龍王路徑示意圖。 

 

(a) (b)  

 

圖 6.1.6  2005年 10月 1 日、2 日的降雨分佈圖。(a) 10月 1 日 00:00 LST至 10月 2 日 00:00 

LST 的累積降雨分佈圖。(b) 10月 2 日 00:00 LST至 10月 2 日 23:30 LST累積降雨

分佈圖。 



 

 6-7

(a) (b)  

(c) (d)  

(e) (f)  

 

圖 6.1.7  2005093000UTC模式預報 100103UTC (100111LST)、100115UTC (100123LST)，北、

中、南三區的格點雨量分佈。(a) 100103UTC北區雨量分佈；(b) 100115UTC北區雨

量分佈；(c)同(a)，但為中區雨量分佈；(d)同(b)，但為中區雨量分佈；(e)同(a)，但

為南區雨量分佈；(f)同(b)，但為南區雨量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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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 6.1.8  2005093000UTC模式預報 100203UTC (100111LST)、100215UTC (100123LST)，北、

中、南三區的格點雨量分佈。(a) 100203UTC北區雨量分佈；(b) 100215UTC北區雨

量分佈；(c)同(a)，但為中區雨量分佈；(d)同(b)，但為中區雨量分佈；(e)同(a)，但

為南區雨量分佈；(f)同(b)，但為南區雨量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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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6.1.9  2005093000UTC預報之 12小時至 72小時，各集水區的降水歷線與累積降雨趨勢。

(a)台北盆地、基隆河上游、石門水庫集水區之降水歷線；(b)同(a)但為翡翠水庫、東

北角海岸、東北角海域；(c) 台北盆地、基隆河上游、石門水庫集水區之累積降雨趨

勢；(d)同(c)但為翡翠水庫、東北角海岸、東北角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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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6.1.10  WRF模式以不同初始時預報 2005092920LST至 100420LST，各集水區降雨歷線與

累積降雨趨勢和實際雨量比較。(a)台北盆地、基隆河上游、石門水庫集水區之降雨

歷線與實際雨量比較；(b)同(a)但為東北角海岸與翡翠水庫集水區；(c)台北盆地、基

隆河上游、石門水庫集水區之累積雨量趨勢與實際累積雨量趨勢比較；(d)同(c)但為

東北角海岸與翡翠水庫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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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6.1.11：2005年 5 月 14日、15日的 24小時累積降水分佈圖。 

 

 

 

(a) (b)  

 

圖 6.1.12  (a) 2005年 5月 15日 02 LST地面天氣圖 (b) 2005年 5月 15日 00 LST之台灣地區

紅外線衛星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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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6.1.13  WRF模式預報之台灣北部格點 12小時累積雨量，(a) 2005051312 UTC為初始值預

報 051503 UTC (051511 LST)；(b)同(a)，但為預報 051515 UTC (051523 LST)；(c) 

2005051400 UTC為初始值預報051503 UTC (051511 LST)；(d)同(c)，但為預報051515 

UTC (051523 L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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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d) (c)  

 

圖 6.1.14  2005051312 UTC預報之 12小時至 72小時，各集水區的降水歷線與累積降雨趨勢。

(a)台北盆地、基隆河上游、石門水庫集水區之降水歷線；(b)同(a)但為翡翠水庫、東

北角海岸、東北角海域；(c) 台北盆地、基隆河上游、石門水庫集水區之累積降雨趨

勢；(d)同(c)但為翡翠水庫、東北角海岸、東北角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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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6.1.15  2005051400UTC預報之 12小時至 72小時，各集水區的降水歷線與累積降雨趨勢。

(a)台北盆地、基隆河上游、石門水庫集水區之降水歷線；(b)同(a)但為翡翠水庫、東

北角海岸、東北角海域；(c) 台北盆地、基隆河上游、石門水庫集水區之累積降雨趨

勢；(d)同(c)但為翡翠水庫、東北角海岸、東北角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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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6.2 26.2 26.2 2004004004004 年年年年 0910091009100910----0911091109110911 超大豪雨個案之綜觀環境分析超大豪雨個案之綜觀環境分析超大豪雨個案之綜觀環境分析超大豪雨個案之綜觀環境分析    

北台灣在去（2004) 年 9 月 10 ~ 11日發生降雨事件。其中，最強降水發生

在 9 月 10日晚上 8 點至 9 月 11日上午 8 點。這段期間，位於台北市南港的自動

雨量站累積將近 800 mm的雨量（圖 6.2.1），在大台北地區的其他地方，如：內

湖、松山、三重、永和等地，也都分別降下 448 mm、449.5 mm、346 mm、383 mm

（圖未示）。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為何會在短時間內降下如此可觀的雨量，綜

觀尺度與中尺度天氣動力過程在此超大豪雨個案中扮演的角色。進一步的利用美

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CEP）每 6小時高解析度（1° × 1°）的 FNL(Final Analyses)

資料；並配合馬公測站每 12 小時的探空圖及地面觀測站每小時資料以及美國

GEOS9衛星每小時紅外、水汽和可見光資料進行分析。 

 

a. 紅外線與紅外線與紅外線與紅外線與水氣水氣水氣水氣頻道衛星雲圖分析頻道衛星雲圖分析頻道衛星雲圖分析頻道衛星雲圖分析 

在正常的濕大氣下，衛星接收到的大部分水氣輻射量在 300 hPa ~ 600 hPa

層，但是當空氣乾燥時，某些輻射量可由低層的 800 hPa得來。因為一般水氣含

量由赤道向極地減少，而貢獻的高度也向極地下降。水氣頻道雲圖之顯示通常和

紅外線影像相同，皆以放射輻射量轉換為溫度。由於溫度隨著高度降低，所以高

對流層高溼度區顯現冷（涼）而低溫度區則為暖（暗）。也就是說，當高對流層

乾的時候，輻射量到達衛星源自於較低的對流層，低對流層是暖的，在影像上為

暗色。 

每小時的紅外線衛星雲圖來看，顯示在 9 月 10日 00Z ~ 05Z（圖未示）這段

期間，微弱的鋒面雲系由日本本州東方海面延伸至大陸東南方沿海，其雲系的尾

端在台灣北方海面，而台灣上空無明顯對流雲系發展，但是周圍卻有對流雲系發

展，特別是台灣西南方與南海一帶的對流雲簇發展旺盛，並且朝東北方漸漸移進

台灣陸地；另外就是在台灣東方海面上也同樣有對流雲的發展，配合地面天氣圖

以及 NCEP FNL分析可知為兩個熱帶低壓系統，同時段的水氣頻道衛星雲圖顯

示台灣周圍發展的對流雲在中高層大氣是相當潮濕的。 

到了 9 月 10日 05Z，台灣西方海面的對流雲系開始移入北台灣，由雲圖來

判斷，對流大約發展至中層大氣的高度，而台灣東北方海面以及西南方海面由於

存在著低壓系統，所以對流發展的高度較高。在 06Z ~ 12Z這段期間（圖未示），

顯示北台灣上空有一波又一波的雲系通過，但是高度都不是很高；而南台灣受到

低壓系統接近以及在台灣西南沿海附近滯留的影響，對流雲系持續的壟罩南台灣

上空，對流發展的高度也較北台灣高。水氣頻道雲圖顯示，這段期間的南台灣中

高層大氣是相當潮濕的，而北台灣中高層大氣則相對含較少的水氣，中高對流層

溫度在-30 度至-50 度之間，但這並不表示北台灣無足夠水氣，而是集中在低對

流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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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月 10日 16Z ~ 9月 11日 00Z（圖 6.2.2）這段期間，可以看到對流雲系

主要壟罩著北台灣以及南台灣上空，而台灣中部上空雲系較少。其中，北台灣在

9月 10日 16Z ~ 19Z期間的雲系範圍似有縮小且集中在大台北地區以及基隆的情

形，到了 17Z 可以看到在新竹桃園地區有新的對流雲發展，且範圍隨著時間擴

大，一直到 11日 00Z這段期間皆壟罩整個北台灣，包含基隆、台北、新竹、桃

園以及宜蘭等地。配合北台灣地面雨量站的資料可以得知，這段期間正是降雨強

度最強的時間。同時段的水氣頻道雲圖顯示，北台灣與南台灣中高層大氣皆為潮

濕的情形。 

其中，由水氣頻道可以看出北台灣在強降雨期間的中高對流層溫度低於-60

度，顯示其潮濕的程度有明顯的增加。之後，對流雲系逐漸移出北台灣地區，北

台灣的降雨也開始減弱。 

 

b. NCEP FNL 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引發北台灣降下超大豪雨的可能機制，所以利用 NCEP FNL

資料進行分析，分析範圍為 110°E ~ 130°E，15°N ~ 35°N。 

(1)地面分析 

在梅雨季的中尺度現象裡，陳（1978）及陳與紀（1980）以 1 hPa為等壓線

分析間距，若可分析出封閉等壓線且區內具有氣旋式風場者，定義為中尺度低

壓。之後，陳與俞（1988）及陳（1990a）認為，只要以 1 hPa為間距可分析出

封閉等壓線者，即為中尺度低壓（mesolow）。另外，陳（1992）分析 TAMEX 中

尺度現象，將風場具有封閉氣旋式環流者，定為中尺度渦旋（mesovortex）；而

當中尺度低壓區之風場具有氣旋式封閉環流且兩者中心一致者，定為中尺度氣旋

（mesocyclone），所以在此的地面分析採用以 1 hPa等壓線間距進行分析，透過

以上的分析結果皆可分析出中尺度低壓。 

在 9 月 10 日 00Z 可以看到台灣北北東方（125°E、25.3°N）海面上存在一

個熱帶低壓，中心氣壓為 1007 hPa，此時北台灣主要吹東北風，風速 5 ~ 10 m/s；

另外，在台灣西南方（117.5°E、23°N）海面上也存在一個熱帶低壓，中心氣壓

為 1007 hPa，台灣南方西南風，南海地區有旺盛的西南氣流，風速 10 m/s（圖

6.2.3 (a)）。配合紅外線以及水氣頻道衛星雲圖，可以得知，西南氣流挾帶著水氣，

不斷的往台灣地區接近。受到兩個低壓的影響，北台灣吹東北風，南台灣吹西南

風，在台灣西北沿海以及台灣海峽上有風切存在。到了 9 月 10日 06Z（圖 6.2.3 

(b)），整個台灣以及南海地區形成一個廣大的低壓帶，低壓帶裡面包含兩個熱帶

低壓。一個原先在台灣北北東方海面略往西北移動，位置在 124.8°E、25.8°N，

中心氣壓增強為 1004 hPa；另外，台灣西南方海面上的低壓略往東移至 118°E、

23°N，中心氣壓也增強為 1005 hPa。受到兩個低壓的影響，北台灣吹東北風，

風速 5 ~ 10  m/s；南台灣吹西到西南風，風速 10 m/s，台灣海峽上依舊有風切

存在。南海一帶還是有旺盛的西南氣流挾帶水氣往台灣方向移動，但西風分量較

大。 



 

 6-17

9 月 10日 12Z（圖 6.2.3 (c)）可以看到整個台灣以及南海地區仍為一個廣大

低壓帶，其中包含兩個低壓。台灣東北方海面低壓往西北移動到 124°E、26°N，

中心氣壓為 1005 hPa，有略為減弱的情形；西南方低壓向東移動到 118.7°E、23

°N，中心氣壓略為減弱至 1005 hPa。此時，台灣附近的風場受到兩個低壓的影

響，台灣北部吹東北風，風速 5 ~ 10 m/s；而台灣東部以及南部為西南風，風速

5 ~ 10 m/s，台灣西北方海面上仍有風切存在。到了 9 月 10日 18Z（圖 6.2.3 (d)），

東北方海面低壓往西北移動到 123.5°E、26.5°N，中心氣壓增強為 1004 hPa；西

南方低壓向東移動到 120°E、23°N，中心氣壓增強為 1005 hPa，兩個低壓有合併

的現象。此時，台灣北部以及西北部海面皆為東北風，風速 5 ~ 15 m/s，西北海

面上的風速有增強的情形，而東部以及南部海面上依舊為西南風，風速 10 m/s。 

到了 9 月 11日 00Z（圖 6.2.3 (e)），兩個低壓已合併且形成狹長的封閉低壓，

最低氣壓值為 1005 hPa，整個台灣以及南海地區仍為一個廣大低壓帶。此時，北

台灣吹東北風，風速 10 ~ 15 m/s，有明顯增強的現象；台灣東部以及南部海面上

的西南風，風速 10 ~ 15 m/s，也有增強的現象，整個台灣位於一條風切帶上。在

10日 18Z到 11日 00Z這段期間是北台灣降水強度最大的期間，可以看到北部的

東北風以及東部和南部的南風風速皆有明顯的增強。配合衛星雲圖可以看到旺盛

西南氣流挾帶大量水氣帶往台灣陸地，北部的東北風與南方的西南風在北台灣輻

合，可能為造成北台灣降下超大豪雨的原因之一。 

（2）850 hPa 

在 9 月 10日 00Z以及 06Z（圖 6.2.4 (a)、(b)）兩個時間皆可以看到在台灣

北北東方海面以及西方海面上分別有低壓系統存在，受到兩個低壓系統的影響，

北台灣吹西北風，風速 5 ~ 10 m/s。而在台灣西北方海面上則為東北風至東風，

風速 10 ~ 15 m/s，並且有風切存在；另外，南台灣以及南海地區皆為西南風，風

速 10 ~ 15 m/s，在 18°N ~ 23°N 與 115°E ~ 120°E之間甚至出現 15 m/s的西南風，

顯示當時可能有低層噴流。 

到了 9 月 10日 12Z（圖 6.2.4 (c)），台灣東北方海面以及西方海面的低壓依

舊存在，台灣西北方海面上仍有風切，北台灣為西北風至東北風，風速 5 ~ 10 

m/s；南台灣以及南海地區的西南風風速維持在 15 m/s，但西風分量較大。在 9

月 10日 18Z（圖 6.2.4 (d)），受到東北方海面低壓向西北移動以及西方海面低壓

向東移動靠近台灣陸地的影響，整個北台灣和台灣海峽主要盛行東北風，風速 5 

~ 10 m/s，此時並無明顯風切存在；而東台灣盛行西南風，風速 5 ~ 10 m/s；南台

灣以及南海地區盛行西南風，整個區域內的風速皆維持在 15 m/s以上。 

到了 9 月 11日 00Z（圖 6.2.4 (e)），情形與 10日 18Z類似，但北台灣的東北

風有增強現象，風速 10 ~ 15 m/s；而東台灣、南台灣以及南海地區的西南風也有

明顯的增強，風速 15 ~ 20 m/s，整個台灣位於一條風切帶上。另外，透過 FNL

資料分析亦可看到在 9月 10日 06Z ~ 9月 11日 00Z這段期間的相對溼度皆大於

90％，且溫度露點差小於 3 度的潮濕區涵蓋整個台灣地區（圖未示），顯示當時

在低對流層相當潮濕，配合西南氣流挾帶大量水氣移入台灣，提供台灣地區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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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豪雨的水氣來源。 

（3）700 hPa 

在 9 月 10日 00Z（圖 6.2.5 (a)），台灣北北東方海面以及西方海面上有低壓

系統存在，此時台灣北部盛行西北風，風速 5 ~ 10 m/s；台灣西北方海面上則盛

行東南風，風速 5 ~ 10 m/s，並且存在風切。台灣南部以及南海地區盛行西南風，

風速 10 ~ 15 m/s。到了 9 月 10日 06Z（圖 6.2.5 (b)），情形與 00Z類似，台灣西

北方海面上仍有風切存在，台灣南部以及南海地區盛行西南風，風速 10 ~ 15 

m/s，但有較大的西風分量。 

9 月 10日 12Z（圖 6.2.5(c)），台灣東北方海面以及西方海面上有低壓系統存

在，此時台灣北部和西北方海面盛行東北風至東風，風速 5 ~ 10 m/s；台灣北部

陸地則盛行西南風至西風，風速 5 ~ 10 m/s，此處有風切存在。台灣南部以及南

海地區盛行西風至西南風，風速 10 ~ 15 m/s。到了 9 月 10日 18Z（圖 6.2.5 (d)），

台灣東北方海面略往西北移動，此時台灣北部和西北海面上盛行東北風至東風，

風速 5 ~ 10 m/s，有風切存在；台灣東方的西南風有明顯的增強，風速 5 ~ 10 m/s。

另外，台灣南部以及南海地區盛行的西風至西南風也有明顯增強，風速 10 ~ 15 

m/s。在此注意到 19°N ~ 21°N 以及 115°E ~ 122°N 間的西至西南風風速皆維持

在 15 m/s，配合同時段的地面以及 850 hPa的分析，可以判斷出具有低層噴流的

結構。 

到了 9 月 11日 00Z（圖 6.2.5 (e)），整個台灣地區處在一個低壓帶內，並且

位於風切帶上。此時，台灣北部以及西北部主要盛行東北風，風速 5 ~ 10 m/s，

在 10日 18Z到 11日 00Z這段時間有明顯的增強。台灣東部盛行南風至西南風，

風速 10 ~ 15 m/s；台灣南部以及南海地區盛行西風至西南風，有較大的西風分

量，風速皆維持在 15 m/s。FNL 資料分析亦可看到在 9 月 10日 06Z ~ 9月 11日

00Z 這段期間的相對溼度皆大於 90％，且溫度露點差小於 3 度的潮濕區涵蓋整

個台灣地區，顯示當時在中低對流層相當潮濕（圖未示）。 

（4）500 hPa 

透過 500 hPa高度場、風場以及渦度場的分析（圖 6.2.6）可以看到，在 9

月 10日 00Z（圖 6.2.6 (a)）的台灣東北方海面以及西方海面上有低壓的訊息，低

壓中心附近也是渦度值最大區，渦度值範圍在 6 ~ 8 × 10-5。另外，可以看到台

灣的北部以及西半部位於正渦度區，東半部則位於弱的負渦度區。到了 06Z（圖

6.2.6 (b)），東北方低壓中心附近的渦度值增強至 8 ~ 10 × 10-5，而台灣北部以及

西北部為微弱的負渦度區。 

到了 9 月 10日 12Z（圖 6.2.6 (c)），可以看到兩個低壓中心附近以及整個台

灣地區皆為正渦度區。針對 25°N 做渦度和散度的垂直剖面（圖 6.2.7），可以看

到整個台灣地區的中、低對流層（400 hPa ~ 1000 hPa）皆為正渦度區；另外，低

對流層（850 hPa以下）為輻合區，850 hPa ~ 650 hPa為輻散區，而中高對流層

（300 hPa ~ 600 hPa）為輻合區，300 hPa以上的高對流層則為輻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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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月 10日 18Z（圖 6.2.6 (d)）以及 11日 00Z（圖 6.2.6 (e)）一樣可以看到

兩個低壓中心附近以及整個台灣地區皆為正渦度區。而 25°N 做渦度和散度的垂

直剖面，皆有以上情形。這樣的情況顯示，北台灣是屬於對流不穩定大氣，整個

環境受到兩個低壓系統的支配以及中尺度環境的迅速變化與兩個低壓的移動和

位置有關。低層輻合與高層輻散，伴隨著垂直方向深厚的正渦度分布形成整個綜

觀環境的主要特徵。 

 

c. 環境探空分析環境探空分析環境探空分析環境探空分析 

由 9 月 10日 00Z的馬公探空站（圖 6.2.8）顯示 1000 hPa以下為弱東南風，

1000 hPa到 200 hPa則以西南風為主，環境的垂直風切為中等偏弱，0 ~ 5公里高

度的風切約為 12 m/s，風向隨高度順轉，有顯著的暖平流，CAPE 值為

1613.5m2s-2，舉升凝結高度（LCL）和自由對流高度(LFC)分別為 213公尺和 381

公尺。到了 9 月 10日的 12Z，CAPE值為 1496.3 m2s-2，舉升凝結高度（LCL）

和自由對流高度(LFC)分別為 45公尺和 226公尺（圖 6.2.9），這樣表示當時環境

具有中度的風切不穩定以及對流不穩定，整個綜觀環境是有利於對流的發展，且

中、低對流層相當潮濕，因此可以預期降雨事件的發生。另外，在板橋探空（圖

6.2.10）的部分，由 9 月 10日 00Z、12Z以及 9 月 11日 00Z可以發現低對流層

隨時間由乾轉為潮濕，顯示北台灣的低對流層含有水氣，只要配合著有利的綜觀

環境條件以及中尺度過程，還是可以預期有降雨事件的發生。 

總結來說，911個案當時，在台灣東北部與西南部各有一個中尺度氣旋。這

兩個中尺度氣旋的配置，使台灣地區位於一風切帶上，且在 850 hPa與 700 hPa

高度上有強勁的西南氣流。這兩個中尺度氣旋的影響不只是在低層，一直到 500 

hPa都存在著深厚的正渦度區，而在 300 hPa以上的氣流則提供輻散場，提供了

良好的上升運動環境。加上環境探空顯示當時有顯著暖平流與對流可用位能，整

個台灣處在風切不穩定以及對流不穩定的環境下，使得降雨條件更為有利。 

一般台灣地區發生豪大雨個案中不外乎是梅雨鋒面降水或是颱風來襲，此超

大豪雨個案為二個中尺度氣旋的配置與交互作用，造成 24 小時內可達 3、400

毫米的雨量，著實特別。因此若能仔細分析此一個案的降雨機制，想必可以對中

尺度模式的降雨模擬有更進一步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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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  2004年 9 月 10日 1800LST至 2004年 9 月 11日 0800LST南港東興國小雨量

站之雨量累積圖。 

 

 

圖 6.2.2  2004年 9 月 10日 16Z至 2004年 9 月 11日 00Z之逐時衛星雲圖，左邊為紅外

線雲圖，右邊為水氣頻道雲圖。（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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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6.2.2  2004年 9 月 10日 16Z至 2004年 9 月 11日 00Z之逐時衛星雲圖，左邊為紅

外線雲圖，右邊為水氣頻道雲圖。（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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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6.2.2  2004年 9 月 10日 16Z至 2004年 9 月 11日 00Z之逐時衛星雲圖，左邊為紅

外線雲圖，右邊為水氣頻道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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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2004年 9 月 10日 00Z至 2004年 9 月 11日 00Z之每六小時地面分析圖。黑色

實線為平均海平面氣壓；紅色虛線為地面（2M 高度）溫度；風速單位為 m/s，

長桿為 10 m/s，短桿為 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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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4  2004年 9 月 10日 00Z至 2004年 9 月 11日 00Z之每六小時 850 hPa分析圖。

黑色實線為重力位高度（公尺）；紅色虛線為溫度；風速單位為 m/s，長桿為

10 m/s，短桿為 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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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2004年 9 月 10日 00Z至 2004年 9 月 11日 00Z之每六小時 700 hPa分析圖。

黑色實線為重力位高度（公尺）；紅色虛線為溫度；風速單位為 m/s，長桿為

10 m/s，短桿為 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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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6  2004年 9 月 10日 00Z至 2004年 9 月 11日 00Z之每六小時 500 hPa分析圖。

黑色實線為重力位高度（公尺）；陰影區為渦度值；風速單位為 m/s，長桿為

10 m/s，短桿為 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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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  2004年 9 月 10日 12Z至 2004年 9 月 11日 00Z之每六小時 500 hPa渦度、散

度垂直剖面圖；左邊為渦度垂直剖面圖，陰影區為渦度值；右邊為散度垂直剖

面圖，陰影區為散度值。風場為各層高度之水平風場，風速單位為 m/s，長桿

為 10 m/s，短桿為 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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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8  左邊為 2004年 9 月 10日 00Z之馬公探空圖，右邊為根據探空資料計算 0 到 5

公里高度之垂直風切，風速單位為 m/s。 

 

圖 6.2.9 2004 年 9 月 10 日 12Z 之馬公探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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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0  2004年 9 月 10日 00Z至 2004年 9 月 11日 00Z之馬公板橋探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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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3 6.3 6.3 豪雨個案資料庫豪雨個案資料庫豪雨個案資料庫豪雨個案資料庫    

本計畫自 2005年 4 月中旬起在每個月工作會議中進行 3 個 WRF 中尺度即

時數值報系統與降雨個案之比較、分析，經過半年多後，我們共收集 9 個豪雨個

案資料，足以建置豪雨個案資料庫並將相關資料公開於網路上，網址為

http://pblap.atm.ncu.edu.tw/mefsea，網頁左側的操作主選單（圖 6.3.1a）中有「H R 

database」選項，點選進去後即可進入豪雨個案資料庫頁面（圖 6.3.1b），每個豪

雨個案以日期辨識，再點選日期後即可觀看該個案的資料，以下我們將簡述資料

庫的每個豪雨個案。 

 

a. 20050426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2005年 4 月 25日，日本至長江一帶有鋒面形成，在 26日這當鋒面南移至

臺灣，我們從 2005年 4 月 26日 8 時（LST）紅外線衛星雲圖（圖 6.3.2a）可看

到鋒面在高雄附近，之後鋒面逐漸往南移動，因此造成當日在南投山區發生豪

雨，其他地區也有大雨發生（圖 6.3.2b），而在 4 月 27 日之後鋒面減弱、降雨

漸少。 

 

b. 20050501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從 2005年 5 月 2 日可見光衛星雲圖（圖 6.3.3a）看到鋒面接近臺灣，在新

竹以北及中部山區造成降水，在宜蘭地區造成豪雨（圖 6.3.3b），5 月 4 日之後鋒

面北移、各地轉晴，6～7 日時鋒面又再度南移，但是在台灣地區未造成豪雨，8

～10日臺灣各地受鋒面滯留影響，各地有陣雨發生，在 11日鋒面移至巴士海峽

逐漸消散。 

 

c. 20050512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從 2005年 5 月 12日 8 時（LST）紅外線衛星雲圖（圖 6.3.4a）看到又有鋒

面逐漸在長江一帶形成，並有數個發展成熟的對流胞從江西、福建一帶向東移

動，並因 5 月 12～14日鋒面滯留在台灣北部，因此新竹、苗栗一帶連續 3 天都

有豪雨、大豪雨發生，圖 6.3.4b即為 5 月 12日的累積雨量圖，5 月 15日之後鋒

面逐漸減弱。 

 

d. 20050612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2005年 6 月 12～17日台灣南部連續 5 日的豪雨與重大災情，是因為梅雨鋒

面滯留在台灣附近，並且強烈的西南氣流帶來豐沛潮濕的空氣，使對流胞能持續

在台灣南部發展，產生劇烈降水。從 2005年 6 月 12日 8 時（LST）的紅外線衛

星雲圖（圖 6.3.5a）可以看到鋒面滯留在台灣南部，華南地區、臺灣南部有數個

發展成熟的對流胞，從 6 月 12 日的累積雨量圖（圖 6.3.5b）可看到臺灣南部的



 

 6-32

雨量達到超大豪雨的標準。另外，本研究報告第 2.1 節也有 20050612梅雨鋒面

個案的 WRF模式模擬資料可供參考。 

 

e. 20050628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由 2005年 6 月 27日起，在巴士海峽、菲律賓東方海域一帶有熱帶擾動逐漸

發展，從 2005年 6 月 28日 8 時（LST）紅外線衛星雲圖（圖 6.3.6a）可以看到

熱帶擾動發展出的對流胞已經北移至臺灣南部，之後對流胞可能是受臺灣地形影

響逐漸消散，在 6 月 30日臺灣南部即天氣轉晴。所以 6月 28日累積雨量圖（圖

6.3.6b）看到降雨分佈由南向北遞減，豪雨區發生在台灣東南部。 

 

f. 20050717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臺灣地區 7 月 17日～19日降水主要是受到海棠（Haitang）颱風環流的影響，

颱風離開後在 20～22日引進西南氣流，又在台灣南部造成豪雨。圖 6.3.7a為 2005

年 7 月 17 日 8 時（LST）紅外線衛星雲圖，可見颱風環流已經開始要影響臺灣

地區，從 7 月 17 日的累積雨量圖（圖 6.3.7b）可發現臺灣東北部、北部受地形

及颱風環流的影響有大豪雨發生。另外，本研究報告第 2.1 節也有海棠颱風的

WRF模式模擬資料可供參考。 

 

g. 20050831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根據氣象局記錄「泰利（Talim）颱風 8 月 27日在關島西方生成後，向西北

方向移動。28日颱風轉向西北西方向朝台灣移動。9 月 1 日清晨到達花蓮近海，

其低層環流中心呈現滯留打轉並減弱消失，且隨即由台中西方近海形成之副低壓

中心取代，並持續向西北西移動。1 日 16時進入大陸福建，隨後於 2 日 8 時後

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圖 6.3.8a為 2005年 8 月 31日 8 時（LST）紅外線衛星雲圖，當時颱風暴風

邊緣已經接近臺灣陸地，受到泰利颱風環流的影響，8 月 31 日在台灣北部發生

大豪雨、中部山區發生豪雨（圖 6.3.8b），9 月 1 日在臺灣南部發生超大豪雨，待

颱風進入大陸福建後，臺灣地區天氣逐漸好轉。 

 

h. 20051002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根據氣象局記錄「龍王（Longwang）颱風 9 月 26日在關島北方生成後，隨

後以西北轉偏西方向朝台灣移動，10月 2日清晨 5時 10分於花蓮豐濱附近登陸，

當日 10時於濁水溪口附近進入台灣海峽，並於 3 日凌晨由金門附近進入福建，

隨後於當日下午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圖 6.3.9a為 2005年 10月 2 日 8 時（LST）紅外線衛星雲圖，此時龍王颱風

已經移動至台中、彰化附近，即將出海。龍王颱風在 10月 1～3 日在台灣地區都

有造成降水，但是以 10月 2 日的降水量最多，我們可從 10月 2 日的累積雨量圖

（圖 6.3.9b）看到花蓮、宜蘭山區在颱風侵襲期間的降水達到超大豪雨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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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051008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從 2005年 10月 8 日 8 時（LST）紅外線衛星雲圖（圖 6.3.10a）看到臺灣北

部有鋒面系統經過，因此 10月 8 日在東北季風迎鋒面的基隆、宜蘭地區有豪雨

發生（圖 6.3.10b），在 10月 9 日鋒面南移，豪雨發生區也南移至花蓮地區，10

月 10日凌晨鋒面消散、降水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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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6.3.1  （a）WRF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網頁操作主選單圖示。（b）豪雨個案

資料庫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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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6.3.2  （a）2005年 4 月 26日 8 時(LST)的東亞地區 GEOS9紅外線色調加強

衛星雲圖；（b）2005年 4 月 26日 00～24時（LST）的累積雨量圖。 

 

 

 

(a)    (b)  

圖 6.3.3  （a）2005年 5 月 2 日 8 時(LST)的東亞地區 GEOS9可見光衛星雲圖；

（b）2005年 5 月 2 日 00～24時（LST）的累積雨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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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6.3.4  同圖 6.3.2，但為 2005年 5 月 12日的觀測資料。 

 

 

 

(a)    (b)  

圖 6.3.5  同圖 6.3.2，但為 2005年 5 月 12日的觀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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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6.3.6  同圖 6.3.2，但為 2005年 6 月 28日的觀測資料。 

 

 

 

(a)    (b)  

圖 6.3.7  同圖 6.3.2，但為 2005年 7 月 17日的觀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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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6.3.8  同圖 6.3.2，但為 2005年 8 月 31日的觀測資料。 

 

 

 

(a)    (b)  

圖 6.3.9  同圖 6.3.2，但為 2005年 10月 2 日的觀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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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6.3.10  同圖 6.3.2，但為 2005年 10月 8 日的觀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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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 章章章章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本研究計畫為中央氣象局九十三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動力模式降雨預報實

驗】之延續計畫，預計以三年為期，在國內之學術機構執行數值天氣模擬，最終

將涵蓋師範大學、台灣大學、中央大學等數值預報點，再以中央氣象局為中心，

串連形成一數值天氣預報聯合網路系統。本計畫除了發展數值模式系集預報產品

外，並將和氣象局數值天氣預報小組密切配合，在人力、數值模式經驗和產品模

組等各方面互相交流，以提升學校和氣象局對數值預報的專業經驗。數值模擬所

產生的產品將即時於專屬網站（http://pblap.atm.ncu.edu.tw/mefsea/）呈現，以提

供預報中心天氣預報作業更多的預報指引。 

研究計畫內容在數值天氣預報系統之評估與建置上，加入 WRF 3D-Var同化

資料以校驗其異同；另外，中尺度模式檢驗模組與產品開發方面，加入集水區(域)

的降雨平均趨勢之可行性呈現於網頁。最後在系集預報系統的建置與定量降水預

報能力及建立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也是本年度計畫之重點。 

本計畫3個 WRF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自2005年5月12日12UTC正式上線，

每天分別在00、12時 UTC 進行72小時模擬，選取2005年6月13日～6月16日梅雨

鋒面與2005年7月海棠(Haitang)颱風這2種不同的天氣型態個案，就不同模式組態

和模式初始場進行48小時預報之定量評估，並針對數值天氣預報模式組態提出具

體之建議。其中梅雨鋒面個案不論是鋒面位置、降雨型態都有相當不錯的模擬成

效，而且使用 NCEP GFS + 3dvar（編號 W2）比使用 NCEP GFS（編號 W3）初

始場的模擬對大雨的模擬有更好的成效，而使用 CWB GFS（編號 W1）初始場

的模擬在各方面都比其他兩成員差。 

若以2005年7月海棠颱風個案來看，WRF 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以 NCEP 

GFS+3dvar初始資料（編號 W2）的颱風路徑預報最好，且以2005071700UTC為

初始時間則不論使用 CWB GFS、NCEP GFS+3dvar、NCEP GFS初始資料對海棠

颱風的路徑模擬都相當接近觀測，但使用 NCEP GFS+3dvar、NCEP GFS初始資

料的颱風模擬移動速度比觀測稍微偏慢。在降水模擬方面，3個成員對臺灣東北

部、北部的降水模擬都表現不錯，而使用 CWB GFS初始資料對颱風登陸後在台

灣南部的降水模擬表現較好，使用 NCEP GFS+3dvar、NCEP GFS初始資料在台

灣南部的降水模擬則偏弱。 
另外，中尺度模式與探空測站之氣象參數校驗，針對 2004年梅雨季的 6 個

WRF模式模擬之成員（參見表 3.1.1）進行敏感度測試，並且與探空測站之重力

位高度（Z）、水平風（U、V）、溫度（T）、濕度（Q）等氣象參數進行校驗，雖

然各成員間差異不大，但仍能看出不同設定對模擬結果的影響。垂直解析度上的

差異在各個參數的預報上皆有不同影響。在重力位高度上，垂直解析度較差的

C02，其表現較垂直解析度高的 C01來得差，且此差異主要表現在中、高層。而

domain 1向東延伸的 C03，在重力位高度上的確比對照組 P01表現來得好。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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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最好的是加入 3D-VAR 的 C05，無論是平均誤差或均方根誤差，都是表現最好

的一組。在水平風方面，垂直解析度的差異並未造成太大差異，主要與對照組的

差異主要是在高層和低層，但差異不超過 0.2 m/s。而 C03與對照組差異也不大。

C05主要與 P01相差在初始場，在初始場 C05表現相當良好。而隨著預報時間

增加，其與其它成員的差異減小，但仍是表現最好的一個。溫度場與濕度場上，

垂直解析度較高的 C01其誤差較 C02來得小，主要差異在低層，尤其是在 925 hPa

以下。 

而高水平解析度（domain 3）與對照組的差異，在重力位高度很明顯的可以

看出提高水平解析度其誤差的確降低。在水平風方面也是如此，且在 700 hPa以

下高度更為明顯。溫度方面不若重力位高度與水平風明顯，但也可看出 domain 3

的模擬結果，的確是較 domain 2來得好。而濕度方面則較微妙，大致上來說，

在低層高解析度的平均誤差甚至比對照組來得大，但是以均方根誤差來說，的確

是以高解析度的模擬結果較好。 

在地面測站校驗的部分，統計 2004年梅雨季(5 月 15日～6 月 15日)所有的

WRF 模式的不同模式組態，不同成員在不同的變數場有不一樣的表現，高垂直

解析度的 C01 在溫度場有不錯的表現。模式往東擴展，對模擬南北方向之水平

風場有不錯的改善結果。在 no feedback的設定下，高水平解析度的 C04對地面

測站溫度場的預報有相當好的改善效果。加入 WRF-3DVAR 對模式初期預報結

果的改善，以及預測地面測站溫度場與風場方面都有不錯的改善結果。 

對 2004年梅雨季 6 組 WRF 模式成員網格點上的模式降水及台灣地區自動

雨量觀測進行 QPF校驗。根據分析結果歸納出（1）WRF模式在 B、C 時段使用

低垂直解析度比高垂直解析度的降水預報能力較好，而且此結果在 15mm以上的

大雨模擬時更顯著。（2）D1 向東延伸網格點對梅雨鋒面降水預報能力沒有幫助，

但是對在西太平洋發展的颱風路徑、雨量預報方面有明顯改善。（3）使用 3DVAR

技術反而使 WRF模式的降水預報能力變差，可能與 WRF 3DVAR技術發展未成

熟有關。（4）使用 2 層巢狀網格的降水模擬能力在小雨表現比 3 層巢狀網格較好，

但在 15mm以上的大雨模擬則相反，使用 3 層巢狀網格的降水預報則較好。 

校驗產品即時上線方面，探空測站部份，在重力位高度場上，W01 與其它

二成員差異較大，而 W02在低層的平均誤差較 W03小，高層卻較 W03大。而

水平風方面，初始時三個成員除 W02 外，誤差都很小。然而隨預報時間增加，

低層負偏差越大，高層正偏差越大。值得注意的是以 3D-VAR 的 W02誤差最大，

尤其是在初始時，其均方根誤差甚至可達 5.0 m/s。若是以平均誤差的水平分佈

看來，可以發現在華南一帶與台灣地區，W02與 W03有較大的差異。溫度方面

三個成員在高層的誤差皆較低層來得小。低層的負偏差與中層的正偏差皆隨預報

時間而增加。在濕度方面，W01在初始時低層誤差相當大，但預報 24時後便與

其它二成員相近，但仍是誤差最大的成員。 

其次針對地面測站在 2005年 9月 20日～9月 30日之間的 Bias與 RMSE即

時校驗結果發現，W3比其他兩組成員的表現要來的好，無論是溫度場、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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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汽場都有不錯的表現。這段期間似乎因為有颱風經過台灣附近，東西向水平風

