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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執行成果： 

(一)  本研究蒐集建檔 1977 年至 2008 年颱風中心曾登陸台灣本島之侵台颱風路徑

資料，共 65 個個案，分析 55 個從台灣東岸登陸之個案登陸前移行速度變化。統計顯示

55 個颱風中有 34 個發生左偏特徵，平均在登陸前約 3 小時路徑曲率會有明顯變化，我

們定義明顯變化點為偏折點。偏折點在北緯 23.5 度以北的颱風中，大於 20 度偏折角的

個案佔 66.7%，北緯 23.5 度以南颱風大於 20 度偏折角的個案佔 20.5%。這些路徑偏折

除了產生登陸點的不同外，對於 3 到 6 小時雨量分布型態也有明顯的影響。當颱風定位

在東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3 到 24 度方格中，較大偏折角度颱風在約北緯 23.5 度以

南有較大降雨，以北以較小偏折角度颱風有較大降雨。在東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4

到 25 度方格則是顯示在北緯 24.5 度以北是較大偏折角度颱風有較大降雨，以南則以較

小偏折角度颱風有較大降雨。此降雨位置分布顯示與颱風登陸點位置一致。 

 (二) 透過相關性分析，我們發現颱風在離岸 375 到 300 公里的平均移速越慢，路

徑偏折越大，越靠近海岸平均移速與路徑偏折的相關越小，且當颱風中心緯度越北個案

相關越好，選取偏折前 12 到前 9 小時平均移速做為參考移速，偏折角度在北緯 23.5 度

以北時約每增加 1 m/s，偏折角度減少 3.53 度。平均最大風速越大，路徑偏折越大，但

是颱風離岸距離沒有明顯相關的變化，中心緯度越北邊相關性越好。颱風的中心位置在

緯度小於 23.5 度之樣本會隨著緯度增加而有較明顯的路徑偏折，偏折角度分析顯示隨

偏折點緯度增加而變大，每增加 0.1 度緯度，偏折角度約增加 3.2 度 。 



(三)  路徑偏折的現象常會伴隨著移速變化的特徵，偏折點前 3 小時到登陸這段時間

的移行速率，通常會比參考移速增加約 0 到 2 m/s，統計顯示越靠近陸地，大偏折個案

與移速增加有越好的相關性，移速增加越多的個案裡，大偏折角個案的比例佔越高，我

們認為此登陸前加速的特性是由於不對稱渦度平流颱風中心同時造成颱風移向及移速

的改變。在陸期間移速統計分析則顯示，若以登陸前 3 小時移速為基準，北緯 23.5 度

以北登陸個案在陸期間移速多為減速，而在北緯 23.5 度以南登陸個案在陸期間移速多

為加速。 

(四)  本研究中以區域淺水模式，探討渦旋通過台灣地形前發生的偏折現象，從不對

稱位渦場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渦旋接近地形時，會把原本地形上的高位渦空氣平流下

山，平流到相對渦旋中心的西南邊，此一不對稱位渦形成之不對稱環流會平流渦旋中

心，並在地形邊與過山之氣流形成輻合，使得渦旋向行進方向的左手邊行進，此不對稱

機制與過去β gyre 動力以及地形β效應相似，且經分析顯示此不對稱位渦數量級與地球

β效應數量級約相等。另外從敏感度實驗中可發現，不對稱位渦相對渦旋中心的位置可

能會影響到路徑偏折的程度。 

(五)    建立網頁互動式平台及光碟(CD-ROM)，依照測站、地形及登陸點分段，將歷

史颱風之路徑、生命期強度資料(氣壓、最大風速、七級及十級陣風半徑)、個案登陸及

在陸期間前移行速度變化及路徑偏折、雨量分布氣候統計特徵，以網頁方式做互動式呈

現，透過此平台，預報員可以容易地點取歷史資料，與即時資訊做為比對，並提供氣候

統計資訊，做為其預報決策的參考資訊。 



4.計畫變更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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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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蒐集建檔 1977 年至 2008 年颱風中心曾登陸台灣本島之侵台颱風路

徑資料，共 65 個個案，分析 55 個從台灣東岸登陸之個案登陸前移行速度變化。 

選取颱風登陸前 150~200km 的路徑定位，用二階多項式曲線擬合( curve fitting )

方法探討路徑偏折程度，並試著使用偏折角度分析量化分析結果，統計顯示 55

個颱風中有 34 個發生左偏特徵，平均在登陸前約 3 小時路徑曲率會有明顯變

化，我們定義明顯變化點為偏折點。偏折點在北緯 23.5 度以北的颱風中，大於

20 度偏折角的個案佔 66.7%，北緯 23.5 度以南颱風大於 20 度偏折角的個案佔

20.5%。統計顯示登陸時較強的颱風個案中大偏折角度個案也較多，這些路徑偏

折除了產生登陸點的不同外，對於 3 到 6 小時雨量分佈型態也有明顯的影響。

當颱風定位在東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3 到 24 度方格中，較大偏折角度颱風

在約北緯 23.5 度以南有較大降雨，以北以較小偏折角度颱風有較大降雨。在東

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4 到 25 度方格則是顯示在北緯 24.5 度以北是較大偏折

角度颱風有較大降雨，以南則以較小偏折角度颱風有較大降雨。此降雨位置分佈

顯示與颱風登陸點位置一致。 

透過相關性分析，我們發現颱風在離岸 375 到 300 公里的平均移速越慢，

路徑偏折越大，越靠近海岸平均移速與路徑偏折的相關越小，且當颱風在離岸

150 公里時中心緯度在 24 度以北及 24.5 度以北個案有最大的相關，選取偏折前

12 到前 9 小時平均移速做為參考移速，分析發現偏折角度在北緯 23.5 度以北時



 
 

II

約每增加 1 m/s，偏折角度減少 3.53 度。平均最大風速越大，路徑偏折越大，

但是颱風最大風速隨距離與路徑偏折的相關性沒有明顯變化，當中心緯度在 24

度以北及 24.5 度以北兩組有最大負相關之樣本，偏折角度與颱風最大風速的關

係在北緯 24 度以北約每增加 1 m/s，偏折角度增加 0.37 度。平均差異移速越大，

路徑偏折越大，而當颱風在離陸 150km 到登陸間，平均移速變化與路徑彎曲有

最大的相關，我們認為此登陸前加速的特性是由於不對稱渦度平流颱風中心同時

造成颱風移向及移速的改變。另外統計結果顯示在離陸 75km 到登陸之間，颱風

的中心位置在緯度小於 23.5 度之樣本會隨著緯度增加而有較明顯的路徑偏折，

偏折角度分析顯示隨偏折點緯度增加而變大，每增加 0.1 度緯度，偏折角度約增

加 3.2 度 。 

路徑偏折的現象常會伴隨著移速變化的特徵，偏折點前 3 小時到登陸這段時

間的移行速率，通常會比參考移速增加約 0 到 2 m/s，移速增加越多的個案裡，

大偏折角個案的比例佔越高。在陸期間移速統計分析則以登陸前 3 小時移速為基

準，北緯 23.5 度以北登陸個案在陸期間移速多為減速，而在北緯 23.5 度以南登

陸個案在陸期間移速多為加速。 

 區域淺水模式數值實驗顯示，渦旋接近地形時，會把原本地形上的高位渦空

氣平流下山，此一不對稱位渦形成之不對稱環流會平流渦旋中心，並在地形邊與

過山之氣流形成輻合，使得渦旋向行進方向的左手邊行進，此不對稱機制與過去

β gyre 動力以及地形β效應相似，且數量級與地球β效應約相等。而從敏感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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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可發現，不對稱位渦相對渦旋中心的位置可能會影響到路徑的偏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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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台灣地區位於西北太平洋颱風生成最多海域的西北側，為颱風最常侵襲的區

域之一。過去 30 年平均每年有 2.4 個颱風侵襲台灣，而當颱風接近陸地時，常

常受到地形的影響而產生路徑偏折或移速改變的情形，這些因地形產生的現象不

但影響預報準確度，同時也增加防救災的困擾。在現今預報與防災工作準確度與

時間解析度越來越高的要求下，颱風登陸前約 3 小時的路徑偏折對於預報颱風登

陸點及防災的工作上有很大的重要性，從 2001 年的桃芝颱風、2005 年的海棠

颱風及 2006 年的凱米颱風的路徑來看，登陸前可能受到地形影響，在靠近台灣

地形時發生沿著行進方向向左偏折的路徑，這樣的路徑偏折對於 0 到 6 小時、

數十公里的雨量預報有很大的影響。 

本計畫目的在探討颱風通過台灣地形與通過前後，其路徑及移速產生的變

化。在前兩年度已經完成 1977 到 2007 年侵台颱風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並得到