場的誤差增加許多，而且預報時間與誤差值沒有明顯的相關，每個成員的誤差分

布沒有類似的特性，分布較為混亂，某些時間甚至比南北向水平風場表現要差，

與梅雨季的表現相差甚多。溫度的部分，各組的誤差值都很低，W03的 Bias甚

至平均在-1.3以內，RMSE在 2.3以下。 

就定量降雨預報校驗而言，我們可以歸納出下列結論：（1）使用 NCEP GFS

初始資料（成員 W3）的降水預報能力比使用 CWB GFS（成員Ｗ1）、NCEP 

GFS+3dvar初始資料好；（2）使用 CEB GFS初始資料在 C、D 時段的降水預報

能力太差，最好不要採信；（3）不論使用何種初始資料，在 B、C 時段皆會低估

降水，但是在 D 時段則會高估降水。 

本年度以 WRF 2.0.3版進行即時模擬，從成員 W1～W3 與 P1比較後發現其

降水 ETS得分的特徵差異很大，這有可能是因為我們選取校驗的時間區間（2005

年 9 月 20～30日）內並不如梅雨季有較多的降水事件發生，可供校驗的降水樣

本數較多，所以使得降水校驗的 ETS 得分可能會偏高或偏低。而使用 NCEP 

GFS+3dvar初始資料校驗結果比使用 NCEP GFS差，其中可能和第 3.3節 3DVAR

的校驗結果原因相同，都是因為我們目前使用的 3DVAR 並非發展成熟的

WRFVAR V2.1版所導致，這部分則有待 12月 1 日將目前 WRF 3DVAR（2004

年 5 月 17日 Update）轉換成 WRFVAR V2.1（2005年 8 月 5 日 Updated）之後，

再持續 3 組中尺度即時數值報系統進行氣象場及降水的校驗。 

比較新系集與舊系集結果之優劣，以迴歸方法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有比現有

之系集預報值有較好的表現，其中溫度場的準確性提高，相對溼度場有顯著之改

進。但是此法對於不同的測站都有大小不同程度的表現狀況，因此此法是否適用

於所有測站或是其他的氣象場尚需仔細的評估，所分析的 17 個測站中，就有

46695彭佳嶼、46741台南和 46744高雄這 3 個測站是現有之系集預報值有較好

的表現。另外也可以由這 3 種氣象場有不同程度之表現結果，可以發現不同的氣

象場間的表現差異是非常大的。此外，風速場在 60小時後的預報要比較小心，

依目前的分析來看，只能說在預報 48小時內，迴歸方法比現有之系集預報值在

大部分測站中有較佳之表現。 

集水區（域）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綜合龍王颱風和 20050515降雨兩個個

案，集水區降水預報產品的確有它的實用性。在針對類似颱風降水的個案中，當

颱風強度、路徑預報準確時，其降雨時間、分佈，與降雨量皆能有某種程度的掌

握。而針對類似 MCSs或是午後雷雨等小尺度的降雨，可能準確度不足，但仍有

一定的參考價值。 

另外，以 911個案來看，當時在台灣東北部與西南部各有一個中尺度氣旋。

這兩個中尺度氣旋的配置，使台灣地區位於一風切帶上，且在 850 hPa與 700 hPa

高度上有強勁的西南氣流。這兩個中尺度氣旋的影響不只是在低層，一直到 500 

hPa都存在著深厚的正渦度區，而在 300 hPa以上的氣流則提供輻散場，提供了

良好的上升運動環境。加上環境探空顯示當時有顯著暖平流與對流可用位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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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台灣處在風切不穩定以及對流不穩定的環境下，使得降雨條件更為有利。 

一般台灣地區發生豪大雨個案中不外乎是梅雨鋒面降水或是颱風來襲，此超

大豪雨個案為二個中尺度氣旋的配置與交互作用，造成 24 小時內可達 3、400

毫米的雨量，著實特別。因此若能仔細分析此一個案的降雨機制，想必可以對中

尺度模式的降雨模擬有更進一步的幫助。 

最後建立局部天氣型態資料庫，在豪雨個案資料庫中共收集 9 個豪雨個案資

料，足以建置豪雨個案資料庫並將相關資料公開於網路上，網址為

http://pblap.atm.ncu.edu.tw/mefsea，網頁左側的操作主選單中有「H R database」

選項，點選進去後即可進入豪雨個案資料庫頁面，每個豪雨個案以日期辨識，再

點選日期後即可觀看該個案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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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合約附件，交付項目。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九十三年度委託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動力模式降雨系集與降尺度預報實驗（MOTC-CWB-94-6M-06） 
交付項目與驗收標準：以下項目皆已完成，請參見期末報告第二章至第六章 

交付項目 完成日期 驗收標準 

數值天氣預

報系統之評

估與建置 

94/11/30 

1. 針對2004年梅雨季（0515~0615）一個月的連續積分，就 WRF

不同模式組態進行48小時預報之定量評估，包括不同模式物

理方法、解析度、積分範圍之評估。並加入 WRF 3D-var之

初始場，比較不同模式初始場之影響。並針對各學校之數值

天氣預報模式組態提出具體修改之建議。 

2. 至少建置三個 WRF 中尺度即時數值天氣預報系統，模式最

高水平解析度低於20公里。94年5月起每天進行兩次（0000 

UTC 和1200 UTC）數值預報，預報時間達72小時。提供系集

平均之氣象場和降水預報場，並以網頁形式顯示 

3. 審查委員審核通過 

中尺度模式

校驗模組  
94/11/30 

1. 針對前項各組模擬進行校驗，校驗工作將分別在模式積分範

圍和台灣本島等兩個區域進行，其校驗內容至少涵蓋探空測

站之氣象場預報誤差分析，包括 domain/level average，校驗

變數和項目至少包括高度場、風場、溫度場和水汽場之平均

偏差、標準差和均方根差。SYNOP 測站及台灣自動雨量站

觀測所進行的 QPF校驗，至少包括 bias和 ETS技術得分。 

2. 審查委員審核通過 

中尺度模式

產品與系集

產品之開發 

94/11/30 

1. 各系集成員和系集預報在台灣測站的時間序列預報圖、系集

降水預報等產品的即時上線，以網頁形式顯示。 

2. 就各測站預報與觀測之差異即時計算 bias error，資料存檔。 

3. 研究加入集水區（域）的降雨平均趨勢預報之可行性。 

4. 就系集的產品上尋找更合適的系集產生方式，例如加入適當

權重或超級系集預報系統（super ensemble）之方式。 

5. 審查委員審核通過 

建立數值模

式定量降水

預報能力之

衡量基礎 

94/11/30 

1. 持續針對系集預報和已上線作業之模式降水進行定量降雨預

報校驗。 

2. 審查委員審核通過。 

局部天氣型

態資料庫之

建立 

94/11/30 

1. 針對類似2004年9月11日台灣北部地區由於熱帶低壓影響產

生超大豪雨現象之個案進行分析並探討模式預報結果，同時

架構形成超大豪雨的天氣形式以及相伴隨之中尺度對流系統

的特徵和演變過程。 

2. 審查委員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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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為達成中央氣象局進行無人飛機(UAV)觀測颱風與豪雨劇烈天氣之研究和

作業應用目標，本計畫以澳洲 Aerosonde Pty Ltd.生產之 Aerosonde Mark-III飛
機，進行颱風以及劇烈天氣個案之飛行觀測。TAT 團隊(Taiwan Aerosonde Team)
自製的自動平衡 GPS導航飛行 Jack-1.0 UAV平台，則用以評估自製 UAV 的天

氣觀測能力。UAV 起降地點以民航局核定的宜蘭舊機場和恆春五里亭機場為

準，進行台灣東北角以及巴士海峽等海上天氣系統觀測研究。Aerosonde以 UHF
無線電進行短程通訊，氣象資料經由地面導控站電腦以陸地的網路通訊系統回傳

台北工作站主機，長程長時通訊則以 Iridium 衛星通訊，直接在中央氣象局進行

飛行導控。UAV 時空位置和溫度-溼度-氣壓與風場等氣象資料，均由 MySQL資

料庫管理和網頁方式準即時呈現在中央氣象局，做為天氣診斷參考。 
2005年 Aerosonde分別針對海棠颱風與龍王颱風進行颱風環流穿越觀測，

二架次分別執行 12hr與 11hr飛行；前者因 Iridium 衛星通訊失效，僅獲取墾丁—
蘭嶼之間的颱風外圍環流 1000m氣象資料，後者完成穿越颱風環流並抵達颱風

中心進行垂直探空，締造全球氣象界以 UAV 進行颱風觀測成功的里程碑，所獲

得的颱風環流由外向內的溫度和風速剖面現場觀測資料，將可做為學術與作業數

值模式的颱風植入(BOGUS)模擬實驗的參考範本。計畫團隊所自行開發的 Jack 
UAV，已在 7 月 21~22日於墾丁半島完成 12架次 365分鐘實際飛行測試與氣象

資料解讀分析，驗證了 UAV 進行海陸風環流觀測之可行性。 
 

關鍵詞: 無人飛機，自動導航，衛星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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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researching and operational usability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on typhoon and heavy rainfall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s, this program 
will use Aerosonde MARK-III to reach the objectives. Jack-1.0 UAV made by Taiwan 
Aerosonde Team (TAT) has GPS navigation and autopilot performance, and be tested 
in the field for weather observing mission. The UAVs? ground bases, Ken-Ting and 
I-Lan airports, are legal under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greement. Severe 
weather cases existed in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Taiwan and Bachi channel are the 
main targets for UAV flights. Aerosonde uses UHF radio communication for 
short-range flight, and the real-time meteorological data was sent back through 
internet network into the computer server at Taipei. Long distance flight of Aerosonde 
uses Iridium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solution. Flight-level data, including 
geo-location, temperature, humidity, pressure and wind field, was managed by 
MySQL database and be displayed as web-format in. This quasi-real-time observing 
information provides unique in-situ information of typhoon structure for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wo reconnaissance flights with Aerosnde in Typhoon Haitang and Longwang had 
processed in 12 and 11 hours individually. Caused by th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failure, the flight in Typhoon Haitang only collected the outer band of typhoon 
circulation between Ken-ting and Lan-yu Island . But the flight in Typhoon Longwang 
penetrated the typhoon circulation well and made a vertical sounding observation in 
the eye. It made the first record around the world by using UAV for typhoon 
reconnaissance flight well. The unique in-situ typhoon-crossing data could be the 
reference sample for vortex bogus factors used in the numerical models. TAT also 
designed a cheaper UAV, called Jack 1.0, and had 365-minute 12 test flights 
completely around Ken-ting Peninsula. Preliminary data analysis shows this Jack 1.0 
UAV could play well for the land-sea circulation study. 

  
Key word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autopilot,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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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颱風與劇烈天氣研究是近年來台灣地區大氣科學所面臨的民生議題巨大壓

力。2002年 12 月於澳洲召開的 5th WMO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ropical 

Cyclones (IWTC-V)，認為衛星觀測對於 24小時以上颱風警報仍有許多改進和善

用之處，如何善用 NASA 的 TRMM, QuikSCAT和 Terra/MODIS衛星影像和水氣

風場反資料，即為未來颱風觀監測趨勢的重點發展。國內中央大學劉振榮教授領

導之國科會「衛星觀測預報技術發展」整合計劃(2004-2005年)，是在探討衛星

平台資料應用於颱風登陸前後的降水空間分布觀測和預報。雷達觀測颱風技術方

面，中央氣象局衛星中心也積極運用雷達回波和都卜勒風場，交由雷達站進行颱

風中心自動定位。氣象局第四期計劃 Local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System, LAPS; 

Jian et al.,2003)的 QPE-SUMS(丘, 2003)，都是透過雷達回波資料快速得知颱風或

劇烈降水系統在台灣週遭 400公里以內的風雨分布情況。這一方面的研究是以中

央大學陳台崎教授領導之「雷達觀測預報技術發展」整合計劃(2004-2005年)為

主。 

飛機觀測則是一種非傳統(非例行性)的氣象觀測平台，西北太平洋飛機現場

觀測颱風與劇烈天氣方面，首推美軍聯合颱風警報中心(JTWC)在 1987年 9 月之

前的 40 年，從關島起降 C130所進行之颱風偵察任務，在颱風飛臨觀測和預報

作業警報發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JTWC停止飛機偵查觀測之後，西北太平洋

地區從此沒有例行颱風飛機觀測 (直到 2003 年 9 月 1 日國科會贊助的追風計

劃；吳等，2004)。有關颱風在海上的中心位置、強度和暴風範圍之直接觀測極

為欠缺，嚴重影響颱風觀測與預報作業。西元 1982年起，美國颶風中心和 NOAA

颶風研究部門(HRD)持續利用 P3機載都卜勒雷達和 Dropsonde，進行大西洋洋面

和墨西哥灣颶風的穿越觀測 (Franklin et al.,1996)； 1997 起更增加一部

Gulfstream-400飛機進行颶風的環境偵查觀測(Aberson and Franklin, 1999)。2003

年~2004年，國科會自然處「颱風重點研究」項下的「GPS dropsonde觀測系統

之建置規劃及測試實驗」，透過和 NOAA/HRD 的合作關係和技術指導下，租用

漢翔航空工業公的 ASTRA 噴射飛機，進行 10個颱風 191個 Dropsonde環境偵

查(surveillance)觀測，雖然成功地蒐集颱風海上環流的垂直探空剖面資料，減小

數值模式(美國 NCEP AVN) 6~72小時路徑預報誤差約 20%，但是也付出近 1500

萬元/年的高額飛航觀測代價。 

有鑑於飛機觀測颱風的實質效果，部分科學家開始投入利用無人飛機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以下簡稱 UAV)進行颱風飛臨觀測飛行之研究(Bluth et 

al.,1996)，其中由澳洲 Dr. Greg Holland和美國 Dr. Tad McGeer所領導的工作團

隊，成功研發出 Aerosonde (Holland, et al.,1992)。Aerosonde為可應用於洋面之大

氣觀測工具，不但低成本且可回收；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強烈建議應積極發展並

應用於颱風觀測，且已將 Aerosonde列為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主要計畫之一(Holland et al.,2001; Holland,2002)。Aerosonde也於 2001

年夏天參與美國東岸 CAMEX 4(Convective And Moisture EXPeriment)的大西洋

颱風觀測。有鑑於 Aerosonde應用於颱風觀測的潛力，本計畫協同主持人李清勝

教授在國科會支助下，於 1996年 12月率團遠赴澳洲觀摩 Aerosonde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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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認為 Aerosonde對於 4 公里以下之局部地區氣象觀測已可發揮極高效益。經

過 1998年 SCSMEX東沙島 1 個月 Aerosonde飛行實地觀摩與觀測(林等，2000)，

1999年成立 TAT(Taiwan Aerosonde Team)，並於 2000~2004年期間推動颱風機動

觀測，其中的海燕颱風(2001年 10月 16日)和康森颱風(2004年 6 月 9 日)，都是

台灣大氣科學界創新全球氣象史「利用無人飛機成功進行颱風飛臨觀測」的紀

錄。圖 1 是 Aerosonde於 2004年 6 月 9 日 Aerosonde(#30)以 1500公尺高度飛臨

康森(Conson)颱風環流觀測的飛行路徑和風場，我們以颱風眼中心為相對距離所

推算的風速變化如圖 2，風速變化與墾丁雷達風場反演比較(圖 3)顯示，兩者風

速相關係數高達 0.91, 風速差異 RMS值為 2.6 m/s。 

綜合以上科學背景說明，台灣地區在西北太平洋颱風的觀測和研究之投入

(Wu and Kuo, 1999)，勝過日本、南韓、香港和大陸，尤其我們在有人飛機觀測

平台 dropsonde拋投和 Aerosonde飛臨颱風實務經驗，深受美國颱風研究實驗室

(HRD)的重視和支持。如何延續Aerosonde硬體和技術？如何有效整合Aerosonde

和 Dropsonde資源？如何有效結合這兩觀測平台和雷達、衛星觀測資源和相互驗

證？如何將即時飛行觀測資料回傳中央氣象局參考使用？如何將這些非傳統的

多重時空尺度觀測資源融入天氣數值模式資料同化？觀測與模式資料同化如何

平行並進？這些問題都是氣象資源整合的具體討論事項，也正是 2004年 12 月

15~16日中央氣象局業務發展討論會議的焦點。 

本計劃主持人同時也擔任國科會自然處「颱風重點研究--GPS dropsonde觀
測系統之建置規劃及測試實驗」計劃之共同主持人，兼負 Aerosonde和 Dropsonde
觀測平台之串聯工作。在 UAV 平台發展與應用方面，早於 2003年即啟動國內自

製 的 氣 象 觀 測 UAV 先 驅 工 作 ， 透 過 TAT 人 才 和 實 務 經 驗 進 行

(1)EUAV(Environmental UAV)規格規劃、(2)自動飛行和 GPS導航模組製造、(3)
自製壓力-溫度-溼度-風場感測單元、(4)數位相機拍照，並於 2004年完成第一代

UAV (簡稱 Jack-1.0)試飛。下一節我們將具體說明第三代 Aerosonde (MARK-III)
和 Jack-1.0如何達成氣象局擬定的四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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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4年 6 月 9 日 01:07 UTC Aerosonde Mark-I飛行路徑和沿途風場標示在

中央氣象局墾丁雷達 0.5°掃描仰角 PPI回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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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Aerosonde 實測風速(m/s)與其距離颱風中心(km)的函數分布。 
 
 
 
 
 
 
 
 
 
 
 
 
 
 
 
 
 
 
 
 
 
圖 3: Aerosonde實測風速(紅線)與墾丁雷達反演風場(黑線)比較圖，藍線為兩者之

差異(m/s) (李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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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本計畫擬定的四項目標計有： 

(1) 利用現有 UAV 針對年度內侵襲台灣的颱風及豪雨等劇烈天氣系統進行觀

測。 
(2) 改善現有遙控訊號交鏈系統。 
(3) 進行氣象儀器資訊與 UAV 資料鏈整合構裝及觀測氣象性能測試。 
(4) 發展製作一套遙感載具氣象資料顯示平台，結合已發展成功之 Aerosonde 

UAV 網控系統，使其在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能清晰呈現 UAV 作業狀況及即

時氣象資料。 
 

各分項目標的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詳述如下: 
 (1)利用現有 UAV 針對年度內侵襲台灣的颱風及豪雨等劇烈天氣系統進行觀測:  
最新一代 Aerosonde MARK-III 於 2004年 12月 29日運抵台北，MARK-III 最新

的性能如表 1 所示，其與 MARK-I 的最重要差別在於改進引擎性能的穩定性與

機載衛星通訊功能的增添。TAT 技術團隊於 2004年 11月 9~12日造訪原廠進行

四天技術學習，並於 2005年 4 月於恆春機場進行戶外飛行測試及 Iridium 衛星

通訊測試，操控作業程序於附錄 A 詳細記載。配合 Aerosonde發射所需 400m 跑
道設施，TAT 繼續以恆春機場為基地，結合墾丁雷達站掃描颱風眼位置進行颱風

穿越觀測。巴士海峽上空以及蘭陽平原外海則為 Jack UAV 近岸觀測的飛行空

域，前者滯空時間 30 小時，後者則為 2 小時。兩種 UAV 的飛行路徑都依據墾

丁或五分山雷達所標示的對流系統為觀測目標加以導航設定，由於 Aerosonde 
Pty Ltd.新版操控程式具有 heading hold邏輯程式，預期 Aerosonde將能以最簡要

逆時針螺旋路徑方式穿越颱風環流接近中心。圖 4 是以墾丁和五分山雷達站 30
公里半徑間距同心圓的 UAV 空域示意圖。兩架 Aerosonde飛行觀測以侵台颱風

個案為首要觀測目標，Jack-1.0則以運用於一般天氣型態飛行觀測平台而作準

備。Jack-1.0以台灣雷虎公司生產之 MK-II 模型飛機為主體，搭載 TAT 設計的飛

行控制模組和氣象感測系統(圖 5，每架造價約 10萬元)。Jack-1.0的硬體特性再

簡述如下: 
� 外觀特徵： 
機體採用雷虎公司 MK-II 定翼型模型飛機，其機翼長度與寬度各是 155cm 和

4355cm2 ，機身長度 130cm。GP46引擎提供 1.4匹馬力，燃料方面是模型飛機

慣用的木精(Wood Spirit)。 
� 飛行特性： 
Jack 1.0的巡航速度範圍是 15~20m/s，受限於油箱容積，因此其滯空時間約 90
分鐘，飛行最大安全半徑則是 40km。2004年一次東北季風環境下，Jack 1.0曾
經盤旋到達 12000 英呎(4 公里)高度。  
� 酬載量測： 
Jack 1.0的酬載單元計有兩大類，一是大氣環境變數，包括氣壓、氣溫、濕度、

風向、風速、太陽輻射量；另一類是環境拍照，又可區分為(1)定時(1~10秒)靜態

拍攝以及(2)連續動態攝影兩種環境偵查功能，影像解析度是 400萬像素。 
� 飛行模式： 
Jack 1.0沒有即時資料或是影像下傳的功能，使用者首先在電子地圖預先設定一

群飛行點(waypoint)，然後輸入飛控微型晶片；當飛機由滾輪滑行(或滑撬彈射)
手控起飛盤旋後，由地面駕駛員透過遙控器將飛機切換進入自動駕駛(autopilot)
組態，Jack 1.0接著由自身酬載的 GPS天線擷取地理位置和高度資訊，開始進行

「上下盤旋飛行」或是「固定飛行高度巡航飛行」。降落時，Jack 1.0先回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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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駕駛員目視範圍內，將飛機切換進入手控組態進行手動降落。 
� 資料擷取系統： 
Jack 1.0系統目前並未酬載通訊模組，因此飛航資訊(機體姿態、飛行動力參數)、
氣象觀測資訊以及相片或影片，均紀錄於兩片 MMC 記憶卡上，降落取出後於地

面上的電腦存取與分析。 
 
(2)改善現有遙控訊號交鏈系統 
Aerosonde Mark-III所配備的 Iridium 衛星通訊模組，預期能提供更大的飛行範

圍，超越原有 MARK-I 的 150公里空間限制。惟 Iridium 衛星通訊費價格不斐(每
分鐘 NT$ 76元)，24小時飛行需要近 NT$ 74000元通話費用。Aerosonde現有無

線電通訊模組為 Dataradio Inc.生產的 T-96SR型號，應用於 Jack 1.0時會有酬載

空間不足的困擾，進口台灣也需要電信總局核定許可，因此 Jack 1.0飛行觀測資

料暫時由抽取式記憶卡儲存，當 UAV 安全回收後再由個人電腦連線下載。 
 
(3)進行氣象儀器資訊與 UAV 資料鏈整合構裝及觀測氣象性能測試 
鑒於芬蘭 Vaisala公司的 radiosonde RD90系列的 RSS901 PTU (壓溫濕)sensor的
全球使用廣泛性，Aerosonde直接採其 PTU sensor package。Jade and McGuffie 
(2004)曾發表 Aerosonde和 radiosonde的探空資料品質吻合程度文獻，TAT 已備

存 20份 Vaisala RSS901 PTU package (每架次 2 份)。由於 Vaisala公司不願釋出

RSS901 sensor package AD轉換與輸出規格說明，因此 TAT 著手發展自製的 PTU 
sensor package (以下簡稱 J-PTU)；壓力計是 Motorola -MPX4101A，溫度溼度感

測計則是 Sensirion SHT-15，GPS接收機是長天公司 Holux-211，各種感測器規

格整理於表 3。 J-PTU功能已於 2004年 6 月 15日假恆春機場以及中科院天隼

UAV，進行其和 Vaisala RS80探空儀的低空盤旋實測比對，初步結果證實 J-PTU
的可用性。 
  
(4)發展製作一套遙感載具氣象資料顯示平台，結合已發展成功之 Aerosonde UAV 
網控系統，使其在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能清晰呈現 UAV 作業狀況及即時氣象資

料。 
台灣大學大器測計實驗室為 DOTSTAR 計畫即時所設計和製作的 Madonna 
(management of airplane and dropwindsonde data and analysis，林等，2004；Lin et 
al.,2005) 介面，透過筆記型電腦、電子地圖和 Microsoft Windows-2000作業系

統，來即時監看 ASTRA 飛機飛航動態資料，以及 dropsonde拋投過程中的斜溫

圖繪製。這一技術經驗將轉移成網頁格式來呈現 Aerosonde和 Jack UAV的海上

飛行過程和觀測蒐集之氣象資料。我們將轉化 TAT 過去做為 Aerosonde data 
post-processing單機版軟體(Visual Basic撰寫)畫面，改用 Java和 perl語法重新發

展一套 UAV 準即時飛行動態資料顯示系統，預定由起飛基地導控車內的筆記型

電腦，或是架設於氣象局接收 Iridium 衛星通訊筆記型電腦的模組，經由 GPRS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或是 ADSL 寬頻網路將 Aerosonde資料回傳台灣大

學大氣科學系伺服器主機 MySQL資料庫，再由該主機軟體執行彈性化的網頁畫

面讓有權限的使用者(如氣象局預報中心)登入觀看，這一流程如圖 6 所示，所需

時間約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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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Aerosonde Mark-III特徵與性能 

機翼長度 2.85m 
重量 14 kg  (airframe: 9 kg, fuel: 5 kg/max.) 

引擎/油品 24 cc / 95 unleaded Petrol 
對空巡航速度 18~32 m/s 

定位 GPS 
操控範圍 150 km / 2880km 

有效高度 6000m 
滯空時間 30 hours 
資料傳輸 UHF / Iridium 
觀測變數 氣壓、氣溫、溼度、風向、風速 

位置經緯度、飛機姿態變率 
紅外線與可見光影像(150km範圍) 

引自http://www.Aerosonde.com/downloads/the_Aerosonde_system.doc 
 
 
 
 
 
 
 
 
 
 
 
 
 
 
 
 
 
 
 
 
圖 4: 中央氣象局五分山雷達站與墾丁雷達站 30 公里間距同心圓所涵蓋之空間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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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EUAV JACK 1.0外觀。 
 
 
 
 
 
 
 
 
 
 
 
 
 
 
 
 
 
 
 
 
 
 
 
 
 
 
 
 
 
 
 
 
 
 
圖 6: Aerosonde 飛航資料即時下載、回傳台北與登錄網頁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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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成果 
本計畫將以 Aerosonde Mark-III和 Jack 1.0等兩種無人飛機平台，來分別

說明上一節所述的四項具體目標。 
 
3-1 Aerosonde部分: 

2005年 4月 27~30日 TAT 技術團隊首先完成 Mark-III Aerosonde系統地面測

試和起飛降落等操控程序驗證。試飛重點是複習 2004年 11月 11~14日團隊在澳

洲墨爾本 Aerosonde原廠所接收的技術，包括組裝與引擎運轉測試，在起飛前兩

天的地面測試相當謹慎並數度與澳洲原廠技師電話聯繫討論。我們發現其中一架

Aerosonde(編號#138)的抽油幫浦疑似故障，另一架 Aerosonde (編號#136)則完全

正常，因此我們針對#136 Aerosonde進行起降飛行驗證，繼續進行操控軟體的指

令上傳與資料下載連線測試；UHF通訊狀況良好，但是 Iridium 模組的連線一直

失敗。5 月上旬台灣籍澳洲原廠技師回到台灣探親，我們請其更換#138 Aerosonde
抽油幫浦並在台灣大學測試確認完成修復，2 套 Iridium 模組單元則委請該技師

帶回澳洲原廠進行檢查，並要求原廠提供確切的 Iridium 模組安裝和軟體連線啟

動的程序文件。恆春機場實地試飛活動均透過民用航空局航管組與飛航服務總台

飛航業務室，完成機場場地使用和空域申請，並獲得 5~11月颱風侵襲期間機動

申請場地和空域的許可(民用航空局站務場字第 09400069620號)。 
Aerosonde飛行路徑與墾丁雷達回波影像重合製圖程式部份，本計劃使用

Visual Basic軟體撰寫 Aerosonde飛行路徑軟體介面(Interface)，這一軟體在筆記

型電腦 Windows 2000作業系統環境下執行。氣象局雷達站 460km與 230km即時

雷達回波由中央氣象局周思運博士以 ftp 方式直接提供本計劃指定硬碟，我們透

過網路擷取這些雷達回波影像圖檔來做為 VB 飛行路徑介面的背景圖，來即時調

整 Aerosonde飛行路徑。圖 7 是以 4 月 23日雲圖為例，假想颱風侵襲個案中的

Dropsonde和 Aerosonde同步進行飛行觀測的路徑設計示意圖。Aerosonde飛航資

料網頁動態顯示的架構，也在龍王颱風穿越飛行個案獲得驗證(圖 8)，這一網頁

內容已經和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林秀雯副主任討論其適用性。 
Aerosonde在海棠(Haitang)颱風和龍王(Longwang)颱風三個個案的飛行觀測

過程，分別簡述如下： 
� 海棠(Haitang)颱風 
7 月 18日 4:54pm Aerosonde(#136)於恆春機場起飛，進入巴士海峽空域，由於衛

星通訊模組失效，Aerosonde持續於巴士海峽颱風環流範圍內，以 UHF無線電通

訊方式將資料回傳墾丁雷達站，原定於 19 日上午返降恆春機場，惟颱風強度範

圍擴大，強風將逆風飛行的 Aerosonde推出通訊範圍(160公里)而失聯(圖 9)。本

個案獲取颱風中心 250 公里左方象限 1000 公尺高度的氣溫溼度的時間序列資

料。這一個案由於墾丁雷達導波管損壞，因此沒有雷達資料可供比較；氣象局

NFS颱風模式已將同一時間同一地理位置和高度的模式預報場輸出，做為本個案

的分析討論資料來源之一。 
� 龍王(Longwang)颱風 
由於龍王颱風在登陸前 24小時速度加快，TAT 於 10月 1 日緊急在 3 小時內完成

Aerosond地面起飛準備工作，於終昏前(5:50pm)自恆春機場起飛。這一架次衛星

通訊功能正常，因此 Aerosonde於 8:00pm(12UTC)自鵝巒鼻外海以 3000公尺高

度飛往颱風中心；TAT 團隊於墾丁雷達站持續引用雷達回波的颱風中心定位資

料，來修正 Aerosonde飛行策略。Aerosonde 首先遭遇颱風外圍反時針環流被推

向蘭嶼東南海面，然後進入颱風環流西南風象限前往颱風中心，沿途穿越強烈回

波降水區，並造成右翼的氣象感測棒失效；當夜 15:00UTC~16:00UTC風速快速



 13

上升並超過 50m/sec；16:20UTC風速突然減弱低於 10m/s，我們等到 Aerosonde
完成一圈 5*5km 的盤旋飛行，確認飛機處於微風狀環境並再度確認氣象雷達颱

風眼定位數據，才正式宣布 Aerosonde已經成功穿越颱風眼牆周遭的強風暴雨區

並抵達颱風眼內，締造全球氣象界首度以無人飛機成功穿越颱風環流的世界紀

錄，然而所剩的濕度感測元件也宣告失效。Aerosonde於 16:20~17:15UTC期間

進行颱風中心垂直探空觀測 (圖 10)，當 Aerosonde高度低於 1200公尺時，衛星

通訊連結斷訊，因此 Aerosonde自動回復巡航高度，我們接連進行兩次 1200公
尺下探，都因衛星通訊失敗而作罷。根據 Willoughby(1998)對於 1994年美國東

岸颱風 Oliva 颶風中心的 Dropsonde探空剖面分析颱風中心結構(圖 11)，我們認

為 Aerosonde垂直探空所觀測的溫度剖面尚未到達近地面的沉降逆溫層高度。

17:20UTC Aerosonde開始脫離颱風中心，仍以逆時鐘方向朝颱風外圍飛出，期間

並測量到接近 70m/s的強風。對應中央大學廖宇慶教授利用花蓮雷達對於龍王颱

風所進行的 EGBVTD 方法反演出的 18:36UTC切向風速，我們預期雷達反演推

估的風速偏低 5~10m/s(圖 12)。為了避免飛機在回程中被強風推上台灣陸地，TAT
團隊乃在 19:00UTC控制飛機由 3000公尺爬昇到 4300公尺，並再次朝向颱風中

心飛行，擬於推送到颱風左象限時再右轉返回恆春。Aerosonde於接近綠島上空

時，引擎開始異常並宣告停轉(尚有 5 小時飛行油料)，最後 Aerosonde於 4300 公
尺滑行到 270 公尺而終止訊號，墬落於恆春東北方公里外海處，功成身退。圖

13是完整飛行路徑和 10月 1 日 16UTC (Aerosonde抵達颱風中心時刻)雷達回波

合成圖疊合圖，所有資料均透過 ADSL 由墾丁雷達站回送台灣大學伺服器並以網

頁格式(http://aerosonde.cook-team.org/realtime/realtime.php)提供預報中心參考(圖
8)。圖 14 是氣溫、濕度、氣壓、高度的時間序列，我們捨去變異度過大的風速

資料，再根據颱風中心與 Aerosonde經緯度資料和颱風移速，換算出進入颱風中

心過程的切向風場與溫度(圖 15)，發現近中心 50km處有顯著的暖心現象之外，

我們推算出切向風速隨距離颱風中心的指數遞減函數關係 V/Vm=(R/Rm)-α的係

數是: 
Vm: 最大切向風速(m/s) ~ 55m/s 
Rm: 最大切向風速的暴風半徑(km)~30km 
α ~ 0.6 
這一結果(圖 16)可做為數值模式重新進行渦旋植入(BOGUS)驗證的參考數據。同

時，我們根據 2842m~1416m之間的剖面斜率推算颱風中心氣壓約是 921hPa，與

中央氣象局發布的中心氣壓 950hPa有出入。10月 2 日 01:15am Aerosonde開始

向外脫離颱風眼，再次面臨穿越颱風眼牆周遭強風與降水區的嚴苛挑戰；

02:00~02:45am之間 Aerosonde遭遇更大的強風吹襲(最大切向風速 55~66m/s)，
和中央氣象局花蓮都卜勒雷達風場之估計值相當(圖 17)。然而，此時 Aerosonde
位置逐漸接進台灣陸地，為防止 Aerosonde登上陸地有墜毀損及山林房舍的發

生，我們下達 Aerosonde爬升高度到 4300公尺，並之後又決定轉向颱風眼，以

讓飛機處於海洋上空。03:10am Aeroosnde引擎開始有轉速降低跡象，我們嘗試

放開油門來保持轉速，無奈引擎轉速持續降低並終告停止運轉(03:35am)，
Aerosonde於空中滑翔 16分鐘後於 03:51am墜入綠島東北方海面，距離恆春機場

約 150公里，尚有 6 小時油料足以返航到墾丁。TAT 原定在 10月 2 日 08:00am
降落 Aerosonde，雖然功虧一簣，但是這趟穿入和穿出颱風環流的大氣觀測飛行

案例，已經完全證實 13 年前起造 Aerosonde的工藝與科學夢想，也讓我們得知

颱風環流越接近陸地的不對稱性結構特徵。 
除了氣象參數之外，我們繼續探討 Aerosonde #138飛行過程中的姿態與引擎

參數，以間接了解無人飛行載具在劇烈天氣條件下的機械反應程度，期待能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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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日後進行無人飛行載具設計與製作之參考。圖 18 是 Aerosonde的不平衡態

DE (disequialibrum)和空速的標準差時間序列圖，DE 的定義為： 
DE = q2-r g/V 

其中 q 是 pitch rate，r 是 yaw rate，g是重力加速度以及 V 是飛機空速；進

入颱風中心之前(10:30~11:00pm之間)，首先遭遇第一波眼牆外部對流區域的風

雨襲擊，第二波強烈亂流發生在 02:00~03:00am之間 Aerosonde穿越飛出颱風中

心之際，對照雷達回波都可發現 Aerosonde處於颱風眼的東南-東-北等處的強降

水區域，在 03:00~04:00am之間 Aerosonde位於颱風眼行進方向的前方，也是一

段亂流飛行區域。我們評估這些亂流程約是 1G (中等程度)，較大強降水回波區

大都分布於颱風眼行進方向的前方，Aerosonde以逆時鐘方向由颱風後方較弱亂

流區進入，但是脫離颱風中心時則無法避免地進入較強亂流區。圖 18 也呈現

Aerosonde位移速度在東西和南北分量的變率(標準差)，代表飛機瞬間晃動的程

度，它們和 DE 在時間軸上有相同的變化特徵。不過我們也發現飛行過程中的大

部分時間，Aerosonde的 pitch rate 和 yaw rate都維持在±0.4r/s之間，顯示其自

動平衡的控制邏輯沒有發散，因此我們預期若能將 UAV 飛行控制順著颱風環流

風勢飛行，除非通過強降水對流胞，否則大氣紊流不至於對 UAV 產生失控風險。 
圖 19 是引擎轉速、油門、引擎汽缸溫度(CHT)和高度的時間序列分析，我們發

現 Aerosonde飛行的前 10小時，轉速和 CHT 相當正常，10月 2 日 03:10am之

後  Aerosonde 引擎異常的原因可能來自火星塞積碳現象，由於 Aerosonde 
Mark-III 目前所使用的火星塞自清的能力較差，若 CHT 因故降低，則火星塞積

碳會相對升高，如果加上引擎「空燃比」是富油(rich)狀態，引擎轉速降低時，

機油更容易進入燃燒室更會造成積碳加速。當 Aerosonde在 03:10am之後，油門

處於 1.0到 0.4擺盪，引擎室溫度由 140℃下降到 80℃，雖然我們試圖加大油門

挽救危機，但是積碳已讓引擎轉速無法回到 6000rpm以上，最後火星塞點火失敗

造成引擎熄火，Aerosonde由 3:35am開始從 4300公尺高空向下滑翔，由其-5m/s
下降速度和 Aerosonde機體流力特徵，我們估計當時它處於降雨區下方-2m/s的
下沉區域，3:51am高度 270m之後就完全斷訊，壯烈墜海完成颱風觀測任務。 
 
3-2 Jack 1.0 部分: 
    除了 Aerosonde飛行載具的颱風觀測，TAT 也積極籌畫和驗證國人自製

UAV(Jack 1.0)的天氣觀測能力，以下幾項日期時間和驗證進度說明 Jack 1.0的軟

硬體功能發展概況： 
(a) 2005年 1 月上旬完成 12000英呎自動盤旋飛行測試(宜蘭舊機場)。這一飛行

驗證 Jack 1.0未來進行海陸風環流觀測的水平 30km、垂直 3km垂直剖面觀測

策略的可行性。 
(b) 2005年 1 月中旬完成新版航空電路板。這一電路包含大氣參數的直接量測(氣

壓、溫度、溼度、太陽輻射量)和間接換算(風速風向)，以及攝影等功能。 
(c) 2005年 2 月 15日完成第二代 Jack (v2.0)機體繪圖設計。 
(d) 2005年 4 月 27~30日完成恆春機場範圍之定點自動飛行測試完成。本計劃利

用 Aerosonde起降測試的空檔時間，進行 Jack 1.0自動飛行和導航能力，發現

部分硬體和程式瑕疵並繼續改進。 
(e) 2005年 6 月 17日完成短場彈射起飛測試 (圖 20)。為了因應 Jack 1.0的中長

程發展，我們必須考慮未來在任何海邊或陸地空曠地點發射 Jack 1.0的便利

性，而不用透過機場借用的行政程序。這一構想決定未來 UAV 是否能夠在台

灣狹窄地形機動進行大氣觀測的落實程度。 
(f) 2005年 7 月 16~18日海棠颱風侵襲台灣，TAT 在恆春機場進行 Aerosonde飛

行觀測後，持續於 21~22 日進行 Jack EUAV飛行驗證，表 2 整理了兩天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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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飛行概況，詳細的氣象飛行觀測資訊解析和空照初步成果描述如下: 
 
3-2-1  7月 21日個案 

TAT 選擇恆春半島關山西側白沙灣公路進行 Jack 1.0起降，進行 3 次小範圍

上下盤旋自主飛行測試後，開始進行較大範圍的定點飛行，16:30 LST左右 Jack 
1.0 進行 40公里長程飛行驗證。首先，Jack 1.0盤旋爬升到 3000英呎高度，然

後保持飛行高度往南飛抵後壁湖港上空，接著跨越南灣飛往東南方的鵝鸞鼻燈塔

公園，抵達後轉向西北北飛往墾丁青年活動中心/青蛙石，再左轉折返後壁湖港

以及回到白沙灣上空，最後盤旋下降高度到目視範圍並順利降落，圖 21 說明這

次 84分鐘飛行路徑。我們分析每 5 秒鐘的空照照片，確認 Jack 1.0完全按照預

定路徑完成預定航路的自主飛行案例。圖 22是 Jack 1.0在墾丁青年活動中心/青
蛙石上空 3000 英呎，相機鏡頭朝下拍攝之畫面和局部放大圖，照片品質為

640*480 pixels (~700Kb)，停車格數量可以清楚辨識出來，我們欣見一部價格低

廉的國產數位相機能有令人滿意的環境監視用途的影像品質。 
氣象資料方面，圖 23 是這次飛行的高度氣溫相對溼度以及太陽輻射量的時

間序列圖。前段 10分鐘的盤旋爬升，氣溫由 28℃下降到 24℃，溫度垂直遞減率

為-4℃/km，相對溼度顯示在起飛後 8~33分鐘期間，Jack 1.0處於較為乾燥之大

氣環境(80%轉為 60%)。根據其他個案資料判斷，溼度感測器並無故障跡象，應

是當時大氣的真實狀態。16:15到 17:00 LST期間 Jack 1.0飛行於 3000英呎高度，

太陽輻射量由 300W/m-2降到 240W/m-2，當日 16:00到 17:00 LST期間太陽天頂

角由 56.5°偏移到 70.1°(大氣路徑長度由 1.8放大到 2.9)，雲量約 7/10到 8/10，
因此地表輻射量估計值應是 189 W/m-2(16:00)到 116W/m-2(17:00)，這顯示當時 1
公里厚度之洋面大氣水氣衰減了太陽輻射量約 110W/m-2。 
 