颱風通過台灣時路徑偏折與颱風移行速率的特徵，並且以數值實驗建立颱風侵台

登陸前路徑偏折的概念模式。現階段工作已完成 1977 年到 2008 年共 65 個颱風

的路徑資料建檔與分析，颱風登陸前路徑偏折與移行速率的變化分析以及颱風在

陸期間移行速度的統計特徵，並使用區域淺水模式來模擬並分析颱風登陸前路徑

偏折的動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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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於颱風登陸前路徑受地形影響的研究，發現颱風路徑的變化不是單純

由於背景平均流場與地形的交互作用所導致，應該考慮颱風環流場與地形的交互

作用。Brand and Blelloch (1974)研究西行颱風通過台灣時受地形的影響。Wang 

(1980)和謝等(1998)則綜合的研究台灣地形對颱風運動的影響。Bender et 

al.(1987)使用數值模式模擬颱風通過台灣地形時的行為，上述研究中發現在離地

形約 200 公里遠處常可看到颱風呈現氣旋式穿過台灣地形的路徑，同時伴隨著

移速加速的特徵。Yeh and Elsberry (1993a)分析 1947 到 1990 年 53 個西行颱

風以及使用數值模式模擬，發現在近海岸 250 公里以內受地形影響產生不對稱

低層環流平流颱風中心使路徑偏折，模式結果顯示颱風接近似台灣地形時會先往

南偏，在登陸前再往北偏，此南偏行為可能是由於當颱風接近地形時，地形與颱

風間空間尺度縮小，透過狹管效應( channeling effect )造成颱風西側往南風速增

強，導致颱風向南偏折，他們的分析中也顯示颱風在接近陸地時會加速，從模式

分析發現此加速與颱風強度有關。Lin et al. (1999)、Lin et al. (2005)利用模式分

析，提出颱風在登陸前向南偏折可能也是透過狹管效應所造成。過去颱風路徑的

研究中，颱風外圍不對稱渦度結構的存在對於颱風路徑有很大的影響，Chan and 

Williams (1987)，Fiorino and Elsberry (1989)所提β-gyre 效應指出颱風最大風速

外圍的不對稱 gyre 的環流平流颱風中心是主要導致颱風路徑轉向的因素，狹管

效應( channeling effect )並不能完全解釋颱風西側增強之北風是如何平流颱風

中心導致颱風轉向，且從觀測中我們可發現颱風氣旋式路徑也常在相對台灣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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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較北邊出現，不完全符合產生狹管效應的條件。Kuo et al. (2001)以地形β效應

來詮釋渦旋在地形上的運動，渦旋氣流過山時感受到地形位渦水平梯度，渦管因

為拉伸作用(vertical stretching)受到正位渦平流引導而產生在渦旋最大風速外圍

的不對稱渦度，進而影響渦旋運動方向，實驗中渦旋會以反氣旋式路徑繞地形行

走，移速為渦旋最大風速及地形β效應乘積的平方根，此結果與 Smith (1993)、

Smith et al. (1997)提出颱風移速的冪次率一致。Zehnder (1993)淺水模式實驗

中，也可看到渦旋在接近地形時，渦旋西側會有不對稱渦度場發生。陳(2004)

也以地形β效應來解釋颱風在接近台灣地形時路徑偏折的情形。 

本計畫選取 1977 到 2008 年 55 個由東向西個案登陸在台灣東岸的個案，選

取颱風登陸前 150~200km 的路徑定位，用二階多項式曲線擬合( curve fitting )

方法探討路徑偏折程度，並做偏折角度的量化分析，以提供給預報員參考，統計

顯示有 34 個個案在登陸前約 3 小時內，發生沿著行進方向左偏的路徑，此結果

與過去研究顯示一致。我們的分析發現此路徑偏折程度與移行速度的增加有關，

而路徑偏折造成的颱風登陸點差異則會和降雨分佈情形有關，透過相關性分析，

我們發現不同變數如颱風移速、颱風最大風速等不同變數對路徑偏折程度會有不

同的影響。除了登陸前路徑移行速度變化外，本計畫亦分析颱風在陸移行速度變

化的統計特徵，上述之分析成果將在第二章說明。再者，本計畫以不對稱動力觀

點，延伸 Kuo et al. (2001)地形β效應概念，以地形上存在的位渦梯度類比傳統β

gyre 動力機制，說明颱風登陸前外圍不對稱位渦平流的來源，並以數值實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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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機制的探討，此部分之成果將在第三章說明。第四章則是做現階段研究成果

的結論及說明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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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路徑偏折分析 

本計畫蒐集並建檔 1977 年至 2008 年颱風中心曾登陸台灣本島之侵台颱

風，共計 65 個個案，其中有 10 個個案是從台灣西邊海岸登陸，55 個個案從台

灣東邊海岸登陸。由於颱風在登陸陸地後，結構受到地形破壞，往往使得颱風中

心定位難以辨認而產生誤差，因此本計畫將把颱風侵台期間分成兩部分來加以分

析，即(一)颱風登陸前移行速度變化之分析，以及（二）颱風在陸期間移行速度

變化之分析。本計畫將以整點時間、最接近台灣本島陸地之海上颱風中心定位資

料及時間做為登陸點及登陸時間，離陸點與離陸時間依同樣方法判定。 

 

2. 1 資料來源 

本計畫蒐集之 1977 年至 2008 年間 65 個侵台且登陸颱風個案，其中 1977

年至 1996 年之颱風個案路徑定位資料以中央氣象局王時鼎顧問之百年侵台颱風

路徑圖集(謝 1998)之路徑資料為主，1997 年至 2008 年之颱風個案資料則以中

央氣象局颱風報告中雷達與衛星資料整合之客觀分析資料為主，整合成每小時的

颱風路徑定位。除此以外，也同樣蒐集建檔此 65 個侵台颱風個案之中央氣象局

颱風警報單、美軍聯合警報中心(Joint Typhoon Warning Center, JTWC)最佳路

徑及日本氣象廳(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JMA) 最佳路徑以供比較參

考。本計畫中使用之颱風強度資料，共計有 JTWC 最佳路徑之每六小時一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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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最大風速資料，以及 1977 至 1996 年的王顧問百年侵台颱風路徑圖集中之

每小時一筆之颱風最大風速及中心氣壓資料，1997 至 2008 年中央氣象局颱風

報告書中颱風最大風速及中心氣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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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偏折路徑特性 

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８年間，共選取 55 個從台灣東邊海岸登陸之颱風個案，

分析其登陸前移行速度的變化，在我們的分析中常可看到颱風在登陸台灣前，出

現氣旋式路徑的特徵，如圖 2-1，本節將分析探討不同颱風的氣旋式路徑下游向

左偏折之程度。本計畫中以二階多項式近似颱風登陸前路徑，在空間分佈上以台

灣海岸為基準大致劃分出離台灣海岸約 75km、150km、225km 及 300km 遠的距

離，在每個颱風個案路徑中取出離岸 150km 處到登陸間的颱風中心定位點來作

二階多項式曲線擬合( curve fitting )，如圖 2-2，首先以登陸點 ap 到離岸 150km

遠處之定位點作為新 x 軸，圖中標示 x '，求出以登陸點為原點、 x ' 為 x 軸之新座

標系統，若此新座標系統之 y 軸（以 y ' 表示）與正北夾角為，則此新座標系統

與經緯度座標系統在不考慮地球曲率下有以下之轉換關係： 

x '  x cos( )  ysin( )

y '  xsin( ) ycos( )
                   (2.1) 

其中 x '、y ' 為轉換後之座標， x 、y 為經緯度座標。離岸 150km 處到登陸間的颱

風中心定位點在新座標下可用二階多項式曲線擬合( curve fitting )求得近似路徑

的二階多項式曲線方程式(圖中紅色實線)為 

 y '  p1x '2 p2x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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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階多項式曲線彎曲程度可由二次項係數 p1 決定， p1  0 表示此拋物線開口

向下（即颱風行徑方向的左邊）， p1 越小表示彎曲程度越大。總共 55 個個案中，

p1  0 個案有 20 個， p1  0 個案有 35 個，其中 2005 年海棠颱風有極小值

p1  0.86 。 

 本計畫中利用中央氣象局之颱風定位資料計算出颱風移行速度，把所有個案

的路徑定位分為登陸點～離陸 75km、離陸 75km～150km、離陸 150km～225km、 

離陸 225km～300km 及離陸 300km～375km 五個區域，計算颱風每小時移行速

度在上述區域中的平均值，以此平均值當做颱風隨著路徑移動的平均移速，並且

把 

JTWC 最大風速資料經由線性內差成每小時一筆的最大風速資料，以上述平均移

速及平均最大風速跟二階多項式曲線之二次項係數做相關性分析，選取 p1  0 個

案，去掉極小值 2005 年海棠颱風作為分析相關性之樣本，探討颱風在接近台灣

時移速與最大風速對於路徑偏折之影響。  

圖 2-3 (a)為登陸台灣之颱風個案以登陸點為基準三小時平均移行速率合成

圖，橫軸 a 為登陸時間，d 為離陸時間，座標軸由右到左從登陸前 24 小時(-24)

到離陸後 12(12)小時。圖中黑實線為平均值，黑點為平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差，

從登陸前 12 小時到登陸前 9 小時平均約 5.2 m/s 的移速，在登陸前 9 小時到前

6 小時開始有移速增加的特徵，到登陸前 3 小時平均移速增加到約 7 m/s。圖 2-3 

(b)為颱風靠近登陸點 a 時在空間距離中的平均移速與加減一個標準差。圖中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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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颱風靠近台灣時平均移速從 5.45 m/s 增加至 7.16 m/s，平均來說呈現加速情

形。表 2-1 為二次多項式方程式二次項係數 p1 與各空間距離之平均移速 U、平

均差異移速U、平均最大風速 Vm 之相關係數。其中平均差異移速U 定義為以

各空間區域平均移速與離陸 300km～375km 此區域平均移速之差值。表中可知平

均移速 U 與 p1 呈現正相關性，平均移速越大 p1 越大，路徑偏折不明顯。且相關

性隨著靠近陸地而減少，從 300km～375km 區域的 0.46 減少到登陸點～75km 區

域的 0.1。而平均最大風速 Vm 與平均差異移速U 相關性皆顯示為負相關，表示

p1 越小時 Vm 與U 越大，路徑偏折明顯時常會有較大的 Vm 與U。但兩者之相

關係數皆在 0.3 左右。 

為了進一步探討颱風中心在相對台灣南北不同地形高度時各參數與路徑偏

折關係，首先在表 2-2 計算了近似颱風路徑之二次多項式方程式二次項係數 p1 與

離岸距離定位點之緯度的相關係數，並且以不同緯度做取樣標準。圖 2-4 為以颱

風在離岸 150km 處緯度及 p1 之散布圖，全部個案相關係數 R2 為 0.39，趨勢線

顯示緯度往北路徑彎曲程度越大，表 2-2 (a)為各緯度以南之個案，括弧內為取樣

之個案數。表 2-2 (b)為各緯度以北之個案，括弧內為取樣之個案數，個案數小於

2 之樣本不加入計算，相關係數大於 0.5 之樣本以灰色表示。結果顯示普遍來說

南邊個案 p1 與緯度相關性較大，表 2-2 (a)顯示在緯度 23.5、24 及 24.5 度以南

個案相關係數達到-0.4 以上，離陸 75km 與登陸時定位點在緯度 23.5 度以南之

個案相關係數分別達到-0.55 及-0.58，顯示在緯度 23.5 度以南個案中緯度越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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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個案越容易有較明顯之路徑偏折發生。圖 2-5 為二次項係數 p1 與颱風在離

岸 150~300km 路徑定位點間平均移向散佈圖，分析個案移向分佈在 270~360 度

之間，表示多是東南到西北走向，但移向和 p1 無明顯關係，相關係數為-0.2。 

表 2-3 為平均移速與 p1 的相關係數，以颱風在離陸 150km 處定位點緯度作

為取樣標準，表 2-3(a)及表 2-3(b)顯示當颱風在離岸 150km 時緯度較北個案的

颱風，其離岸 375 到 300km 和 300 到 225km 處的平均移速和 p1 有較好的正相

關，離岸 375 到 300km 緯度 22.5 度以北個案，以及離岸 300 到 225km 處緯度

23.5 度以北個案相關係數達到 0.6 以上，圖 2-6 為以颱風在離岸 375 到 300km

的平均移速及 p1 之散布圖，全部個案相關係數 R 為 0.45，以離岸 150km 處緯

度區分為大於 23.5 度（實心圓）及小於 23.5 度（空心圓）個案，趨勢線顯示平

均移速越慢颱風越容易有較大的路徑彎曲。表 2-4 則是平均差異移速U 與 p1 的

相關係數，比較表 2-4(a)與 2-4(b)，颱風個案的平均差異移速在離岸 150~75km、

離岸 75km 到登陸區域，緯度 24 度以北相關係數達到 0.6 以上，呈現負相關，

圖 2-7 為颱風在離岸 75 到登陸的平均差異移速及 p1 之散布圖，全部個案相關係

數 R2 為 0.26，以離岸 150km 處緯度區分為大於 24 度（實心圓）及小於 24 度

（空心圓）個案，圖中可以發現大部份個案在登陸前都是加速的情形，從趨勢線

顯示路徑彎曲越大颱風在登陸前有較大的移速增加情形。表 2-5 則為平均最大風

速與 p1 的相關係數，同樣以颱風在離陸 150km 處定位點緯度作為取樣標準表

2-5(a)及表 2-5(b)比較顯示當颱風在離岸 150km 時緯度在 24 度以北個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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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風速和 p1 有較好的負相關，相關係數達到 0.9 以上，圖 2-8 為颱風在離岸

375 到 300km 的平均最大風速及 p1 之散布圖，全部個案相關係數 R2 為 0.14，

以離岸 150km 處緯度區分為大於 24 度（實心圓）及小於 24 度（空心圓）個案，

趨勢線顯示平均最大風速越大的颱風越容易有較大的路徑彎曲。圖 2-9 整理相關

係數與各變數隨著離台灣海岸距離的關係，挑選幾個有較好相關係數的樣本，圖

中藍色線為平均移速、不同樣本以不同符號標示，結果顯示離岸 375 到 300 公

里的平均移速與 p1 有最大的相關係數，顯示當平均移速越慢， p1 越小，路徑彎

曲越大，越靠近海岸相關越小，且當颱風在離岸 150 公里時中心緯度在 24 度以

北及 24.5 度以北個案有最大的正相關。紅色線為平均最大風速隨距離的關係，

只畫出中心緯度在 24 度以北及 24.5 度以北兩組有最大負相關之樣本，顯示當平

均最大風速越大， p1 越小，路徑彎曲越大。颱風最大風速與 p1 的相關係數隨距

離沒有明顯變化。黑色線為平均差異移速同樣只畫出 24 度及 24.5 度以北兩組有

最大負相關之樣本， 顯示當平均差異移速越大， p1 越小，路徑彎曲越大。隨距

離變化可發現當颱風在離陸 150km 到登陸間，平均移速變化與 p1 的相關係數有

最大的負相關。綠色線為颱風定位點緯度與與 p1 的相關係數隨離陸距離之變

化，選取緯度小於 23.5 度之樣本，結果顯示在離陸 75km 到登陸之間有最大的

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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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偏折角度分析 

本節以不同 2.2 節之分析方法探討路徑偏折特徵，使用一較為主觀的判斷偏

折角度的方法，希望能將 2.2 節分析所得之路徑彎曲特徵透過更直觀的偏折角度

展示出來，以期能在颱風預報上給予預報員作為參考並結合預報作業。圖 2-10

為判斷氣旋式路徑偏折程度方法之示意圖，利用 2 階多項式曲線來判定颱風是否

有發生此左偏之行為。從登陸點位置選取颱風登陸台灣本島前約 200 公里以內

的颱風移行各小時路徑資料，以 2 階多項式曲線對颱風路徑作近似, 如圖中虛

線。2 階多項式曲線的方程式如下所示： 

 y  ax2  bx  c  (2.3) 