3-2-2  7月 22日個案 

TAT 轉移到墾丁聯勤活動中心北方的龍磐公園公路進行 Jack 1.0起降，進行

6 次墾丁半島空照測試飛行，以及 1 次離岸 10公里厚度 1 公里的 X-Z 剖面海陸

風環流飛行測試。墾丁半島空照測試飛行的目標，在於調整數位攝影機的景觀角

度，圖 24是飛航路徑示意圖。Jack 1.0起飛後一路爬升到風吹沙風景區上空 1500
英呎，然後左轉飛越墾丁國家到達西岸的墾丁青年活動中心，之後左轉沿著屏鵝

公路到達鵝鸞鼻燈塔公園，再轉到東岸龍坑保護區上空(阿瑪狄斯貨輪油污事件

發生處)，最後回到龍磐公園降落，飛行時間約 27分鐘。當飛機平台處於同一飛

行高度的巡航狀態，原本固定於機身的鏡頭垂直向下拍攝無法有良好的景深效

果，因此這一航路我們改將攝影機固定於左輪支架，讓攝影機鏡頭處於~30度傾

斜拍攝角度，提高景物或地形海岸線等的立體辨識效果(圖 25)。 
當日 16:28 LST天空晴朗，雲量 1/10，Jack 1.0進行海陸風環流觀測驗證飛

行，陸地與海上的定位點如圖 26所示。Jack 1.0在 500英呎高度飛往外海耗費 6
分鐘，環境風場是東南風~5 m/sec，接著以近 4 個迴圈向上盤旋到達 3200 英呎

(10分鐘)，環境風場是西南西風~7 m/sec，而 MM5 中尺度天氣數值模式(Chen et 
al.,2002) 1km空間解析度在墾丁半島東方海面到 1km 高度的風場模擬是西風 
4~6m/sec，兩者相當吻合；之後 Jack 1.0固定高度飛返陸地 (8分鐘) ，再盤旋下

降回到 500英呎高度，最後改以手動控制降落，飛行時間約 39分鐘。圖 27整理

了這段 X-Z 飛行的氣象參數時間變化，氣溫方面我們量測到外海 500到 3200英
呎的溫度垂直遞減率為-3.3℃/km，相對溼度則遞減了 10%，500英呎和 3200英
呎高度的太陽輻射量都比晴空地面理論值大了 80 W/m-2W 和 200 W/m-2 ；由於當

地空氣品質良好，無人為懸浮微粒排放現象，因此太陽輻射量衰減效果應全部由

大氣低層水氣所貢獻，這一結果和 7 月 21日有雲覆蓋個案的估計相當接近(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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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厚度約衰減 100 W/m-2)。 
 
 

表 2: Jack 1.0墾丁實驗飛行概要 

日期 時間間距(分) 航次目標 路徑型態 高度(feet) 

7 月 21日 27 自主飛行測試 小範圍 X-Z 剖面 1500 

 20 自主飛行測試 小範圍 X-Z 剖面 1500 

 17 自主飛行測試 小範圍 X-Z 剖面 1500 

 47 自主飛行測試 X-Z 剖面,定點巡航 3000 

 84 跨海長程飛行 X-Z 剖面,定點巡航 3000 

7 月 22日 18 自主飛行測試 相機拍照角度測試 1500 

 15 自主飛行測試 相機拍照角度測試 1500 

 27 自主飛行測試 相機拍照角度測試 1500 

 17 自主飛行測試 相機拍照角度測試 1500 

 28 自主飛行測試 相機拍照角度測試 1500 

 27 自主飛行測試 相機拍照角度測試 1500 

 38 跨海長程飛行 X-Z 剖面,定點巡航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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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Dropsonde(右下)與 Aerosonde(右上)同步進行颱風觀測的假想個案飛行

路徑，左側是氣象局公佈的 2004年 4 月 24日 03:00UTC GOES-9紅外

雲圖。 
 
 
 
 
 
 
 
 
 
 
 
 
 
 
 
 
 
 
 
 
 
 
圖 8: Aerosonde在 2005年 10月 1日龍王颱風個案之飛行軌跡與風場網頁即

時顯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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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Aerosonde在 005年 7月 16日海棠颱風個案之飛行軌跡(上)與墜海時之

衛星雲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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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Aerosonde在龍王颱風個案颱風中心垂直探空之風速(左)與溫度(右)之

高度剖面圖。 
 
 
 
 
 
 
 
 
 
 
 
 
 
 
 
 
 
 
 
 
 
 
 
 
 
 
 
圖 11: 1994年 9 月 24 日 21:23UTC Olivia颶風中心的溫度與溼度剖面圖

(Willoughb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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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EGBVTD 反演 2005年 10 月 2 日 18:36UTC花蓮雷達切向風場與

Aerosonde所在位置與切向風速量測值。 
 

 
 
 
 
 
 
 
 
 
 
 
 
 
 
 
 
 
 
 
 
 
 
圖 13: 2005年 10月 1 日 12:00~19:51UTCAerosonde飛行軌跡與 16:00UTC

台灣地區雷達影像合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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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2005年 10月 1日 19:30 LST ~ 10月 2 日 03:51 LST Aerosonde飛行過

程之氣壓、氣溫、溼度與高度時間序列圖。 
 

 
 
 
 
 
 
 
 
 
 
 
 
 
 
 
 
 
 
 
 
 
 
圖 15: 2005年 10月 1日 19:30 LST ~ 10月 2 日 00:20 LST Aerosonde飛行過

程之風速、氣溫與颱風中心相對距離之相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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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2005年 10月 1日 19:30 LST ~ 10月 2 日 00:20 LST Aerosonde穿越颱

風環流進入颱風中心之切向風速與颱風中心相對距離之相關圖。其中

的α值參見內文說明。 
 
 
 
 
 
 
 
 
 
 
 
 
 
 
 
 
 
 
 
 
 
 
 
 
 
圖 17: 2005年 10月 1日 18:36 UTC 花蓮雷達回波 2.4度仰角掃描之都卜勒

風場與 Aerosonde空間位置(黑點)，雷達風速未經反折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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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2005年 10月 1日 19:30 LST ~ 10月 2 日 03:51 LST Aerosonde飛行過

程之空速、不平衡態、南北和東西方向加速度的時間序列圖。 
 

 
 
 
 
 
 
 
 
 
 
 
 
 
 
 
 
 
 
 
 
 
 
圖 19: 2005年 10月 1日 19:30 LST ~ 10月 2 日 03:51 LST Aerosonde飛行過

程之高度、引擎轉速、引擎溫度與油門的時間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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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2005年 6 月 17日 Jack 1.0短場彈射起飛架構、實際測試以及木架摺

疊。 
 
 
 
 
 
 
 
 
 
 
 
 
 
 
 
 



 25

 
 
 
 
 
 
 
 
 
 
 
 
 
 
 
 
 
 
 
 
圖 21: 2005年 7月 21日 Jack 1.0的 84分鐘 3000英尺高度不落地飛行路徑。 
 
 

 
 
 
 
 
 
 
 
 
 
 
 
 
 
 
 
 
 
 
 
圖 22: 圖 21 的墾丁青蛙石飛航轉折點(青年活動中心)上空 3000 英尺空照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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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圖 21飛行過程的高度、氣溫、相對溼度與太陽輻射量之時間序列。 
 

 
 
 
 
 
 
 
 
 
 
 
 
 
 
 
 
 
 
 
 
圖 24: 2005年 7 月 22日 Jack 1.0在墾丁半島的 1500英尺高度不落地飛行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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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2005年 7月 22日 Jack 1.0在墾丁半島上空 1500英尺高度的斜角攝影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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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2005年 7 月 22日 Jack 1.0在墾丁半島東側海面進行的 500~200英尺

高度的 X-Z 剖面飛行路徑。 
 
 
 
 
 
 
 
 
 
 
 
 
 
 
 
 
 
 
 
 
 
 
 
圖 27: 圖 26飛行過程的高度、氣溫、相對溼度與太陽輻射量之時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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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展望 

Aerosonde飛行觀測部分，雖然兩架次新款 Mark-III 飛機均於觀測最後階段

墜海，然而氣象資料已經完整回傳，龍王颱風個案並創下世界氣象史觀測新紀

錄，首度證明無人飛機能穿越颱風強陣風和暴雨環流，進入颱風中心進行垂直探

空觀測的概念。TAT 團隊也超越台灣航太領域進度，首度發表國人自製的自動平

衡飛行與 GPS導航 2 小時的氣象與環境無人飛機平台 Jack 1.0。 
2005年 9 月和 10月，Aerosonde Mark-III分別在美國東岸繞行 Ophelia颶風

(圖 28)和太平洋西岸穿越龍王颱風成功，對於無人飛行載具在軍事用途之外的科

學應用寫下輝煌紀錄，也為 UAV 在「大自然風洞」的實際表現提供參考性的個

案數據。可惜的是 Aerosonde是一架舶來品無人飛機，因此以下兩項議題值得我

們加以討論： 
(1) 氣學領域是否要繼續採購 Aerosonde進行颱風穿越觀測？ 
(2) 台灣產官學界有無能力製造類似 Aerosonde功能的人飛行載具？ 
第一項問題雖然學術界還未有所定論，但是經過 7 年的 TAT 團隊合作模式和經

驗累積，團隊有信心足以進行更多次的颱風穿越觀測飛行；我們深信，龍王颱

風個案的成功不是僥悻，而是 7 年心血所換來的美麗成果，它不僅是 Aerosonde
無人飛行載具新的里程碑，也是台灣氣象界的榮耀；這一份寶貴資料將做為颱

風強度模擬數值實驗的參考，也是雷達風場反演理論的重要驗證參考。第二項

問題的答案應該是正面肯定的，但即使是研發經費充裕無虞，主持人認為這種

特殊 UAV 平台的研發時程必將長達數年之久，因為 UAV 必須結合航太、機電、

通訊和應用等四種領域的人才團隊，才能畢盡全功。在了解 Aerosonde的優缺

點和特性之後，TAT 團隊自 2003年起嘗試建造簡易版本的 Aerosonde，並以執

行「海陸風環流觀測」的氣象主題為目標；首先，我們套用現有模型飛機來跳

過「飛行載具開發設計」的議題，直接進行「自動平衡飛行」與「GPS導航」

的小型飛控電腦的設計和試飛，酬載感測元件選定微型的溫度、濕度、氣壓、

太陽輻射計以及數位相機。經過 2 年測試，終於在 2005年 7 月於墾丁地區完

成 12 架次 365分鐘的飛航攝影和海陸風氣象觀測測試 (林，2005)。我們評估

這一造價低廉(新台幣 10萬元)的 Environment UAV，將能提供盤旋高度和水平

往返距離各是 3 公里和 40 公里的 2 小時飛行觀測，應用在海陸風環流和近岸

與河道的災害拍照功能。 
美國海洋大氣總署(NOAA)於 2005年分別進行兩種無人飛行載具的氣象觀

測測試，一是在美國東岸使用 Aerosonde進行颱風環流穿越觀測，一是在美國

西岸使用美國軍用中程戰術 UAV 改裝的 Altair 進行海面大氣遙測測試飛行(圖
29)；美國空軍也在 2005年 11月在關島進行一序列的 Aerosonde熱帶風暴觀測

飛行任務(圖 30)；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San Diego分校主導的 Global Albedo 
Project，則嘗試製造「雲輻射」觀測專用的 UAV (圖 31)，來建構雲對氣候影響

的概念模式；歐洲方面，德國 Braunschweig科技大學製作了小型無人飛行載具

M2AV (Meteorological Micro Aerial Vehicle, 圖 32)，目標是進行大氣邊界層紊流

分析。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 UAV 地球觀測資源中心，更是全方位地介紹美國

各大學以及全球各地航太中心投入 UAV 應用的資訊；這些事實都顯示 UAV 在

大氣科學觀測應用的趨勢，TAT 團隊有義務繼續為台灣氣象界推動 UAV 天氣

觀測，並拓展 UAV 在環境監測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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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NOAA NewsLetter公佈 2005年 9月 16日 Ophelia颱風的WP-3D(藍色)

和 Aerosonde(黑色)軌跡和觀測風速值。 
 
 
 
 
 
 
 
 
 
 
 
 
 
 
 
 
 
 
 
 
 
 
 
 
圖 29: 美國 NOAA 與 NASA 共同執行的 Altair Integrated System Flight 

Demonstration Project計畫(http://uav.noaa.gov/altai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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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Aerosonde at Guam for AFOTEC Weather Scout trials 

(http://www.aerosonde.com/drawarticle/128)。 
 
 
 
 
 
 
 
 
 
 
 
 
 
 
 
 
 
 
 
 
 
圖 31: Global Albedo Project (GAP)proposal假想數架 UAV 同步進行不同高度

的輻射觀測構想。 
 (http://www.ucar.edu/communications/quarterly/summer05/reflect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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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德 國 Braunschweig 科 技 大 學 設 計 的 氣 象 觀 測 飛 機 M2AV 

(http://www.m2av.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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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Aerosonde操控運作流程 
 
(a)運送 

首先， TAT 為了符合颱風觀測的機動要求，整套無人飛機探空設備必須有運

送方便與架設簡易的特性，因此在運裝過程中，TAT 使用九人座客貨車來裝載貨

物，到達觀測地點並將飛機組裝完成，再充當臨時野外控制平台。在運送過程中，

為了妥善保護 Aerosonde與相關儀器設備，所有的裝備按照列表清點與打包裝

箱，並用保利龍填塞空隙，以避免在長途跋涉過程中震壞儀器。Stage box以及

個人電腦尤其留意不能任意置放。 
(b)飛機組裝與檢查 

到達基地臨時工作廠房，重新組裝 Aerosonde，並做飛機檢測、起飛前之各

項準備工作。Aerosonde之組裝分為三大部分，一是燃料及潤滑油之裝填，二是

飛機之機翼組裝，三是加掛 RS90-PTU以及整架飛機重心點平衡量測與通訊測

試。 
(c)確認起飛程序 
    Aerosonde由發射車載往跑道，跑道發射端技術人員與駕駛透過無線電對講

機與地面操控端的電腦操控員與手動駕駛員，雙方覆誦檢查起飛程序最後確認單

各項目，包括： 
1. Aerosonde引擎啟動，滅火器在一旁戒護，螺旋槳兩側不可有人。  
2. 檢查飛機舵面反應。 
3. 檢查引擎轉速與溫度。 
4. 檢查無線電通訊狀況。 
5. 檢查空域使用許可時間。 
6. 跑道及其兩側再次確認人員淨空，發射架安全插梢拔除。 
7. 領隊下達起飛。 
(d)起飛降落與空中監控 
Aerosonde並無起落架，起飛時必須使用小客車與發射架來加速，由地面操控站

監看電腦程式資料來告知手動駕駛員飛機空速。一旦 Aerosonde空速超過 20m/s
（時速 72km/hr）即有足夠的浮力脫離發射架，由手動駕駛員決定拉升動作，完

成起飛脫離發射車。起飛後手動駕駛員以遙控器手動操控 Aerosonde盤旋與爬

昇，目視檢查與電腦資料確認 Aerosonde飛行姿態機械反應以及通訊頻率是否穩

定，最後切換成電腦遙控模組，開始執行規劃的飛行任務，最後再切換成 TDMA
模組進行長程飛行。降落程序則反相操作，即先從 TDMA 模組回到 local模組，

再切換成手動控制並以滑翔機腹著地方式降落。TDMA 遠端資料上傳下載有兩

種通訊方法，一是 UHF 無線電(~150km範圍，免費)、一是 Iridum 衛星通聯(全
球範圍，每分鐘 NT$76元通話費)。 
(e)飛行路徑 
Aerosonde的飛行路徑設定有兩種方式，一是預先規劃輸入，二是即時線上輸入。 
前者操作員藉由一己知的固定點（比如基地位置）輸入偏移量，由此求得另一定

點，再輸入長寬值，經由這些輸入值可以得到一個長方形的導航路徑。其次，必

須指定飛行高度的上下限，並可使導航路徑變化由方形轉成蝴蝶形狀的交錯路

徑。若是二點直線飛行，我們先以基地為圓心，輸入兩份半徑值以及一份方位角

度，Aerosonde直線路徑即是沿著這方位角從內圓到外圓。即時線上輸入航線方

面， Aerosonde導控程式先讀入一份指定格式之文字檔，每一列有位置點編號、

經緯度以及高度上下限；飛行路徑為一封閉路徑，即文字檔最後一列與第一列內

容相同。為求飛行安全與任務達成，飛行路線設定都事先在其他電腦模擬驗證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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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後才植入現場作業電腦中。 
(f)資料回傳網頁 
經由 Iridium 或 UHF下載的飛機位置和氣象資料，定時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回傳

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電腦伺服器 MySQL 資料庫，然後藉由 PHP或是 Perl語法

將上述資料以 1~10分鐘時間間距自動更新電子地圖畫面上的飛機位置；最新氣

象資料則顯示在獨立框架，查詢過去資料時則以時間序列方式呈現，使用者可以

用滑鼠控制圖表放大縮小。我們將以預報員觀點來設計這一互動需求，來即時觀

察颱風環流飛行觀測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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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論概論概論概論 

1.1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本文件旨在說明九十四年度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工作內容，以及颱風資料庫

網站系統架構、內容說明、操作環境與操作方式等，並對本系統的資料處理功能

以及網站存取介面提出使用說明，俾利提供未來颱風資料庫的發展人員做為改進

系統時參考的依據。 

1.2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概論 

說明本期末工作報告的目標、範圍與參考資料。 

系統概論 
說明系統目標、系統範圍、工作內容、資料說明及編碼原則。 

系統環境 
說明系統軟硬體發展環境、目錄架構、資料儲存架構及環境變數說明。。 

資料內容說明 
列出本系統組成元件的清單。 

系統運作及維護 
說明系統運作程序。 

系統軟體備份說明 
說明系統軟體備份的格式與結構。 

使用方式 
描述本系統使用的方式。 

作業流程及操作說明 
描述本系統的作業流程及各作業的操作方法。 

異常狀況處理指引 
說明一般使用者與維護人員於各項作業中可能發生的異常狀況與其處理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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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 九十四年度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建置研究(二)合約書。 

2. 九十四年度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期中工作報告(V1.1)。 

3. http://cwbtypdb.cwb.gov.tw/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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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概系統概系統概系統概論論論論 

2.1 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 

2.1.1 系統目標系統目標系統目標系統目標 

本系統本年度著重在增加新功能、改良進階查詢功能，增進進階查詢操作介面的

互動性與功能性、美化網頁界面與調整原有系統之功能。本系統本年度完成的目

標如下所列： 

1. 颱風進階查詢後結果顯示。 

2. 颱風路徑位置對應顯示功能。 

3. 提供正式颱風路徑圖顯示。 

4. 時雨量及風場圖之顯示。 

5. 增加 TFS產品。 

6. 對 93年度所開發之功能進行調整。 

2.1.2 系統範圍系統範圍系統範圍系統範圍 

1. 颱風資料接收控管作業 
颱風的相關資料，資料的蒐集會在安管內的環境下，透過自動化機制的運

作，若偵測到有新颱風產生，則將資料送至資料接收主機，該主機會將各

類型資料依照命名規則放入事先制訂的路徑下，同時另外將安管外環境的

颱風資料庫網站伺服器所需的資料，放入一特定目錄（WEBData目錄），

再自動傳送至安管外的網頁伺服器環境。系統管理者可透過安管內網頁的

資料庫管理介面進行帳號管理及颱風資料庫之新增、刪除及修改，以及進

行颱風資料之接收及傳送。 

2. 颱風資料查詢作業 
颱風資料查詢包含基本查詢功能、進階查詢功能與颱風列表查詢功能，基

本查詢是讓一般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利用一些條件搜尋方式，包括發

佈警報與否、颱風影響時間、颱風強度、颱風路徑、颱風名稱等條件，來

查詢相關颱風資訊。進階查詢則提供使用者以 2D 選取圖方式或欄位式查

詢颱風資料。颱風列表查詢列出所有颱風或有發警報颱風的颱風列表提供

查詢。本年度將提供颱風路徑位置對應顯示功能、時雨量及風場圖之顯示

功能；可供查詢的颱風資料新增颱風預報模式資料，包含 GFS, NFS-AS, 
NFS-Kuo與 T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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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系統作業流程系統作業流程系統作業流程系統作業流程 
項目名稱 說明 

RDC45 位於安管內的資料接收主機 

網站伺服器 位於安管外的網站伺服器主機 

上游資料 位於氣象局各中心主機的雷達圖、衛星雲圖以及颱風路徑資料等

颱風產品原始檔案或資料庫資料 

接收控管作業 處理上游資料的接收、傳送(至網站伺服器)的作業 

資料處理 將原始的上游資料轉換為颱風資料庫所需的格式 

資料庫管理 進行 MySQL資料庫的管理 

颱風資料查詢 使用瀏覽器查詢颱風產品 

MySQL資料庫 安管內外各有安裝一 MySQL資料庫，儲存相同的颱風資訊 

RDC45
網站
伺服器

MySQL
資料庫

資料
處理

上游
資料

FTP

接收作
業控管

MySQL
資料庫

颱風資
料查詢

資料庫
管理

 

圖 2-1 系統資料流程概圖 

颱風的[上游資料]，會在安管內的環境下，透過自動化機制[接收作業控管]的運

作，若偵測到有新颱風產生，則將資料送至資料接收主機[RDC45]，該主機會將

各類型原始資料進行[資料處理]，依照命名規則放入事先制訂的路徑下，同時另

外將安管外環境的颱風資料庫[網站伺服器]所需的資料，放入一特定目錄

（WEBData目錄）(請參閱 3.2系統目錄架構與 3.3資料儲存架構)，再自動傳送

至安管外的[網站伺服器]環境。此外管理維護人員可以透過終端機，以 Web圖形

化介面來做[接收作業控管]與進行颱風資料與使用者資料的[資料庫管理](請參

閱 8.作業流程及操作說明的 8.9~8.11節)。 

另外放置於安管外環境則是颱風資料庫[網站伺服器]，該主機的資料來自於安管

內的資料接收主機[RDC45]中的 WEBData目錄。這樣便可將網站所需的颱風資

料，和原始完整颱風資料加以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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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 

本年度實際處理的工作內容： 

1. 颱風進階查詢後結果顯示 
在進行進階查詢颱風後，可於網頁畫面中同時顯示所有符合查詢條件下之

多颱風路徑圖及颱風名稱列表： 
(1) 多颱風路徑圖顯示(分大範圍及小範圍兩種範圍)：符合查詢條件下之

颱風路徑以相同顏色繪製於地圖上。 
(2) 颱風名稱列表顯示：可顯示颱風資訊(颱風發生年月、颱風中文名稱、

颱風英文名稱)；發警報之颱風以紅色文字表示，而未發警報之颱風以

藍色文字表示(並於畫面中說明)。當使用者點選颱風名稱列表中某一

颱風名稱時，畫面則會進入該颱風之基本資料顯示。 
(3) 颱風路徑顯示與颱風名稱對應顯示：當使用者之游標移至颱風名稱列

表中某一颱風名稱上時，於多颱風路徑圖中之該颱風路徑以不同顏色

顯示，並於該路徑上? 明此颱風名稱。 

 

2. 颱風路徑位置對應顯示功能 
在颱風基本資料中顯示颱風路徑圖；當使用者之游標移至經緯度列表上某

一經緯度時，於颱風路徑圖會顯示此點之位置。 
(1) 單一颱風路徑圖顯示：繪製某一颱風之颱風中心路徑圖。 
(2) 颱風經緯度列表顯示：顯示某一颱風各時間中心位置之經度、緯度，

其資料密度視資料庫內容而定。 
(3) 路徑位置對應顯示：當使用者之游標移至颱風經緯度列表中某一時間

時，於颱風路徑圖中會以不同顏色顯示該時間點位置，同時於網頁畫

面中顯示該颱風名稱、強度、中心氣壓及此時之七級暴風半徑。 

 

3. 提供正式颱風路徑圖顯示 
將颱風路徑圖之檔案改為科技中心自行繪製之新版颱風路徑圖，資料由中

央氣象局第三組與預報中心提供。 

 

4. 時雨量及風場圖之顯示 
顯示某一颱風之颱風路徑圖、時雨量及風場分佈圖及每小時時間列表。 
(1) 每小時時間列表顯示：顯示該颱風期間之年月日時之觀測資料列表。 
(2) 雨量及風場分佈圖顯示：於 2D台灣地圖之各局屬站顯示其雨量值及

風向風速。 
(3) 製作單一颱風路徑圖：繪製某一颱風之颱風路徑圖。 
(4) 時雨量及風場與路徑對應顯示：當使用者由每小時時間列表點選某一

時間時，於時雨量及風場分佈圖中顯示該時之雨量數值及風場，於颱

風路徑圖中會以不同顏色顯示相對應之該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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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時雨量及風場與路徑動畫顯示：當使用者由每小時時間列表點選取某

一段時間後，於時雨量及風場分佈圖中顯示選取時段之雨量數值及風

場，於颱風路徑圖中會以不同顏色顯示相對應之選取時段位置。 

 

5. 增加 TFS產品 
TFS上的資料增列 NFS(NFS-Kuo, NFS-AS)、GFS之資料。 

 

6. 對 93年度所開發之功能進行調整。 

 

發生時間： 94/1/15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為推廣應用起見，刪除一般使用者密碼，一般使用者可以直接進入

查詢系統。 

解決日期： 94/1/15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修改 php程式。 

 

發生時間： 94/01/17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資料庫管理帳號過期。 

解決日期： 94/01/17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直接修改 MySQL資料庫中管理帳號的 expire_year欄位。 

 

發生時間： 94/01/31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根目錄硬碟使用率 100%。 

解決日期： 94/01/31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將 /home/tydbs/sql-backup/*.sql 搬移至/work/sql-backup/目錄； 

修改/home/tydbs/mysql_backup.sh，將備份目錄改成/work/sql-backup

目錄。 

 

發生時間： 94/03/01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將氣象站雨量資料改為研究用使用者以上層級可使用。 

解決日期： 94/03/01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修改 php程式。 

 

發生時間： 94/05/10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因資料庫所存路徑資料 2001年以前均為七大類故路徑分類顯示由

九大類調整為七大類。 

解決日期： 94/05/13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修改 php程式將查詢介面改為選取七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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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時間： 94/05/15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經由氣象局網頁查詢歷史颱風，當查詢完一個颱風關掉視窗，再經

由氣象局網頁連結開啟歷史颱風網頁時，會出現上一次查詢的颱風

資料。 

解決日期： 94/05/16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新增 data2.php (清除 session與導向 data.php)，氣象局網頁經由此網

頁連結颱風資料庫網頁。 

 

發生時間： 94/05/23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Q1:TctlPutWeb.ksh發生問題，目錄產生至安外/data同一層。 

Q2: TctlBdWebty.ksh無法建立安外目錄？ 

解決日期： 94/05/23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A1: 因為 SUMMER主機沒有先建主要目錄 NFS-Kuo，經建立後程

式執行正常。 

A2: 經測試程式並無問題，可以正常執行。 

 

發生時間： 94/06/02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基本查詢時，只選擇颱風名稱，左列選單不會正常顯示。 

解決日期： 94/06/02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修改 content.php，加入 reload主選單的 JavaScript。 

 

發生時間： 94/07/19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根目錄(/)硬碟空間使用率達到 100%，導致網頁系統不正常。 

解決日期： 94/07/19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經檢查後，發現是網頁的存取與錯誤記錄檔(/var/www/logs/)檔案太

大，將舊記錄檔案備份至/pj/www/wwwlog_940719/目錄後刪除，已

解決空間不足的情形。 

 

發生時間： 94/07/25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颱風概況表的侵台路徑分類顯示為舊有的九大類資料。 

解決日期： 94/07/25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修改 abs.php，將 track_1(九大類)改為 track_2(七大類)。 

 

發生時間： 94/08/03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拿掉登入畫面之帳號申請連結。 

解決日期： 94/08/03 處理人員 陳金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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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式： 修改 login.php，拿掉登入畫面之帳號申請連結。 

 

發生時間： 94/08/20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首頁計數器改為瀏覽首頁就增加一次。 

解決日期： 94/08/21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修改計數器計算方式，將登入才增加計數改為瀏覽首頁就增加一次。 

 

發生時間： 94/08/16 客戶代表 吳品秀 

事由： Mysql伺服器不明原因當掉後，無法再啟動。 

解決日期： 94/08/19 處理人員 陳金輝 

解決方式： Mysql的使用者與群組為 tydbs:tydbs，只能使用 tydbs帳號啟動。 

表 2-1 TDB94問題處理說明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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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料說明資料說明資料說明資料說明 

本年度新增颱風預報模式產品的 GFS, NFS-Kuo及 NFS-AS資料；新增颱風路徑

資料庫與時雨量/風場資料庫；其餘皆為自 93年度延續下來的颱風資料。 

資料

項目 

資料說明 格式 取得

方式 

更新

頻率 

資料來

源 

基本

颱風

資料 

颱風名稱、颱風侵台的日期、颱風編號、颱風

等級、颱風侵台路徑類別、近中心最大風速、

中心最低氣壓、中心最低氣壓、颱風警報的日

期、颱風警報發布次數、登陸地區等；其資料

需整合系統現有之本局王時鼎資料及本局預報

中心颱風路徑資料。 

RDB 網頁

管理

介面

手動

輸入 

不定  

使用

者申

請資

料 

使用者以類別來區分，一般使用者、研究用使

用者及氣象局帳號：包含使用者名稱、使用者

密碼、使用期限、電話及住址。一般使用者不

需申請帳號；氣象局帳號，權限與研究用帳號

一樣，但多加一項 TFS資料的查詢。 

RDB 網頁

管理

介面

手動

輸入 

不定  

颱風

路徑

資料 

颱風編號, 颱風英文名稱, 颱風中文名稱, 日

期時間, 經度, 緯度, 強度, 中心氣壓, 七級暴

風半徑, 警報狀態, CWB/PGWT, 是否為原始

資料 

RDB 自動 颱風

過後 

預報中

心 

時雨

量/風

場資

料 

颱風編號, 颱風英文名稱, 颱風中文名稱, 日

期時間, 測站號碼, 平均風風速, 平均風風向, 

累積雨量, 測站號碼, 警報狀態 

RDB 自動 颱風

過後 

第三組 

雨量

圖 

颱風警報期間每半小時一張之日累雨積量圖。

動畫功能資料項目包含雨量圖。 

JPG 自動 每天 第四組 

雷達

圖 

颱風警報期間之每小時一張雷達合成圖、花

蓮、高雄、五分山、墾丁、台南之 CV。動畫功

能資料項目包含雷達圖。 

GIF 自動 每天 資訊中

心應用

軟體課 

綜觀

天氣

圖 

颱風警報期間綜觀天氣圖之 SFC每日 4 張，

925mb、850、700mb、500mb、300mb、200mb

每日 2 張，原始資料型態為 NCAR CGM圖檔。 

GIF 自動 警報 

期間 

資訊中

心數值

預報課 

衛星

雲圖 

颱風警報期間衛星雲圖之 VIS(FDK、LCC)、

IR1(FDK、LCC)、IR3(FDK、LCC)。動畫功能

資料項目包含衛星雲圖。 

JPG 自動 警報 

期間 

衛星 

中心 

斜溫 颱風警報期間 46區斜溫圖每日 2 張，共 7 個測 GIF 自動 警報 資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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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站，原始資料型態為 NCAR CGM圖檔。 期間 心數值

預報課 

颱風

預報

模式

產品 

記錄颱風警報期間，颱風預報模式粗、細兩種

網格的颱風路徑圖以及分析場/預報場圖。動畫

功能資料項目包含颱風預報模式產品。包含

GFS, NFS-Kuo, NFS-AS與 TFS資料(此資料來

源只保留兩天) 

GIF 自動 颱風 

期間 

資訊中

心數值

預報課 

颱風

路徑

圖 

颱風路徑之位置資料路徑圖包含緯度、經度及

強度。 

PNG 手動 警報 

過後 

預報 

中心 

颱風

警報

單 

記錄該警報之颱風動態。 PDF 手動 警報 

過後 

第三組 

颱風

概況

表 

記錄該颱風之狀況 RDB 手動 警報 

過後 

預報中

心 

局屬

站資

料 

颱風警報期間，中央氣局局屬站資料，記錄溫

度、壓力、濕度、雨量及風速等資料。 

TXT 手動 警報 

過後 

第三組 

自動

雨量

資料 

颱風警報期間，每小時中央氣局自動雨量站資

料，記錄雨量。 

TXT 手動 警報 

過後 

第三組 

表 2-2 資料說明列表 

2.4 編碼原則編碼原則編碼原則編碼原則 

1. 系統代號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簡稱 TDB (Typhoon Database System) 

2. 檔案(功能)名稱 

xxxx.eee

附檔名，不限三個字，但需有意義

主檔名，可任意取名，若為程式語言必須符合該語言的命名習慣
 

3. 附檔名所代表的意義為 
(1) .ksh/.sh 

Shell script程式檔。 
(2) .php 

php程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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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fg 
系統所使用的設定檔。 

(4) .css 
網頁樣式表檔。 

(5) .js 
Javascript程式檔。 

(6) .as 
Flash ActionScript程式檔。 

(7) .fla 
Flash原始程式檔。 

(8) .swf 
Flash編譯後程式檔。 

(9) .xml 
XML 檔案。 

4. 模組代號 
(1) Ctl 

颱風資料接收控管模組 
(2) Web 

颱風資料庫查詢網頁模組 

5. 資料檔編號 

xxxFnnn

流水號，由001開始編號

模組代號
 

6. 程式檔編號 

xxxPnnn

流水號，由001開始編號

模組代號
 

7. 視窗編號 

xxxWnnn

流水號，由001開始編號

模組代號
 

8. 資料庫表格編號 

TDBTnnn

流水號，由001開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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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 
作業名稱 作業說明 適用對象 備註 

啟動作業 啟動本系統的所有 Daemon程序及本系

統的 cron table 

操作人員 

維護人員 

操作方式請參

閱 5.2系統控

制程序 

關閉作業 關閉本系統包括 cron table的所有作業程

序 

操作人員 

維護人員 

操作方式請參

閱 5.2系統控

制程序 

查詢作業 颱風資料庫查詢作業，使用瀏覽器查詢

颱風資料 

一般使用者 

研究用使用者 

氣象局人員 

操作人員 

維護人員 

操作方式請參

閱 8.3基本查

詢作業與 8.4

進階查詢作業 

表 2-3 作業說明 

2.6 自動作業時程自動作業時程自動作業時程自動作業時程 

Cron table操作請參閱：5.2系統控制程序。 

程式使用方式請參閱 4.4程式說明。 

事件(Event) 相對應的執行作業 備註 

每日定時檢查是否有新颱風：

依 crontab設定，每日定時至預

報中心 TAFIS資料庫檢查是否

有新颱風產生。 

1. 建立颱風目錄(/data) 

2. 建立颱風目錄(/data/WEBData) 

3. 建立颱風目錄(SUMMER主機

/data) 
4. 設定自動下載資料的日期 

設定內容請參

? 4.2檔案說明

TCron.cfg 

颱風期間自動資料下載：當系

統日期符合自動下載資料的日

期時執行。 

1. 取得颱風資料 

2. 組織颱風資料(for RDC45) 

3. 組織颱風資料(for SUMMER) 

4. 傳送颱風資料至 SUMMER 

設定內容請 4.2

檔案說明

TGetDataPeriod

.cfg 

依 crontab設定，定時更新所有

颱風列表與有發警報颱風列表

網頁 

製作與更新颱風列表網頁 設定內容請參

? 4.2檔案說明

TCron.cfg 

表 2-4 作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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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手動作業手動作業手動作業手動作業 

程式使用方式請參閱 4.4程式說明。 

執行作業 程式名稱 說明 

1.檢查新颱風 TctlCheckty.ksh 檢查 tafis資料庫是否有新颱風資

料，若有則自動執行 2.~7.。 

2.建立颱風目錄(RDC45) TctlBdty.ksh 建立在/data目錄下的各類型颱風

資料目錄。 

3.建立颱風目錄(WEBData 

& SUMMER) 

TctlBdWebty.ksh 建立在/data/WEBData目錄與

SUMMER主機/data目錄下的各

類型颱風資料目錄。 

4.取得颱風資料 TctlGetdata.ksh 使用自動 FTP取得颱風資料後放

置於/data/IMPORTData/目錄下。 

(需先執行 2.) 

5.組織颱風資料(data) TctlOrg.ksh 將颱風資料製成所需的格式後，

搬移至/data目錄下的各類型颱風

資料目錄。  

(需先執行 2.) 

6.組織颱風資料

(WEBData) 

TctlOrgWeb.ksh 將颱風資料製成所需的格式後，

搬移至/data/WEBData目錄下的

各類型颱風資料目錄。  

(需先執行 3.與 5.) 

7.傳送颱風資料(to 

SUMMER) 

TctlPutWeb.ksh 將/data/WEBData目錄下的各類

型颱風資料傳送至 SUMMER主

機。  

(需先執行 6.) 

8.RDC45資料庫備份 TctlDBBak.ksh 備份資料庫的表格資料並傳送至

SUMMER主機。 

9.取得颱風路徑資料 TctlTrackDB.ksh 取得上游颱風路徑資料並存入資

料庫 

10.取得時雨量/風場資料 TctlRWDB.ksh 取得上游時雨量/風場資料並存入

資料庫 

11.製作三組颱風路徑圖 Track3D.ksh 製作三組颱風路徑圖 

表 2-5 手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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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環境系統環境系統環境系統環境 

3.1 軟硬體發展環境架構圖及說明軟硬體發展環境架構圖及說明軟硬體發展環境架構圖及說明軟硬體發展環境架構圖及說明 

3.1.1 硬體環境硬體環境硬體環境硬體環境 
1. 主機(包含颱風資料庫網站主機與颱風資料庫資料接收主機) 

Windows PC Pentium x86 PIII-1G以上以上 PC。 

2. 記憶體 
2GB以上。 

3. 硬碟容量 
200GB以上。 

4. 網路介面 
TCP/IP。 

5. 網路頻寬 
1 Mbytes/sec以上。 
 

接收作業控管操作資料接收主機 颱風資料庫
網站伺服器

各上游資料源

安管內作業環境 安管外作業環境

 
圖 3-1 硬體架構圖 



 

資訊工業策進會 氣象專案 3-2 

 

3.1.2 軟體環境軟體環境軟體環境軟體環境 
1. 作業系統 

RedHat Linux ES 3.0/RedHat Linux 7.3以上。 

2. 發展工具 
ANSI C、Korn Shell、NCAR 4.1.1、FORTRAN 77、PHP 4.0以上、Java 1.1.2
上、FREETDS 0.62.4以上、Macromedia Flash MX 2004 Professional以上、

Flash Player 7.0以上。 

3. 網頁伺服器 
Apache HTTP Server 1.3以上。 

4. 資料庫 
MySQL 3.23以上。 

5. 網路環境 
中央氣象局區域網路及安管內外作業環境。本系統與各上下游作業系統和

研發電腦間均有 ATM 及/或 Ethernet-10/100。 
 

SA

Linux

MySQLApache

Java Script

Application

NCAR

HTML

PHP

Shell JavaFreeTDS

Flash

 
圖 3-2 系統軟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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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目錄架構系統目錄架構系統目錄架構系統目錄架構 
1. 颱風資料庫資料接收主機(rdc45)： 

(1) 程式目錄� $HOME/bin 
(2) 資料儲存目錄� /data 
(3) MySql資料庫目錄� /pj/mysql 
(4) PHP程式目錄� /pj/www/htdocs 

$HOME┐ 

├─bin 存放本系統控制的執行檔和不需要由瀏覽器 

│  直接執行的執行檔 

├─etc 存放本系統控制的管理建構檔 

├─log 存放本系統的記錄檔 

└─src 存放所有的原始碼 

├─trans 存放新舊資料轉換程式碼 

├─etc 存放網站需要使用的原始建構檔 

├─ctl 存放自動作業控制程式 

├─uty 存放工具程式 

└─php 存放 PHP程式 

/pj/www/┐ 

└─htdocs 瀏覽器執行 php程式碼 

├─conf 存放網站需要使用的建構檔 

├─images存放網頁需用的圖檔 

└─css  存放 CSS樣式檔 

/data    資料儲存目錄 

2. 颱風資料庫網站主機(summer)： 
(1) 資料儲存目錄� /data 
(2) MySql資料庫目錄� /package/mysql 

$Home┐ 

└─src 存放所有的原始碼 

├─php 存放網頁 php程式碼 

├─conf 存放網站需要使用的原始建構檔 

├─images 存放網頁需用的原始圖檔 

└─css 存放 CSS原始樣式檔 

/pj/www/┐ 

└─htdocs─瀏覽器執行 php程式碼 

├─conf 存放網站需要使用的建構檔 

├─images存放網頁需用的圖檔 

└─css  存放 CSS樣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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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颱風資料庫之資料存放架構，在颱風資料庫資料接收主機及颱風資料庫網站

主機兩邊是相同的架構；以下說明其目錄架構： 

目錄規則：/$TP_Data/產品類別/年度/颱風名稱/檔案名稱 

1. $TP_Data：颱風資料存放絕對路徑。 

2. 年度為四位數西元年。 

3. 颱風名稱為英文颱風名稱。 

 

目錄名稱目錄名稱目錄名稱目錄名稱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TP_Data/ABS 颱風概況資料 

$TP_Data/Radar 雷達圖 

$TP_Data/Rain 雨量圖 

$TP_Data/Satellite 衛星雲圖 

$TP_Data/Skewt 斜溫圖 

$TP_Data/Station 逐日/逐時氣象站雨量資料 

$TP_Data/GFS 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TP_Data/NFS-Kuo 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TP_Data/NFS-AS 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TP_Data/TFS 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TP_Data/Track 颱風路徑圖 

$TP_Data/Warnings 颱風警報單 

$TP_Data/Weather_map 綜觀天氣圖 

 
颱風資料目錄（Server上儲存颱風資料的目錄） 

(1) $TP_Year=颱風年份（西元） 

(2) $TP_Name=颱風名稱 

(3) $Data=/data（颱風資料儲存絕對路徑） 

 

$Data │ 

├─ABS    存放颱風概況表檔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概況表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概況表檔 

├─IMPORTData   存放接收之未處理颱風資料 

├─MYSQLDB   存放MySQL資料 

│ 

├─Radar    存放雷達圖檔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雷達圖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雷達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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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n   存放雨量圖檔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雨量圖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雨量圖檔 

│ 

├─Satellite 存放衛星雲圖檔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衛星雲圖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衛星雲圖檔 

│ 

├─Skewt   存放斜溫圖檔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斜溫圖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斜溫圖檔 

│ 

├─GFS   存放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路徑圖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路徑圖檔 

│ 

├─NFS-Kuo 存放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路徑圖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路徑圖檔 

│ 

├─NFS-AS 存放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路徑圖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路徑圖檔 

│ 

├─TFS   存放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路徑圖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路徑圖檔 

│ 

├─Station  存放逐日/逐時氣象站雨量資料 

│ ├─daily  存放逐日測站雨量資料 

│ │ ├─auto 存放逐日自動站雨量資料 

│ │ └─main 存放逐日人工站雨量資料 

│ │ 

│ └─hr  存放逐時測站雨量資料 

│  ├─auto 存放逐時自動站雨量資料 

│  └─main 存放逐時人工站雨量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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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Sdata 颱風原始資料轉換暫存目錄 

│ ├─TRSIMdata 存放未轉換颱風原始資料 

│ └─TRSLTdata 存放轉換後剩下未使用資料 

│ 

├─Track   存放颱風路徑圖檔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路徑圖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路徑圖檔 

│ 

├─Warnings  存放颱風警報單圖檔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警報單圖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警報單圖檔 

│ 

├─Weather_map   存放綜觀天氣圖檔 

│ └─$TP_Year  存放$TP_Year年颱風天氣圖檔 

│  └─$TP_Name 存放$TP_Name颱風天氣圖檔 

│ 

├─WEBData  存放供網站使用之颱風資料 

│ 

└─log   存放轉換資料記錄檔 

   ├─log_abs.txt ABS資料轉換紀錄檔 

   ├─log_radar.txt Radar資料轉換紀錄檔 

   ├─log_rain.txt Rain資料轉換紀錄檔 

   ├─log_satellite.txt Satellite資料轉換紀錄檔 

   ├─log_skewt.txt Skewt資料轉換紀錄檔 

   ├─log_track.txt Track資料轉換紀錄檔 

   ├─log_warnings.txt Warnings資料轉換紀錄檔 

   └─log_weather_map.txt Weather_map資料轉換紀錄檔 

3.3 資料儲存架構資料儲存架構資料儲存架構資料儲存架構 

1. 檔案結構部分 
(1) 目錄規則: $Data/產品類別/年度/颱風名稱/檔案名稱 

(A) $Data：颱風資料存放絕對路徑。 

(B) 產品類別包含 ABS、Radar、Rain等。 

(C) 年度為四位數西元年。 

(D) 颱風名稱為英文颱風名稱。 
(2) 檔案規則:產品類別_產品主型態_產品次型態.時間.檔案類型 

(A) 時間為 12位數 yyyymmddhhmm，檔案類型包含 gif、jpg、t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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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等。 

(B) 若資料細分多種型態，如雷達分不同雷達站和不同類型的圖，

則將主型態名稱至於檔名左方，後方用底線符號接次型態。 

 $Data為颱風資料存放之絕對路徑，本系統設定為/data 

檔案名稱檔案名稱檔案名稱檔案名稱 路徑路徑路徑路徑 檔案簡要說明檔案簡要說明檔案簡要說明檔案簡要說明 
ABS.YYYY00000000.txt $Data/ABS 颱風概況表 

Radar_雷達名_雷達產品

名.YYYYMMDD0000.gif 
$Data/Radar 颱風雷達圖 

Rain.YYYYMMDD0000.jpg $Data/Rain 颱風累積雨量圖 

Satellite_衛星名_衛星產品

名.YYYYMMDDhhmm.jpg 
$Data/Satellite 颱風衛星雲圖 

Skewt_測站編

號.YYYYMMDDhhmm.gif 
$Data/Skewt 颱風斜溫圖 

颱風名稱.txt 
颱風名稱_stn.txt 

$Data/Station 逐日/逐時測站雨量

資料 
GFS_網格_tau_分析場/預報

場.YYYYMMDDhhmm.gif 
$Data/GFS 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NFS_網格_tau_分析場/預報

場.YYYYMMDDhhmm.gif 
$Data/NFS-Kuo 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NFS-AS_網格_tau_分析場/預報

場.YYYYMMDDhhmm.gif 
$Data/NFS-AS 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TFS_網格_tau_分析場/預報

場.YYYYMMDDhhmm.gif 
$Data/TFS 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YYYY 颱風名稱.png $Data/Track 颱風路徑圖 

Warnings_alert警報報

數.YYYY00000000.pdf 
$Data/Warnings 颱風警報單 

Weather_天氣圖高

度.YYYYMMDD0000.gif 
$Data/Weather_map 颱風綜觀天氣圖 

 

(3) 參數說明： 

YYYY ：西元年。 

MM：月份。 

DD：日。 

hh：小時。 

mm：分鐘。 

雷達名：MOSA、RCCG、RCKT、RCWF、RCTP、RCHD、RCHL、

RCKS。 

雷達產品：CV、CAPPI、PPI、EDP、ENP。 

衛星名：IR1、IR3、VIS。 

衛星產品：FDK、L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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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編號：59134、59265、59280、59316、59431、46692、46699、46734、

46750、46780、46810、46902、58134、58265、58280、58316、

58431、58847。 

警報報數：數字。 

天氣圖高度：200mb、300mb、500mb、700mb、850mb、925mb、SFC。 

TFS網格：HA、ZA。 

TFS tau：---, 000, 012, 024至 096 

TFS分析場/預報場：請參考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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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環境變數說明環境變數說明環境變數說明環境變數說明 
 環 境 變數 清 單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9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變數名稱 內容 說明 

HOME /home/radman 本系統之 Home Directory 

BASEDIR /home/radman 本系統之主要目錄 

TDB_CFGFL ${BASEDIR}/etc/TSite

.cfg 

本系統之設定檔路徑/名稱 

TDB_BINDIR ${BASEDIR}/bin 本系統之執行檔目錄 

TDB_ETCDIR ${BASEDIR}/etc 本系統之設定檔目錄 

TDB_LOGDIR ${BASEDIR}/log 本系統之記錄檔目錄 

TDB_TEMPDIR ${BASEDIR}/temp 本系統之暫存檔目錄 

表 3-1 環境變數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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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內容說明資料內容說明資料內容說明資料內容說明 

4.1 檔案清單檔案清單檔案清單檔案清單 
 檔 案 清 單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05/19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檔案編號 檔案名稱 
組識 

(註) 
檔案位置 檔案說明 備註 

CtlF001 .tdbenv S $HOME 系統環境變數設定檔  

CtlF002 .netrc S $HOME 網路資源設定檔  

CtlF003 TCron.cfg S $HOME/etc Cron table設定檔  

CtlF004 TMysqlBak.cfg S $HOME/etc 資料庫備份設定檔  

CtlF005 TSite.cfg S $HOME/etc 資料接收控管程式設

定檔 

 

CtlF006 TSql.cfg S $HOME/etc SQL連線設定檔  

CtlF007 TSql_stmt.cfg S $HOME/etc SQL敘述設定檔  

CtlF008 TGetDataPeriod.

cfg 

S $HOME/etc 自動取得颱風資料日

期設定檔 

 

CtlF009 TNewTyCheck.

cfg 

S $HOME/etc 檢查新颱風設定檔  

註：S表 Sequential，I 表 Index(含 Relative)，IS表 Index Sequential 

表 4-1 檔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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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檔案說明檔案說明檔案說明檔案說明 
 檔 案 格 式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05/19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檔案名稱： .tdbenv 檔 案 組 識 ： Sequential 

產生頻率： 一次 資料錄長度： 不定長 
更新頻率： 不定 保 存 期 限 ： 不定長 
檔案編號： CtlF001 
檔案說明： 系統環境變數設定檔 

【用途】 
設定 TDB 系統各程式所使用之環境變數。 

【內容範例】 

#  setting base dir 

BASEDIR=/home/radman 

 

#  setting configuration file 

TDB_CFGFL=${BASEDIR}/etc/TSite.cfg 

 

#  setting log path 

TDB_BINDIR=${BASEDIR}/bin 

 

#  setting log path 

TDB_LOGDIR=${BASEDIR}/log 

 

#  setting temp path 

TDB_TEMPDIR=${BASEDIR}/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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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案 格 式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05/19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檔案名稱： .netrc 檔 案 組 識 ： Sequential 

產生頻率： 一次 資料錄長度： 不定長 
更新頻率： 不定 保 存 期 限 ： 不定長 
檔案編號： CtlF002 
檔案說明： 網路資源設定檔 

【用途】 

設定欲登入的主機名稱、帳號與密碼，以使用自動登入、自動 FTP進行作業。 

【內容範例】 

1. 資料項目格式： 

machine主機名稱 login 帳號名稱@IP位址 password 密碼 

 
2. 資料項目設定內容： 

.netrc設定範例 

machine gtway.mic.cwb login anonymous@129.236.34.20 password xxxxx 

machine 61.56.13.9 login tydbs password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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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案 格 式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1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檔案名稱： TCron.cfg 檔 案 組 識 ： Sequential 
產生頻率： 一次 資料錄長度： 不定長 
更新頻率： 不定 保 存 期 限 ： 不定長 
檔案編號： CtlF003 
檔案說明： Cron table設定檔 

【用途】 

設定程式的定時啟動作業。格式為分、時、日、月、星期幾、欲執行的程式。 

【內容範例】 

#=================================================== 

# File format of the crontable 

# 

#       Minute(s) after the hour (0-59) 

#       Hour(s) of the day (0-23) 

#       Day(s) of the month (1-31) 

#       Month(s) of the yerar (1-12) 

#       Day(s) of the week (0-6 with 0=Sunday) 

#       Command to execute 

#=================================================== 

#=================================================== 

# Check new typhoon 

#=================================================== 

00 00 * * * $HOME/bin/TctlCheckty.ksh > $HOME/log/TctlCheckty_cron.log 2>&1 

00 06 * * * $HOME/bin/TctlCheckty.ksh > $HOME/log/TctlCheckty_cron.log 2>&1 

00 12 * * * $HOME/bin/TctlCheckty.ksh > $HOME/log/TctlCheckty_cron.log 2>&1 

00 18 * * * $HOME/bin/TctlCheckty.ksh > $HOME/log/TctlCheckty_cron.log 2>&1 

 

#=================================================== 

# Backup the source code and delete old source code 

#=================================================== 

50 22 * * * $HOME/bin/TSrcBack.ksh > $HOME/log/TSrcBack_cron.log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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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案 格 式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1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檔案名稱： TMysqlBak.cfg 檔 案 組 識 ： Sequential 
產生頻率： 一次 資料錄長度： 不定長 
更新頻率： 不定 保 存 期 限 ： 不定長 
檔案編號： CtlF004 
檔案說明： 資料庫備份設定檔 

【用途】 

設定資料庫備份時所使用者資料庫名稱、帳號、密碼、路徑與所需備份的表格清

單。 

【內容範例】 

# Database name 

DBNAME=tydbs 

 

# Database admin's name 

DBUSER=mysql 

 

# Database admin's password 

DBPASS=****** 

 

# MySQL command's path 

BINPATH=/home/package/mysql/bin 

 

# Database table lists 

TBLIST=typhoon user 



 

資訊工業策進會 氣象專案 4-6 

 

 
 檔 案 格 式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1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檔案名稱： TSite.cfg 檔 案 組 識 ： Sequential 
產生頻率： 一次 資料錄長度： 不定長 
更新頻率： 不定 保 存 期 限 ： 不定長 
檔案編號： CtlF005 
檔案說明： 資料接收控管程式設定檔 

【用途】 

設定資料接收控管程式所需的路徑及變數。 

【內容範例】 

# TDB data PATH 

DIR_DATA=/data 

 

# TDB import data PATH 

DIR_IMDATA=/data/IMPORTData 

 

# TDB import data PATH 

DIR_WEBDATA=/data/WEBData 

 

# get data from host 

Host_Skewt=npsds.mic.cwb 

Host_Weather_map=npsds.mic.cwb 

Host_Satellite=ftp.msc.cwb 

Host_TFS=npsds.mic.cwb 

Host_Web=gtway 

 

# define TDB data type 

DATA_Type=ABS Rain Radar Satellite Skewt Track Warnings Weather_map TFS 

 

# define TDB day data type 

DATA_Day_Get=Radar Rain Satellite Skewt Weather_map T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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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案 格 式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1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檔案名稱： TSql.cfg 檔 案 組 識 ： Sequential 
產生頻率： 一次 資料錄長度： 不定長 
更新頻率： 不定 保 存 期 限 ： 不定長 
檔案編號： CtlF006 
檔案說明： SQL連線設定檔 

【用途】 

設定 SQL 資料庫連線時所使用伺服器名稱、資料庫名稱、帳號、密碼、路徑、

輸入/輸出檔與 email通知清單。 

【內容範例】 

BINPH=/pj/freetds/bin 

SERVER=tafis 

USER=guest 

PASS=****** 

DB=TAFIS 

INPUT=/home/radman/etc/TSql_stmt.cfg 

OUTPUT=/home/radman/etc2/TNewTyCheck.cfg 

PERIOD=/home/radman/etc2/TGetDataPeriod.cfg 

EMAIL=starpsy@cwb.gov.tw wuph@rdc.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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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案 格 式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1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檔案名稱： TSql_stmt.cfg 檔 案 組 識 ： Sequential 
產生頻率： 一次 資料錄長度： 不定長 
更新頻率： 不須更新 保 存 期 限 ： 不定長 
檔案編號： CtlF007 
檔案說明： SQL敘述設定檔 

【用途】 

提供 TctlCheckty.ksh所使用之 SQL敘述。 

【內容範例】 

select top 1 TyphNo,TyphNameEng from TyphName2No 

where TyphNameEng not like "%TD%" and TyphNameEng not like "%TS%" 

order by TyphNo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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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案 格 式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1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檔案名稱： TGetDataPeriod.cfg 檔 案 組 識 ： Sequential 
產生頻率： 一次 資料錄長度： 不定長 
更新頻率： 不定 保 存 期 限 ： 不定長 
檔案編號： CtlF008 
檔案說明： 自動取得颱風資料日期設定檔 

【用途】 

設定自動取得颱風資料的日期，格式為 yyyymmdd，由程式自動產生，若想增加

取得資料的期限可手動修改。 

【內容範例】 

200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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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案 格 式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1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檔案名稱： TNewTyCheck.cfg 檔 案 組 識 ： Sequential 
產生頻率： 一次 資料錄長度： 不定長 
更新頻率： 不定 保 存 期 限 ： 不定長 
檔案編號： CtlF009 
檔案說明： 檢查新颱風設定檔 

【用途】 

由程式自動產生，用來檢查是否有新颱風產生。 

【內容範例】 

Msg 5701, Level 0, State 2 

Server 'TAFISSV1',  

 ???????? 'master'? 

Msg 5703, Level 0, State 1 

Server 'TAFISSV1',  

 Changed language setting to us_english. 

Msg 5701, Level 0, State 1 

Server 'TAFISSV1', Line 1 

 Changed database context to 'TAFIS'. 

 200424              NOCK-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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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程式清單程式清單程式清單程式清單 

4.3.1 颱風資料接颱風資料接颱風資料接颱風資料接收控管程式清單收控管程式清單收控管程式清單收控管程式清單 

 程 式 清 單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0/19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程式編號 程式名稱 路徑 程式語言 程式簡要說明 
CtlP001 TctlBdty.ksh $HOME/bin Korn Shell 建立本地端颱風資

料目錄 

CtlP002 TctlBdWebty.ksh $HOME/bin Korn Shell 建立 web server端
颱風資料目錄 

CtlP003 TctlCheckty.ksh $HOME/bin Korn Shell 檢查上游或目錄有

無新的颱風資料 

CtlP004 
TctlDBBak.ksh 

$HOME/bin Korn Shell 備份指定年份的

Mysql 資料並傳送

至 SUMMER主機 

CtlP005 TctlGetdata.ksh $HOME/bin Korn Shell 颱風資料接收程式 

CtlP006 TctlMysqlBak.ksh $HOME/bin Korn Shell 資料庫備份程式 

CtlP007 
TctlOrg.ksh 

$HOME/bin Korn Shell 將颱風檔案資料進

行更名、搬移或格

式轉換 

CtlP008 TctlOrgWeb.ksh $HOME/bin Korn Shell 將颱風檔案資料製

成網頁端用的資料 

CtlP009 TctlPutWeb.ksh $HOME/bin Korn Shell 將資料傳送至 web 
server 

CtlP010 TctlPurge.ksh $HOME/bin Korn Shell 颱風資料清除程式 

CtlP011 TctlRWDB.ksh $HOME/bin Korn Shell 取得上游時雨量/
風場資料並存入資

料庫 

CtlP012 TctlTrackDB.ksh $HOME/bin Korn Shell 取得上游颱風路徑

資料並存入資料庫 

CtlP013 TctlZipdata.ksh $HOME/bin Korn Shell 颱風資料壓縮程式 

CtlP014 TSrcBack.ksh $HOME/bin Korn Shell 原始程式備份程式 

CtlP015 Track3D.ksh $HOME/bin Korn Shell 製作三組颱風路徑

圖 

表 4-2 程式清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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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颱風資料庫查詢網頁程式清單颱風資料庫查詢網頁程式清單颱風資料庫查詢網頁程式清單颱風資料庫查詢網頁程式清單 

 程 式 清 單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0/19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WEB=Web資料主目錄 

程式編號 程式名稱 路徑 程式語言 程式簡要說明 

WebP001 46site.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颱風局屬站

資料 

WebP002 abs.php $WEB PHP 顯示颱風概況資料 

WebP003 admin_account.php $WEB PHP 帳號資料管理 

WebP004 admin_data.php $WEB PHP 颱風資料管理 

WebP005 admin_typhoon.php $WEB PHP MySQL颱風管理 

WebP006 apply.php $WEB PHP 
帳號申請介面與帳號新

增處理 

WebP007 autoprecdy.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自動雨量站

資料(逐日) 

WebP008 autoprechr.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自動雨量站

資料(逐時) 

WebP009 check_alarm.php $WEB PHP 檢查颱風是否有發警報 

WebP010 check.php $WEB PHP 
權限檢查,防止未經登入

直接進入網頁 

WebP011 construct.php $WEB PHP 顯示建構中訊息 

WebP012 content.php $WEB PHP 
顯示視窗右邊 Frame設

定 

WebP013 copyright.php $WEB PHP 版權宣告頁 

WebP014 counter.php $WEB PHP 顯示計數器 

WebP015 create_list.php $WEB PHP 製作颱風列表網頁 

WebP016 cwb_hr.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時雨量/風場

網頁 

WebP017 cwb_hrHelp.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時雨量/風場

說明網頁 

WebP018 data.php $WEB PHP 
顯示整個螢幕的 Frame
設定 

WebP019 data2.php $WEB PHP 歷史颱風連結 

WebP020 data_list.php $WEB PHP 
顯示所有颱風相關產品

蒐集年份 

WebP021 db_connect.php $WEB PHP 
連接 MySQL資料庫設定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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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022 db_connect_mssql.p
hp $WEB PHP 

連接MSSQL資料庫設定

檔 

WebP023 download.php $WEB PHP 處理資料下載 

WebP024 error.php $WEB PHP 
網頁錯誤或資料不存在

之訊息處理 

WebP025 GFS.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預報模式產

品圖檔 

WebP026 index.php  $WEB PHP 首站首頁 

WebP027 index_top.php $WEB PHP 網頁 Frame上部 

WebP028 intro.php $WEB PHP 颱風資料庫服務簡介檔 

WebP029 list.php $WEB PHP 
顯示颱風資料查詢介面

之颱風名稱 

WebP030 list_account_select.p
hp $WEB PHP 

顯示帳號管理介面之帳

號下拉選單 

WebP031 list_typhoon_select.
php $WEB PHP 

顯示颱風管理介面之颱

風下拉選單 

WebP032 login.php $WEB PHP 網站帳號登入檢查檔 

WebP033 logout.php $WEB PHP 
網站登出與全域變數清

除 

WebP034 news.php $WEB PHP 顯示最新消息 

WebP035 NFS-AS.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預報模式產

品圖檔 

WebP036 NFS-Kuo.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預報模式產

品圖檔 

WebP037 nostree.php $WEB PHP 顯示樹狀選單 

WebP038 query.php $WEB PHP 颱風查詢表單檔 

WebP039 query_submit.php $WEB PHP 颱風查詢處理檔 

WebP040 radar.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雷達圖檔 

WebP041 rain.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雨量圖檔 

WebP042 satellite.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衛星雲圖檔 
WebP043 select_2d.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 2D選取 

WebP044 show.php $WEB PHP 
視窗右邊圖檔顯示設定

檔 

WebP045 show_image.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 pop視窗 

WebP046 skewt.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斜溫圖檔 

WebP047 TFS.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預報模式產

品圖檔 

WebP048 track.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颱風路徑圖

檔 

WebP049 track_1to1.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颱風路徑對

應顯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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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050 tylist_all.php $WEB PHP 顯示所有颱風列表 

WebP051 tylist_warning.php $WEB PHP 顯示有發警報颱風列表 

WebP052 warning.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颱風警報單

圖檔 

WebP053 weather_map.php $WEB PHP 
處理與顯示綜觀天氣圖

檔 

表 4-3 程式清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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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程式說明程式說明程式說明程式說明 

4.4.1 颱風資料接收控管程式說明颱風資料接收控管程式說明颱風資料接收控管程式說明颱風資料接收控管程式說明 

程式編號: CtlP001 程式名稱: TctlBdty.ksh 

程式說明： 

 建立本地端颱風資料目錄。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無。 

 

執行時機： 

需要新增本地端颱風資料時。欲取得上游資料前需先執行此程式。 

 

使用方式： 

TctlBdty.ksh  yyyy  Typhoone_Name 

Example: TctlBdty.ksh  2003  KUJIRA 
 

使用說明： 

 yyyy 為四位數的西元年份。 

 

程式編號: CtlP002 程式名稱: TctlBdWebty.ksh 

程式說明： 

 建立 web server端颱風資料目錄。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無。 

 

執行時機： 

需要新增 web server端颱風資料前。 

 

使用方式： 

TctlBdWebty.ksh  yyyy  Typhoone_Name 

Example: TctlBdWebty.ksh  2003  KUJIRA 
 

使用說明： 

 yyyy 為四位數的西元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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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 CtlP003 程式名稱: TctlCheckty.ksh 

程式說明： 

 檢查上游 tafis 資料庫有無新的颱風資料產生。如發現有新的颱風資料，將

會執行 TctlBdty.ksh、TctlBdWebty.ksh，並以 email 通知相關人員處理；若

無，將會檢查 TGetDataPeriod.cfg來決定是否執行相關程式進行資料的取

得、處理與傳送作業。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無。 

 

執行時機： 

定時啟動或視需要時手動執行。 

 

使用方式： 

TctlCheckty.ksh 

 
使用說明： 

 無。 

 

程式編號: CtlP004 程式名稱: TctlDBBak.ksh 

程式說明： 

 備份指定年份的 Mysql 資料並傳送至 SUMMER主機。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無。 

 

執行時機： 

定時啟動或視需要時手動執行。 

 

使用方式： 

TctlDBBak.ksh YYYY 

Example: TctlDBBak.ksh 2005 

 
使用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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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 CtlP005 程式名稱: TctlGetdata.ksh 

程式說明： 

 颱風上游資料接收程式。以自動 FTP 方式取得綜觀天氣圖、綜觀天氣圖、

斜溫圖及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確定颱風資料目錄已建立。 

 

執行時機： 

定時啟動或視需要時手動執行。 

 

使用方式： 

TctlGetdata.ksh  DataCategory  Typhoone_Name 

Example: TctlGetdata.ksh  TFS  MEOWJIRA 

 
使用說明： 

 DataCategory: Skewt/Weather_map/Satellite/TFS。 

 
程式編號: CtlP006 程式名稱: TctlMysqlBak.ksh 

程式說明： 

 資料庫備份程式，備份 RDC45資料庫的表格資料並傳送至 SUMMER主機。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無。 

 

執行時機： 

定時啟動或視需要時手動執行。 

 

使用方式： 

TctlMysqlBak.ksh  0/1  

Example: TctlMysqlBak.ksh  1 
 

使用說明： 

 0 : 備份全部表格； 

1 : 備份設定檔中指定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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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 CtlP007 程式名稱: TctlOrg.ksh 

程式說明： 

 將颱風檔案資料進行更名、搬移或格式轉換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確定欲處理的颱風資料存在。 

 

執行時機： 

定時啟動或視需要時手動執行。 

 

使用方式： 

TctlOrg.ksh  yyyymmdd  Typhoone_Name 

Example: TctlOrg.ksh  20040521  WONGJIRA 
 

使用說明： 

 無。 

 
程式編號: CtlP008 程式名稱: TctlOrgWeb.ksh 

程式說明： 

 將颱風檔案資料製成網頁端用的資料。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確定欲處理的颱風資料存在。 

 

執行時機： 

定時啟動或視需要時手動執行。 

 

使用方式： 

TctlOrgWeb.ksh  yyyymmdd  Typhoone_Name 

Example: TctlOrgWeb.ksh  20040526  MOJIRA 
 

使用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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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 CtlP009 程式名稱: TctlPutWeb.ksh 

程式說明： 

 將颱風資料傳送至 web server。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確定所欲傳送的颱風資料存在。 

 

執行時機： 

當颱風資料備妥時。 

 

使用方式： 

TctlPutWeb.ksh  yyyymmdd  Typhoone_Name 

Example: TctlPutWeb.ksh  20040521  KUAJIRA 
 

使用說明： 

 無。 

 
程式編號: CtlP010 程式名稱: TctlPurge.ksh 

程式說明： 

 清除過期的颱風資料。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無。 

 

執行時機： 

定時啟動或視需要時手動執行。 

 

使用方式： 

TctlPutWeb.ksh  DataCategory  yyyymmdd 

Example: TctlPutWeb.ksh  Rain  20040519 
 

使用說明： 

 DataCategory: Rain/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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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 CtlP011 程式名稱: TctlRWDB.ksh 

程式說明： 

 取得上游時雨量/風場資料並存入資料庫。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已先執行過 TctlTrackDB.ksh。 

 

執行時機： 

定時啟動或視需要時手動執行。 

 

使用方式： 

TctlRWDB.ksh  typhNumber 

Example: TctlRWDB.ksh  200417 
 

使用說明： 

 無。 

 

 

 

程式編號: CtlP012 程式名稱: TctlTrackDB.ksh 

程式說明： 

 取得上游颱風路徑資料並存入資料庫。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無。 

 

執行時機： 

定時啟動或視需要時手動執行。 

 

使用方式： 

TctlTrackDB.ksh  typhNumber 

Example: TctlTrackDB.ksh  200417 
 

使用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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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 CtlP013 程式名稱: TctlZipdata.ksh 

程式說明： 

 颱風資料壓縮程式。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確定所欲壓縮的資料存在。 

 

執行時機： 

由其它 shell程式呼叫執行或視需要時手動執行。 

 

使用方式： 

TctlZipdata.ksh  DataCategory 

Example: TctlZipdata.ksh  Satellite 
 

使用說明： 

 DataCategory: Radar/Rain/Satellite/Skewt/Warnings/Weather_map 

 
程式編號: CtlP014 程式名稱: TSrcBack.ksh 

程式說明： 

 原始碼備份程式。將原始程式碼及必要資料備份至所定義的備份位置。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確定所欲備份的資料存在。 

 

執行時機： 

定時啟動或視需要時手動執行。 

 

使用方式： 

TSrcBack.ksh 
 

使用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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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號: CtlP015 程式名稱: Track3D.ksh 

程式說明： 

 製作三組颱風路徑圖。 

 

執行前的準備工作： 

1. 已產生三組颱風路徑圖 PNG圖檔。 

2. 準備該颱風之中文名稱、圖檔名稱之檔案(ty.txt)。 

 

執行時機： 

需要產生網頁所需之颱風路徑圖時。 

 

使用方式： 

Track3D.ksh  ty.txt 
 

使用說明： 

無。 

 

4.4.2 颱風資料庫查詢網頁程式說明颱風資料庫查詢網頁程式說明颱風資料庫查詢網頁程式說明颱風資料庫查詢網頁程式說明 

請參閱各 PHP網頁程式內的註解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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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颱風資料建構資料檔清單颱風資料建構資料檔清單颱風資料建構資料檔清單颱風資料建構資料檔清單 

4.5.1 颱風資料設定檔清單颱風資料設定檔清單颱風資料設定檔清單颱風資料設定檔清單 

 颱風資料設定檔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0/19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WEB=Web資料主目錄 

程式名稱 路徑 資料檔簡要說明 
copyright.txt $WEB/conf 著作權聲明內容檔 

Radar.txt $WEB/conf 雷達名稱對應與存取權限設定檔 

Satellite.txt $WEB/conf 衛星名稱對應與存取權限設定檔 

Skewt.txt $WEB/conf 斜溫圖存取權限對應設定檔 

T2d_setting.xml $WEB/conf 進階查詢功能設定檔 
Tcwbhr_stno.xml $WEB/conf 時雨量/風場顯示功能測站設定檔 
Weather_map.txt $WEB/conf 綜觀天氣圖存取權限對應設定檔 

 

4.5.2 颱風資料庫網站颱風資料庫網站颱風資料庫網站颱風資料庫網站js設定檔清單設定檔清單設定檔清單設定檔清單 

 j s 程 式 清 單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0/19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WEB=Web資料主目錄 

程式名稱 路徑 資料檔簡要說明 
tree_format.js $WEB/css 樹狀選單參數設定檔 

tree_nodes.js $WEB/css 樹狀選單樣式預設檔 

tree_nodes_admin.js $WEB/css 樹狀選單管理帳號樣式設定檔(選取颱

風後) 
tree_nodes_cwb.js $WEB/css 樹狀選單氣象局帳號樣式設定檔 

tree_nodes_gen.js  $WEB/css 樹狀選單一般使用者樣式設定檔 

tree_nodes_op.js $WEB/css 樹狀選單作業帳號樣式設定檔(選取颱

風後) 
tree_nodes_res.js $WEB/css 樹狀選單研究帳號樣式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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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_nodes_preadmin.js $WEB/css 樹狀選單管理帳號樣式設定檔(選取颱

風前) 
tree_nodes_precwb.js $WEB/css 樹狀選單氣象局帳號樣式設定檔(選取

颱風前) 
tree_nodes_preop.js $WEB/css 樹狀選單作業帳號樣式設定檔(選取颱

風前) 
tree_nodes_preres.js $WEB/css 樹狀選單研究用帳號樣式設定檔(選取

颱風前) 

4.6 操作訊息清單操作訊息清單操作訊息清單操作訊息清單 
 操作訊息清單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11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訊息編號 訊息內容 訊息說明 備註 

TDBM001 您的網頁瀏覽器不支援

頁框 

網頁瀏覽器不支援頁框功能  

TDBM002 你選擇的颱風無此資料!! 使用者所選擇的颱風無此資料項

目 
 

TDBM003 帳號申請完成！ 新帳號申請完成  

TDBM004 帳號有效期限已延長！ 過期帳號申請通過  

TDBM005 需先同意著作權規範，才

可申請帳號！" 

著作權規範畫面，使用者按下「不

同意」時顯示訊息。 
 

TDBM006 欄位未填寫，請填入您的

field 

field 代表未填寫的欄位名稱  

TDBM007 請選擇 field field 代表未填寫的欄位名稱  

TDBM008 颱風資料新增完成！ 颱風資料新增完成  

TDBM009 颱風資料修改完成！ 颱風資料修改完成  

TDBM010 颱風資料已刪除！ 颱風資料已刪除  

TDBM011 帳號資料新增完成！ 帳號資料新增完成  

TDBM012 帳號資料修改完成！ 帳號資料修改完成  

TDBM013 帳號資料已刪除！ 帳號資料已刪除  

TDBM014 請選擇一個颱風! 未選擇任何颱風  

表 4-4 操作訊息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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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統運作及維護系統運作及維護系統運作及維護系統運作及維護 

5.1 系統安裝程序系統安裝程序系統安裝程序系統安裝程序 
本系統安裝程序分為以下幾部分，分別為： 

1. 颱風資料庫資料接收主機安裝 
(1) 程式安裝：將光碟片內的程式壓縮檔 typhsrc.tar.gz解開後，再解開安

管內使用之程式壓縮檔 rdc45src.tar.gz，下列為執行指令： 
 

[radman@rdc45 src] tar xzvf typhsrc.tar.gz 
[radman@rdc45 src] tar xzvf rdc45src.tar.gz 
 

(2) MySQL資料庫安裝 
(3) 建立資料庫系統帳號 

2. 颱風資料庫網站伺服器主機安裝 
(1) 程式安裝：將光碟片內的程式壓縮檔 typhsrc.tar.gz解開後，再解開安

管外使用之程式壓縮檔 summersrc.tar.gz，下列為執行指令： 
 

[cwbtypdb:sunny] tar xzvf typhsrc.tar.gz 
[cwbtypdb:sunny] tar xzvf summersrc.tar.gz 
 

(2) MySQL資料庫安裝 
(3) 建立資料庫系統帳號。 

 
資料庫安裝與帳號建立可參? MySQL參考手冊(http://dev.mysql.com/doc/)。 

5.2 系統控制程序系統控制程序系統控制程序系統控制程序 
本系統的定時啟動的作業，如定時新颱風的檢查作業、定時資料備份，將藉由

UNIX 的 Cron功能來達成。 

1. 啟動：系統管理人員可於命令列執行下列指令加入定時啟動作業(TCron.cfg
編輯格式請參閱 4.2檔案說明)： 

 

[radman@rdc45 /] crontab $HOME/etc/TCron.cfg  

 

2. 查詢定時作業：crontab –l。 

3. 編輯定時作業：crontab –e。 

4. 關閉定時作業：cronta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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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檔案保護方法及安全性設計檔案保護方法及安全性設計檔案保護方法及安全性設計檔案保護方法及安全性設計 
系統建置於 Linux 環境下，以 Linux 提供的系統安全性為基礎。為保護本系統檔

案不被隨意修改，系統及檔案的目錄權限設定為只有本帳號人員才能修改。為保

護本系統的程式不會遭不當使用，src以下的目錄及檔案僅可被本帳號人員讀取。 

本系統的目的在提供資料給經由 WWW 連線的使用者讀取，因此允許資料被取

用，但是資料內容不會被修改。 

5.4 網頁建構檔維護網頁建構檔維護網頁建構檔維護網頁建構檔維護 

網頁建構檔置於/pj/www/htdocs/conf/目錄下，使用文字編輯器(如 vi)即可編輯。

建構檔的用途、建構方式(組成格式)與維護時機皆描述於下列內容中。 

瀏覽權限共分為五種等級：gen(一般使用者)、res(研究用使用者)、cwb(氣象局使

用者)、op(作業用帳號)與 adm(管理者帳號)。 

5.4.1 copyright.txt 

1. 用途：顯示於颱風資料庫網站上帳號申請前，清楚告知使用者本網站之相

關著作權法規範內容。 

2. 建構方式：直接儲存成一般文字檔。 

3. 維護時機：本網站著作權法相關規範有所變更時。 

 

5.4.2 Radar.txt 

1. 用途：雷達資料設定與相關瀏覽權限設定。 

2. 建構方式： 
(1) 以單一雷達的單一圖檔型態為一筆資料。 
(2) 不同資料以「:」隔開。 
(3) 同一筆資料以「,」隔開。 
(4) 每一筆資料記錄包括:雷達名稱、圖檔型態、中文名稱、啟用年份、終

止年份、觀看權限。 
(5) 雷達資料變更時，直接修改該建構檔即可。 
(6) 設定檔內容如下所示： 

MOSA,CV,合成,2000,2002,gen: 

RCCG,CV,台南,2002,2002,res: 

RCKT,CV,高雄墾丁,2002,2002,res: 

RCWF,CV,五分山,2000,2002,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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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TP,CV,中正機場,2002,2002,res: 

RCHD,CV,花蓮,2002,2002,res: 

RCHL,CV,花蓮傳統,1982,2001,res: 

RCKS,CV,高雄傳統,2000,2001,res: 

RCWF,PPI,五分山,2000,2001,res: 

RCTP,EDP,中正機場,1982,1999,res: 

RCTP,ENP,中正機場,1982,1999,res: 

RCHL,PPI,花蓮傳統,2000,2001,res: 

RCHL,CAPPI,花蓮傳統,2000,2001,res: 

RCKS,PPI,高雄傳統,2000,2001,res: 

RCKS,CAPPI,高雄傳統,2000,2001,res 

3. 維護時機：雷達資料變更或讀取權限變更時。 

 