其中 a、b、c 為常數。分析的個案中，大多為東南往西北走向的颱風，颱風定

位點的經度代入 y，緯度代入 x 即可求出二階曲線方程式，當處理到幾個路徑較

偏北個案，則用緯度代入 x，經度代入 y 來求得。若 2 階多項式曲線的開口向颱

風進入陸地方向之左側，則判定為路徑左偏之個案，除判斷颱風之偏向外，並選

取適當颱風中心定位點作為偏折點(圖中空心圓點)，此偏折點大約為 2 階多項式

曲線斜率發生明顯改變之處，並以偏折點前後不同斜率做兩條切線(圖中點虛

線)，兩切線之間交角定義為偏折角度Θ。偏折角度小於 6 度及 2 階多項式曲線

開口向右之個案定義為無明顯偏折個案。所有偏折角度大於等於 6 度之左偏個案

共 34 個，平均偏折點離登陸點約 2.875 小時，無明顯偏折個案共 21 個。為了

比較左偏個案與無明顯偏折個案的特性，無明顯偏折個案選取登陸前 3 小時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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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之偏折點。在 1977 至 2008 年中，有 5 颱風路徑在登陸前轉圈，包括 Sarah 

(1989)、Polly (1992)、Haitang (2005)、Krosa (2007)、Sinlaku (2008)。其中

Polly (1992)、Haitang (2005)、Krosa (2007)在定義之登陸點前有發生轉圈路

徑，因此在計算偏折角度時使用其路徑轉圈前之定位點為參考登陸點。 分析 55

個個案之各颱風偏折角度、偏折經緯度、偏折前 12 小時平均移速、偏折前 3 小

時平均移速、偏折後到登陸期間平均移速、偏折前 9 小時最大風速及登陸前 12

小時平均移向列於表 2-6。 

偏折角度與偏折點空間分佈如圖 2-11。圖中紅色點為偏折角大於等於 30°

之個案，偏折角在 20°~29°之間為黃色點，偏折角在 6°到 19°之間為藍色點，無

明顯偏折個案以灰色標示出登陸前 3 小時定位點以做參考。圖中圓餅圖以北緯

23.5 度區分並統計偏折點在以北及以南之不同偏折角度個案數。偏折點的空間

分佈顯示颱風在北緯 23.5 度以北之個案共有 21 個，其中偏折角度 20°以上之個

案有 14 個，佔 66.7%。無明顯偏折個案 3 個，佔 14.3%。北緯 23.5 度以南個

案共 34 個，其中偏折角度 20°以上之個案 7 個，佔 20.5%。無明顯偏折個案 18

個，佔 52.9%。另外可發現北緯 23.5 度以南偏折角 20°以上個案大多集中在北

緯 23 度到 23.5 度之間。另外從偏折點的空間分佈來看，大部分左偏颱風偏折點

在離台灣海岸 50~100 km 以內。 

探討偏折角度不同的侵台颱風特性，選取 JTWC 最大風速資料內插至選取

之登陸點時間。圖 2-12(a)為此內插之颱風登陸時颱風最大風速與登陸時中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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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局(王時鼎顧問與颱風報告書資料)的最低氣壓資料的散佈圖，相關係數約

0.8。圖 2-12(b)則為此內插之最大風速與颱風登陸時中央氣象局(王時鼎顧問與

颱風報告書資料)的颱風最大風速資料散佈圖，相關係數約 0.83，圖中細灰線斜

率為 1，大部分的點位於此灰線之右下象限，表示中央氣象局估計之登陸時颱風

最大風速大多比 JTWC 估計之最大風速弱，此原因為兩單位觀測之最大風速方

法不同，中央氣象局以 10 分鐘平均量測，而 JTWC 最大風速是一分鐘之平均。

以 JTWC 登陸時最大風速資料之平均值 33m/s 以及中央氣象局估計之登陸時颱

風中心氣壓平均值 965mb，可分為大於平均值及小於平均值兩部分分別統計其

中偏折角度，統計結果繪於圖 2-13，圖中紅色為偏折角度大於 20°之個案數目，

黃色為偏折角度 6°到 19°之個案數目，藍色為無明顯偏折個案數。以登陸時最低

氣壓區分(圖 2-13(a)、圖 2-13(b))或以登陸時 JTWC 最大風速區分(圖 2-13(c)、

圖 2-13(d))皆一致顯示出強颱風(中心氣壓小於平均值 965mb 及最大風速大於平

均值 33m/s)的 27 個個案中，偏折角度大於 20°之個案有 16 個，佔 59.3%。弱

颱風的 28 個個案中，偏折角度大於 20°之個案有 5 個佔 17%，無明顯偏折個案

有 13 個，佔 46.4%。 

本節將以偏折角度與不同變數間做相關係數分析，並與 2.2 節所得結果來做

比較，移行速率與移行方向的計算方式上，選定颱風定位資料中一段時間間隔的

起始與結束兩定位點，兩點間直線距離除以兩點間經過時間即為此一段時間間隔

中的平均移行速率，而此時間間隔中結束之定位點與起始之定位點之向量方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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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移向，以正北方為 0° (360°)。 

定義登陸前平均移向為登陸點到登陸前 12 小時定位點連線所指方向，正北

為 360°，正西為 270°，並定義移向小於 315°(東北方)個案為移向偏西個案，移

向大於 315°為移向偏北個案。圖 2-3 顯示颱風平均移速在偏折前 12 到前 9 小時

以後會開始有增加的趨勢，因此定義偏折前 12 到前 9 小時(離海岸約 250 km 遠

處)移速為未受地形影響前之參考移速。定義偏折前 9 小時 JTWC 最大風速為參

考最大風速，若 JTWC 觀測時間與偏折前 9 小時不符，則以前後時間線性內插

至偏折前 9 小時時間求得。 

圖 2-14 為偏折點緯度與偏折角度散布圖，圖中以空心點表示移向偏北個

案，實心點表示移向偏西個案，無明顯偏折個案中 2 階多項式曲線開口向右之個

案則繪於偏折角度兩度位置以供比較。圖中趨勢線只統計偏折點在北緯 23.5 度

以南個案的所有左偏個案，結果顯示有著明顯隨緯度增加偏折角度的趨勢，趨勢

約每增加 0.1 度緯度，偏折角度增加 3.2°，且相關係數達到約 0.73。偏折點在

北緯 23.5 度以北個案則是偏折角度平均散布在 20°到 40°之間。另外無明顯偏折

之個案可發現多發生在北緯 23.5 度以南。 

圖 2-15 為平均移向與偏折角度散布圖，圖中趨勢線只統計所有左偏個案，

結果顯示移向與偏折角度無明顯函數關係，相關係數約 0.14。雖然移向與偏折

角度無明顯函數關係，但從圖 2-14 可知，無明顯偏折個案中移向偏北個案數比

移向偏西個案數為 6:13，而左偏個案中移向偏北個案數比移向偏西個案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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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無明顯偏折個案中，移向偏西個案有較大的比例。 

圖 2-16 為參考移速與偏折角度散布圖，圖 2-16(a)為全部個案之散布圖與左

偏颱風散布之趨勢線，相關係數達到約 0.52，趨勢約每增加 1m/s，角度減少 3.71

°。圖 2-16(b)則是偏折角在北緯 23.5 度以北之個案與其中左偏個案散布之趨勢

線，相關係數達到約 0.66，趨勢為每增加 1m/s，角度減少 3.53°。綜合來說，

颱風進入台灣周遭約 250km 範圍內時，若是移速越慢的颱風，越有機會發生較

大的偏折。 

圖 2-17 為參考最大風速與偏折角度散布圖，圖 2-17(a)為全部個案之散布圖

與左偏颱風散布之趨勢線，相關係數約 0.26，趨勢約每增加 1m/s，角度增加 0.2

°。圖 2-17(b)則是偏折角在北緯 24 度以北之個案與其中左偏個案散布之趨勢

線，相關係數達到約 0.53，趨勢為每增加 1m/s，角度增加 0.36°。綜合來說，

颱風進入台灣周遭約 250km 範圍內且在較偏北的緯度時，強度越強的颱風，越

有機會發生較大的偏折。 

整理上述各關係，可發現移速對於偏折角度，不管在任何緯度都有相當重要

的影響，其中又以北緯 23.5 度以北為甚，而北緯 23.5 度以南則是被偏折點緯度

所控制，北緯 24 度以北則颱風強度也開始扮演一部分角色，但是從趨勢線的斜

率可知，移速改變使偏折角度變化的幅度仍然大於強度改變偏折角度的幅度。比

較 2.2 節與 2.3 節結果顯示，颱風在接近台灣北部時較容易有較大路徑偏折發

生，其中颱風移速越慢，最大風速越強，颱風路徑越容易發生偏折，從偏折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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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可得知移速變化相對最大風速變化，對於偏折角度大小有較大的影響。 

 

2. 4 登陸前移行速率變化 

圖2-18為以登陸點為基準，計算登陸前每三小時的平均移速。定義登陸點(橫

軸上標示為 a)到離陸點(橫軸上標示為 d)的直線距離為颱風在陸距離，兩點時間

間隔為颱風在陸時間，颱風在陸距離除以颱風在陸時間定義為颱風在陸移速。離

陸後移速以離陸點為基準，計算離陸後每三小時平均移速。圖 2-18(a)為 55 個颱

風個案登陸前 24 小時到離陸後 12 小時之三小時平均移速，圖中也標出平均值

加減一個標準差，以黑色點表示。登陸前 24 小時到 12 小時颱風平均約 5.2 m/s

的移速，在登陸前 9 小時到前 6 小時開始有移速增加的特徵，到登陸前 3 小時

平均移速增加到約 7 m/s，在陸期間移速達到約 8.1 m/s。圖 2-18(b)為 28 個登

陸點在北緯 23.5 度以北颱風個案的平均移速，登陸前 24 小時到 12 小時颱風移

速平均約 5.5 m/s，登陸前 9 小時到前 6 小時開始移速增加，到登陸前 3 小時平

均移速增加到約 7.5 m/s，在陸期間移速則是稍降到約 6.1 m/s。圖 2-18(c)為 27

個登陸點在北緯 23.5 度以南颱風個案的平均移速，登陸前 24 小時到 12 小時颱

風移速平均約 5 m/s，登陸前 9 小時到前 6 小時開始移速增加，到登陸前 3 小時

平均移速增加到約 6.6 m/s，在陸期間移速則是增加到約 10.5 m/s。總合來說，

颱風在登陸前平均移速會增加，且北邊登陸颱風平均增加較南邊登陸颱風多了約

0.9 m/s，而在陸期間移速在北邊登陸個案平均比南邊登陸颱風少 4.4 m/s。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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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討論颱風登陸前移速變化特徵，在陸期間移速特徵將於 2.5 節討論。 

圖 2-18 結果顯示，颱風在登陸前 3 小時會有加速的特徵，圖 2-19 則以偏折

點(橫軸標示為 df)為基準計算平均移速，偏折點之前還是以 3 小時時間解析度來

做平均，偏折點後則以偏折點到登陸點兩點來計算平均移速，偏折點平均離登陸

點 2.875 小時。圖 2-19(a)為 55 個颱風平均，也發現在登陸前有移速增加的趨勢，

平均起來移速從偏折前 24 小時到偏折前 9 小時約維持 5.3 m/s 左右，偏折前 3

小時平均移速達到 6.2 m/s，偏折後到登陸平均移速達到 6.89 m/s，增加了約 1.59 

m/s。圖 2-19(b)把 55 個個案分成偏折點緯度在北緯 23.5 度以北，以紅色表示，

偏折點緯度在北緯 23.5 度以南，以黑色線表示。平均顯示，偏折點緯度在北緯

23.5 度以北個案比以南個案移速稍大。圖 2-19(c)為以偏折角度 20°做區分，較

大偏折角颱風平均移速在偏折前 12 到前 9 小時以前平均移速較小，以後平均移

速則比較小偏折角颱風大，若以偏折前 12 到前 9 小時(約離海岸線 250 km 遠)

為基準，大偏折角度颱風平均移速增加 1.91 m/s，而小偏折角度颱風平均移速增

加約 1.6 m/s。圖 2-19(d)選取偏折前 9 小時的 JTWC 最大風速資料做區分，全

部個案在此時平均最大風速為 42 m/s，圖中紅色為較強颱風平均，黑色為較弱

颱風平均，結果顯示在偏折點前後時間兩者平均移速沒有大太差異。圖 2-20 以

偏折前 12 到偏折前 9 小時平均移速當作參考移速，即離海岸約 250 km 遠處之

平均移速，選取偏折前 3 小時與偏折點到登陸點這兩段有最顯著增加的移速做平

均。繪出參考移速跟偏折前 3 小時到登陸之平均移行速率散佈圖，圖 2-20(a)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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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55 個個案之散佈圖，圖中灰線斜率為 1，大部分點落於灰線左上，表示為

移速增加個案。圖 2-20(b)則是偏折角度大於 20°個案，21 個個案中有 17 個個

案偏折點前後移速是增加的，且相關係數達到 0.66。圖 2-19(c)則是偏折角度小

於 20°個案，34 個個案中有 25 個個案偏折點前後移速是增加的，但相關係數僅

約 0.22。圖 2-21 則是統計偏折前 3 小時到登陸平均移行速率與偏折前 12 到前

9 小時平均移行速率之差距長條圖統計。圖中加以不同顏色代表不同偏折角度個

案數目來區分，紅色為偏折角大於等於 20°之個案，藍色為偏折角在 6°到 19°之

間個案，灰色為小於 5°之個案。結果顯示最大機率落在增加 0 到 1 m/s 之間有

14 個個案，次大落在 1 到 2 m/s 之間，也達到 13 個個案，而且整體來說移速增

加越多，大偏折角度颱風佔的比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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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在陸期間移行速度變化 

1977 到 2008 年間 65 個蒐集建檔颱風個案中，Amy (1977)、Nichole 

(1998)、Trami (2001)及 Wutip (2007)四個颱風由於颱風強度較弱且在通過陸地

後消散，因此在本節中不納入統計計算，本節將以 61 個颱風個案做為統計分析

樣本。每個颱風個案以整點時間、最接近台灣本島陸地之海上颱風中心定位資料

及時間做為登陸點及登陸時間，離陸點與離陸時間依同樣方法判定。登陸時間與

離陸時間差距即為颱風在陸停留時間，登陸點與離陸點兩點直線距離定義為在陸

移行距離，在陸移行距離除以在陸停留時間定義為平均在陸移速，颱風在登陸後

中心結構受地形破壞，中心定位不易，因此本計畫以平均在陸移速，只看整個在

陸期間平均的移行速度，可視為颱風在陸移動速率可達到的最小值。東岸登陸颱

風登陸經緯度、離陸經緯度、副中心取代、在陸時間、在路移動距離、在路移速

及登陸時最大風速列於表 2-7，西岸登陸颱風列於表 2-8。 

圖 2-22 為颱風在陸停留時間與在陸移行距離散佈圖，其中 Rose (1978)在

陸移速達到 130.0km/h 為極端值，因此不納入統計。平均在陸移速為 28.8km/h，

圖中兩灰線為平均值加減 0.5 個標準差，分別為在陸移速 37.4km/h、20.1km/h。

紅色為在陸移速大於 37.4km/h 個案，定義為快速個案。綠色為小於 20.1km/h，

定義為慢速個案，介於 20.1 到 37.4km/h 之個案為黑色，定義為中速個案。其中

實心與空心分別代表北緯 23.5 度以南登陸與北緯 23.5 度以北登陸個案。藍色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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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為有不連續路徑之個案，不連續路徑個案定義為颱風主渦旋在東邊陸上消散，

山後產生之副渦旋中心增強取代原來中心之個案。結果顯示在陸移行速度快速個

案，大部分是在北緯 23.5 度以南登陸而在陸移行速度慢速個案則大多在北緯

23.5 度以北登陸。圖 2-23 以上述三種在陸移速分類，畫出登陸點的空間分佈，

並概分成北緯 23.5 度以北、以南及西邊登陸個案，北緯 23.5 度以北登陸個案共

28 個，其中慢速個案 15 個佔約 53.6%。以南登陸個案共 25 個，其中快速個案

佔 9 個 36%，且登陸點集中在北緯約 23 度，西邊登陸個案共 8 個，其中快速個

案有 4 個，佔 50%。圖 2-24 為颱風在陸時間空間分佈圖及統計圓餅圖，圖中紅

點、藍點、空心點分別代表颱風在陸時間大於 10 小時、5 到 9 小時、小於 5 小

時之颱風個案登陸點。結果顯示北部登陸颱風在陸時間大於 10 小時的比例佔

25%，但以在陸 5 到 9 小時佔最大比例達 42.9%。南部登陸個案則是在陸時間

小於 5 小時與在陸 5 到 9 小時數量相當，各佔 44%。在上面分析中發現移速快

速颱風中同時屬於副中心取代原中心的個案佔有不小的比例，圖 2-25 為 12 個

在通過台灣時產生不連續路徑之颱風個案，登陸點以紅色實心點表示，離陸點以

x 符號表示。登陸點與離陸點所連之直線即為分析中之在陸移行距離。12 個不

連續路徑個案中有 8 個為在陸移速快速個案，佔全部 15 個在陸移速快速個案中

的 53.3%。這些副中心取代主中心個案，離陸點即為副中心取代主中心的時間定

位，因此算出之平均移速並不完全能代表颱風通過台灣的移速，但副中心取代主

中心之個案仍為颱風侵台重要現象之一，之後分析將把不連續路徑颱風個案與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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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路徑個案分開做分析。 