5.4.3 Satellite.txt 

1. 用途：衛星資料設定與相關瀏覽權限設定。 

2. 建構方式： 
(1) 以主型態搭配次型態為一筆資料。 
(2) 不同資料以「:」隔開。 
(3) 同一筆資料以「,」隔開。 
(4) 每一筆資料記錄包括:主型態、次型態、顯示名稱、觀看權限。 
(5) 設定檔內容如下所示： 

IR1,FDK,IR1_FDK,res: 

IR1,LCC,IR1_LCC,gen: 

IR3,FDK,IR3_FDK,res: 

IR3,LCC,IR3_LCC,res: 

VIS,FDK,VIS_FDK,res: 

VIS,LCC,VIS_LCC,res 

3. 維護時機：衛星資料變更或讀取權限變更時。 

 

5.4.4 Skewt.txt 

1. 用途：斜溫圖資料設定與相關瀏覽權限設定。 

2. 建構方式： 
(1) 以一個觀測站編號為一筆資料。 
(2) 不同資料以「:」隔開。 
(3) 同一筆資料以「,」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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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一筆資料記錄包括:檔名參照用觀測站編號、完整觀測站編號、觀看

權限。 
(5) 設定檔內容如下所示： 

59134,res: 

59265,res: 

59280,res: 

59316,res: 

59431,res: 

46692,res: 

46699,res: 

46734,res: 

46750,res: 

46780,res: 

46810,res: 

46902,res: 

58134,res: 

58265,res: 

58280,res: 

58316,res: 

58431,res: 

58847,res: 

3. 維護時機：斜溫圖資料變更或讀取權限變更時。 

5.4.5 T2d_setting.xml 

1. 用途：設定進階查詢功能等 Flash程式所使用之變數 

2. 建構方式： 
(1) 以 XML 格式撰寫。 
(2) 變數名稱=變數值。 
(3) 變數名稱不可變更。 
(4) 設定檔內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 

<range> 

<small lonFrom="117" lonTo="131" latFrom="17" latTo="31" 

imgSize="490" imgPath="images/tyareasmall.jpg" /> 

<big lonFrom="105" lonTo="155" latFrom="5" latTo="55" 

imgSize="500" imgPath="images/tyareabig.jpg" /> 

<track_1to1 lonFrom="105" lonTo="155" latFrom="5" latTo="40" 

width="500" height="350" imgPath="images/tyareabig2.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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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gateway="http://cwbtypdb.cwb.gov.tw/gateway.php" /> 

</range> 

3. 維護時機：基本資料需要變更時。 

 

5.4.6 Tcwbhr_stno.xml 

1. 用途：時雨量/風場顯示功能測站設定檔 

2. 建構方式： 
(1) 以 XML 格式撰寫。 
(2) 變數名稱=變數值。 
(3) 變數名稱不可變更。 
(4) 設定檔內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ISO-8859-1" ?> 

<stations> 
 <466880 cname="板橋" area="north" type="Air" lon="121.0000" 

lat="25.1000" tip="臺北縣板橋市(探空站)" /> 

 <466900 cname="淡水" area="north" type="Weather" lon="121.4400" 

lat="25.3000" tip="臺北縣淡水鎮(氣象站)" /> 

 <466910 cname="鞍部" area="north" type="Weather" lon="121.5202" 

lat="25.7000" tip="臺北市陽明山(氣象站)" /> 

 <466920 cname="台北" area="north" type="Weather" lon="121.3000" 

lat="25.0396" tip="臺北市(氣象站)" /> 

 <466930 cname="竹子湖" area="north" type="Weather" 

lon="121.5363" lat="25.5000" tip="臺北市陽明山(氣象站)" /> 

 <466940 cname="基隆" area="north" type="Weather" lon="121.7321" 

lat="25.1348" tip="基隆市(氣象站)" /> 

 <466950 cname="彭佳嶼" area="island" type="Weather" 

lon="122.0713" lat="25.6294" tip="彭佳嶼(氣象站)" /> 

 <466990 cname="花蓮" area="east" type="Weather" lon="121.6050" 

lat="23.9770" tip="花蓮市(氣象站)" /> 

 <467060 cname="蘇澳" area="north" type="Weather" lon="121.8644" 

lat="24.6017" tip="宜蘭縣蘇澳鎮(氣象站)" /> 

 <467080 cname="宜蘭" area="north" type="Weather" lon="121.7479" 

lat="24.7656" tip="宜蘭市(氣象站)" /> 

 <467110 cname="金門" area="island" type="Weather" 

lon="118.2813" lat="24.4091" tip="金門縣金城鎮(氣象站)" /> 

 <467300 cname="東吉島" area="island" type="Weather" 

lon="119.6596" lat="23.2590" tip="澎湖縣望安鄉(氣象站)" /> 



 

資訊工業策進會 氣象專案 5-6 

 

 <467350 cname="澎湖" area="island" type="Weather" 

lon="119.5552" lat="23.5672" tip="澎湖縣馬公市(氣象站)" /> 

 <467410 cname="台南" area="south" type="Weather" 

lon="120.1200" lat="23.0000" tip="台南市(氣象站)" /> 

 <467420 cname="永康" area="south" type="Weather" 

lon="120.4500" lat="23.0394" tip="臺南縣永康市(氣象站)" /> 

 <467440 cname="高雄" area="south" type="Weather" 

lon="120.3080" lat="22.5679" tip="高雄市前鎮區(氣象站)" /> 

 <467480 cname="嘉義" area="south" type="Weather" 

lon="120.4245" lat="23.4977" tip="嘉義市(氣象站)" /> 

 <467490 cname="台中" area="west" type="Weather" lon="120.6759" 

lat="24.1475" tip="臺中市(氣象站)" /> 

 <467530 cname="阿里山" area="west" type="Weather" 

lon="120.8051" lat="23.5104" tip="嘉義縣阿里山鄉(氣象站)" /> 

 <467540 cname="大武" area="east" type="Weather" lon="120.8957" 

lat="22.3576" tip="臺東縣大武鄉(氣象站)" /> 

 <467550 cname="玉山" area="west" type="Weather" lon="121.0000" 

lat="23.2000" tip="嘉義縣阿里山鄉(氣象站)" /> 

 <467571 cname="新竹" area="north" type="Weather" lon="121.0061" 

lat="24.8300" tip="新竹縣竹北市(氣象站)" /> 

 <467590 cname="恆春" area="south" type="Weather" 

lon="120.7381" lat="22.0054" tip="屏東縣恆春鎮(氣象站)" /> 

 <467610 cname="成功" area="east" type="Weather" lon="121.3654" 

lat="23.0992" tip="臺東縣成功鎮(氣象站)" /> 

 <467620 cname="蘭嶼" area="island" type="Weather" 

lon="121.5506" lat="22.0387" tip="臺東縣蘭嶼鄉(氣象站)" /> 

 <467650 cname="日月潭" area="west" type="Weather" 

lon="120.8999" lat="23.8830" tip="南投縣魚池鄉(氣象站)" /> 

 <467660 cname="台東" area="east" type="Weather" lon="121.1465" 

lat="22.7540" tip="臺東市(氣象站)" /> 

 <467770 cname="梧棲" area="west" type="Weather" lon="120.5151" 

lat="24.2587" tip="臺中縣梧棲鎮(氣象站)" /> 

 <467780 cname="七股站" area="south" type="Radar" 

lon="120.0691" lat="23.1477" tip="台南縣七股鄉(雷達站)" /> 

 <467990 cname="馬祖" area="island" type="Weather" 

lon="119.9156" lat="26.1715" tip="連江縣南竿鄉(人工站)" />  

</stations> 

3. 維護時機：基本資料需要變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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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Weather_map.txt 

1. 用途：綜觀天氣圖資料設定與相關瀏覽權限設定。 

2. 建構方式： 
(1) 以一個觀測站編號為一筆資料。 
(2) 不同資料以「:」隔開。 
(3) 同一筆資料以「,」隔開。 
(4) 每一筆資料記錄包括:檔名參照用編號、天氣圖類型、觀看權限。 
(5) 設定檔內容如下所示： 

200,200mb,res: 

300,300mb,res: 

500,500mb,res: 

700,700mb,gen: 

850,850mb,res: 

925,925mb,res: 

sfc,地面,gen 

3. 維護時機：綜觀天氣圖資料變更或讀取權限變更時。 

5.4.8 tree_format.js 

1. 用途：颱風資料庫網站左方樹狀選單參數設定檔。 

2. 建構方式：直接設定數值。 

3. 維護時機：樹狀選單顯示介面欲變更時。 

5.4.9 tree_nodes_*.js 

1. 檔案包含：tree_format.js、tree_nodes.js、tree_nodes_admin.js、
tree_nodes_cwb.js、tree_nodes_gen.js、tree_nodes_op.js、tree_nodes_res.js、
tree_nodes_preadmin.js、tree_nodes_precwb.js、tree_nodes_preop.js、
tree_nodes_preres.js 

2. 用途：颱風資料庫網站左方不同使用者層級的樹狀選單樣式預設檔。 

3. 建構方式： 
(1) 每行三個欄位，分別為：連結項目名稱、連接項目網址、顯示視窗名

稱。 
(2) 如：['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 'bodyFrame']，表示連結中

央氣象局網站，網址為http://www.cwb.gov.tw，顯示視窗為

bodyFrame(主視窗)。 

4. 維護時機：樹狀選單有項目變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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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資料庫維護資料庫維護資料庫維護資料庫維護 

資料庫操作及維護方法與 SQL語法請自行參? MySQL參考手冊

(http://dev.mysql.com/doc/)。 
 資料庫表格清單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3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資料庫名稱 TYDBS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表格說明 型態 所在位置 備註 
TDBT001 typhoon 颱風資料 Table TYDBS  
TDBT002 user 使用者資料 Table TYDBS  
TDBT003 warnings 海陸上颱風警報資料 Table TYDBS  
TDBT004 46_site 局屬氣象站資料 Table TYDBS  
TDBT005 obs_site 自動雨量站資料 Table TYDBS  
TDBT006 system 系統資訊 Table TYDBS  
TDBT007 2d_selects 2D選取颱風路徑資料 Table TYDBS  
TDBT008 cwb_hr_1960_1969 

… 
cwb_hr_2000_2009 

時雨量/風場資料 Table TYDBS  

表 5-1 資料庫表格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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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表格說明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3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資料庫名稱 TYDBS 
表格編號 TDBT001 表格名稱 Typhoon 
表格特性描述 西北太平洋颱風資料 
用途 紀錄所有西太平洋颱風相關資料（包括有發和未發警報之颱風

資料）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資料型態 Allow 

Null 

Allowed 

values 

Unique 說明 

num 颱風編號 Varchar(11) N  Y 主鍵值 

occur_year 颱風形成年 Smallint(4) N  N  

occur_month 颱風形成月 Smallint(2) N  N  

occur_day 颱風形成日 Smallint(2) N  N  

occur_place 颱風形成區域 Varchar(30) Y    

begin_year 颱風侵台年 Smallint(4) Y  N  

begin_month 颱風侵台月 Smallint(2) Y  N  

begin_day 颱風侵台日 Smallint(2) Y  N  

e_name 颱風英文名稱 Varchar(15) N  N  

c_name 颱風中文名稱 Varchar(16) N  N  

intensity 颱風影響期間

最大強度 
Char(2) Y  N  

track_1 颱風路徑分類 Char(2) Y  N  

track_2 颱風路徑分類

(王時鼎) 
Char(2) Y  N  

min_p 中心最低氣壓 Float(6,1) Y  N  

max_w 中心最大風速 Float(5,1) Y  N  

range7 七級風最大半

徑 
Smallint(4) Y  N  

range10 十級風最大半

徑 
Smallint(4) Y  N  

debarkation 颱風登陸地點 Varchar(30) Y  N  

movement 颱風動態 Text Y  N  

hazard 災情 Text Y  N  

status 狀態 Tinyint(2) N  N  

update_time 更新時間 Timestamp(14)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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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_num 發佈警報次數 Tinyint(2) N  N  

表 5-2 颱風表格 Schema 

 
 資料庫表格說明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3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資料庫名稱 TYDBS 
表格編號 TDBT002 表格名稱 User 
表格特性描述 使用者資料 
用途 紀錄颱風資料庫網頁使用者資料，並利用權限欄位限制所能瀏

覽的網頁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資料型態 Allow 

Null 

Allowed 

values 

Unique 說明 

acct 使用者帳號 Varchar(20) N  Y 主鍵值 

passwd 使用者密碼 Varchar(20) N  N  

name 使用者姓名 Varchar(20) N  N  

tel 使用者電話 Varchar(20) N  N  

email 使用者電子信箱 Varchar(30) N  N  

org 使用者單位 Varchar(40) N  N  

purpose 資料用途 Varchar(60) N  N  

level 帳號層級 Tinyint(1) Y  N  

copyright 著作權 Tinyint(1) Y  N  

last_login 使用者最後登入

IP 

Char(15) Y  N  

last_time 使用者最後登入

時間 
Timestamp(14) Y  N  

expire 帳號過期與否 Tinyint(1) N  N  

expire_year 帳號時效年 Smallint(4) Y  N  

expire_mont

h 

帳號時效月 Smallint(2) Y  N  

expire_day 帳號時效日 Smallint(2) Y  N  

update_time 更新時間 Timestamp(14) Y  N  

identity 身份 Char(3) N  N  

表 5-3 使用者表格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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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表格說明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3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資料庫名稱 TYDBS 
表格編號 TDBT003 表格名稱 Warnings 
表格特性描述 海陸上颱風警報資料 
用途 紀錄颱風海陸上颱風之編號、警報發佈時間、警報解除時間、

強度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資料型態 Allow 

Null 

Allowed 

values 

Unique 說明 

num 颱風編號 Varchar(11) N  Y 主鍵值 

w_year 警報發佈年 Smalint(4) N  N  

w_month 警報發佈月 Smalint(2) N  N  

w_day 警報發佈日 Smalint(2) N  N  

w_hour 警報發佈時 Smalint(2) N  N  

w_min 警報發佈分 Smalint(2) N  N  

w_type 警報類型(陸海) Varchar(4) N  N  

l_year 警報解除年 Smalint(4) N  N  

l_month 警報解除月 Smalint(2) N  N  

l_day 警報解除日 Smalint(2) N  N  

l_hour 警報解除時 Smalint(2) N  N  

l_min 警報解除分 Smalint(2) N  N  

intensity 警報發佈颱風強度 Char(2) N  N  

update_tim

e 

更新時間 Timestamp(

14) 

Y  N  

表 5-4 海陸上警報資料表格 Schema 

 
 資料庫表格說明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3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資料庫名稱 TYDBS 
表格編號 TDBT004 表格名稱 46_Site 
表格特性描述 局屬氣象站資料 
用途 紀錄局屬氣象站所在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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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資料型態 Allow 

Null 

Allowed 

values 

Unique 說明 

site_num 局屬站編號 Varchar(6) N  Y 主鍵值 

site_location 局屬站城市 Varchar(10) N  N  

site_altitude 局屬站海拔

高度 
Char(7) N  N  

site_longitude 局屬站經度 Char(15) N  N  

site_latitude 局屬站緯度 Char(15) N  N  

update_time 更新時間 Timestamp(

14) 

Y  N  

表 5-5 局屬氣象站地區表格 Schema 

 
 資料庫表格說明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3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資料庫名稱 TYDBS 
表格編號 TDBT005 表格名稱 OSB_Site 
表格特性描述 自動雨量站資料 
用途 紀錄自動雨量站所在地區資料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資料型態 Allow 

Null 

Allowed 

values 

Unique 說明 

site_num 雨量站編號 Varchar(6) N  Y 主鍵值 

site_location 雨量站地點 Varchar(8) N  N  

site_altitude 雨量站海拔

高度 
Char(7) N  N  

site_longitude 雨量站經度 Char(15) N  N  

site_latitude 雨量站緯度 Char(15) N  N  

site_area 雨量站地區 Varchar(40) N  N  

update_time 更新時間 Timestamp(

14) 

Y  N  

表 5-6 自動雨量站地區表格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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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表格說明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3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資料庫名稱 TYDBS 
表格編號 TDBT006 表格名稱 Syetem 
表格特性描述 系統資料 
用途 紀錄系統相關資訊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資料型態 Allow 

Null 

Allowed 

values 

Unique 說明 

count_num 計數器 int(7) Y  N  

表 5-7 系統資料表格 Schema 

 
 資料庫表格說明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0/19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資料庫名稱 TYDBS 
表格編號 TDBT007 表格名稱 2d_selects 
表格特性描述 颱風路徑資料 
用途 紀錄颱風路徑資訊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資料型態 Allow 

Null 

Allowed 

values 

Unique 說明 

num 颱風編號 varchar(11) N  N  

ename 颱風英文名

稱 
varchar(15) N  N 主鍵值之一 

cname 颱風中文名

稱 
varchar(15) N  N  

ctime 日期時間 datetime N  N 主鍵值之一 

lon 經度 double N  N  

lat 緯度 double N  N  

intense 強度 smallInt(2) N  N  

cenpress 中心氣壓 smallInt(2) N  N  

class7_dir1 七級暴風半

徑 
smallInt(2) N  N  

status 警報狀態 tinyInt(2)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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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CWB/PGW

T 

varchar(4) N  N  

org 是否為原始

資料 
tinyInt(2) N  N  

表 5-8 2D選取颱風路徑資料表格 Schema 
 
 資料庫表格說明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0/19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資料庫名稱 TYDBS 
表格編號 TDBT008 表格名稱 cwb_hr_2000_2009 
表格特性描述 時雨量/風場資料 
用途 紀錄時雨量/風場資訊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資料型態 Allow 

Null 

Allowed 

values 

Unique 說明 

num 颱風編號 varchar(11) N  N 主鍵值之一 

ename 颱風英文名

稱 
varchar(15) N  N  

cname 颱風中文名

稱 
varchar(15) N  N  

ctime 日期時間 datetime N  N 主鍵值之一 

stno 測站號碼 char(6) N  N 主鍵值之一 

wspeed 平均風風速 decimal(3,1

) 

N  N  

wdir 平均風風向 decimal(4,1

) 

N  N  

precp 累積雨量 decimal(4,1

) 

N  N  

stno 測站號碼 char(6) N  N  

status 警報狀態 tinyInt(2) N  N  
表 5-9 時雨量/風場資料表格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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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系統維護人員注意事項系統維護人員注意事項系統維護人員注意事項系統維護人員注意事項 

zip_data_year.sh與 wwwstart.sh是位於安管外主機的程式檔，zip_data_year.sh用
來產生颱風資料下載功能使用的壓縮檔，wwwstart.sh則是在網站需要啟動或重

新啟動時使用。系統備份程式是系統的資料庫與程式檔需要備份時使用。 

5.6.1 zip_data_year.sh(資料壓縮之程序資料壓縮之程序資料壓縮之程序資料壓縮之程序) 
1. 功能：壓縮單一年度的颱風資料，產生颱風資料下載功能使用的壓縮檔。 

2. 用法：執行 zip_data_year.sh 西元年，如下列： 

 

[cwbtypdb:sunny] zip_data_year.sh 2003 

 

3. 使用時機：新增新颱風資料後。 

5.6.2 wwwstart.sh(啟動啟動啟動啟動 www 服務之常駐程序服務之常駐程序服務之常駐程序服務之常駐程序) 
1. 功能：啟動 www 服務。 

2. 用法：執行下列指令： 

 

[cwbtypdb:sunny] /var/www/bin/wwwstart.sh 

 

3. 使用時機：重新開機或 www server失敗時。 

5.6.3 系統備份程式系統備份程式系統備份程式系統備份程式 
1. 功能：TctlDBBak.ksh, TctlMysqlBak.ksh用來備份系統的資料庫；

TSrcBack.ksh用來備份系統的程式檔。 

2. 用法：請參閱 4.4程式說明。 

3. 使用時機：需要進行系統備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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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統軟體備份說明系統軟體備份說明系統軟體備份說明系統軟體備份說明 

6.1 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 

在系統正式上線後，為了安全上的考量，有必要在系統每運作一段時間後，即對

整個資料庫做一次備份工作。 

6.2  軟體軟體軟體軟體 

為了避免本系統軟體遭受人為不當的更動或硬碟發生不預期的損毀，在本系統發

展環境下設定有自動作業程序，會於每天午夜自動將本系統所屬的原始碼備份至

另外一個硬碟存放。當有需要回復時，可由該硬碟取回所要的檔案。 

6.3  作業環境作業環境作業環境作業環境 

系統運作的過程中常有建構上的變動，為了安全上的考量，有必要在系統每運作

一段時間後，即對整個系統做一次作業環境的備份工作。本系統的作業環境之備

份與回復作業，建議依氣象局現行的作業規定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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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方式使用方式使用方式使用方式 

7.1 操作概念操作概念操作概念操作概念 

本系統的操作概念請參閱圖 7-1與圖 7-2。 

帳號密碼驗證

判別帳號權限

一般使用者
查詢颱風資料

登入成功

使用者登入

查詢颱風資料
是否成功

颱風產品
顯示

成功

是

否

失敗

顯示帳號
登入錯誤

研究用使用者
查詢颱風資料

氣象局使用者
查詢颱風資料

查詢颱風資料
是否成功

查詢颱風資料
是否成功

是

是

否否

一般使用者

 

圖 7-1 網頁端使用者操作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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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密碼驗證

判別帳號權限

系統管理者

登入成功

系統操作員/
管理者登入

修改颱風或帳號
資料或資料收送
作業是否成功

更新資料
顯示

成功

是

失敗

顯示資料
更新錯誤

顯示帳號
登入錯誤

系統操作員

修改颱風資料
是否成功

顯示資料
更新錯誤

是

否
否

 

圖 7-2 系統管理者操作概念圖 

7.2 啟動方式啟動方式啟動方式啟動方式 
本系統操作畫面提供管理人員、操作人員與一般人員使用，啟動本系統操作畫面

的方法描述如下： 

1. 開啟瀏覽器輸入http://61.56.13.9 or http://cwbtypdb.cwb.gov.tw。 

2. 一般使用者直接點選「歷史颱風」連結按鈕進入。 

3. 「研究用使用者」以上層級的帳號需要輸入帳號與密碼，則系統會根據不

同帳號密碼判別使用者的帳號層級。 

 



 

資訊工業策進會 氣象專案 7-3 

 

 
圖 7-3 系統首頁 

 
圖 7-4 系統登入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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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系統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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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視窗清單視窗清單視窗清單視窗清單 
 視 窗 清 單  
 
系統/子系統代號： TDB 填寫人： 陳金輝 日期： 94/11/03 
系統/子系統名稱：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視窗編號 視窗說明 視窗檔案名稱 

TDBW001 颱風資料庫網站首頁 index.php 

TDBW002 帳號申請、續用視窗 apply.php 

TDBW003 帳號登入後主視窗 data.php 

TDBW004 颱風資料基本查詢視窗 query.php 

TDBW005 顯示所有颱風資料視窗 query.php 

TDBW006 顯示颱風概況表視窗 ABS.php 

TDBW007 顯示綜觀天氣圖視窗 Weather_map.php 

TDBW008 顯示雷達圖視窗 Radar.php 

TDBW009 顯示衛星雲圖視窗 Satellite.php 

TDBW010 顯示斜溫圖視窗 Skewt.php 

TDBW011 顯示累積雨量圖視窗 Rain.php 

TDBW012 顯示颱風預報產品 TFS.php, GFS.php, NFS.php, 

NFS-AS.php 

TDBW013 顯示颱風路徑圖視窗 Track.php 

TDBW014 顯示逐日/逐時測站雨量資料 Station.php 

TDBW015 顯示颱風警報單視窗 Warnings.php 

TDBW016 顯示颱風資料下載視窗 download.php 

TDBW017 颱風資料進階查詢視窗 select_2d.php 

TDBW018 颱風資料管理視窗 admin_typhoon.php 

TDBW019 帳號資料管理視窗 admin_user.php 

TDBW020 颱風資料接收控管視窗 admin_data.php 

TDBW021 颱風路徑對應顯示視窗 track_1to1.php 

TDBW022 時雨量/風場顯示視窗 cwb_hr.php, cwb_hrHelp.php 

表 7-1 視窗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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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視窗層次架構圖視窗層次架構圖視窗層次架構圖視窗層次架構圖 

Account Apply

Login

Query & Download

New Apply
Renew Apply

Research User
CWB User
Operation User
Administration User

ABS
Radar
Satellite
Skewt
Rain
TFS, GFS, NFS-Kuo, NFS-AS
Track
Weather_map
Warnings

General User

Track_1to1
Cwb_hr

 

圖 7-6 視窗層次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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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作業流程及操作說明作業流程及操作說明作業流程及操作說明作業流程及操作說明 

8.1 基本操作說明基本操作說明基本操作說明基本操作說明 

8.1.1 輸出入欄位說明輸出入欄位說明輸出入欄位說明輸出入欄位說明 
1. CheckBox 

CheckBox為正方形元件，將滑鼠移至所欲選擇項目的 CheckBox方塊上單

擊滑鼠左鍵，會看到該元件中方塊中出現 「�」，表示選擇了該項目，若

再單擊滑鼠左鍵，則「�」會消失，表示取消該項目選取。若畫面出現一

組 CheckBox，作業人員可作一個以上的選擇。 

2. ComboBox 
ComboBox為一矩形顯示元件，該元件右方內含一向下箭頭的四邊形，將

游標移至箭頭按下滑鼠左鍵，會出現一個下拉式選單，將游標移至所欲選

擇的項目後單擊滑鼠左鍵，所選擇的項目就會出現在顯示欄位中。 

3. ListBox 
ListBox 為一矩形元件，將滑鼠移至該元件內任一列文字上並單擊滑鼠左

鍵，則該列以反白方式顯現，表示該列處於被選取狀態。有些 ListBox 可

允許使用者一次選取多列，若要連續選取多列，先須在第一個欲選取列上

單擊滑鼠左鍵以選取該列，然後按住 Shift 鍵並在最後一個欲選取列上單

擊滑鼠左鍵即可；若要選取多個不連續列，先在第一個欲選取列上單擊滑

鼠左鍵以選取該列，然後按住 Ctrl 鍵並在每一個欲選取列上單擊滑鼠左鍵

即可。 

4. RadioBox 
RadioBox為圓形元件，將滑鼠移至所欲選擇項目的 RadioBox元件上單擊

滑鼠左鍵，會看到該元件中間出現 「•」，表示選擇了該項目，若畫面出

現一組 RadioBox，使用者只能作一個選擇，也就是說，當使用者按下另一

個 RadioBox，前一個按下的 RadioBox就會回復未選擇的狀態。 

5. Text 
Text為矩形元件，將滑鼠移至元件內即可輸入文字。 

 
圖 8-1 輸出入欄位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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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操作鍵說明操作鍵說明操作鍵說明操作鍵說明 

各操作鍵，如「確定」、「取消」、「執行」等等，均如字面意義所示。只要將

游標移至操作鍵上，按一下滑鼠左鍵即可執行。 

8.2 帳號申請作業帳號申請作業帳號申請作業帳號申請作業 

94年度此作業已暫時停止使用，並拿掉網頁上之「帳號申請」連結。 

8.2.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1. 啟動瀏覽器開啟本系統(http://cwbtypdb.cwb.gov.tw/)。 

2. 於首頁點選「研究用使用者」連結。 

3. 於颱風資料庫使用者登入頁點選「帳號申請」連結。 

4. 閱讀著作權規範宣告，點選「同意」，即可進入帳號申請表單。 

5. 進入帳號申請表單後，依照使用者所需，填寫上方新申請帳號表單或下方

帳號序用申請表單。 

8.2.2 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 
1. 新帳號申請： 

新申請使用者請填寫此申請表單，填寫完後，系統自動開通該新申請帳號，

使用期限為三個月。 

2. 過期帳號申請： 
當帳號超過使用期限時，可填寫此過期帳號申請表單來延長帳號使用期限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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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 
1. 新使用者欲申請登入系統之帳號： 

(1) 於首頁點選「研究用使用者」連結。 

(2) 於颱風資料庫使用者登入頁點選「帳號申請」連結。 

(3) 接下來畫面出現著作權規範說明，選擇「同意」繼續帳號申請作業，選

擇「不同意」則會跳離帳號申請作業。 

(4) 於畫面上方的「1.新帳號申請」，填入相關資料即可。 

2. 使用者欲延長過期帳號之使用期限： 

(1) 於首頁點選「研究用使用者」連結。 

(2) 於颱風資料庫使用者登入頁點選「帳號申請」連結。 

(3) 接下來畫面出現著作權規範說明，選擇「同意」繼續帳號申請作業，選

擇「不同意」則會跳離帳號申請作業。 

(4) 於畫面上方的「2.過期帳號申請」，填入原帳號與原密碼即可。 

 

 
圖 8-2 著作權規範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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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帳號申請圖 

8.3 基本查詢作業基本查詢作業基本查詢作業基本查詢作業 

8.3.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1. 啟動瀏覽器開啟本系統(http://cwbtypdb.cwb.gov.tw/)。 

2. 使用者於首頁直接進入系統或輸入帳號與密碼登入系統。 

3. 進入系統後，於右上方查詢功能 ComboBox選取「基本查詢」選項，畫面

右方會出現基本查詢視窗。 

8.3.2 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 

資料查詢分「基本查詢」、「進階查詢」、「有發警報颱風列表」與「所有颱風

列表」。92年度完成基本查詢與所有颱風列表，93年度完成進階查詢，94年度

完成進階查詢 Flash版本與增加有發警報颱風列表。 

1. 基本查詢： 

提供使用者以「發佈颱風警報與否」、「颱風影響時間」、「颱風名稱」、

「颱風強度」和「颱風路徑」等查詢條件來查詢颱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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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颱風列表： 

顯示從 1949年迄今所有/僅有發警報颱風相關資料之列表。 

8.3.3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1. 基本查詢： 

(1) 於畫面右上方選取查詢功能的基本查詢，以下列欄位依據需求，包括：

「發佈颱風警報與否」、「颱風影響時間」、「颱風名稱」、「颱風強

度」和「颱風路徑」，選擇至少一項以上篩選條件，執行颱風的篩選。 

(2) 只選擇一項篩選條件時，只會依據該條件來篩選，若選擇兩項以上條件

時，則會將所有條件以交集(AND)方式篩選颱風。 

(3) 「颱風影響時間」的選擇，有幾種方式，包含： 

a. 只選擇啟始年月與終止年月： 

如：啟始年選 2002 

如：啟始月選 01 

如：終止年選 2003 

如：終止月選 12 

篩選會以符合「2002年 1 月～2003年 12月」條件來篩選。 

b. 只選擇啟始年月： 

如：啟始年選 2003 

如：啟始月選 07 

篩選會以符合「2003年 7 月」條件來篩選。 

c. 只選擇終止年月： 

如：終止年選 2003 

如：終止月選 07 

篩選會以符合「2003年 7 月」條件來篩選。 

d. 只選擇啟始年： 

如：啟始年選 2003 

篩選會以符合「2003年之所有月」條件來篩選。 

e. 只選擇終止年： 

如：終止年選 2003 

篩選會以符合「2003年之所有月」條件來篩選。 

f. 只選擇啟始月： 

如：啟始月選 07 

篩選會以符合「所有年之 7 月」條件來篩選。 

g. 只選擇終止月： 

如：終止月選 07 

篩選會以符合「所有年之 7 月」條件來篩選。 

h. 只選擇於啟始年或終止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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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啟始年選 2002 

如：終止年選 2003 

如：終止月選 07 

篩選會以符合「2002年 7 月、2003年 7 月」條件來篩選。 

i. 只選擇啟始年與終止年： 

如：啟始年選 2002 

如：終止年選 2003 

篩選會以符合「2002年～2003年」條件來篩選。 

j. 只選擇啟始年與終止月： 

如：啟始年選 2003 

如：終止月選 07 

篩選會以符合「2003年 7 月」條件來篩選。 

k. 只選擇啟始月與終止年： 

如：啟始月選 07 

如：終止年選 2003 

篩選會以符合「2003年 7 月」條件來篩選。 

l. 只選擇啟始月與終止月： 

如：啟始月選 07 

如：終止月選 09 

篩選會以符合「所有年之 7 月～9 月」條件來篩選。 

m. 只選擇啟始年月與終止年： 

如：啟始年選 2002 

如：啟始月選 07 

如：終止年選 2003 

篩選會以符合「2002年 7 月、2003年 7 月」條件來篩選。 

n. 只選擇啟始年月與終止月： 

如：啟始年選 2002 

如：啟始月選 07 

如：終止月選 09 

篩選會以符合「2002年 7 月～2003年 9 月」條件來篩選。 

o. 只選擇啟始月與終止年月： 

如：啟始月選 07 

如：終止年選 2003 

如：終止月選 09 

篩選會以符合「2003年 7 月～2003年 9 月」條件來篩選。 

(4) 篩選出颱風後，會列出符合篩選條件的颱風，欲取得颱風詳細資料，可

點選「颱風中文名稱」欄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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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颱風資料基本查詢圖 

2. 颱風列表： 

(1) 於畫面右上方選取查詢功能的「有發警報颱風列表」或「所有颱風列

表」。 

(2) 則畫面會顯示自 1949年以來之所有颱風相關資料，包括編號、中文名

稱、英文名稱、生成日期、警報影響期間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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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有發警報颱風列表圖 

 

 
圖 8-6 所有颱風列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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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進階查詢作業進階查詢作業進階查詢作業進階查詢作業 

8.4.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1. 啟動瀏覽器開啟本系統(http://cwbtypdb.cwb.gov.tw/)。 

2. 於畫面右上方選取查詢功能的進階查詢，主畫面會出現 2D選取圖進階查

詢視窗。 

8.4.2 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 

進階查詢是以 2D 選取圖方式，使用者在畫面上以滑鼠圈選一區塊與選擇時間

後，執行繪圖與顯示經過此區塊範圍內的颱風路徑。畫面右方列出符合條件的颱

風列表，點選任意颱風可顯示該颱風資料。 

8.4.3 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 
1. 於主畫面右上方點選「進階查詢」選項。 

2. 於地圖上從左上至右下以滑鼠框選一個區塊範圍(按下滑鼠左鍵不放，往右

下方移動滑鼠，放開滑鼠左鍵)。 

3. 選擇欲查詢的年份，可複選。 

4. 按下「確定」鈕，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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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 進階查詢圖 

8.5 靜態產品顯示作業靜態產品顯示作業靜態產品顯示作業靜態產品顯示作業(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

用用用用)  

8.5.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1. 以「基本查詢」、「進階查詢」、「有發警報颱風列表」或「所有颱風列

表」選取特定颱風。 

2. 依照使用者需求，點選畫面左方樹狀選單「颱風資料」分類下的颱風產品

項目，如：雷達圖、衛星雲圖、斜溫圖、累積雨量圖等。 

3. 畫面右方則會顯示所選擇的颱風產品。 

8.5.2 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 
1. 綜觀天氣圖： 

顯示颱風警報期間之 SFC每日 4 張，925mb、850、700mb、500mb、300mb、
200mb每日 2 張，資料型態為 GIF圖檔。 

2. 衛星雲圖： 
顯示颱風警報期間之 VIS(FDK、LCC)、IR1(FDK、LCC)、IR3(FDK、LCC)，
資料型態為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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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雷達圖： 
顯示颱風警報期間之雷達合成圖、花蓮、高雄、五分山、墾丁、台南之 CV，
資料型態為 GIF圖檔。 

4. 斜溫圖： 
顯示颱風警報期間每一個測站每日 2 張，共 7 個測站，資料型態為 GIF。 

5. 颱風路徑圖： 
顯示本局提供路徑位置資料，由科技中心自行繪製，資料型態為 PNG圖檔。 

6. 累積雨量圖： 
顯示颱風警報期間每半小時一張，資料型態為 JPG。 

7. 颱風警報單： 
顯示資料型態為 PDF。 

8. 颱風預報模式產品： 
顯示颱風期間的颱風路徑圖，資料型態為 GIF 圖檔，資料種類有 GFS, 
NFS-Kuo, NFS-AS與 TFS。 

9. 氣象站雨量資料： 
顯示資料型態為 TXT。 

8.5.3 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 
1. 於「基本查詢」或「進階查詢」頁面篩選颱風之後，或點選「有發警報颱

風列表」或「所有颱風列表」之後，於篩選出的颱風列表，點選任一颱風

之連結。 

2. 畫面右方會出現該颱風之颱風概況表。 

3. 左方樹狀選單之「颱風資料」分類項目下會出現幾項颱風相關產品選項，

包括：綜觀天氣圖、衛星雲圖、雷達圖等，任點選其中一項。 

4. 則於畫面右方會出現該產品之圖檔，該圖檔下方會有「上一張圖」、「檢

視原圖」、「下一張圖」三個選項，「上一張圖」和「下一張圖」是依照

時間順序來顯示圖形檔，而由於各種產品圖檔尺寸不一，且瀏覽器視窗大

小限制，預設顯示的圖檔並非該圖檔原始尺寸，如需檢視原尺寸之圖檔，

請點選圖形下方之「檢視原圖」選項，將會出現另一視窗，該視窗內之圖

形則為原始尺寸。 

5. 畫面最右方會出現一直立式列表，以時間為排列順序，可讓使用者直接點

選欲檢視的颱風產品圖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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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 颱風概況表 

 

圖 8-9 綜觀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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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0 衛星雲圖 

 

圖 8-11 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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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2 斜溫圖 

 

圖 8-13 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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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4 累積雨量圖 

 

圖 8-15 颱風警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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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6 颱風預報資料(GFS) 

 

圖 8-17 颱風預報資料(NFS-Kuo) 



 

資訊工業策進會 氣象專案 8-17 

 

 

圖 8-18 颱風預報資料(NFS-AS) 

 

圖 8-19 颱風預報資料(T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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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0 氣象站雨量資料 

8.6  Flash產品顯示作業產品顯示作業產品顯示作業產品顯示作業(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

用用用用) 

8.6.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1. 以「基本查詢」、「進階查詢」「有發警報颱風列表」或「所有颱風列表」

選取特定颱風。 

2. 依照使用者需求，點選畫面左方樹狀選單「颱風資料」分類下的颱風路徑

對應顯示、時雨量風場顯示(此項目僅供有發警報颱風使用)。 

8.6.2 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 

針對颱風路徑對應顯示與時雨量風場顯示功能，採用 Flash製作，增進互動操作

性，使用者藉由移動滑鼠指標經過結果列表的任意項目，主畫面立刻即時呈現相

對應的變化顯示。 

8.6.3 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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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基本查詢」、「進階查詢」、「有發警報颱風列表」或「所有颱風列

表」選取特定颱風。 

2. 依照使用者需求，點選畫面左方樹狀選單「颱風資料」分類下的颱風路徑

對應顯示、時雨量風場顯示項目。 

3. 主畫面會顯示所選擇的颱風產品資料。 

4. 畫面右方會顯示結果列表，使用者可移動滑鼠指標經過或點選結果列表的

任意項目，主畫面立刻即時呈現相對應的變化顯示。 

 

圖 8-21 颱風路徑對應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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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2 時雨量/風場顯示 

8.7 動畫產品顯示作業動畫產品顯示作業動畫產品顯示作業動畫產品顯示作業(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一般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

用用用用) 

8.7.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1. 以「基本查詢」、「進階查詢」、「有發警報颱風列表」或「所有颱風列

表」選取特定颱風。 

2. 依照使用者需求，點選畫面左方樹狀選單「颱風資料」分類下的衛星雲圖、

雷達圖、累積雨量圖、颱風預報資料颱風產品或時雨量風場顯示項目。 

3. 主畫面會顯示所選擇的颱風產品資料。 

4. 勾選畫面右方的動畫核取方塊。 

8.7.2 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 
針對衛星雲圖、雷達圖、累積雨量圖與颱風預報資料與時雨量風場顯示這幾項產