圖 2-26 為此 12 個不連續路徑個案之分析，圖 2-26 (a)橫軸為登陸點緯度，

藍色線為颱風在陸移行距離，綠色線為颱風在陸停留時間，顯示緯度 23.5 度以

南個案在陸時間短，在陸移行距離很長，為移速快速個案。圖 2-26 (b)討論登陸

點緯度與登陸時 JTWC 颱風最大風速、颱風在陸移速之間的關係，大致上颱風

登陸時最大風速越弱，颱風在陸移速就會越快，呈現反比的趨勢。圖 2-27、圖

2-28 則是移除不連續路徑個案後，重新計算圖 2-22、圖 2-23 之結果，重新計算

之在陸平均移速為 24.6 km/h，重新定義快速颱風為在陸移速超過 30.8 km/h 之

個案，慢速颱風為在陸移速低於 18.3 km/h 之個案，但從登陸點空間分佈及統計

圖來看，整體趨勢沒有明顯改變，颱風登陸在北緯 23.5 度以北有較大比例在陸

移行速度較慢，以南則慢速颱風比例較小。將颱風在陸移速與颱風登陸前 3 小時

到登陸平均移速比較，可知此在陸移速與登陸前移速相比是加速或是減速，圖

2-29 為在陸移速與登陸前 3 小平均移速散布圖，灰線斜率為一，點落在灰線左

上象限代表颱風登陸後是加速，右下象限為減速，圖中以不同顏色代表北緯 23.5

度以北登陸、以南登陸及西邊登陸個案，結果顯示減速個案中，北邊登陸個案佔

最大比例約 67.9%，而加速個案以南邊登陸個案最多佔約 47.6%。圖 2-30 統計

登陸前後移速變化的比率，定義ΔU=(Ua~d-U-3a)/U-3a，其中 Ua~d 為颱風在陸移速，

U-3a 為颱風登陸前 3 小時移速，結果顯示登陸後加速颱風以增加 25%到 50%佔

最大比率，而減速颱風以減少 25%個案數佔最大比率。把加速及減速颱風以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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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變化比率 50%為分界，分成加速大於 50%、加速小於 50%、減速小於 50%、

減速大於 50%分成四類，圖 2-31 為此四類颱風登陸點空間分佈及統計個案數，

北緯 23.5 度以北登陸颱風多式減速，以南多加速，整體來看約在 24.5 度以北為

減速超過 50%的個案，北緯 23 度到 24.5 度為減速在 0 到 50%之間，北緯 23

度以南則多為加速區域。圖 2-32 為加速比率與登陸時 JTWC 最大風速之散布

圖，顯示隨著最大風速越大有減速的趨勢，但是相關係數只有 0.28，函數關係

不明顯。圖 2-33、圖 2-34、圖 2-35 分別以緯度 0.5 度、測站中點以及大略地形

做更精細的分區，統計登陸前後加速減速的變化，圖中分區都分別標明登陸後平

均移速、在陸時間、登陸前 3 小時移速與在陸移速比較登陸後加速減速個案數以

供參考。 

 

2. 6 登陸前路徑偏折颱風雨量分佈分析 

Cheng et al. (1993)統計 20 年的資料，以 2°×2°解析度分析，顯示颱風中心

定位位置在台灣附近同樣的 2°×2°區域內會有類似的雨量與氣壓分佈。郭等

(2001)比較桃芝颱風(2001)個案與 Cheng et al. (1993)氣候統計所得之時雨量平

均空間分佈特性，在南投與雲嘉山區，前者與後者皆顯示出很大的降雨，但在桃

芝颱風(2001)登陸點的北邊，即台灣地形迎風側呈現不遜於中南部山區的時雨

量，而登陸點的南邊雨量又比氣候統計特性少。不同個案所呈現不同於氣候值之

變異度，對於現今越趨重要之中小尺度預報與縣市的防災工作，是越來越值得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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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注意的問題。本計畫同樣繪製颱風中心定位與台灣時雨量的平均分佈，選取

颱風個案為本節所選取之 55 個颱風個案，以 489 個測站時雨量來做分析，測站

包括氣象局局屬測站、氣象局自動雨量站、農業測站、民航局測站及空軍測站，

測站位置如圖 2-36。為了更進一步研究登陸前台灣地形迎風面受颱風影響之情

形，移除方格中颱風登陸後的定位時間不予計算。圖 2-37 以台灣東邊東經 121

到 123 度，北緯 21 到 23、23 到 25、25 到 27 度三個 2°×2°方格來分類，與過

去 Cheng et al. (1993)所做研究選取之範圍一樣，合成出颱風中心登陸前的台灣

平均時雨量分佈圖。方格左上角數字代表合成之颱風個案數。圖 2-38 則為圖 2-37

之標準差分佈圖。圖 2-37 結果顯示，大致上雨量分佈與過去研究相同，颱風中

心在北緯 21 到 23 度方格時，時雨量平均在台灣東邊沿岸從約北緯 23 度到 25

度之間有最大值。颱風中心在北緯 23 到 25 度方格時，雨量分佈在北緯 24 度到

25 度之間有極大值約 20~25 mm/h，中南部山區也有 5~10 mm/h 的雨量，與

Cheng et al. (1993)的氣候值相比，中南部山區雨量較少，這是因為在本圖中僅

合成登陸前雨量，若登陸後雨量也合成的話，則與氣候值相似。颱風中心在北緯

25 到 27 度方格時，雨量分佈在台灣東北角有極值，達到 15 到 20 mm/h，與氣

候值相比，中南部山區雨量較少。圖 2-38 為時雨量平均的標準差，圖中可發現

大致上來說，標準差極值分佈區域與時雨量平均的分佈相同，表示雖然各颱風雨

量大小不同，但降雨分佈會類似。圖 2-38 中，東經 121 到 123 度，北緯 23 到

25 度方格，雨量主要分佈在東部沿海約北緯 23 度以北，以及中南部山區，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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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標準差達到約 15 到 20 mm/h，有很大的變異度，因此將進一步把此方格

畫分成 1°×1°解析度來探討其變異度。圖 2-39 將東經 121 到 123 度、北緯 23

到 25 度以 1°×1°解析度分成四格，分別繪出颱風中心定位在此四格中時間的時

雨量平均，圖 2-40 則為標準差。分成 1°×1°解析度可發現四格中都在緯度 24 度

以北有雨量分佈的極值，越往北及越靠近海岸中南部山區的降雨越顯著，而只有

在東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3 到 24 度此一方格內在東部沿岸約北緯 23 到 24

度之間有降雨。圖 2-41、圖 2-42 進一步把颱風資料概分成偏折角度 20°以上與

小於 20°之個案，在上述同樣空間分格中繪出兩群樣本的雨量差值，以分析不同

颱風路徑特性帶來之雨量差異，圖 2-41 顯示，東經 121 到 123 度、北緯 21 到

23 度方格，兩者無明顯差異，而北緯 25 到 27 度方格，偏折角大於 20 度颱風

雨量分佈大部分為正值，在東北角最大。而在北緯 23 到 25 度方格則顯示出兩

種偏折角度颱風在東邊海岸及西南部海岸有不同的降雨分佈，圖中負值區表示較

小偏折角度颱風在此區有較大的降雨量。圖 2-42 東經 122 到 123 度、北緯 23

到 24 度，東經 122 到 123 度、北緯 24 到 25 度及東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4