品，除了靜態產品的顯示外，能以動畫功能連續顯示區段時間內的產品。其中颱

風預報資料只開放予「氣象局帳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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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 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 
1. 於「基本查詢」、「進階查詢」、「有發警報颱風列表」或「所有颱風列

表」選出任一颱風。 

2. 點選畫面左方樹狀選單「颱風資料」分類下的衛星雲圖、雷達圖、累積雨

量圖、颱風預報資料或時雨量風場顯示颱風產品項目。 

3. 勾選畫面右方的動畫核取方塊。 

4. 選取欲播放的時間項目。 

5. 按下「播放」、「停止」、「上一頁」、「下一頁」按鈕來進行操作，動

畫播放速度單為千分之一秒。 

 

圖 8-23 衛星雲圖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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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4 雷達圖動畫 

 

圖 8-25 累積雨量圖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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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6 颱風預報資料動畫 

 

圖 8-27 時雨量風場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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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資料下載作業資料下載作業資料下載作業資料下載作業(研究用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用研究用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用研究用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用研究用使用者帳號層級以上使用)  

8.8.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1. 選擇欲顯示的颱風產品之後，畫面右方會顯示該產品相關資料列表，列表

上方可點選「下載壓縮檔」，直接下載資料。 

2. 也可於選擇欲顯示的颱風產品之後，於畫面左方樹狀選單，於「颱風資料

下載」分類中，點選欲下載的產品，則會顯示該颱風之該產品資料的下載

列表。 

8.8.2 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 
畫面左方樹狀選單的「颱風資料下載」分類項目，包含縱觀天氣圖、衛星雲圖、

雷達圖、斜溫圖、累積雨量圖、颱風警報單、氣象站雨量資料的資料下載選項，

點選任一選項後，畫面右方會出現一列表，包括該資料之時間、類別、檔案大小

與下載點的連結。目前資料下載功能僅限研究用使用者以上帳號層級使用，一般

使用者暫不提供此功能。 

8.8.3 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 
1. 颱風圖形產品資料下載： 

(1) 颱風資料下載可於檢視颱風產品圖檔時，直接點選於最右方直立式選單

上方之「下載壓縮檔」，或於畫面左方樹狀選單之「颱風資料下載」分

類下，點選欲下載的資料選項，包括：綜觀天氣圖、衛星雲圖、雷達圖、

斜溫圖、累積雨量圖、颱風警報單與氣象站雨量資料。 

(2) 點選下載資料選項後，畫面右方出現該資料相關資訊，包括時間、類別、

檔案大小、及下載點選的連結。 

(3) 點選「按此下載」連結，即可下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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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8 綜觀天氣圖資料下載 

 
圖 8-29 衛星雲圖資料下載 



 

資訊工業策進會 氣象專案 8-26 

 

 
圖 8-30 雷達圖資料下載 

 
圖 8-31 斜溫圖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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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2 累積雨量圖資料下載 

 
圖 8-33 颱風警報單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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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4 氣象站雨量資料資料下載 

8.9 資料接收控管作業資料接收控管作業資料接收控管作業資料接收控管作業(管理者帳號使用管理者帳號使用管理者帳號使用管理者帳號使用)  

8.9.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1. 使用「管理者帳號」登入 RDC45主機的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http://172.16.9.45)。 

2. 於左列選單點選「管理功能」之「資料接收控管」連結項目。 

8.9.2 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 

資料接收控管作業為利用網頁介面執行 RDC45主機上的 shell script程式，達到

資料的手動接收、處理與傳送，本功能僅限於安管內環境使用。程式使用方法請

參? 4.4程式說明。 

1. 檢查新颱風： 
檢查 tafis 資料庫是否有新颱風資料，若有則自動執行【建立颱風目錄

(RDC45)】。 

2. 建立颱風目錄(RDC45)： 
建立在/data目錄下的各類型颱風資料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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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颱風目錄(WEBData & SUMMER)： 
建立在/data/WEBData目錄與 SUMMER 主機/data目錄下的各類型颱風資

料目錄。 

4. 取得颱風資料： 
使用自動 FTP取得颱風資料後放置於/data/IMPORTData/目錄下。 

5. 組織颱風資料(data)： 
將颱風資料製成所需的格式後，搬移至/data 目錄下的各類型颱風資料目

錄。(需先執行【建立颱風目錄(RDC45)】) 

6. 組織颱風資料(WEBData)： 
將颱風資料製成所需的格式後，搬移至/data/WEBData目錄下的各類型颱

風資料目錄。(需先執行【建立颱風目錄(WEBData & SUMMER)】與【組

織颱風資料(data)】) 

7. 傳送颱風資料(to SUMMER)： 
將/data/WEBData目錄下的各類型颱風資料傳送至 SUMMER 主機。(需先

執行【組織颱風資料(WEBData)】) 

8. RDC45資料庫備份 
備份 RDC45資料庫的表格資料並傳送至 SUMMER主機。 

8.9.3 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 
1. 使用「管理者帳號」登入 RDC45主機的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http://172.16.9.45)。 

2. 於左列選單點選「管理功能」之「資料接收控管」連結項目。 

3. 畫面會顯示連結與說明，各程式所需參數只要按照畫面要求輸入即可。 

4. 按下「執行」鈕，即可連線執行 shell script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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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5 資料接收控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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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颱風資料管理作業颱風資料管理作業颱風資料管理作業颱風資料管理作業(管理者帳號使用管理者帳號使用管理者帳號使用管理者帳號使用)  

8.10.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1. 使用「管理者帳號」登入 RDC45主機的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http://172.16.9.45)。 

2. 於左列選單點選「管理功能」之「颱風資料管理」連結項目。 

8.10.2 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 

管理者可新增、修改或刪除颱風資料，以及進行颱風警報資料管理。 

8.10.3 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 
1. 使用「管理者帳號」登入 RDC45主機的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http://172.16.9.45)。 

2. 於左列選單點選「管理功能」之「颱風資料管理」連結項目。 

3. 欲新增颱風則點選畫面上方「新增颱風資料」連結，填完所有資料欄位後

按下新增鈕。 

4. 欲修改颱風資料則點選畫面上方「修改颱風資料」連結；挑選欲修改的颱

風名稱後按下「修改颱風資料」鈕；修改資料欄位後按下「修改」鈕。 

5. 欲刪除颱風資料則點選畫面上方「刪除颱風資料」連結；挑選欲刪除的颱

風名稱後按下「刪除颱風資料」鈕。 

6. 欲進行颱風警報資料的新增/修改/刪除則點選畫面上方「颱風警報資料管

理」連結；填完所有資料後按下「資料送出」鈕進行儲存；刪除警報資料

則按下「資料刪除」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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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6 新增颱風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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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7 修改颱風資料圖 1 

 

 

圖 8-38 修改颱風資料圖 2 

 

 

圖 8-39 刪除颱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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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0 颱風警報資料管理圖 1 

 

 

圖 8-41 颱風警報資料管理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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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使用者帳號管理作業使用者帳號管理作業使用者帳號管理作業使用者帳號管理作業(管理者帳號使用管理者帳號使用管理者帳號使用管理者帳號使用)  

8.11.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1. 使用「管理者帳號」登入 RDC45主機的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http://172.16.9.45)。 

2. 於左列選單點選「管理功能」之「帳號資料管理」連結項目。 

8.11.2 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作業說明 

管理者可新增、修改或刪除使用者資料。 

8.11.3 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操作方法 
1. 使用「管理者帳號」登入 RDC45主機的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http://172.16.9.45)。 

2. 於左列選單點選「管理功能」之「帳號資料管理」連結項目。 

3. 欲新增使用者則點選畫面上方「新增帳號資料」連結，填完所有資料欄位

後按下新增鈕。 

4. 欲修改使用者資料則點選畫面上方「修改帳號資料」連結；挑選欲修改的

使用者帳號名稱後按下「修改帳號資料」鈕；修改資料欄位後按下「修改」

鈕。 

5. 欲刪除使用者資料則點選畫面上方「刪除帳號資料」連結；挑選欲刪除的

使用者帳號名稱後按下「刪除帳號資料」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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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2 新增帳號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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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3 修改帳號資料圖 1 

 

圖 8-44 修改帳號資料圖 2 

 

 

圖 8-45 刪除帳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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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異常狀況處理指引異常狀況處理指引異常狀況處理指引異常狀況處理指引 

以下列出當一般使用者與維護人員遇到系統有錯誤或異常時所需要注意的事

項。一般使用者泛指使用本系統網頁的任何使用者；維護人員則是專門負責本系

統的維護人員。 

9.1 一般使用者一般使用者一般使用者一般使用者 
1. Javascript執行錯誤(跳出視窗顯示”這個網頁的指令碼發生錯誤。”或瀏覽器

左下角出現黃色三角形中有驚嘆號圖示。) 
(1) 請使用者重新更新(reload)網頁，或 
(2) 回報系統維護人員。 

2. PHP程式錯誤(網頁中出現類似”Parse error: ?  on line #”的字串，#代表

程式行數之數字) 
回報系統維護人員。 

9.2 維護人員維護人員維護人員維護人員 
1. 維護人員必須具備 3.1.2軟體環境所述各項軟體之操作能力。 

2. 自動程序運作停止或產品沒有產生(操作方式請參? 5.2系統控制程序) 
(1) 檢查 cron table (執行 crontab -l)的執行況狀。 
(2) 查看執行 cron之程式的 log 記錄檔(記錄檔置於$HOME/log/，記錄檔名

稱：程式名稱_日期…)。 
(3) 若程式有執行其它程式，檢查其它程式的執行況狀或執行記錄。 
(4) 重新啟動 cron程序。 

3. 程式錯誤或沒有產生預期的執行結果 
(1) 實際執行程式，檢查程式的執行況狀(請參? 4.4程式說明)。 
(2) 檢查程式的執行記錄檔(記錄檔置於$HOME/log/，記錄檔名稱：程式名

稱_日期…)。 
(3) 若程式有使用建構檔，檢查建構檔的設定(建構檔置於$HOME/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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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A.    TFS v2.0所需儲存之產品所需儲存之產品所需儲存之產品所需儲存之產品 
颱風模式 ( TFS v2.0 ) 所需儲存之分析、預報產品有粗網格 (45km)、細網格 

(15km) 兩種的： 

1. 颱風路徑圖颱風路徑圖颱風路徑圖颱風路徑圖：包括 (a)單一 dtg 之颱風路徑預報圖、(b)同一颱風的所有 dtg
的颱風路徑預報圖。 

 

2. 分析場分析場分析場分析場、預報場圖預報場圖預報場圖預報場圖： 

tau = 0 之 平均氣流場 ( streamline of meanflow ) 

          濾波後之 ( 海平面氣壓場 ＋ 1000hPa 風場 )、 

          (‘Z9’)   85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7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5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4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渦旋植入後之 ( 海平面氣壓場 ＋ 1000hPa 風場 )、 

          (‘ZB’)   85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7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5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4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客觀分析後之 ( 海平面氣壓場 ＋ 1000hPa 風場 )、 

          (‘ZO’)   85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7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5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4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初始化後之( 海平面氣壓場 ＋ 1000hPa 風場 )、 

          (‘ZA’)   85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7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5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4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tau = 12hr ~ 96hr 之 (海平面氣壓場＋1000hPa 風場＋12小時累積降水量)、 

                   85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7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5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400hPa ( 高度場 ＋ 風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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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計畫是執行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主要目的是考量國際

間新的發展及氣象局的現況下，提出發展策略建議，執行方式為由計畫之資深顧

問及主持人負責召集國內外學者及氣象局相關人員，以分組討論會及共同討論之

方式來完成，共分為 10個工作分組，各分組也分別就會議議題進行了更進一步

的工作討論。 

本計畫於 3 月份開始執行，在四月份由主持人及顧問就計畫之進行方式，進

行了三次的討論，並於計畫執行期間在中央氣象局邀請參與國內外學者及氣象作

業單位人員，共召開六次的工作會議，會議主席由本計畫的顧問蔡清彥教授主持。 

計畫進行方式共邀集國內學者 24位，國外學者 12位及氣象作業單位中央氣

象局及民航局 13位人員參與，各小組的成員，在各次會議中分別就目前國內氣

象技術、人力的培養及氣象作業上的一些困難與挑戰，並提出建議。計畫之執行

透過此分組進行該領域的相關規劃及研究，在以提升氣象局預報能力的主要目標

下，完成了模式（全球及區域）、颱風、雷達及 Wind Profiler、資料同化、衛星、

氣候、大氣物理及化學、即時預報系統及組織/人力/國際參與等 10個小組的規劃

報告。在工作會議進行的同時，各分組也召開該組的小組會議，或相關領域的跨

組聯席會議，增加分組之間關聯性的結合。 

本策略規劃計畫經過了九個月的努力，在國內外學界及氣象局之全力支援

下，共召開了六次大型工作會議及近十次的分組會議，集合了共識，針對攸關氣

象局發展的九大技術領域，即全球模式、區域模式、颱風、衛星、雷達、資料同

化、即時預報、氣候及大氣化學/物理等主題，對未來 5-10年內氣象局可優先工

作的項目及內容，都提出了初步之建議，而對要完成這些工作所須的人力資源及

國際參與的加強，也提出了包含組織調整、協力中心之運作、基金會角色之加強

等策略供氣象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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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計畫背景說明及預期目標計畫背景說明及預期目標計畫背景說明及預期目標計畫背景說明及預期目標 

中央氣象局由民國 73年起開始執行氣象業務“全面電腦化”，前後 16年的

期間，共完成了三期的計畫，具體的完成了電腦及網路通訊設備之建置，並在此

基礎之下，完成了數值天氣預報作業系統，使氣象局的天氣預報作業，完全進入

電腦化。同時，配合氣象局的施政計畫，也完成了新雷達佈建、衛星資料接收系

統及地面觀測系統更新等重要的工作，這個階段的工作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氣象業務全面電腦化”計畫之完成，確實達到了集中氣象科技人力，加強

台灣地區天氣預報及警報技術之發展，回應了國家經濟建設的需求，確保經濟建

設之成果，而在此期間，同時成立的“氣象科技研究中心”，負責推動氣象科技

研究發展，以提高氣象科技水準、及預報效能發展應用氣象研究、增進國際氣象

科技交流及培育人才為主要目標，具體的擔任了氣象局內研究與發展的重要工

作。這些年來，氣象局約聘了十多位具博士學位之人員加入，同時也培育了許多

具體執行數值天氣預報及即時天氣預報等方面的人才，這一些人目前都是氣象局

內主要的骨幹力量之一。 

    隨著氣象局三期計畫的完成，具體的完成了許多作業系統，包含有數值天氣

預報系統、即時天氣預報系統、新雷達建置等工作，這些工作的完成，使得這些

年來在台灣地區氣象預報技術之提升，有實質的貢獻，但也就在這些新工作完成

之時，氣象局在人力上之調配就顯得非常困難，這些年來，氣象局的人力資源並

未有明顯之增加，但新增的工作內容及完成的系統又相當多，在種情況之下，要

去執行現所擬定的以“觀測現代化、預報精緻化及服務現代化”的發展策略，並

同時要評估引入國際氣象界在模式、同化技術、衛星新資料及雷達新技術等最新

進展的可行性，其所遭遇的問題與困難，是可以想見的，為了因應相關的調整是

必須的。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即是針對氣象局的現況，配合氣象局的發展策略主軸

及國際氣象新科技之發展之狀況，來完成一個中長期的策略規劃，使氣象局能因

應上述的新的挑戰。 

    此策略規劃將針對氣象局的未來工作中可加強及調整之處做出建議，包括數

值模式之整合及新發展規劃、新觀測儀器建置之可行性評估及時程建議，國際合

作及人力調整等提出建議，做為氣象局未來五至十年中長期發展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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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國國國國內外現況及相關發展內外現況及相關發展內外現況及相關發展內外現況及相關發展 

   為了更清楚說明氣象局達成發展策略上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吾人分別就目

前作業上之問題及氣象新技術之現況及相關發展，來做一個整體的說明。 

1. 目前作業上之問題 

（1）模式方面： 

數值模式是數值預報非常重要的基礎，目前氣象局內針對不同之預報時

程，分別由資訊中心、衛星中心及科技中心來負責三個不同之模式，資訊中心之

作業系統，負責 1 至 5 日內之天氣預報之執行，衛星中心負責即時天氣預報作業

（0-12小時），科技中心則以另一種模式來作為進行動力短期氣候預報之基礎。 

在目前有限的人力之下，要負責這些不同模式之作業，同時對其做改進，

所花費之人力及資源，似乎有再檢討之必要。舉例來說，目前天氣預報作業（NFS）,

將要發展可以加入華衛 3 號資料的同化技術(全球模式及區域模式)，這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工作，但在即時天氣預報系統(LAPS-MM5)，也在進行另一類的同化技

術之發展(以雷達資料等為主)，此兩類的工作，如果是在同一個模式上進行，則

可以相互分工，成果可以疊加。而如果 NFS系統中的全球模式，可以做為短期

氣候監測與預報研究的模式，也可使這方面的人力及成果，做有效的整合。這是

相當值得深入了解做出調整的一個議題。 

（2）人力調配及國際合作方面 

早期局內有數值天氣預報小組，負責天氣預報系統之作業及研發工作，目前

似乎已不再運作。但數值模式之發展經驗都可以分享，各自負責，各自發展的結

果，整体的成果會受影響。在此階段，局內有關模式發展之整體策略未完成之前，

此三個中心有參與模式的人員能有一個相互討論的平台，充份交換意見，是有必

要的。 

近幾年來，氣候的議題，變得相當重要，氣候的研究(監測與模擬)，內容廣

泛，包含之議題相當廣，模式之須求也特別高，各先進國皆以極大之投資來進行

此議題之研究。局內了解此議題之重要性，91年起執行的計畫，即包含了氣候

變異的課題，在此課題內，氣象局應優先採用國際合作之分式來進行，但面臨出

國預算之編列相當困難，除國際專家來台指導之資源可以使用之外，相關之人員

要到國際先進之氣候中心進行中長期之訓練，以做為學習先進模式(大氣海洋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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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等)，增進整體能力的重要步驟，受限於出國旅費之額度，有其執行之困難，

如何擬出策略，來充份使用國際上現有之成果，以事半功倍之方式發展局內氣候

議題之研究，是相當值得思考的。 

而同時此四期計畫(即氣候變異與劇烈天氣監測預報系統發展計畫)中，回應

整個社會大眾之期待，在進行此兩個時間尺度截然不同的現象，所做的資源分配

之比例，也是一個值得再探討的議題。 

（3）與防災相關之作業 

颱洪之災害，對我國之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而此議題最重要的資訊之一，

即是有關雨量之預報，但現階段我國政府內之分工由氣象局負責雨量之預報，但

有關洪水部份及河川水位等與災害發生更有關係的工作，則由水利署負責。由雨

量預報到洪水之預警，未能有一連貫之作業，使得在此問題上常有爭議，而未能

有更好之解決，這三年來，在科技顧問組之協調下，氣候局與水利署已有較密切

之互動，以前此二單位分屬交通部與經濟部，現都會納入新的環境資源部，因此

在未來組織調整中，如能將水文氣象及水文技術工作及人力，資源納在整體氣象

之工作內，則會使我國在颱洪之作業上，有更好的成績，而如未能在組織調整時

得到解決，則日後也應在同一個部內，對此議題，以工作小組方式來進行，因之，

由防災減洪觀念下所衍生的相關作業內容及方式，也值得一併檢討。 

2. 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環境 

（1）福衛三號資料之使用(GPS掩星技術) 

    由我國國家太空中心主導的福衛三號衛星預計在 2006年 3 月發射，此衛星

將提供大量的即時觀測資料，可做為數值預報模式的重要初始資料，此資料必須

以四維資料同化之分式來處理，才可以做為有用的初始條件。 

    此計畫是我國的重要施政成果之一，且因此福衛 3 號已有氣象衛星之簡稱

（Lee and Rocken,2000；Kuo,2004），因此如何優先使用此資料，已經是氣象局

必須積極面對的一個問題。目前局內已有少數之人力在進行資料同化技術之發展

(三維變分法及四維變分法)，但大部份是由國內之學者來協助執行。由於國家太

空中心也樂於見到此資料能大量的被使用，如何就與各相關單位磋商，確定資源

之分配及人力問題積極規劃，以做出最好之因應，也是氣象局近期內須優先面對

的議題之一。 

（2）雙偏極化都卜勒氣象觀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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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在雙偏極化都卜勒氣象觀測技術上的研究（Keeler et al.,2000；Bringi and 

Chandrasekar,2001），已有二十年多的歷史，而此觀測技術，可以提供雨量及降

水粒徑分佈，除了對劇烈天氣之結構能更了解之外，這些資料，也可以為數值天

氣預報中初始資料上，雲物理參數之主要來源，由於研究之成果具體。美國國家

氣象局已規劃將其所有之一百多部 Nex-Rad雷達做此方面之提昇，做為正常作

業的一部份，目前局內之五分山雷達與此是同一種型號的。 

中央大學近一年來，剛好也在進行雙偏極化都卜勒雷達更新之工作，使局內

之人員對此問題有了實際的處理經驗。面對未來局內的預報精緻化的發展策略及

社會大眾之須求，如何使局內之雷達提昇至具此功能，同時具體檢討局內雷達資

料使用現況及優先改進之措施，都是值得進一步思考及評估 

（3）與劇烈天氣相關的觀測技術及整體策略 

如上所述，颱風及豪雨的預報，是我國在氣象作業上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及挑

戰，也是氣象局之所以持續獨立存在之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這個議題是氣象局

在整體發展中，最優先的課題，因此，不論在觀測技術提昇，預報技術強化，資

訊傳輸便捷等都應予以最優先之考慮。氣象局在此大原則之下，持續支持這方面

之作業改進，使得目前在颱風路徑預報的準確度提昇及豪雨特報方面，皆有了很

好之成果。但未來之發展，應如何進行？ 

數年前，為了收集更好之颱風外圍環流之資料，氣象局與國科會防災計畫合

作進行了 Aerosonde無人飛機觀測計畫，進行至今約有 7 年之時間，取得了一些

成果，這一年來，Aerosonde無人飛機在通訊方面，有不少實質的進展，以衛星

通訊之方式來傳輸其所收集之資料，似已可有效的完成，局內目前仍有一些

Aerosonde，未來在此部分應如何處理，值得進一步評估。 

此外，國科會自然處大氣學門，以實驗性的方式，正進行所謂的追風計畫，

即以飛機為平台，在颱風接近時，前往投置”投落送（Dropsonde）”，以取得在

該地區之大氣垂直結構資料，作為颱風預報作業時之重要初始資料之一，目前該

作業已進行了一段時間，初步之成果顯示整個作業是有價值的，但整體經費之支

出也相當可觀，第一期之計畫近期內結束，該項計畫正在申請第二期計畫（2005

年~2008年）。針對此項新的觀測技術，中央氣象局應加以審慎之評估，了解其

在提升颱風預報準確度上之貢獻，技術成熟度及所需之資源，才能做出明確的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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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整體資源分配來看，氣象局投入在此議題上之總經費（就研發部分），

也應充分反映劇烈天氣議題之重要性，方為合理。由目前執行第四期計畫中的經

驗，應可做為氣象局規劃下一個中期計畫(第五期)的重要參考。 

（4）衛星資料之接收及接收系統更新 

目前氣象局接收的氣象衛星，包含有美國、日本及大陸的，由於美國 NOAA

衛星的新系列將於 2008年起有更動，氣象局目前的接收系統及相應的資料處理

必須做更新，而這二年來，氣象局衛星中心也添購了接收 MODIS 儀器之資料（此

MODIS 儀器在 Aqura及 Terra衛星上）。 

考量到日後環境資源部之成立，對於氣象之外一些環境參數需求將更為強

烈，因此，構思如何在接收系統更新同時，列出時程，考量在防災、氣象、環境

上整體可以使用的衛星資料及我國所需之資料（如土壤、水汽、懸浮微粒、值被、

水文參數、大氣化學參數等），做出一些規劃，應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而且國際上剛好正在推動 GEO（Groups on Earth Observation）10年觀測計

畫（GEOSS, 2005），此計畫是以永續發展角度，預期以 10年之時間，來收集全

球之資料，而所收集的資料，除了傳統天氣、氣候方面之效益用外，也將著重在

水資源、生態系統、防災、健康、能源、農業及生物多樣性等與人類社會有密切

相關的資料收集。 

目前的中央氣象局，或是爾後以署之方式在環境資源部裡，顯然是唯一一個

具有衛星接收及資料處理能力的單位，如何就國際上之發展，環境資源上之需

要，氣象衛星資料等之需求，做一評估並擬出執行策略及工作時程，似乎也值得

考量，如何與國際的 GEOSS計畫所蒐集的資料有互動，也可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5）地面 GPS接收系統之擴大應用 

目前中央氣象局已有一百多個 GPS地面接收站，此 GPS接收主要之功能是

監測地殼之細微變化，而成為地震監測之重要工具之一。但由於在接收資訊之同

時，大氣可用水汽量亦可由同樣的資料中反演得出來，因此在擴大此項基礎投資

之效益上來看，使此 GPS資料站，亦可提供該位置之可用水汽量之總量（垂直

積分量），除了了解大氣水汽之變化外，亦可作為即時天氣預報系統初始化或

NWP中初始化的資料使用。 

而要使 GPS資料在氣象上有更佳的使用效果，地面接收站內有溫度、氣壓

及溼度之微觀之必須的，這些變數有助於來修正可用水汽量垂直積分時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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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之可行性也值得再研究。 

了解了目前氣象局在作業上可能面臨之問題，了解到了國內外有關觀測儀器

方面之新進展，考量到氣象局在預報作業上社會大眾的需求，同時，許多新的工

作量一直加在氣象局的同仁上，氣象局也應有另一個減法的思考，即考量就目前

所有的工作中，是否有一些可以分割出去，由民間產業及基金會可以來執行的內

容及項目，使局內之人力可以有一些緩衝，更能有效執行新的規劃，但這一些應

如何進行呢？這是本策略規劃要執行的實質內容，下一節將針對此策略規劃的經

過做一個簡要的說明。 

三三三三、、、、計畫執行經過計畫執行經過計畫執行經過計畫執行經過 

本計畫於 94年 3 月中旬完成簽約及期初報告後，開始推動計畫報告中的工

作進度，根據計畫報告書規劃執行方式廣邀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及作業單位專責人

員，根據不同領域進行分組，利用分組討論對目前氣象作業上及國際上氣象新科

技發展進行了解，針對氣象各領域的發展趨勢，參考氣象局現況，提出具體可行

的建議，作為氣象局未來制定中長期計畫時之重要參考依據。 

為了解各分組執行進度，本計畫規劃了六次的工作會議，每次會議間隔六星

期左右，藉由本計畫顧問蔡清彥教授主持的工作會議，召集各分組人員與會，本

計畫已召開的工作會議之時程、會議主題及參與人員如表 1。 

表 1 已召開之共同工作會議 

共同工作會議 時間 出席人員 會議內容 

1 94.5.5 
國內外學者、氣象局及

民航局相關人員 
計畫內容報告及分組分工。 

2 94.6.9 
分組召集人及氣象局相

關人員 
分組對所負責工作內容瞭

解及討論執行的共識。 

3 94.7.14 
分組召集人及氣象局相

關人員 

各分組初步工作報告，內容

包含對各議題現況之說

明，面臨之困難及可改進的

方向等級討論。 

4 94.9.2 
分組召集人及氣象局相

關人員 
分組工作報告，對各議題提

出初步建議及討論。 

5 94.10.20 
分組召集人及氣象局相

關人員 
分組工作報告，持續討論各

組織建議方案。 

6 94.11.28 
分組召集人及氣象局相

關人員 
人力、資源需求建議及爭取

資源策略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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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於 5 月 5 日在中央氣象局召開工作會議，廣邀國內外計 24位學者專

家及作業單位中央氣象局、民航局 13位人員共同參與討論，會中完成了未來計

畫預計執行的領域分組、分組成員及分組的召集人，總共分成模式（全球及區

域）、颱風、雷達及 Wind Profiler、資料同化、衛星、氣候、大氣物理及化學、

即時預報系統及組織/人力/國際參與等 10組，分組成員除國內的專家學者及作業

單位外，另邀請了各領域的國外專家學者參加，詳細分組內容如表 2。與會人員

提出目前國內氣象技術、人力的培養及氣象作業上的一些困難與挑戰，經由分組

討論同時進行該領域的相關規劃及研究，各組最後提出該領域的規劃報告，並經

共同會議中討論後才定案，第一次工作會議紀錄詳如附錄一。 

表 2 本計畫各領域分組及成員。 

內容 國內學者 國外學者 氣象局 

模式(全球) 
楊明仁楊明仁楊明仁楊明仁、柯文雄 

陳正達 
林先建、莊漢明、 

李瑞麟 
馮欽賜 

模式(區域) 
簡芳菁簡芳菁簡芳菁簡芳菁、周仲島、 
林沛練、蒲金標 

郭英華、劉其聖 洪景山 

颱風（模式、 
觀測等） 

吳俊傑吳俊傑吳俊傑吳俊傑、李清勝、 
郭鴻基、林博雄、 
林沛練、黃清勇 

井建國、張偉正 葉天降 

雷達 + 
Wind Profiler 

周仲島周仲島周仲島周仲島、廖宇慶、 
陳台琦 

李文兆 周思運 

資料同化 
(cosmic、衛星、

雷達等) 

黃清勇黃清勇黃清勇黃清勇、張忍成、 
廖宇慶 

郭英華、張偉正 滕春慈、曾建翰 

衛星 
周明達周明達周明達周明達、劉振榮劉振榮劉振榮劉振榮、 

林依依 
張偉正 丘台光 

氣候 
許晃雄許晃雄許晃雄許晃雄、隋中興、 

陳正達 
張智北、張偉正 盧孟明 

大氣化學及 
物理 

林能暉林能暉林能暉林能暉、陳正平、 
王國英 

王寶貫、廖國男 商俊盛 

即時預報系統 周仲島周仲島周仲島周仲島、陳台琦 崔立 
丘台光、周思運、 

林秀雯 
組織/人力/國際

參與 
蔡清彥蔡清彥蔡清彥蔡清彥、、、、王作台  

紀水上、葉天降、 
丘台光 

※ 粗體字為各分組的召集人。 

第二次工作會議於 6月 9日召開，此次會議主要參與人員為各分組召集人(或

代理人)共 8 位，以及 10位氣象局人員與會。會議內容為報告各小組目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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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就現況的瞭解及提出所遭遇到的問題共同來討論，會中並對小組成員做些

微的增加人力，在全球模式小組增加陳正達教授，區域模式小組的國外學者增加

劉其聖博士，衛星小組召集人增加劉振榮教授為共同召集人，颱風小組增加黃清

勇教授，而人力/組織/國際參與增加王作台教授。第二次工作會議紀錄詳如附錄

二。 

第三次工作會議於 7 月 14日召開，此次會議主要參與人員為各分組召集人

(或代理人)共 8 位，以及 10位氣象局人員與會。會議內容為各分組分別對現況

提出初步的說明，在模式部分，全球模式建議目前在美國應用不錯之模式—finite 

volumn GCM（Lin, 2004；Lin et al., 2004），可作為未來氣象局全球模式之參考，

並建議考慮未來邀請林先建博士來台灣做更深入的瞭解；區域模式建議由廣為大

氣科學界所使用之 WRF模式，作為下一代氣象局區域模式的參考，可經由學界

教授與研究生的共同研究，替氣象局訓練未來的工作者，當氣象局遇到模式上的

瓶頸時，也可交由學界來處理，如此可解決目前氣象局人力不足的現象；颱風議

題上，主要有三方面未來規劃的策略方向，分別是颱風期間氣象資料的取得、颱

風模式的模擬及最後颱風預報及對外發布等涉略規劃；雷達議題，目前氣象局對

象有雷達的功能提升計畫，預計在明年可以加裝完成 OPEN RDA，而我國目前

對偏極化雷達資料的特性應用尚未成熟，建議在全面換裝偏極化雷達之前，應積

極引進相關科學基礎研究，始可充分發揮換裝後雷達功能；資料同化議題，美國

NRL 願意來台灣協助氣象局從事資料同化部份的更新工作。就資料同化未來發

展上區域模式較有發展空間及多元性，未來區域模式將走向 WRF的 3DVAR

（Klemp et al., 2003；Skamarock et al., 2005）。另關於如何將雷達資料置入資料同

化中，也是未來發展的目標；衛星部份，氣象局已經完成心衛星的規劃工作，希

望未來更能將這些資料應用到模式裡面，作多方面的應用；即時預報系統，自動

即時預報系統，是利用模糊邏輯整合概念模式與數值預報產品，建立即時預報指

引，系統架構引進並不代表就可以有效使用，區域性風暴雲動力特徵，中尺度環

境不穩度特徵等參數，應該要有充分了解才能建立有效的預報系統。第三次工作

會議紀錄如附錄三。 

第四次工作會議原定於 9月 1日舉行，因為泰利颱風關係延至 9月 2日召開，

此次會議主要參與人員為各分組召集人(或代理人)共 8 位，以及 10位氣象局人

員與會。會議就上次各分組所提內容做更進一? 的說明及新的策略方案提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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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部分，全球模式 finite volume GCM對於颶風及熱帶地區的天氣系統模擬，顯

示有較佳的預報能力，目前初始場是使用 NCEP的資料，未來希望應用資料同化

系統，將 NASA 的高解析度衛星資料提供給模式使用。林先建博士將於 10月份

回國參加氣象局的研討會，屆時對於如何協助氣象局建立 finite volume GCM的

事宜，將可以仔細討論；區域模式部分，於上次會議中提出氣象局與學界之間的

合作及配合，並共同來發展 WRF模式在台灣地區的應用，此次也提出氣象局建

置 WRF四個階段的時間表及如何與國外相互交換彼此的經驗；颱風議題上，先

前提出了觀測、模擬及預報三個策略方向，此次針對觀測部分，不論是衛星、雷

達、投落送及剖風儀等資料，皆應做適當的整合，必須與模式同化，以達到改進

颱風分析、模擬及預報之最大成效；雷達方面，建議氣象局，首先將五分山雷達

在美國進行偏極化升級，而雷達資料必須置入模式資料同化部分，方能對預報有

較直接的貢獻。剖風儀建置受到土地及頻率的困難，但此對颱風的觀測十分重

要；資料同化的使用資料方面，衛星資料可以優先使用，雷達資料目前有一些初

步的應用，但是系統性的應用尚未確定，是一個需要努力的方向。而氣象局也規

劃未來三年 2006~2008年建構資料同化系統的時間表；衛星資料實際應用未受到

重視，特別是繞極軌道衛星的應用非常缺乏，在實際作業運用上，繞極軌道衛星

會比同步衛星只是提供衛星雲圖更具有效果，未來可考慮加強在繞極軌道衛星上

的應用。另建議氣象局評估並提出需求，由相關學者思索哪些新科技可以應用在

災害分析上。未來希望安排研討會，邀請國外學者專家，針對氣象局所提出的需

求提供意見與建言；氣候議題，氣象科技在國際合作是必要的，在氣候應用上，

系集與超系集預報是主流，只依靠單一機構完成是很困難的，所以跨國機構合作

是一個趨勢；大氣化學與物理隨著氣象科技演進，此方面資料的觀測即取得顯得

重要，目前一些模式，如全球模式及 WRF模式都需要物理化學的資訊，例如氣

膠與雲物理的資訊。除了與國內學校及研究機構合作外，與國際合作交流也是重

要的課題，在亞洲地區已經有監測聯網規劃，希望可以增加這部分的人力，促進

資料的交換；組織、人力與國際參與，希望各分組在 11月底或 12月初時，針對

實際所需要的人力、經費與設備提出建議，經過彙整後將會提出報告。第四次工

作會議紀錄如附錄四。 

本計畫執行經過多次的會議討論，對於策略規劃已有初步的結果，為擴大

參與層面及廣納多方對此初步結果意見，因此第五次工作會議於氣象局舉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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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及預報研討會」會議期間舉行，進行初步的策略規劃成果報告，主要就目

前規劃策略建議事項、規劃期程及所需人力的配置提出報告，時間在 10 月 20

日下午 3 點，會中由各分組召集人報告 10~15分鐘的策略規劃草案，並接受在場

人士（包括國內外學者、氣象局同仁及學生）之提問，作為未來策略規劃修正之

參考。本次成果報告的相關資料如附錄五。 

第六次工作會議於 11月 28日召開，由各分組召集人或代理人參與此次會

議，主題為人力、資源需求建議及爭取資源策略之討論。會中首先邀請氣象局人

事室主任就目前氣象局的人力編制作說明，供大家接續討論人力時之參考，目前

氣象局預算職員有 594人、聘用人員 28人及約僱 3 人共 625人，現有職員 579

人、聘用 27人及約僱 3 人共 609人。再來由各分組對其所完成之策略規劃做進

一? 說明，主要說明對其所提的策略規劃人力需求，各分組都覺得應增加人力來

因應未來氣象局新的業務，如新的全球及區域模式引進、應用及研究改進等，都

需要有專業的人員來協助，因此在全球模式建議增加 3 人（博士 2 人、碩士 1

人），區域模式 3 人；在颱風領域，雷達資料、衛星資料與投落送資料的處理，

對於颱風預報相當重要，需要博士級人員 1 人，而颱風強度與降雨預測上，也需

要博士級 1 人；雷達方面，建議雷達站氣象人員，平日不需輪班可以調回，只由

電子人員輪班進行設備維修，如遇颱風可以採取配套措施，由氣象人員進行加班

輪班；資料同化方面，此部分需要投入相當大的人力，全球模式配合 GSI需要 1

人，而 WRF模式配合 4D VAR 或 EnKF（Ott et al., 2004）需要 2 人；衛星領域，

專注於衛星工作的人力缺乏，需要增加 4 個人力，包含兩位博士級及兩位碩士級

人力，其中兩位博士級人力，主要進行新衛星設備系統的開發以及新技術的學習

與應用；即時預報系統，此小組為不定編制，而是以任務編組方式，由衛星中心

支援即時預報系統的作業，在未成立新中心之前，仍由衛星中心支援；氣候領域，

目前氣象局在氣候問題的議題研究的比重較低，未來希望能夠增加比重，期望能

與國際接軌，建議在此領域能有博士級 7 人(包含作業與研發)，碩士級 14人，

進行包括大氣模式、海洋模式、區域氣候、統計預報方法及診斷分析等方面的工

作，但現階段可針對優先的模式發展來進行，約需 3 位人力；大氣化學與物理領

域，可在政府改造後，環境資源部成立，再討論相關議題。第六次工作會議紀錄

如附錄六。 

在工作會議進行的同時，各分組也因其個別的需要，分別召開小組會議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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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領域的跨組聯席會議，增加分組之間關聯性的結合。本計畫共召開六次的工作

會議（五次分組會議及一次成果發表），每次會議都有特定的主題，針對各分組

所提出的初步建議，進行討論，達到共識後之內容，則將為此計畫之重要結論，

本計畫在下一節中所要提出的初步建議都是在此 6 次會議中取得之共識與結

論，才正式提出。 

四四四四、、、、策略規劃建議策略規劃建議策略規劃建議策略規劃建議 

參考六次會議的結論，並依需求，將整體策略規劃，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

是未來五至十年氣象局應優先發展的技術及作法之說明，而所有的技術評估之建

議，都是希望能對氣象局在整體預報能力之提升上有幫助；另一部分則是如何爭

取足夠的人力與資源來完成第一個部分中，所建議要進行的工作重點，現分別就

此兩部分說明如下： 

1. 1. 1. 1. 未來工作的重點建議未來工作的重點建議未來工作的重點建議未來工作的重點建議    

氣象局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已有很好的基礎，但展望國際上模式之新發展，

觀測儀器之多樣化及電腦資源能力之提升可供氣象局借鏡，因此本計畫分別就

（1）全球模式，（2）區域模式，（3）颱風，（4）衛星，（5）雷達，（6）資料同

化，（7）氣候，（8）即時預報系統及（9）大氣化學與物理等九個方向，就各個

議題未來短中期之工作內容及所需之資源，做出具體建議，而整體的目標是希望

能提升氣象局的整體預報能力。 

（1）全球模式：建議氣象局全球模式的動力模組部分可以採用美國 NOAA/GFDL

林先建博士的 fvGCM 動力模組架構，物理模組部分則可套用現行氣象局全

球模式的物理參數法模組而加以適當修改。規劃分成以下五階段來完成此

全球模式之建構： 

第一階段(2006 年 1~12 月)：瞭解林先建博士 fvGCM 動力模組的設計原理及

基本架構。取得 fvGCM 的測試版本，於氣象局電腦主機上進行執行測

試(testing run)，並做必要的調整及平行化處理。 

第二階段(2007 年 1~12 月)：建立氣象局 fvGCM 動力模組雛型，並放入現有

氣象局模式的物理參數法模組。 

第三階段(2008 年 1~12 月)：修改 氣象局 fvGCM 模式雛型，於氣象局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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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預報測試，針對平行化的計算效率作最佳化調整。 

第四階段(2009 年 1~12 月)：完成氣象局 fvGCM 第一代版本，針對過去天氣

個案進行準作業測試。研究放入非靜力平衡動力模組(Nonhydrostatic 

dynamics module)。 

第五階段(2010 年 1~12 月)：進行第一代氣象局 fvGCM 與現有氣象局全球模

式的準作業平行化測試(parallel testing run)，針對重大天氣個案

(如梅雨及颱風)，評估非靜力平衡動力效應的影響程度。 

為達成以上階段預估須有博士級數值模式專家 1~2 人及碩士級人員

1~2 人協助模式測試及程式平行化。電腦資源視當時氣象局的電腦硬體資源

而定，但為確保未來氣象局 fvGCM 可以實際上線運作，所需電腦硬體資源

應確保當 fvGCM 的架構為水平解析度 0.25 度及垂直 40 層時，做 5 天的預

報僅需 1小時的計算時間(clocktime)。 

預期未來新一代全球模式研發 5 年後，中央氣象局可以有嶄新的全球

模式(暫且命名為 CWB fvGCM)，有全新的動力架構及更精確的數值方法，水

平解析度可達 0.25 經度(約 28 公里左右)。此新一代的全球模式對於重大

的天氣及區域氣候現象(如梅雨及颱風)，應有較佳的預報能力，而且未來

可以延伸考慮非靜力平衡動力效應。同化的部分則著重等同 3DVAR 之發展

（如 GSI），目前並不建議進入 4DVAR 之同化工作。 

（2）區域模式：規劃分成以下四階段來完成此區域模式之建構： 

第一階段：即日起至 2006年 12月，目前可做個案分析，進行 WRF模式作

業性測試、WRF模式敏感度測試，以決定模式設定（包括積分範圍，

水平、垂直解析度等）和物理參數化法的組態，並進行颱風初始化，

將 WRF模式整合至氣象局的作業環境，在新的超級電腦測試 WRF模

式等。 

第二階段： 2007年 1 月至 2007年 6 月，進行平行作業測試（45/15/5 km

解析度），對平行作業測試進行校驗與診斷及 WRF模式、同化系統與

計算效能之調校。 

第三階段： 2007年 7 月至 2007年 12月，WRF模式上線作業（45/15/5 km

解析度），測試、評估與調校高解析度作業模式。 

第四階段： 2008年 1 月，WRF模式上線作業（27/9/3 km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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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的規劃下，對於氣象局 WRF 模式作業化人力需求約 3 人，其

他相關資源有國內外專家學者諮詢、氣象局或國科會計畫（防災型整合計

畫成立 WRF模式研究群）支援、國際學者專家交流和出國參加研討與交流

等經費補助、特定相關議題研究(如 Surface and PBL process、高解析度地表

參數（地形、landuse…）、降水過程、開發新的校驗方法及系集預報)及颱

風初始化與改善颱風預報。 

同時建議學界所發展數值模式系集預報產品，積極與氣象局數值天氣

預報小組密切配合，在人力、數值模式經驗和產品模組等各方面互相交流，

以提升學校和氣象局對數值預報的專業經驗。但在執行 WRF模式之同時，

應先瞭解目前WRF預報所增的電腦資源及其未在EMSF架構下的相關問題

（Mass, 2005），同時因模式語言/結構與傳統語法不同，氣象局內參與人員

之經驗銜接，與目前作業的 NFS區域模式做平行測試及成果比較的工作也

應一併注意。 

（3）颱風：由於颱風生命期之絕大部分皆於海面上度過，而西北太平洋島嶼

中測站稀少，尤其是在台灣的東-東南方數千公里以上的太平洋地區，幾

乎沒有任何觀測站。因此當颱風位於台灣附近時，台灣本島雖有觀測資

料，但測站涵蓋空間及密度仍嫌不足，而台灣周圍海域除衛星和雷達觀

測外，幾無任何其他傳統觀測資料，資料的極度匱乏導致基礎颱風研究

和路徑預報之應用研究相當受到限制；其中，路徑預報的準確度則會進

一步決定風雨預報能力。是以和其他的氣象研究條件比較，資料缺乏是

颱風研究進步的一大致命傷。颱風路徑預報作業上，除了大尺度駛流場

的資料不足外，颱風本身的強度及暴風半徑資料不易掌握，更是決定預

報路徑正確性的重要因子。此外，當颱風接近台灣地區時，中央山脈高

聳、複雜的地形，對颱風伴隨之對流和環流結構有相當顯著的影響，且

複雜地形會改變靠近台灣之颱風的路徑，也使風雨與路徑預報更為困

難；而地形作用導致之颱風結構變化與局部豪雨產生，乃至颱風離台後

引入豪雨，皆為學術上與應用上深具挑戰之研究課題。 

國內的颱風研究及預報在過去數十年的努力推動下，已具相當成

績；在氣象局的努力及國科會在過去幾年所重點支持的颱風研究，已為

未來颱風研究之再提升及預報改進再突破奠下良好基礎。為了克服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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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資料不足之困境，加強觀測資料之取得與分析，並透過數值模式進

行模擬及同化，以瞭解颱風移動、強度變化、與地形及海洋交互作用，

以及改進預報與防災等重要颱風相關議題，乃是台灣地區颱風預報研究

突破的重要方向。這些研究可望增進對於颱風學理之瞭解，改進颱風路

徑與降雨量預報準確度，提昇我國在颱風研究領域之國際地位，並扮演

西北太平洋及東亞地區颱風研究的領導角色。因此，我們認為中央氣象

局務必與國內外相關研究單位密切合作、找出關鍵並具提可行突破重

點、以改進台灣地區的颱風預報。 

在此議題下的工作重點如前所述，包括了觀測、模擬與預報，（i）

在觀測方面，應著重的議題包括了投落送/無人飛機策略性觀測及資料應

用，以了解颱風眼牆結構及所謂敏感區域的界定及觀測，充分利用衛星

與雷達網連之資料，同時可加強東沙島之觀測（硬體設施加強）及強化

多重資料之整合；（ii）在數值模式方面，充分利用現有的 NFS作業模式，

同時在對發展中的 WRF模式，進行同化技術之發展（3D或 4DVAR）及

預報系統之改進，電腦資源之提升等工作；（iii）預報策略方面，應分別

就 0~30小時及 24~72小時的時間，做不同重點之工作 0~30小時應著重

在雨量及風速之預報，24~72 小時應強化在颱風路徑之預報，而這些都

是對我國防救災工作方面上極為重要的上游資訊也是氣象局在我國整體

環境監測防災減災工作上重要的一個環節。  

颱風是台灣地區最嚴重之災害天氣系統，氣象局務必要爭取並投入更

多經費強化颱風觀測、分析、模擬同化及預報。為達上述目標、亦需建置

完整、長期之颱風觀測、分析、模擬同化及預報之專業人力，觀測、模擬

同化及預報三者必須整合配套。同時不論是衛星（含福衛三號）、雷達、投

落送、無人飛機、剖風儀等資料皆應做最佳整合，亦應與模式同化，以達

改進颱風分析、模擬及預報之最大成效。此外在研究方面，台灣地形對於

颱風之路徑及中尺度特徵扮演重要角色，此為相當特殊及重要的科學及預

報問題，值得特別注重與加強。而此颱洪的議題，或可作為氣象局推動重

要計畫的關鍵議題，來做為爭取更多資源之代表性力量。  

（4）雷達：雷達需改善定量降水估計。在氣象局S-Band (10cm)網連雷達上，五

份山雷達隨NEXRAD升級為雙偏極化雷達，七股雷達應升級為雙偏極化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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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並加裝水氣觀測信號處理器。由於地形阻擋或離雷達較遠，導致網連

雷達觀測缺乏的地區，建議水利署與氣象局聯合規劃建制降水雷達網，可

針對都會區架設X-Band (3cm)雙偏極化雷達，針對集水區或土石流嚴重地

區，架設X-Band 或 C-Band(5cm) 可移動式雙偏極化雷達。國科會與氣象

局聯合規劃建置機動式雙偏極化都卜勒雷達。 

在人力需求上，目前雷達站人員有氣象人員及負責雷達維修的電子人

員，未來可考慮將雷達站的氣象人員調回，由電子人員負責輪值雷達站，

維持雷達正常運轉即可，如此獲致的人力足可供未來雷達策略規劃中的工

作事項，不需在增加氣象局人力額外負擔。 

（5）資料同化：資料同化的使用資料方面，衛星資料可以優先使用，雷達資料

目前有一些初步的應用，但是系統性的應用尚未確定，是一個需要努力的

方向。另外 FORSAT-3資料，氣象局仍在建置中，未來可以提供進一步應

用。人才訓練是非常重要的，不論學術界或氣象局可以透過計畫或國際合

作，派遣人員到國外進修，如在 NCAR 接受研發的訓練與學習，不只是當

使用者，更要能夠視需要針對模式加以改進。氣象局在建構資料同化系統

規劃的三階段時間表如下： 

第一階段 2006/7：WRF VAR上線作業。  

第二階段 2007/6：包括三層 domain分別為 45、15與 5 公里網格解析度的

WRF模式上線作業。  

第三階段 2008/1：將網格解析度提高為 27、9 與 3 公里，並整合應用氣象

局現有的資料。 

人力需求上，將資料同化分成二個部分來解決，全球模式及 WRF 模

式所搭配的資料同化技術不同，所需人力各自分開，如全球模式搭配 GSI

的同化技術需要 1人，WRF搭配 4DVAR 技術需要 1人，另 WRF搭配 EnKF

也需要 1 人，共計 3 人。 

（6）衛星：希望衛星資料能更廣泛的應用，並思索哪些新科技可以應用在災害

分析上，進一步將衛星功能發揮的淋漓盡致。繞極軌道衛星的應用非常缺

乏，在實際作業運用上，繞極軌道衛星會比同步衛星只是提供衛星雲圖更具

有效果，未來可考慮加強在繞極軌道衛星上的應用。將 AMSU 微波反演探

空資料進行衛星資料同化，應用在颱風預報上，顯示有可期待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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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未來努力的方向。預計時程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5-2007年，預計完成工作項目有： 

a. 建新接收站解決電波干擾問題。 

b. 完成 MTSAT-2 的系統建置，持續接收同步衛星信號，提高時間解

析度。 

c. 完成 METOP/NPP的系統建置，增加接收軌道衛星信號，提高颱風

發展監測能力。 

第二階段： 2008-2010年，預計完成工作項目有： 

a. 完成 NPOESS新軌道衛星接收處理系統建置，提高衛星觀測的垂直

解析度，發展衛星資料同化。 

b. 完成衛星電子資料庫建置。 

第三階段： 2011-2014年，預計完成工作項目有： 

a. 參與國際 GPM 研究計畫，提高雨量觀測準確度。 

b. 完成採購建置ＨＹＤＲＯＳ軌道氣象衛星系統，提高水文觀測準確

度。 

c. 數值預報模式中大量使用氣象衛星資料。 

因應三階段的人力需求，除維持原有接收處理衛星系統運作外，增加

接收處理新衛星接收處理運作需 2 人，增加發展衛星資料同化技術在數值

模式應用需 2 人，而增加發展衛星資料在環境監測（陸地、氣象、海洋）

應用技術人力則需要 6 人。所需人力如此多，在氣象局人力不足的強況下，

應增加與國內大學與及研究機構的合作方式（國內委託計畫）來發展衛星

資料應用技術，在國際上與美日等氣象衛星研究機構或相關的大學的合作

方式（國外委託計畫）發展衛星相關應用產品，與美國 NRL 合作方式提升

本中心作業產品開發能力，透過組織整併人力調整方式增加人力。 

以上策略規劃，若能實際完成預期可獲致以下之成效。第一階段，提

高目前同步衛星觀測資料服務的時間解析度，整合軌道氣象衛星與同步氣

象影像資料，提高衛星資料在颱風監測豪雨強風的應用價值，加速資料處

理速度以符合災變天氣的需求；第二階段，提高軌道氣象衛星的三維立體

觀測能力，發展衛星資料同化提供數值天氣預報及洪水預報、空氣污染預

報等模式的初始場，提升衛星資料在環境監測應用能力，提供台灣及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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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衛星氣象的氣候分析及颱風路徑分析的電子資料庫；第三階段，提昇

臺灣於國際氣象衛星研究的地位，增進台灣地區氣象衛星資料使用效能與

層面，協助氣象局提高區域性數值天氣預報模式的準確度，協助水利相關

單位提高洪水預報的準確度，並協助環保署進行空氣污染模擬的準確度。 

目前美國在推動NPOESS之規劃上預算問題進度也落後，吾人應持續追

蹤此議題之發展，並仍因美國所進行時程之改變而做必要的調整。 

（7）氣候：提升氣象局氣候預報能力，首要之務為改善人力短缺與組織僵化的

狀況，其次才是研發方向與內容。因此在規劃時程上，分成短期、短中期、

中長期及長期目標如下： 

短期目標：成立氣候協力研究中心， 

a. 由氣象局提出具體的研發需求，利用大學較為充裕的人力資源，和

適合聘用科技人員的人事制度合作完成。 

b. 聘請專職研究員進行持續性的研發工作（包括氣象局部份研究發展

人才轉任）。 

c. 由研究生將氣象局提出的特定需求，當成碩博士論文。 

d. 氣象局提供適當的計算資源與資料，協助計畫的進行。 

e. 重新檢討人力配置，加強單位間的合作，提升研發效率。 

f. 加強國際合作，APEC Climate Center 於 2005 年 11 月成立，應積極

參與國際氣候預報活動，增加知名度，觀摩學習，取得氣候預報的

數據資料 。 

短中期目標：持續發展氣候模式， 

a. 統計預報與動力-統計預報並重 ； 

b. 善用國際氣候中心的全球氣候預報，進行統計與動力降尺度預報 ； 

c. 「CWB-Universities allied seasonal forecast system」計劃，

NCEP，JMA … 。 

中長期目標： 

a. 持續發展氣象局全球模式，正式上線進行定期氣候預報，該模式的

氣候預報產品是氣象局氣候研發國際化（APEC Climate Network)的

重要窗口。 

b. 持續進行區域氣候預報實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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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長期研發計畫的擬定，繼續將氣候研發列入未來的第五期計畫。 

長期目標：持續發展海氣耦合氣候預報模式。 

如要對所有的氣候議題都要觸及，則人力短缺是最迫切的問題，遠高

於任何技術性問題，此一問題解決，才能推動氣象局研發工作的發展，因

此含現有氣象局人員，在氣候領域上長期的人力需求至少要有 7 位具博士

級人員、碩士級人員 14 人，但目前階段性的需求，3 位專任研究人員之加

入，可勉強因應未來 3 年的工作，長期而言，宜落實此方案。而成立類似

JMA 與 KMA MRI 的研發機構，應也是可嚐試及努力的方向之一。 

同時在氣候議題上，考量到國內之現況及此議題之國際性/區域性相當

強，如何優先選擇工作的重點，而多借助國外已有之經驗及能力，也應是

局內應做的自我評估及確認的優先工作項目。 

（8）即時預報系統：建議分成二部分，一是對流分析與即時預報系統建置：自

動即時預報系統，是利用模糊邏輯整合概念模式與數值預報產品，建立即

時預報指引，系統架構引進並不代表就可以有效使用，區域性風暴雲動力

特徵，中尺度環境不穩度特徵等參數，應該要有充分了解才能建立有效的

預報系統。應該加強相關中尺度現象和中尺度過程之基礎研究，尤其是台

灣地區複雜之海岸以及地形效應對局部天氣的影響。另一是剖風儀資料應

用計畫：剖風儀測風雷達可以提供 10~15分鐘一組台灣地區垂直剖面水平

風資料，協助預報人員即時掌握中尺度環境氣流的變化，對於極短期預報

（3~12小時）工作將有突破性的幫助，同時發展 RAPID UPDATE CYCLE

系統，同化剖風儀資料於模式內，進行極短期中尺度天氣預報。對流分析

與即時預報系統內有三個系統，劇烈天氣警報系統（WDSS）、暴雨監測系

統（FFMP）及自動即時預報系統（ANC），氣象局現在已經引進 WDSS，

FFMP和 ANC 則預定在 2008引進。 

目前預報中心的即時預報小組並不是正式的編制，由衛星中心派人支

援的任務編組，在未成立新的中心之前，仍由衛星中心來支援。 

（9）大氣物理及化學：中央氣象局研擬發展計畫，可參考國際現況並考量現行

我國各單位功能性，以監測目的區隔與其他單位之分工，並強化在氣候變

遷及大氣海洋交互作用課題上，補強在長期監測項目之不足，建立經常性

負責單位與人力編制，提升人員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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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對於此議題的背景資料相當缺乏，由於此部分的資料對於未

來氣象模式應用極為重要，如模式中微物理機制及氣膠資料(影響降水、輻

射等作用)，過去都是使用美國當地觀測的背景資料，是否適用在亞洲或台

灣上，都需要再做進一步的評估。因此建議以下工作事項： 

a. 包含輻射、大氣化學之世界氣象組織標準測站。 

b. 針對氣候變遷相關議題進行長期觀測，其項目有： 

（a）加強臭氧送觀測。 

（b）建立長期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監測記錄。 

（c）氣膠與光學特性。 

（d）雲物理。 

c. 南海熱帶背景大氣測站：除可進行海洋氣象資訊收集外，亦可宣示主權。 

以上建議事項，氣象局並不一定都要獨自來做，可透過國內外策略合

作方式來完成，彼此資料相互共享，如此在有限的資源下得到最大的效果，

其方式有： 

a. 國內學校、研究機構 - 資源共享、協力中心、人員訓練。 

b. 國際合作：與美國 NOAA 及東亞國家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等進行合作。 

（a） 亞洲區域合作、監測聯網、資料交換。 

（b） IOP，儀器 SOP、QA/QC 比對。 

（c） 定期舉辦研討會、工作會及教育訓練。 

在人力需求上，應規劃大氣化學物理應用組/科，至少需 20 人次，除

正式編制人力，其餘以委外方式運用。 

此議題主要是因應政府組織改造及環境資源部之成立而進行的規劃，

執行的進度與政府組織再造的時程有關，現階段可思考的是是否有那一些

工作項目可優先列為目前氣象局應及早進行的項目。 

2. 2. 2. 2. 資源爭取及組織調整方面之建議資源爭取及組織調整方面之建議資源爭取及組織調整方面之建議資源爭取及組織調整方面之建議    

氣象局應與國內學術界及相關單位（國科會、水利署等）進行更密切的合

作，有效利用國內現有之資源，擴大本身任務的範圍，並掌握有利的時機，爭取

更多的預算，來完成在上一節中所擬議的技術發展工作，以確保氣象局的技術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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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現有之預算員額有 625 位，目前分配在測站的人數不算少，因此，

就組織調整的大方向來看數點初步建議，供氣象局參考： 

（1）可考慮將四等測站全面自動化，並評估一縣市有二個以上測站的功能及分

工，使效果充分發揮，並可評估加強保全之配套後，是否能使一些工作人

員進行專業的科研工作。 

（2）雷達站內之電子人員及氣象人員之分工，應可再檢討，氣象人員之工作內

容應予以強化，使其有實際處理雷達資料的機會，提升其能力。 

（3）雷達站與鄰近測站之分工與特色應在釐清，使人力之功能作最有效之發揮，

部分人力可以加強誘因方式，引導其專業能力之提升。 

（4）對具高學歷之測站人員，應有公平公開之機制，使其回到局內參與科研，

而因此對測站人力之影響，可另有配套措施來解決。 

（5）依前述規劃，則有機會來滿足執行此新議題中所需的人力，除了上述的局

內組織調整之建議外，氣象局也應考慮： 

a. 以協力中心或整合計畫委託之方式與學界合作將經費撥付學界，由學界

以任務導向之方式來協助氣象局就所處理的優先科研議題，在前述組織

調整後仍有不足的人力，可以此方式安排，以增加人力。 

b. 強化基金會之角色，目前國內也有數個與大氣及海洋相關的基金會。 

c. 國家級科發單位之設立。國科會海科中心中可擴大到海氣交互作用及氣

候相關議題，國研院內擬議的颱洪中心，也是學界與氣象局可努力的重

點。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策略規劃計畫經過了九個月的努力，在國內外學界及氣象局之全力支援

下，共召開了六次大型工作會議及近十次的分組會議，集合了共識，針對攸關氣

象局發展的九大技術領域，即全球模式、區域模式、颱風、衛星、雷達、資料同

化、即時預報、氣候及大氣化學/物理等主題，對未來 5-10年內氣象局可優先工

作的項目及內容，都提出了初步之建議，而對要完成這些工作所須的人力資源及

國際參與的加強，也提出了包含組織調整、協力中心之運作、基金會角色之加強

等策略供氣象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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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人對國內外學界之參與，氣象局之支援，使此計畫能完成初步之成果，表

示最大之感謝。此九個月的工作，指出了可努力的工作議題及可努力的人力與資

源調整及爭取等策略，但如何具體的落實，則仍有待更進一步的細步規劃及在大

環境許可之下的資源爭取，這兩大工作主軸。 

    氣象局仍應持續推動，以確實能具體因這些規劃而完成第五期計畫工作規

劃，做為具體爭取資源、預算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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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一一一一    

 
第一次工作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5 月 5 日 

地點：中央氣象局 2 樓會議室 

主席：蔡清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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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第一次工作會議第一次工作會議第一次工作會議第一次工作會議 
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九十四年五月五日中午十二時 
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中央氣象局 205會議室 
會議主席會議主席會議主席會議主席：蔡清彥教授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  辛江霖  王作台  許晃雄  柯文雄  郭鴻基 
   李清勝  吳俊傑  陳正平  林依依  劉振榮 
   陳台琦  廖宇慶  林沛練  楊明仁  陳正達 
   簡芳菁  張忍成  彭啟明  王寶貫  張偉正  
   廖國男  李文兆  張智北  許  亮  紀水上 
   鄭明典  丘台光  葉天降  滕春慈  周思運 
   盧孟明  商俊盛  曾建翰  馮欽賜  蒲金標 
   王崑洲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一、 紀副局長水上簡介未來中央部會組織再造後，中央氣象局的定位與組織概

況草案。目前草案規劃方向中央部會成立環境資源部，與氣象局目前有關

的為下設有大氣暨海洋署，相關草案規劃如附件。 
二二二二、、、、會議總結會議總結會議總結會議總結 

（一）有關整體規劃架構方面 
�即時預報系統應單獨成立一組，並應充分應用到氣象雷達等方面的

資料。 
�同化的課題相當重要，除了 COSMIC資料外，雷達衛星方面之資

料也應納入。 
（二）有關人力的部份 

�氣象局沒有足夠的研發人力，應優先考慮以協力中心之方式來解決

人力不足的問題，經費由氣象局提供，但主要的科研以氣象局所

需的為主在受委託之協力中心進行，協力中心可考慮設在大學或

相關基金會內，同時氣象局與大學及中研院之合作應再加強。 
�氣象局對社會服務太多，造成許多人力投注在此方面，在新的氣象

法施行之後，應該把一些社會服務的項目釋放給民間氣象組織來

發布，減少氣象局本身人力投入。 
�而氣象局本身與學界的合作很重要，氣象局應該提出本身的需求，

來與學界尋求合作共同研究發展。希望氣象局與學界的角色應是

以夥伴關係來共同進行研究發展。 
（三）模式方面 

�WRF模式目前的應用與研究上仍存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需進一

步評估考量。同時以 ESMF架構的模式思維也應一併列入考量。 
�全球模式不需要從無到有發展，可參考目前現有的全球模式即可，

但是一些如資料同化、物理參數等，則必須有建立自己的能力。 
�應有獨立的計畫來驗證整體預報之成效。 

（四）衛星 
�除了做好資料接收外，應加強衛星資料之應用。同時美國新的

N-POESS衛星會提供比目前多十倍以上之資料，此規劃應對此類

的狀況做充分之評估，以利後續之實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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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同化 
�資料同化單獨成立一組，除 cosmic資料外並將雷達、衛星資料等

納入。 
�Local資料的同化對於預報有極大的幫助，應規劃如何使國內可獲

取台灣鄰近地區的資料。 
（六）大氣物理及化學 

�目前空氣品質預報是由環保署來做，但是環保署的人力及訓練來做

此工作能力有限，未來政府組織再造之後，在規劃中應該考量如

何使氣象局能扮演的角色擴大。 
�未來模式越來越朝向精緻化，氣膠的微物理機制對於降水及動力有

極重要的影響，因此未來於此方面之了解應有更多的研發。 
（七）颱風 

�投落送的計畫，應優先探討及研究對台灣颱風路徑影響較敏感的地

區，以利後續的實際作業。 
�就颱風過去氣象局人力幾乎投入在預報上，希望氣象局未來能有單

獨的 team來分析、研究及發展預報此劇烈的天氣。 
（八）即時預報系統 

�就氣象局的業務而言，部分任務是提供下游單位所需的資料，政府

再造後，此種跨領域需求會更為密切，最重要的是降水量預報，

而且是極短期的 now casting預報。同時應加強預報技術應用整

合。 
�氣象局應優先將 now casting的預報作為首要的工作，而雷達、衛

星等資料是相當重要的。 
（九）氣候 

�目前對於氣候的研究，所投入的人力很少，應考慮以協力中心方式

增加人力。 
�目前 4 期計畫在此議題上已有很好的規劃，能考量之處為優先執行

有作業化機會的課題。 
（十）雷達 

�國內已有的偏極化雷達研究之經驗相當寶貴，氣象局在規劃未來應

多加利用此部分之國內經驗。 
�應評估完成偏極化雷達所需之資源，並審慎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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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參與人力分組參與人力分組參與人力分組參與人力分組 

內容 國內學者 國外學者 氣象局 

模式(全球) 楊明仁、柯文雄 
林先建、莊漢明、 

李瑞麟 
馮欽賜 

模式(區域) 
簡芳菁、周仲島、 
林沛練、蒲金標 

郭英華 洪景山 

颱風（模式、觀

測等） 

吳俊傑、李清勝、 
郭鴻基、林博雄、 

林沛練 
井建國、張偉正 葉天降 

雷達 + 
Wind Profiler 

周仲島、廖宇慶、 
陳台琦 

李文兆 周思運 

資料同化 
(cosmic、衛星、

雷達等) 

黃清勇、張忍成、 
廖宇慶 

郭英華、張偉正 滕春慈、曾建翰 

衛星 
周明達、劉振榮、 

林依依 
張偉正 丘台光 

氣候 
許晃雄、隋中興、 

陳正達 
張智北、張偉正 盧孟明 

大氣化學及 
物理 

林能暉、陳正平、 
王國英 

王寶貫、廖國男 商俊盛 

即時預報系統 周仲島、陳台琦 崔立 
丘台光、周思運、 

林秀雯 
組織/人力/國際

參與 
蔡清彥  

紀水上、葉天降、 
丘台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非常希望看到氣象局與學校合作，目前產學合作已經相當成熟，希望在未來

半年大家能撥空來參與此規劃工作，此也可以規劃出大家未來的研究方向，謝謝

大家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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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資源部組織架構圖環境資源部組織架構圖環境資源部組織架構圖環境資源部組織架構圖（（（（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以上為業務單位）

國土資源署【下設城鄉規劃、新生

地發展、新市鎮發展、都市發

展、國土測繪、國土發展、礦

業、地質調查、遙測及航測等

9個分署】 

（以下為輔助單位）

環境資源研究院

北 區 環 境 資 源 中 心

水資源署【下設台北水源特定區管

理、北區水資源、中區水資源、

南區水資源、水利規劃 5個分署

及淡水河流域等 10個河川分署，

並監管臺灣省自來水公司】 

 森林暨自然保育署【下設台北分署

等 12個分署】 

大氣暨海洋署【下設海岸、海洋資

源保育等 2個分署】 

環境保護署【下設下水道、環境化學

用藥管理等 2個分署】 

核能暨輻射安全署【下設南部分署】

環

境

資

源

部 

司（設 ）

國 務司（設 ）

國土規劃司（設 ）

環境管理司（設 ）

司（設 ）

流域 司（設 ）

資源管理司（設 ）

司（設 ）

中 區 環 境 資 源 中 心

南 區 環 境 資 源 中 心

區 環 境 資 源 中 心

1.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2.環保署環境檢驗所 3.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4.行政院原能會核能研究所 5.行政院國科

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限環境及資源相關研發）6.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建議：國家大氣暨海洋科學研究

中心）7 經濟部水利規劃試驗所（限試驗及研究）8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及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申辦服務、許可、稽查、督察

務管理 （設 ）

管理 （設 5 ）

（設 ） 

資 管理 （設 ）

（設 ） 

（設 ） 

國土規劃  

水資源  

地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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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資

源

部 

綜合計畫司【下設綜合計畫、環境正義及永續發展、環境評估與監督、環境資

源教育宣導、證照管理、綠色消費、管制考核、公害陳情及糾紛處理等八科】

國際事務司【下設國際公約、國際事務規劃、國際政策、國際合作、國際組

織、科技發展等六科】 

國土規劃司【下設國土計畫、都市計畫、住宅及建築管理規劃、地籍政策規劃、

地權政策規劃、地價政策規劃、礦產資源規劃、地質規劃等八科】 

環境管理司【下設環境管理計畫、環境衛生管理、毒化物管理、環境用藥管

理、一般廢棄物管理、有害廢棄物管理、資源回收再利用、室內空氣品質

管制等八科】 

流域經營司【下設流域計畫、流域發展、流域監測、坡地保育、坡地治理、

河川經理、大氣及海洋、海岸及溼地等八科】 

資源管理司【下設資源計畫、土地管理、水資源、森林資源、海洋資源、國

家公園、遊憩資源、自然保育等八科】 

災害防治司【下設環境監測、災害減緩、資源整備、災害應變、復建督導、

防災科技、災害調查、防災計畫等八科】 

污染防制司【下設空氣污染、河川水污染、生活廢水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海洋污染、核能管制及輻射安全、水庫及湖泊水污染、噪音振動光害

 

總務管理處【下設文書、事物、財產出納、檔案、議事及公文管制考核、公

共關係等六科】 

人事管理處【下設計畫綜合、組編任免、考核訓練、待遇福利、人資管理等

五科】 

主計處【下設預概算籌編、會計帳務管理、內部審核、所屬預決算及基金管理、

綜合管理及統計調查、公務統計及決策統計分析等六科】 

資訊管理處【下設規劃設計、資料蒐集及品管、行政管理資訊、業務應用推

廣、資安及網管、技術支援及設施管理等六科】 

政風處【下設綜合業務、政風預防、政風查處、維護業務等四科】 

法制處【下設綜合法制、環境保護法制、自然保育法制、水資源法制、國土資

源法制、氣象、海洋與地震及核能管制與輻射安全等六科】 

附圖二附圖二附圖二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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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氣暨海洋署組織架構圖大氣暨海洋署組織架構圖大氣暨海洋署組織架構圖大氣暨海洋署組織架構圖（（（（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大
氣
暨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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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組（ 海洋 海洋
海洋翊

海洋翊 海洋
海洋

） 

組（
氣

） 

組（
翔

翊  ） 

組（

） 

組（ 翊 氣
翊
） 

 

氣  

氣 翥  

氣  

 

海 署 

海洋翊
署 

大氣監測服務組

海洋監測服務組 

大氣遙測組組 

預報系統作業組 
(NOAA/FSL) 

環境預報作業組 

（NOAA/NCEP）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二二二二    
 

第二次工作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6 月 9 日 

地點：中央氣象局 2 樓會議室 

主席：蔡清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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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 

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九十四年六月九日下午二時 
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中央氣象局 205會議室 
會議主席會議主席會議主席會議主席：蔡清彥教授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紀水上    王作台   周明達（請假）  

許晃雄（陳正達代） 周仲島（請假） 吳俊傑（請假）  
劉振榮    林能暉   黃清勇 
楊明仁    簡芳菁   葉天降 
鄭明典    丘台光   滕春慈 
盧孟明    周思運   曾建翰（請假） 
商俊盛（鄭琇孺代） 馮欽賜   洪景山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一、首先請王作台老師說明上次會議紀錄，再由各分組召集人就目前的一些工作

進度及未來規劃做說明。 
一、 王作台老師說明： 

1. 此次會議只邀集各分組的召集人，首先說明 5 月 5 日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

的內容，並與大家溝通工作內容，瞭解進度及各分組在推動上有無困難。 
2. 上次會議進行僅是反應與會國內外學者專家的意見，並接受大家所提建

議，如在人力上增加 now casting分組及模式上增加參考 ESMF架構。 
3. 本計畫未來在蔡老師主持的工作會議如各位的會議資料，預計召開 6 次工

作會議，其中第 5 及 6 次會議為擴大會議，將邀集所有人員與會，未來會

議時間為暫定；而各分組在召開小組會議時，可以將召開日期告知，若時

間允許也會參與該分組會議。 
三、目前工作說明及討論（各分組） 

1. 模式（全球）：楊明仁/馮欽賜 
藉由 6 月 3 日中大 90週年校慶，經與 NCEP莊漢明博士、NASA 陶為國

博士及氣象局馮欽賜科長討論，初步結果如下： 
� NCEP的全球模式在莊博士的努力下，已經改成 EMSF軟體共同架構，

好處是模式建立參考 EMSF架構，以後模式間的交換訊息及組裝都很

方便。 
� NASA 的 finite volume GCM算是蠻先進的模式，其動力 code參考林

先建博士的 semi-Lagrangian動力架構，物理上則是根據 NCAR 的

CCM，好處就是採用 semi-Lagrangian它的△t 可以取的很大，而模式

解析度也可以到 0.25度。此模式在去年的颱風季節模擬颱風移動的速

度及路徑都預報的不錯，並獲得 NASA 的頒獎。  
� 初步規劃方向，建議氣象局的全球模式未來是否可以參考 EMSF的軟

體架構，動力上則參考林先建博士所發展的動力架構。 
� 鑒於氣象局本身人力問題，可考慮先由學術機關來擔任此模式建立的

工作，並由氣象局提供經費；未來一年陳正達教授將赴美國 GFD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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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請陳教授先行評估及瞭解。 
2. 模式（區域）：簡芳菁/洪景山 

目前尚未有全數成員到齊開會，但是最近在氣象局台大及師大的會議中，

大概得到以下幾個未來方向： 
� 作業單位氣象局及民航局在與 NCAR 的合作下，未來區域模式將會以

執行 WRF為主。 
� 學界師大、台大及中大在氣象局的委託下，都有在執行 WRF模式，

目前都是以 real time為主，但是各自執行不同的初始場及物理參數

化，這些經驗可以作為未來氣象局或民航局的參考。 
� 氣象局執行 WRF已經快一年經驗，目前工作在如何將 WRF與作業系

統融合一起，而 WRF要預報的好則必須與資料同化系統結合，這方

面最為花費人力，所幸這在過去已經不錯的經驗；而在模式的經驗上

必須有科學基礎，所以在過去與學界合作就是在累積這些模式經驗。 
� 目前氣象局問題在於人力上的不足，目前僅 1 個人力在 WRF上，保

守估計須有 4 個人力。日後民航局 Run的 WRF，與氣象局的 NFS及

WRF之關係，仍待進一步釐清。 
� 氣象局在 NWP模式方面應保有修改模式之能力，才能維持相當之技

術水準。 
3. 颱風：葉天降 

分成三個部分來探討： 
� 投落送：優先探討投落送對颱風路徑影響敏感性地區的研究，作為後

續實際作業應用。此部分吳老師與研究群已著手研究，相信已有初步

成果可以作為作業上的參考。 
� 模式：目前颱風預報已經與區域模式及全球模式結合在一起，因此不

需要再有另一個的模式，但是在初始資料的處理上，可能需要在加強。 
� 作業上：上次會議希望氣象局能有一個單獨的 team來做颱風的分析與

研究。預報中心目前有成立一個颱風預報小組，但是建議未來也能結

合到衛星中心的人力，成立一個專責團隊來從事颱風路徑預報等工作。 
4. 資料同化：黃清勇/滕春慈 
� 未來規劃資料同化應用在氣象局全球模式及區域模式上，最重要是如

何將衛星與雷達資料結合，使得資料同化做的更好。 
� WRF模式正在發展 4DVAR，大陸方面的人才參與相當積極，國內面

臨此趨勢，應儘早有所因應。 
� 3DVAR 目前氣象局與 NCAR 郭英華博士有所合作，將 WRF 3DVAR

同化技術放在區域模式（NFS），目前區域模式維持 NFS系統，未來

將視氣象局如何規劃，提出學界的看法及國外發展趨勢，氣象局視其

人力及資源等作最佳的分配。 
� WRF目前已有衛星及雷達的資料同化，目前應去了解有多少東西在其

中，此部分應該儘快來做；COSMIC現在已經有固定的資料放入資料

同化，將來福衛三號衛星的資料如何加入資料同化，將初始場做的更

好，此在區域預報上極為重要。 
� 颱風模式的初始觀測資料也需要與資料同化搭配，此部分已與吳俊傑

教授交換過意見；而將來 WRF持續發展下去，假如 Hurricane WRF
的結果不錯的話，是否可以取代目前的 NFS，這有待進一步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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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衛星：劉振榮/丘台光 
� 在 2008-2012年之間，國際上有三個主要的衛星計畫，分別是 GPM、

Hydros及 N-POESS，其中又以 N-POESS最為重要，它集合了所有繞

極軌道衛星的資料（NOAA、DMSP、TRMM 等），未來資料量相當

大，氣象局應儘早做準備；而 Hydros衛星可以監測到土壤含水、水汽

等資料，並有雷達在其中；而 GPM針對降水的觀測，也含有雷達，

目前周明達教授在國內規劃我國參與 GPM的部份。 
� 未來此三個衛星在後續整體應用上相當重要，因此未來有必要加以深

入了解及規劃，以後這些資料對於資料同化或即時天氣監測提供不錯

的資訊，尤其是降水的觀測及估算會有很大的幫助。 
� 目前氣象局已經規劃接收 N-POESS的資料，未來衛星接收及資料將有

可能遷移到新竹。 
6. 氣候：陳正達 
� 氣象局在氣候方面已有不錯的規劃，未來方向是在於如何去落實，最

主要仍是在於人力需求問題，在目前氣象局沒有多於人力的情況下，

這有賴於透過未來的協力中心來解決。 
� 氣候變遷的議題也很重要，政府組織在造後，在環境資源部內應有此

項工作，而在大氣海洋署內也可以有一些規劃。 
7. 大氣化學及物理：林能暉 
� 就現況，目前美國在 NOAA 下有二個單位 CMDL 及 ARL，其中 CMDL