到 25 度三個方格裡，較小偏折角颱風造成的降雨在西南部較多。而其中東經 122

到 123 度、北緯 23 到 24 度，東經 122 到 123 度、北緯 24 到 25 度兩方格在台

灣東部沿海區域都是較大偏折角度颱風降雨較多。東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4

到 25 度及北緯 23 到 24 度兩方格則在台灣東部沿海區域呈現正負相間的特徵，

東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3 到 24 度方格中，較大偏折角度颱風在約北緯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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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南有較大降雨，以北則以較小偏折角度颱風有較大降雨。在東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4 到 25 度方格則是顯示在北緯 24.5 度以北是較大偏折角度颱風有較

大降雨，以南則以較小偏折角度颱風有較大降雨。圖 2-43、圖 2-44、圖 2-45 為

本計畫中偏折角度大於20°之颱風路徑共34個案，為了作圖清楚分成在北緯23.5

度以南、以北登陸及登陸前路徑呈現打轉共三張圖。圖 2-43 顯示在北緯 23.5 度

以南登陸之較大偏折角度颱風，登陸位置多在北緯 23 度到 23.5 度之間，計算北

緯 23.5 度以南登陸較大偏折角颱風之平均登陸點緯度(包含路徑打轉颱風

Sarah(1989))為 23.4 度。圖 2-44 則是北緯 23.5 度以北登陸之較大偏折角度颱

風，計算所得之平均登陸點緯度(包含路徑打轉颱風 Polly (1992)、Haitang 

(2005)、Krosa (2007)、Sinlaku (2008))為 24.7 度。此兩平均登陸位置與圖 2-42

中東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3 到 24 度以及北緯 24 到 25 度兩方格中較大偏折

角度颱風有較大降雨之區域類似，可能是由於此較大降雨區處於颱風登陸時地形

之迎風面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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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數值實驗探討 

3. 1 模式介紹 

本章將以區域淺水模式來模擬颱風路徑在登陸前受地形影響發生之路徑變

化，在一垂直偶合良好的颱風裡，可視為駛流導引一正壓渦旋，淺水模式也能模

擬出因地形產生之輻散輻合現象，因此我們認為以淺水模式來模擬有一定的合理

性。 

使用之淺水模式預報方程可寫成如下：  

    [ ' ] [ ' ] u f u v f v
t x y

      
      

  
 (3.1a) 

    
2 2

2[ ' ] [ ' ] '
2

u v
v f v u f u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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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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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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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b) 

 ' th H h h    (3.2c)                

 u  u  u '  (3.2d) 

 'v v v   (3.2e)                

在 3.1、3.2 式中，u 是東西向速度，v 是南北方向速度，東西方向背景風場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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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向背景風場分別為u 、v ， 是渦度場， 是輻散場， h 為高度場， H 為平

均水深，本計畫中設定為 5000 m， 'h 為擾動水深， th 為地形高度，本計畫中使

用真實台灣地形，地形資料解析度為 2 km，最大值到 3500 m。本計畫使用之u 、

v 不受地形影響改變背景流場，單純只作用在預報方程的平流項中，即方程式中

高度場預報方程忽略 thu
x
 、 thv

x
 ，因此研究中單純探討渦旋受地形影響的路

徑變化。 f 為科氏參數，公式為 yff  0 。 f 平面實驗中設定 0f 為北緯 20°

之科氏參數，約 5×10-5  s-1。 平面實驗中，台灣地形緯度對應之網格中心約為

北緯 23.5 度，此時網格中心之 f 約 5.8×10-5  s-1。使用雙周期性邊界，空間解

析度為 2km，網格點數為 512×512，空間微分方法使用 Fourier pseudo-spectral 

method，時間積分方法為跳蛙法(leapfrog method)，時間解析度為 2 秒。計算

位渦之方程式如下： 

 ( )

( ' )t

f
P H

H h h

 


 
 (3.3) 

 

3. 2 實驗設計與實驗方法  

實驗設定如圖 3-1，放入解析度 2km 之真實台灣地形，圖中 x 標記為不同渦

旋初始位置實驗 t= 0 h 時渦旋中心位置，初始渦旋中心離海岸線約 300 km 遠，

每個初始位置南北相距 50 km，由北到南給予編號 1 到 7 號。使用兩種背景風場，

東風實驗及東南風實驗，圖中分別以黑色及紅色表示其路徑定位與初始位置。兩

種背景風場渦旋初始位置不同，若渦旋不受地形影響改變路徑時，圖中由北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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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背景風場的渦旋初始位置則會分別對應到相同的登陸位置。圖中挑出 3 號實

驗畫出其路徑定位與 36 小時每 3 小時合成之渦度場等值線，等值線為 0.00195 s 

-1，路徑定位每點間隔 1 小時。實驗中使用之渦旋結構為修正阮肯渦旋( modified 

Rankine vortex )，渦旋結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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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其中 mccj ryyxxr /])()[( 2/122  。 m 為渦旋最大渦度值， jr 為無因次徑向距

離， cx 、 cy 為渦旋中心位置， mr 為渦旋最大風速半徑。當 1.11  jr 時，利用立

方多項式內插( cubic polynomial interpolation)將內側與外圍不連續部分相接，使

渦旋結構連續， 0c 到 3c 為此多項式係數，結構如圖 3-2。 

 渦旋路徑定位方法，本計畫中使用渦旋幾何中心當作渦旋中心點，由於實驗

設計之渦旋結構為修正阮肯渦旋，因此在渦旋最大風速半徑內渦度值皆為定值

m ，渦旋幾何中心可由平均空間中具有 m 渦度值之座標點求得。圖 3-3 為渦旋

定位比較之示意圖，黑色為渦旋幾何中心，紅色為以擾動水深最小值為中心之路

徑，圖中每點間隔為 1 小時，兩種定位方法路徑在登陸前相似，但在靠近地形時

擾動水深最小值定位方法之渦旋中心會大幅度跳躍到地形上，與渦度場明顯分

離，示意圖中可看到以擾動水深最小值為中心定位之路徑，在實驗時間第 16 小

時以後，擾動水深最小值出現在地形上，而以渦旋幾何中心定位之路徑到第 18

小時以後才出現在地形上，較吻合渦度值範圍。兩種定位方法主要差距在登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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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陸之間這段時間，為了能準確定義登陸點及後續之偏折角度計算，本計畫採用

以渦旋幾何中心定位路徑之方法，實驗中求得路徑定位後，可使用與觀測資料相

同方法定義登陸點、偏折點及偏折角度。 

 圖 3-4 為 f 平面，背景東風，初始位置 3 號渦旋實驗接近台灣地形時不對稱

位渦場與不對稱風場分佈圖，圖 3-1 黑色路徑與黑色渦度合成等值線即為此實驗

的路徑定位與渦度合成。本實驗使用之渦旋最大風速為 50 m/s，最大風速半徑

為 50 km，結構α=1，背景風場為 5 m/s 之東風。圖中以渦旋中心為原點，陰影

為不對稱位渦場，地形等值線畫出 1 公尺與 1500 公尺等值線做為代表，向量為

不對稱風場，右下角標示出各時間不對稱風場的極大值，只畫出離渦旋中心 300 

km 以內及大於 0.5 m/s 之風場向量。時間序列由左到右，由上到下分別為 0、5、

10、15 小時。不對稱位渦場求法，首先定義出渦旋中心，以此中心求位渦值的

軸對稱平均，把全部的位渦值減去此軸對稱平均位渦值即可求得不對稱位渦值。

時間為 0 時，可看到在台灣地形上原本有著高位渦的空氣，約 6×10-5  s-1 以上，

數量級約跟科氏參數相等，代入公式(3.3)可知在地形最高 3500 m 處位渦值為

1.6×10-4  s-1。原本在地形上高位渦的空氣隨時間被渦旋的環流平流向東南移

動，在 5 小時時可看到在 1500 等高線邊有帶狀高位渦值，從 10 小時到 15 小時

此高位渦值從地形平流至渦旋中心的南邊約 150 km 到 250 km 遠處，同時不對

稱風場在 10 小時到 15 小時之間也增強，不對稱風向量最大值從 8.62 m/s 增加

到 23.01 m/s，出現在 1500 等高線地形上，向量方向順著渦旋環流往東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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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5 小時可看到除了穿越地形的不對稱風向量以外，在渦旋最大風速半徑內