作長期性的氣候監測工作，而 ARL 主要是大氣環境應用，因此其成果

會支援美國環保署。美國環保署在資源分配上，僅作管理的工作，而

研發部分則與 NOAA 合作。國內在此部分因氣象局人力關係，長久以

來並未有太大的涉入，都是由環保署編列預算，委託學界來幫助他們

建置模式。 
� 未來規劃方向：背景站監測網的設立，目前環保署已經與中大合作在

鹿林山設立一個站，氣象局本身在蘭嶼也有一個背景站，未來可以開

發的在彭佳嶼及南海設立背景站，背景站的大氣物理部分又可以作為

福衛二號及三號的地面校驗，這目前也與 NASA 在談。 
� 在廣義的大氣物理化學遙測技術結合衛星及垂直剖面的的觀測上，目

前氣象局少有涉入，僅應用在氣象衛星上，未來仍有與民間或學界共

同合作空間。 
� 在國際合作上，向來大氣物理化學是很容易切入，應積極加入全球或

區域的監測網，在聯合國下的 WMO 及 UNEP有相關的大氣物理及化

學聯網，台灣可以加入此監測網；另近期亞洲大氣污染問題引起相當

大重視，日本及韓國積極想取代美國在東亞的角色，而台灣在此方面

的能量並不比日韓差，台灣應積極扮演在東亞地區大氣污染的角色。 
8. 組織/人力/國際參與：蔡清彥 
� 在人力上，陳正達老師加入全球模式，黃清勇老師加在颱風組，在區

域模式的國外學者新增劉其聖博士。 
� 國際組織及人力部份，加入王作台老師。 

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來參與此會議。下次會議在七月份，詳細時間再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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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分組（2005年 6月） 

內容 國內學者 國外學者 氣象局 

模式(全球) 
楊明仁、柯文雄、 

陳正達陳正達陳正達陳正達 

林先建、莊漢明 

、李瑞麟 
馮欽賜 

模式(區域) 
簡芳菁、周仲島、 

林沛練、蒲金標 
郭英華、劉其聖劉其聖劉其聖劉其聖 洪景山 

颱風（模式、 

觀測等） 

吳俊傑、李清勝、 

郭鴻基、林博雄、 

林沛練、黃清勇黃清勇黃清勇黃清勇 

井建國、張偉正 葉天降 

雷達 + 

Wind Profiler 

周仲島、廖宇慶、 

陳台琦 
李文兆 周思運 

資料同化(cosmic 

、衛星、雷達等) 

黃清勇、張忍成、 

廖宇慶 
郭英華、張偉正 滕春慈、曾建翰 

衛星 
周明達、劉振榮、 

林依依 
張偉正 丘台光 

氣候 
許晃雄、隋中興、 

陳正達 
張智北、張偉正 盧孟明 

大氣化學及 

物理 

林能暉、陳正平、 

王國英 
王寶貫、廖國男 商俊盛 

即時預報系統 周仲島、陳台琦 崔立 
丘台光、周思運、

林秀雯 

組織/人力/ 

國際參與 
蔡清彥、王作台王作台王作台王作台  

紀水上、葉天降、

丘台光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三三三三    

 
第三次工作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7 月 14日 

地點：中央氣象局 319會議室 

主席：蔡清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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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 

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九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三時 
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中央氣象局 319會議室 
會議主席會議主席會議主席會議主席：蔡清彥教授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紀水上    王作台    周明達  

許晃雄（陳正達代） 周仲島    吳俊傑 
劉振榮    林能暉（請假）  黃清勇 
楊明仁    簡芳菁    葉天降（請假） 
鄭明典（程家平代） 丘台光    滕春慈（請假） 
林秀雯    盧孟明（蕭志惠代） 周思運（請假） 
曾建翰（請假）  商俊盛    馮欽賜 
洪景山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一、 本人代表氣象局感謝大家出席會議，來幫氣象局探討各領域的未來發展。首先請王作台

老師說明工作進度。 
二、 王作台老師說明： 

1. 首先感謝大家在暑假期間能撥空來參與會議，此次會議為第三次工作會議，會議主要是

各分組的工作報告，包括議題現況說明、面臨的問題及可改進的方向。 
2. 鄭主任今天有事不能出席，他寫了個意見，指出 WRF模式的應用是一個潮流，氣象局

因應此潮流也必須來了解 WRF的發展，氣象局如何維持原有技術能力及結合國際上的

新發展，是未來區域模式在規劃上最大的困難及挑戰。 
3. 劉其聖博士最近傳來一篇 Clifford Mass將要發表在 Bulletin of AMS的文章，主要是探

討在資訊時代下，不只有官方可以做數值預報，任何大學都可以來進行 NWP實時預報，

對於官方及大學所做的 NWP有何差別，二者之間的定位為何，對美國是一個挑戰，對

我們也是同樣的問題，會後在 e-mail給大家作參考。 
三、目前工作說明及討論（各分組） 

1. 模式（全球）：楊明仁/馮欽賜 
� 經與 GFDL林先建博士聯繫後，林博士很樂意參與此工作。另外 finite volume GCM

仍持續發展當中，且 NASA 的版本在去年颱風季節，對颱風的路徑及強度都表現的

很好。目前並與海洋模式結合在一起正在測試中。  
� 林先建表達樂意協助氣象局來建立此全球模式，為利溝通方便，擬邀請他回國作面

對面的討論，經費希望由國內如氣象局或國科會來支應。 
2. 模式（區域）：簡芳菁/洪景山 
� 本小組討論結果，氣象局使用 WRF作為 operation模式有以下好處：1. 氣象局可以

從世界上許多單位許多研究者得到一些發展的經驗；2.在台灣的大學，教授可以跟

學生共同使用 WRF來從事研究工作，幫助氣象局來訓練未來的工作者；3. 當氣象

局在預報或發展上遇到困難時，可以將這些問題交給大學來處理，如此有更多的人

力來協助氣象局發展 WRF模式。 
� 氣象局各中心有各自的不同模式在進行，以 WRF而言，氣象局可以考慮把 WRF作

為共通的模式，可進行中尺度預報、區域預報、即時預報、颱風預報、航空氣象、

區域氣候模擬等等工作，這樣可以減少氣象局在資源上的投注及節省人力。但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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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操作，及與 NFS如何進行平行測試及比較，仍待更一步評估。 
� 日後區域模式的發展(給 WRF)，我們應將重點在如何 localize，怎樣的物理機制適用

在台灣，這是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並且在資料同化上也可以結合本地的雷達、衛

星及 COSMIC等資料。 
� 中國為發展自己的模式曾投入 GRAPES曾投入 30位人力專門來發展，但是後來發

展不下去，最後只能擷取其他模式發展的物理過程及數值方法等來結合，其中 90％
來自 WRF，國內是否有那個能力來投住如此的人力資源發展模式是值得探討。 

3. 颱風：吳俊傑 
� 在小組成員上除原有規劃名單外，希望加入與颱風業務息息相關的預報中心吳德榮

主任及林秀雯副主任。 
� 颱風小組在上個月與資料同化小組共同召開聯席會，得到一些未來的策略，主要有

三個議題，分別是颱風天氣象資料的來源及可改進的空間、颱風模式可能有那些策

略及颱風預報策略等，作為未來規劃的參考。 
� 在觀測上，除周老師提到未來氣象局剖風儀的設置外，在颱風過後的一些豪雨問題，

與南海天氣的移入有關，因此加強對東沙島觀測設備，對於天氣的掌握很有幫助；

另外雷達網的建置，目前廖宇慶老師已經在著手規劃，目前雷達除作估計外，如何

將雷達資料進入資料同化，這是未來一個方向，另外衛星也是。 
� 颱風預報模式，氣象局在去年 NFS 預報的不錯，所以並不需要有額外資料的加入，

主要是模式本身就有放 40 個假的 sounding 在裡面，未來如何將真的資料放入也需

要有人去做，氣象局並無人力在做此工作，目前由研究生與氣象局在探討此問題，

所以有好的資料如投落送等資料，並不見得能為模式所用，未來可以跟學界合作來

解決此問題。 

� 颱風預報上在 1~3 天主要是路徑的預報，更近一點則是降雨、風力的問題，而季節

上的預測目前仍很困難。而預報有其不確定性，所以在做颱風預報時，如何讓民眾

媒體了解此不確定性，即使氣象局已經預報的很好，但是仍受到外界的誤解，此應

為策略的問題，氣象局應思考颱風預報發布的相關策略。 

� 目前在規劃上，人力是一個大問題，未來也將規劃出人力配置供參考，否則規劃策

略做的在好人力跟不上，在執行上也是有困難。 

4.雷達：周仲島 

� 都普勒雷達雙偏級化功能提升計畫內容與時程 

氣象局功能提升計畫時程將與美國氣象局相關計畫時程緊密配合，美國氣象局正在各

雷達站加裝 OPEN RDA（RVP8，可以直接或取 Level 1 訊號資料，可以發展更新的演

算法），氣象局已經編列預算預定於明年加裝完畢。美國氣象局原預定在 2008 年將所

有都普勒雷達加裝雙偏極化功能，現階段計畫有些延遲，主要原因是 ZDR 校驗問題尚

未解決，預定在 2009~2010 年完成。 

我國現階段對雙偏極化雷達資料的特性與應用尚未成熟，定量降雨估計和預報的需求

又甚為殷切，建議氣象局全面換裝雙偏極化功能之前，應積極引進相關科學基礎研

究，始可充分發揮換裝後雷達功能。 

� 測風雷達（剖風儀）建置計畫內容與時程 

氣象局積極建置我國測風（剖風儀）雷達網，預定建置固定式五架移動式一架，五架

固定式中，三架屬於對流層測風雷達高度達 16 公里（預定北中南各一），兩架屬於邊

界層測風雷達高度達 5公里（預定建置在離島馬祖及東沙）。計畫完成後將與國內其

他的剖風儀建構成全國聯網系統，資料並將即時上傳 GTS，供各單位使用，全部計畫

預計 2008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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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同化：黃清勇 
� NRL 表達很強意願來協助氣象局從事資料同化部分的更新工作。 
� 就資料同化未來發展面向，區域模式較有發展空間及多元性，而全球模式部分則調

整性較小。未來區域模式的資料同化將走向 WRF的 3DVAR，提供資料給 NFS，因

此 NFS的資料同化發展應該已經凍結，至於 NFS的預報結果氣象局也應該進行探

討；全球模式未來是否走向 NCEP的 GSI，氣象局目前也有在評估，但是目前尚未

打算將原有的 SSI換掉。 
� 許多同仁反應到資料同化對於短期預報的重要性，尤其是台灣災難預報在 0~12小

時上的預報資料同化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何改善如此短時間的預報能力，則需要資

料同化技術的建立。 
� 關於雷達的資料同化部分，目前台灣全島的雷達資料尚未放入資料同化，如何將此

雷達資料放入資料同化，是未來迫切必須投入的方向。 
6.衛星：劉振榮/周明達 
� 在衛星資料接收部分，目前氣象局已經在規劃相關新衛星資料的接收工作，但是未

來規劃，不希望只有資料接收，而是能將此資料應用到模式裡面，能有多方面的應

用。 
� 應用衛星資料在颱風降水的估算，目前用外推方式作 6 小時的估算，國際上是用平

移方式來估算，而本人發展了用旋轉方式來估算，未來仍會加入其他方式來改進，

這些基礎都是建立在 SSMI上，目前資料上都是用網路來取得，未來則可由 N-POESS
接收得到，這些方法會再評估，以供實際作業參考。 

7. 即時預報系統：周仲島 
� 對流分析與即時預報系統建置計畫內容與時程 

氣象局現有 QPESUMS系統僅有雨量預估與分類功能，缺乏整合預報能力，僅用外

延法（TREC計算風暴移動速度）成效有限，相關研發工作缺乏，氣象局發展

LAPS-WRF系統直接預報雨量，但缺乏雲動力參數作為模式參數設定，成效有限。

對流分析與即時預報系統內有三個系統，劇烈天氣警報系統（WDSS）暴雨監測系

統（FFMP）及自動即時預報系統（ANC），氣象局現在已經引進 WDSS，FFMP和

ANC 則預定在 2008引進。自動即時預報系統，是利用模糊邏輯整合概念模式與數

值預報產品，建立即時預報指引，系統架構引進並不代表就可以有效使用，區域性

風暴雲動力特徵，中尺度環境不穩度特徵等參數，應該要有充分了解才能建立有效

的預報系統。 
� 剖風儀資料應用計畫 

剖風儀測風雷達可以提供 10~15分鐘一組台灣地區垂直剖面水平風資料，可以協助

預報人員，即時掌握中尺度環境氣流的變化，對於極短期預報（3~12小時）工作將

有突破性的幫助，同時發展 RAPID UPDATE CYCLE系統，同化剖風儀資料於模式

內，進行極短期中尺度天氣預報。 

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下次會議預計在九月一日召開各分組召集人會議，希望能有具體的建議，來進一步討論。

同時在 10月份氣象預報與分析研討會上可以有一個場次，由參與本計畫的同仁，就其所提之

初步策略建議，做正式說明，以集思廣益作為修正之參考。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四四四四    
 

第四次工作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9 月 2 日 

地點：中央氣象局 2 樓會議室 

主席：蔡清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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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 

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九十四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中央氣象局 205會議室 

會議主席會議主席會議主席會議主席：蔡清彥教授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紀水上    王作台    周明達（請假）  

周仲島（陳台琦代） 吳俊傑              林依依               

劉振榮    林能暉（陳正平代） 黃清勇               

楊明仁    簡芳菁    葉天降               

鄭明典             丘台光    王光華               

滕春慈（請假）        林秀雯（請假）      盧孟明（請假）       

周思運                曾建翰（請假）  商俊盛     

馮欽賜                洪景山              陳建河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一、原本會議應於昨日(9/1)召開，因泰利颱風關係，臨時通知大家改在今天，很感謝大家能撥

空參與。首先請王作台老師說明工作進度。 

二、王作台老師說明： 

1. 由於颱風影響使會議匆促延期，造成大家不便感到非常地抱歉。 

2. 此次會議為第四次工作會議，會議規劃的主題是提出各領域的初步建議方案，而下一次

工作會議，將針對初步建議方案做進一步討論。 

3. 氣象局將於在十月十八至二十日召開氣象與預報分析研討會，而在第三次工作會議中有

一個重要的結論，就是將我們提出的初步建議，於十月二十日下午的議程中提出報告，

希望各分組召集人，可以針對各議題的初步建議，提出 10至 15分鐘的報告。 

三、目前工作說明及討論（各分組） 

1. 模式（全球）：楊明仁 

� 林先建博士將回國參與 10 月份在氣象局的研討會，屆時對於如何協助氣象局建立

finite volume GCM的事宜，將可以仔細討論。 

� finite volume GCM對於颶風及熱帶地區的天氣系統模擬，顯示有較佳的預報能力。

當前主要的目標在於使用更好的初始資料，目前初始場是使用 NCEP的資料，未來

希望應用資料同化系統，將 NASA 的高解析度衛星資料提供給模式使用。 

� 針對目前 NASA 所使用的 finite volume GCM簡介，如簡報資料(略)。 

2. 模式（區域）：簡芳菁/洪景山 

� 本小組討論結果，就學界觀點提供給中央氣象局建構 WRF模式之參考： 

� 可提升國內各大學在 WRF模式經驗和研究成果來與中央氣象局密切交流。包括委

託研究計畫及各大學即時 WRF模擬結果之交換與經驗交流，另可請大學教授開設

WRF專題講座或專題演講等。 

� 增加與國際 WRF模式專家交流機會。包含邀請國外 WRF專家進行短期技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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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訪問、派員參與國際 WRF研討會以及定期辦理台灣地區 WRF研討會（兩年一

次）。 

� 氣象局建構 WRF模式的時間表，分為四個階段： 

� 第一階段（現在～2006年 10月）：由個案研究與敏感度測試，得知 WRF模式的 

表現，並獲得物理過程的最佳組合；整合 WRF模式至中央氣象局的作業環境中；

讓 WRF模式在氣象局的新電腦上測試執行。 

� 第二階段（2006年 10月～2007年 6 月）：使用包含三層 domain，分別為 45、15 

與 5 公里網格解析度的 WRF模式，並與氣象局作業模式平行執行。此階段可以 

進行以下工作：測試 WRF模式整合到氣象局作業環境的效能與穩定性，與資料 

同化系統結合，並與 NFS或其他模式比較結果。 

� 第三階段（2007年 7 月～2008年 12月）：如 WRF模式之測試表現優於 NFS模  

式，則使 WRF模式成為氣象局的作業模式。 

� 第四階段（2007年 8 月以後）：將模式網格解析度提高為 27、9 與 3 公里。 

� 目前需要有更多的人力來全力投入氣象局 WRF 模式的發展。另外也需要學術界的

協助，例如透過國科會或氣象局委託的計畫，提供議題的合作與諮詢的角色。而國

際的協助，例如 NCAR，可以提供相當有利的幫助。 

3. 颱風：吳俊傑 

� 觀測、模擬同化及預報三者必須整合配套。 

� 針對觀測部分，不論是衛星、雷達、投落送及剖風儀等資料，皆應做適當的整合，

必須與模式同化，以達到改進颱風分析、模擬及預報之最大成效。 

� 颱風是台灣地區最嚴重之災害天氣系統，氣象局務必有完整專門之颱風預測、模擬

同化及預報人力。 

� 台灣的地形對於颱風之路徑及中尺度特徵扮演重要角色，此為相當特殊及重要的科

學及預報問題，值得特別注重。 

4.雷達：陳台琦 

� 雷達資料必須進行資料同化，與模式結合後才能對預報有較直接的貢獻。 

� 偏極化雷達採用 KDP、ZDR 反演雨滴粒徑，對降水估計有較佳的成效。 

�建議氣象局，首先將五分山雷達在美國進行偏極化升級，接著可考慮七股雷達站也進

行偏極化升級並著手水汽偵測的信號處理改善。 

�剖風儀建置完成需要到 2012 年左右，土地及頻率的取得是較困難的部分，但此部分

對颱風的觀測十分重要，如建置在東沙島則對西南氣流將有很好的掌握。  

5. 資料同化：黃清勇 

� 氣象局建構資料同化系統的規劃時間表： 

� 2006/7： WRF VAR上線作業。  

� 2007/6： 讓包括三層 domain，分別為 45、15與 5 公里網格解析度的 WRF模 

式上線作業。  

� 2008/1： 將網格解析度提高為 27、9 與 3 公里，並整合應用氣象局現有的資料。 

� 資料同化的使用資料方面，衛星資料可以優先使用，雷達資料目前有一些初步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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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是系統性的應用尚未確定，是一個需要努力的方向。另外 FORSAT-3資料，

氣象局仍在建置中，未來可以提供進一步應用。 

� 人才訓練是非常重要的，不論學術界或氣象局可以透過計畫或國際合作，派遣人員

到國外進修，如 NCAR，接受研發的訓練與學習，不只是當使用者，更要能夠視需

要針對模式加以改進。 

6. 衛星：劉振榮/王光華 

� 多年以來，氣象局衛星中心並沒有完全發揮功能，未來希望跟學界以溝通協調方式，

使衛星資料能更廣泛的應用，進一步將衛星功能發揮的淋漓盡致。首先由氣象局評

估並提出需求，由相關學者思索哪些新科技可以應用在災害分析上。未來希望安排

研討會，邀請國外學者專家，針對氣象局所提出的需求提供意見與建言。 

� 衛星資料實際應用未受到重視，特別是繞極軌道衛星的應用非常缺乏，在實際作業

運用上，繞極軌道衛星會比同步衛星只是提供衛星雲圖更具有效果，未來可考慮加

強在繞極軌道衛星上的應用。 

� 將 AMSU 微波反演探空資料進行衛星資料同化，應用在颱風預報上，顯示有可期待

的進步空間。 

7. 氣候：鄭明典 

� 氣象局規劃中的氣候計畫，包含預報、監測與分析三個重點，但是必須具備有氣候

中心的規模才能推動，所以主要的問題不是在規劃上，而是在執行面。 

� 氣象科技在國際合作是必要的，在氣候應用上，系集與超系集預報是主流，只依靠

單一機構完成是很困難的，所以跨國機構合作是一個趨勢。APEC Climate Center

即將在 11月份正式運作，將統合亞洲地區的氣候資訊，提供我們氣候發展的標準。

目前與學界單位的研究群合作，以符合國際水準為目標，同時提升國內氣候科技的

水準。 

� 氣象局內部協調、聯繫與合作缺乏制度化，如有制度化的合作機制將可以統籌各部

門的資源，這是需要思考的方向。 

8. 大氣化學與物理：陳正平 

� 隨著氣象科技演進，大氣物理化學的資訊顯得重要，目前一些模式，如全球模式及

WRF 模式都需要物理化學的資訊，例如氣膠與雲物理的資訊。未來可以增加重點

測站對大氣物理化學與輻射的觀測，包括局本部測站與背景測站，其中背景測站如

蘭嶼、彭佳嶼與南海。 

� 氣膠的觀測很缺乏，目前只有板橋測站有，但是運作似乎有問題，而只有單一測站

並無背景資料，目前無法提供 WRF 模式加入氣膠物理機制所需的資料。 

� 本小組討論結果，提出初步的規劃： 

� 在設備方面的需求包含輻射、大氣化學之 WMO 標準測站、背景大氣測站以及增加 

氣候變遷長期觀測項目，例如臭氧、二氧化碳、氣膠與雲物理的觀測。 

� 採取策略合作是未來發展的方向，除了與國內學校及研究機構合作外，與國際 

合作交流也是重要的課題，在亞洲地區已經有監測聯網規劃，希望可以增加這部

分的人力，促進資料的交換。另外蘭嶼的觀測資料與板橋臭氧 sonde資料，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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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愈來愈受到重視，未來可以提供作為國際合作的橋樑。 

� 在人力方面的需求，希望可以規劃大氣化學物理應用組，除正規編制人力外，其    

餘以委外方式運用。另外在儀器的維護校驗方面也需要配置人力。 

9. 組織/人力/國際參與：蔡清彥 

� 希望在 11月底或 12月初時，各位可以針對實際所需要的人力、經費與設備提出建

議，經過彙整後將會提出報告，報告的內容，見附註一。 

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同仁撥空參加這次的會議，下次會議預計在氣象局的氣象與預報分析研討會

中舉行，時間預定於十月二十日下午三點，希望參與本計畫的同仁，可以針對初步建議做

持續的討論，就所提出之初步策略建議做正式說明，群體討論集思廣益作為修正之參考。 

 

 

 

 
   附註一附註一附註一附註一：：：： 
       各小組對所提出的建議議題各小組對所提出的建議議題各小組對所提出的建議議題各小組對所提出的建議議題（（（（或項目或項目或項目或項目）））），，，，請依議題請依議題請依議題請依議題（（（（或項目或項目或項目或項目））））分別說明分別說明分別說明分別說明，，，，說明的內容說明的內容說明的內容說明的內容，，，，

請儘可能包含有請儘可能包含有請儘可能包含有請儘可能包含有（（（（i））））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建議此項目之理由建議此項目之理由建議此項目之理由建議此項目之理由）；（）；（）；（）；（ii））））完成此項目之時程與進度完成此項目之時程與進度完成此項目之時程與進度完成此項目之時程與進度；（；（；（；（iii））））

完成此項目所須之資源完成此項目所須之資源完成此項目所須之資源完成此項目所須之資源；（；（；（；（iv））））預期成效預期成效預期成效預期成效。。。。報告以五頁左右為原則報告以五頁左右為原則報告以五頁左右為原則報告以五頁左右為原則。。。。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五五五五    
 

第五次工作會議簡報資料 
 

時間：94年 10月 20日 

地點：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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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ssimilation Strategy at CWB              
 

I. Data Assimilation at CWB (2005/07/12) 

Issues:   

� Current Status of DA at CWB? 

� DA development and models (localized vs. nonlocal)? 

� Priority of data ingestion for regional model? 

� Priority of data ingestion for global model? 

� DA system for regional model (WRF vs. NFS)? 

� DA system for global model (NCEP GSI vs. SSI) or others 

� FORMOSAT-3 RO data assimilation of CWB global/regional model? 

Discussions: 
鄭明典鄭明典鄭明典鄭明典:  DA knowledge and control of data resource, new DA skills, NRL connection for improving DA at 

CWB and keeping DA updated (S. Chang).  CWB will rely on CWB’s staffs in developing DA and 

enhancing capacity.  More flexibility of DA for regional models but less for global models. 

業天業天業天業天降降降降：：：： Tests on global model with typhoon bogussing.  Track prediction is not superior to international 

level.  Currently, OI is used in the regional model initialization.  Dropsonde data impacts on typhoon 

track predictions at CWB are not obvious.  Tests on WRF 3DVAR will be a focus.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s will be investigated.  FORMOSAT-3 data impact will be studied through WRF 3DVAR to 

NFS.  Radar-retrieved wind will be ingested into NFS.  Improvement on regular ensemble methods is 

expected.   

曾建翰曾建翰曾建翰曾建翰：：：：  Regional DA will move to WRF 3DVAR for NFS.  Consider new observations, especially for 

satellite data resource.  DA for various data in WRF 3DVAR needs to be developed.   

李清勝李清勝李清勝李清勝：：：：  Need more focuses.  Disaster mitigation in Taiwan emphasizes 0-12 h forecast on small-scale 

phenomena.  Radar data usage is at top priority.  Model ensemble forecast has resulted in 

improvement.  DA is a key issue to typhoon prediction.   

郭鴻基郭鴻基郭鴻基郭鴻基：：：：Echo the importance of 0-12 h forecast. Supporting observations, DA, models and resolution for 

small-scale local prediction all are important.  Predication of mesoscale structures in large-scale 

environment is essentially important.   

吳俊傑吳俊傑吳俊傑吳俊傑：：：： Dropsonde data do have some impact in international hurricane models.  Need to investigate why 

CWB models have no impact. 

周明達周明達周明達周明達：：：： Both 0-12 h and 24-72 h predictions are important and need to be improved.   

業天業天業天業天降降降降：：：： Need more fare evaluation for CWB intense rainfall forecast. 

廖宇慶廖宇慶廖宇慶廖宇慶：：：： QPE before QPF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Dual polarization radar at Chi-Ku may be desirable 

for improving QPE and QPF.     

曾建翰曾建翰曾建翰曾建翰：：：： Need powerful computers for small-scale prediction. 

張忍成張忍成張忍成張忍成：：：： NCEP GSI is still under evaluation, but CWB has interest.  

王作王作王作王作台台台台：：：： Radar data exchange with China will be helpful for CWB weather prediction.            

 

II. Data Assimilation at CWB (2005/09/02) 

(Some idea based on a meeting with Bill and Terng on 08/27/2005 at Bou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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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s scheduled to be committed  

� 2006/7:  WRF VAR on line 

� 2007/6:  WRF 45/15/5 on line 

� 2008/1:  WRF 27/9/3 on line with all current CWB data. 

� Items suggested for DA 

� 4DVAR/EnKF implementation for regional prediction.  

� EnKF for global prediction 

�  GSI vs. SSI for global model.  GSI should be evaluated. 

� Priority of Data for DA 

� Satellite radiance currently available  

� Radar radial wind and reflectivity echo 

� GPS RO (for FORSAT-3/COSMIC) and GPS PW (network)  

� Automated soundings  

� Training and collaborating related to DA   

� Two key workers to collaborating units (6 months to one year) per year 

�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 Bi-lateral or own projects (Hurricane-WRF, DA with GPS PW and RO, etc.)  

� Issues to be concerned about for CWB 

� Are CWB own global models necessary? (from web site supports)  

� Are 4DVAR and EnKF to be implemented? (WRF 4DVAR 2007-fall) 

� Island-wide GPS PW sites (with surface measurements) on line? 

� New island-wide automated soundings (wind profiles as meso net)?   

� Dropsonde data for operational mode?  

Summary: 

 CWB is facing a much greater challenge on DA, mainly due to new data sources to be assimilated for 

improvement on both global and regional predictions.  CWB must consider its own man power and future 

capacity to adjust itself ready for such improvement.  The issues listed remain to be pondered over.  In 

short, CWB has its own missions with expected performances that are subject to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The community just wants to see its success under smooth transition, and more important, with feedbacks to 

and from the community.   

 

III. Data Assimilation at CWB (2005/10/20) 

� WRF VAR  

WRF VAR is the preprocessor of WRF that can assimilate a variety of types of data for providing better 

initial conditions in a regular run or a cycling run.  The WRF VAR should be maintained as a standard 

operation level as possible with improving model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statistics and various 

observation error covariance statistics.  The time table for operational WRF VAR (by next July) is 

sound, in terms of the transition of both computer and model assimilation system.  However, the 

current CWB lacks of manpowers in optimizing a localized WRF VAR and thus should re-group related 

staffs and full-time research assistants.  Although questions on WRF VAR have been raised by panel 

members,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from any global model assimilation with a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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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ypes of satellite data.  WRF VAR, still under development, will be very potential and promising to 

meet our expectation for providing powerful initialization. In particular, WRF 4DVAR has been nearly 

completed and can be used in nearing future.  WRF 4DVAR is believed to serve a prototype of tool for 

short-term small-scale prediction, despite some arguments on current WRF VAR by a panel member.  

According to the NCAR WRF VAR team, WRF-Var has many other capabilities that many other 

operational systems do not have: 

 

- Ground-based and space-based GPS data assimilation 

- Radar data assimilation (assimilating both radial velocity and reflectivity) 

- a general framework that support 3D-Var and 4D-Var assimilation 

- WRF 4D-Var will be available in about one year. 

- NCAR is also actively developing an ensemble Kalman Filter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 based on 

WRF 

- Capability to perform data assimilation from cloud-scale to mesoscale 

and global scale (this requires the use of a non-hydrostatic model, such 

as the NCAR WRF). 

Thus, the completed WRF VAR would allow a user to compare 3D-Var, 4D-Var, and EnKF systems to 

assimilate the same data, using the same forecast model. This would open the door for many exciting 

research,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 of mesoscale and cloud-resolving scale data assimilation. It would 

also have important applications to nowcasting and very short range forecasting. 

 

 

� FORMOSAT-3 IOP Campaign & FORMOSAT-3/COSMIC Missions 

CWB should take an active role in FORMOSAT-3 IOP Campaign to show the impact of FORMOSAT-3 

IOP data on regional as well as global prediction.  It should also be kept in the way of better usage of 

all FORMOSAT-3 data during the satellite mission. CWB may help provide a complete evaluation of 

the satellite observations from a constellation of six LEOs, to fulfill the motivation of the initiated 

national program by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in real-time application.    

� GFS SSI vs. GSI 

The SSI is an out-of-date product and NCEP is no longer supportive of its maintenance.  Therefore,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hat SSI be replaced in nearing future by GSI with more recent assimilation 

operators.  Comparisons between SSI and GSI performances should be extensively made with a 

careful check-out for useful prediction indices. 

� Radar data assimilation 

All the panel members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radar data assimilation for short-term rainfall forecast.  

To raise QPF capability, CWB is working hard to blend radar data into model information, but not in a 

3DVAR fash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CWB should form a permanent radar assimilation team to fully 

exploit the DA skill and build its own error statistics.  This task is believed to play the critical role in 

QPF associated with typhoons impinging Taiwan area.  

� Ground-based GPS PW assimilation 

With the island-wide ground-based GPS PW observations, useful moistur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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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F over Taiwan.  Japan also has an island-wide and denser GPS PW stations, but not in a real-time 

mode. CWB must take this advantage and begin to set up the automated island-wide surface stations, 

which are very helpful for reconstruct initial moisture conditions over Taiwan and should lead to 

improvement of QPF capacity. 

� Satellite radiance assimilation (SRA) 

Most of satellite radiance data in different usage can be assimilated by updated WRF VAR shortly.  

Thus, CWB-related people may need to get involved in the new WRF Var infrastructure for such SRA 

in order to modify the codes for optimal application.  SRA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task in operational 

global models.  The current CWB SSI has some capacity of SRA but faces to an update by a new 

analysis scheme (GSI).  It is suggested that CWB should get involved in GSI and make decisions on 

its update very soon.  Does the CWB people need to maintain an operational global model or even 

keep developing an updated one?  This is a matter of DA since DA is critical to global prediction. 

� WRF 4DVAR  

WRF 4DVAR will become available by 2007.  A beta version of WRF 4DVAR can be tested prior to 

formal release and can be provided by NCAR by the next summer. With much improved computational 

power, WRF 4DVAR should deserve an investment, in particular, for severe weather near Taiwan.  

Cycling 3DVAR is workable for larger-scale initialization and prediction.  The model constrain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when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dense data (e.g., radar observations) are to be 

assimilated for QPF on small scale.  CWB may begin to build up an environment for the advent of 

WRF 4DVAR.  

� Hurricane-WRF with bogus DA 

With vortex bogussing through 4DVAR, the initialized hurricane may be more truly resolved by the 

model, thus producing more consistent prediction. This task may combine dropsonde observations and 

other satellite information for optimizing vortex profiles.  Therefore, a portion of the dropsonde 

information should be very desirable once BDA becomes matured and the seasoned modelers are well 

trained by the predictions sampled from different BDA methods.  Hurricane-WRF with bogus DA will 

act to potentially replace current operational typhoon model.  It tells no season why WRF cannot be 

applied to typhoon predictions with WRF VAR.  The work of ensemble WRF runs at CWB is a step to 

reveal potential shortages of WRF.  However, WRF VAR with BDA is still little experienced and 

CWB may start to investigate a potential operational typhoon model.  This issue is more relevant to 

typhoon mode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in spite of that such initialization is also a matter of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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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六六六六    

 
第六次工作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11月 28日 

地點：中央氣象局 2 樓會議室 

主席：蔡清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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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因應國際氣象新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第六第六第六第六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次工作會議 

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 

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會議地點：中央氣象局 205會議室 

會議主席會議主席會議主席會議主席：蔡清彥教授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紀水上    王作台    周仲島（呂國臣代）  

吳俊傑                劉振榮（林依依代）  黃清勇               

林能暉（請假）        楊明仁    簡芳菁（請假）    

葉天降（請假）        鄭明典             丘台光     

滕春慈（請假）        林秀雯（請假）      盧孟明         

周思運                曾建翰（請假）  商俊盛（請假）   

馮欽賜                洪景山              氣象局人事室王主任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一、本人代表氣象局感謝大家出席會議，首先針對氣象局現有人力配置，請人事室王主 

任提出報告，接續請王作台老師進行策略與資源討論。 

二、人事室王主任： 

1. 目前預算職員為 594人，聘用 28人，約僱 3 人，合計 625人；實際上現有職員為 579

人，聘用 27人，約僱 3 人，合計 609人。 

2. 組織架構，包含局長、副局長與主任秘書各一名，詳細內容，如附件一。 

三、王作台老師說明： 

1. 首先謝謝大家對於本計畫的支持，此次會議主要討論兩個議題，相關技術發展評估及問

題與資源調配策略，其中資源調配策略包含資源爭取人力增加。 

2. 首先針對第一個議題，我把過去大家所提供的建議整理，並提出關鍵問題，看看大家是

否同意或是有其他看法。而在第二個議題，我們將針對爭取資源與人力增加的策略與討

論。 

四、目前工作說明及討論（各分組） 

1. 模式（全球）：楊明仁 

� 林先建博士已經公開 finite volume GCM模式讓大家使用，NASA 正式作業已經使用

NECP的 GSI同化技術，所以我們使用 GSI同化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 需求人力方面，博士需要增加 2 人，碩士增加 1 人；另外需要增加協力中心。 

2. 模式（區域）：簡芳菁/洪景山 

� 人力需求方面，不拘經歷學歷，共計需要增加 3 個人力。另外針對颱風的模擬，需

要人力 1 員。 

� 議題需求方面，WRF模式是 community model，希望透過兩個管道增加氣象局資源，

第一透過氣象局委託計畫，可以任務導向，比較貼近氣象局需求；第二由國科會成

立 WRF研究群，推動整合計畫，主要以研究導向為主。 

� 目前持續針對模式之間的比較，在作業上進行模組化，使校驗工作迅速上線提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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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原因 WRF 未來可能將不斷演進更新，如果執行工作能提供模組化，將可以更

有效率的進行測試，評估新的模式啟用。 

� WRF與 NFS比較 comparable。氣象局未來的超級電腦，足以應付迎面而來的模擬。

Code門檻較高是事實，但因為是 community所以比較不是問題，overhead較高是因

為提供較精確的計算。 

3. 颱風：吳俊傑 

� 在未來，氣象局與國研院颱洪中心勢必需要做區隔，此點的確需要詳加計畫。 

� 關於人力配置上，如成立協力中心，雖然工作性質較具有彈性，但較無工作保障；

而從事公務人員，雖然有工作保障，但不一定能發揮專長。所以協力中心的定位，

未來也必須仔細規劃。 

� 在氣象局內成立專門的颱風預報小組以及整合已有的小組，專職從事研究與預報，

長期耕耘颱風研究與預報的議題。 

� 人力需求方面，在颱風預報領域，雷達資料、衛星資料與投落送資料進行處理，需

要博士級的研究人員 1 人；而在颱風強度與降雨預測上，也需要博士級人力 1 人。 

4.雷達：呂國臣 

� 氣象局已經完成 X-Band 雷達網連部份。 

� 五分山雷達部分，希望可以跟隨美國一起雙偏級化升級；而七股雷達部分，則需要觀 

看德國的動向。 

� 提議加裝水氣觀測信號處理器方面，因為購買不到商業化的設備，所以目前尚不可行 

的。另外建議購買可移動式雷達方面，由於耗費的人力資源更多，目前也不可行。 

� 現有資料應該徹底的充分應用，QPSUM 與資料同化應該加強應用。  

� 建議雷達站氣象人員，平日不需輪班可以調回，只需要由電子人員輪班進行設備維 

修。如遇颱風可以採取配套措施，由氣象人員進行加班輪班。 

5. 資料同化：黃清勇 

� 對於預報中心，區域模式進行 4D VAR 建構是必須的；3D VAR 因缺乏時間方程，

所以功能受限，缺乏預報能力。 

� 除了將 3D VAR 與 NFS結合，重點在 4D VAR 建構，首先進行 WRF模式 4D VAR

的建構，同時考慮 EnKF的建構，因為 EnKF不需要投入大量時間。 

� 人力需求方面，全球模式配合 GSI需要 1 人；而 WRF模式配合 4D VAR 或 EnKF，

共計需要 2 人。 

6. 衛星：林依依 

� 人力需求方面，衛星中心專注於衛星工作的人力缺乏，需要增加 4 個人力，包含兩

位博士級及兩位碩士級人力，其中兩位博士級人力，主要進行新衛星設備系統的開

發以及新技術的學習與應用。 

7. 即時預報： 

� 不定編制，而是以任務編組方式，由衛星中心支援即時預報系統的作業。在未成立 

新中心之前，仍由衛星中心支援。 

8. 氣候：許晃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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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氣象局在氣候問題的議題研究的比重較低，未來希望能夠增加比重，期望能與

國際接軌。 

� 建議可以透過協力中心，讓學術界與氣象局的合作，讓學生更有向心力，有更多的

工作機會與願景。 

� 需求人力方面，博士級人員 7 人，包含作業與研發人員，碩士級人員 14人，專職

模式發展的工作。 

9. 大氣化學與物理：  

� 政府改造後，再討論相關議題，如成立環境資源部。 

10. 組織/人力/國際參與：蔡清彥 

� 氣象站的人力配置必須做調整： 

� 四等站，如：台東、成功、大武與蘭嶼，建議取消人工觀測，改以自動測站取代。 

� 三等站，減少人力觀測，例如：一縣市兩個測站，撤掉一個改為自動測站。可以因

應情況，逐年減少。 

� 針對氣象三等站與四等站，建議爭取測站內具有博士與碩士學歷的人員，返回氣象

局內發揮專長。 

� 二等站，建議雷達氣象人員改變工作性質，進行雷達資料開發應用。 

� 必須加入配套措施。 

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首先可進行人力調動，可配合任務分組方式，以因應體制上的限制。整合性研究計畫

與跨領域範圍的規劃，可以提供安排人力以及爭取國家更多的資源，也能夠由非氣象局體

制取得經費。 



 79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