不對稱風場方向也是指向渦旋南邊，此瞬間最大風速半徑內平均約 5.6 m/s。穿

越 1500 地形等高線的風場與穿越渦旋中心的風場在地形邊緣有幅合產生。本實

驗之偏折點時間為第 14 小時，第 15 小時渦旋路徑劇烈轉向渦旋行進方向的左

手邊。 

圖 3-5(a)為 f 平面與β平面實驗之渦旋路徑圖，使用渦旋參數為α=1、Vm=50 

m/s、Rm=50 km、背景風場為 U=5 m/s 之東風。圖中 x 為初始位置，空心圓為

偏折點，粗實心圓為登陸點，細實心圓為定位點，定位間隔 1 小時。圖 3-5(b)

為偏折點緯度與偏折角度散布圖。 f 平面實驗中偏折角度隨緯度增加到約北緯

24.5 度有最大值約 33 度，之後又隨緯度增加而下降。圖 3-5(a)顯示β平面整體

路徑較 f 平面實驗偏北，相對初始位置實驗之偏折點緯度也較北邊，偏折點 24.5

度以南實驗偏折角度皆較 f 平面實驗大，以北實驗偏折角度較小，但兩組實驗偏

折角度隨緯度變化有同樣的趨勢，β平面的效應沒有系統性的影響偏折角度，而

只是使渦旋感受到不同緯度的相對地形。Kuo et al. (2001)討論到在沒有背景風

場時渦旋要感受到地形的效應產生路徑偏折，需要考慮渦旋與地形的尺度比以及

背景行星渦度梯度β與有效的地形βe 值，在本計畫中β平面之區域中心 f 約 5.8×

10-5  s-1、地形高度最大值 3500 m、平均水深 5000 m、台灣地形的半山寬估計

75 km，估計地形βe 值約 5.41×10-10 s-1，而背景行星渦度梯度β以區域中心(約

北緯 23.5 度)來算約 2.289×10-11，β與βe 比值約為 0.04。圖 3-5 實驗中渦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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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速半徑為 50 km，地形半山寬與渦旋最大風速半徑比值為 1.5，在 Kuo et al. 

(2001)相位圖中屬於會有繞地形運動。本計畫中渦旋雖然尚未接觸到地形，但從

圖 3-4 顯示渦旋西南或是南邊之不對稱位渦值是由本來在山上之高位渦空氣被

平流而來，此不對稱位渦值造成渦旋近地形時向行進方向的左手邊偏折，估計β

與βe 應與上述類似。在本計畫中使用了渦旋最大風速半徑有 25 km、50 km、75 

km 與 100 km，算出之地形半山寬比渦旋最大風速半徑比值分別為 3、1.5、1、

0.75，皆屬於繞地形運動方式，也就是說地形上的位渦梯度效應比行星渦度梯度

重要，而從計算中可估計在台灣的地形尺度下，阮肯渦旋結構之渦旋其最大風速

半徑需要約 130 km，行星渦度梯度效應開始顯著。 

 

3. 3 敏感度測試 

本節將使用 f 平面，針對不同背景風速、不同渦旋最大風速、不同渦旋最大

風速半徑及不同渦旋結構來做敏感度測試，討論不同參數對渦旋路徑偏折角度的

影響。 

圖 3-6 實驗渦旋參數固定為α=1、Vm=50 m/s、Rm=50 km，改變背景風場為

U=7 m/s、U=5 m/s、U=3 m/s 三種，圖 3-6(a)為實驗路徑定位圖，每個背景風

場各做 7 個不同初始位置實驗，初始位置如圖 3-1 黑色 x 符號。圖中只畫出其中

4 條路徑，不同背景風場大小的實驗其偏折點位置相差不多，而在偏折點之後的

時間路徑定位才開始有較大的差異。圖 3-6(b)為偏折點緯度與偏折角度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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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綠色為 U=7 m/s 實驗，黑色為 U=5 m/s 實驗，紅色為 U=3 m/s 實驗。結果

顯示 U=3 m/s 的實驗在各對應初始位置的偏折角度較大，U=5 m/s 實驗次之，

U=7 m/s 實驗最小，而三組實驗皆顯示偏折角度隨緯度增加而變大，到約 24.5

度達最大值，24.5 度以北偏折角度隨緯度增加而減少。緯度 23.5 度左右，三組

實驗偏折角度都在 20 度到 30 度之間，緯度 23.5 度以北到約 25 度之間，U=3 m/s

實驗偏折角度最大達到 42.5 度。U=5 m/s 實驗偏折角度可維持 20 度以上。25

度以北偏折角度皆有變小趨勢，可能與此緯度對應地形高度較小有關。 

圖 3-7 為不同方向背景風場實驗，渦旋參數為α=1、Vm=50 m/s、Rm=50 km、

背景為 f 平面。背景風場大小為 5 m/s，圖中 W 為東風實驗，N 表示東南風實

驗。實驗結果顯示偏折角度一樣是隨緯度增加而變大，東南風實驗的偏折角度在

相對初始位置比東風實驗的偏折角來的大，但在初始位置最北邊的實驗則顯示東

風實驗的偏折角較大。圖中東南風實驗最大值達到 58 度。圖 3-8(a)為東南風背

景風場、不同風速大小實驗之路徑圖，圖 3-8(b)為偏折角與偏折點緯度散布圖，

結果顯示與圖 3-6 結果類似，背景風場越小，偏折角度有越大的趨勢，比較圖

3-6與圖 3-8可知，東南風實驗又比東風實驗更傾向有大偏折角度。以最慢的 3m/s

背景風速來說東風實驗在約北緯 24.7 度時偏折角度達到最大值 42 度，東南風實

驗則在約北緯 24 度時偏折角度達到最大值 65 度。 

渦旋最大風速的敏感度測試，本計畫中使用之渦旋最大風速如圖 3-9，固定

渦旋最大風速半徑為 50km，α=1，背景風場 5m/s 之東風。實線為渦旋最大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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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s 實驗，虛線為 20 m/s，點線為 35 m/s，點虛線為 65 m/s。 圖 3-10(a)

為路徑比較圖，不同最大風速實驗路徑顯示偏折點發生的經度位置相差不多，而

路徑在偏折點後才發生較大差異。圖 3-10(b)為偏折角度與偏折點緯度散布圖，

結果顯示偏折角度有隨渦旋最大風速增加而變大的趨勢，其中渦旋最大風速為

65 m/s 的實驗與最大風速為 50 m/s 的實驗偏折角度相差較小，兩者在偏折點為

24 度到 24.5 度時，偏折角度達到約 30 度左右，而渦旋最大風速為 35 m/s 與

20 m/s 的實驗則比上述兩組實驗小較多，在偏折點為 24 到 24.5 度時偏折角度

約為 25 度。 

渦旋最大風速半徑的敏感度測試，渦旋結構與切向風速結構如圖 3-11，固

定渦旋最大風速約 50 m/s，α=1，背景風場為 5m/s 之東風，圖中點線為最大風

速半徑 25 km、實線為最大風速半徑 50 km、虛點線為最大風速半徑 75 km、虛

點線為最大風速半徑 100 km，圖 3-12(a)為其路徑圖，不同最大風速半徑的渦旋

其偏折點發生的時間位置不太相同，最大風速半徑大的渦旋偏折點離地形較遠，

最大風速半徑小的渦旋偏折點離地形較近。最大風速半徑為 75 km 與 100 km 的

實驗路徑顯示在偏折點之後，一開始往行進方向左手邊偏折的程度比最大風速半

徑 50 km 實驗來的大，但是在登陸前偏折的趨勢減緩，使得偏折角度反而比最

大風速半徑 50 km 的實驗小。圖 3-12(b)為偏折角度與偏折點緯度散布圖，渦旋

最大風速半徑為 50 km 的實驗偏折角度最大，半徑增加偏折角度減少，半徑 25 

km 的實驗偏折角度也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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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為不同渦旋結構之渦度剖面與及切向風速剖面，固定渦旋最大風速

為 50 m/s，渦旋最大風速半徑為 50 km，背景風場為 5 m/s 之東風實驗。實線

為α=1 實驗，虛線為α=0.7，點線為α=0.5。α=0.5 實驗在最大風速以外有最平緩

的渦度梯度與切向風速遞減率。圖 3-14(a)為路徑定位圖，當渦旋結構外圍有渦

度裙帶時有較為圓弧的路徑，但在接近地形時偏折點位置及偏折點以後的路徑極

為相似。圖 3-14(b)為偏折角度與偏折點緯度散布圖，結果顯示最大風速半徑以

外較平緩的渦度梯度或是風速遞減率，在偏折點緯度 23 度到 24.5 度之間，偏折

角度會稍微比阮肯渦旋大。 

 

3. 4 結果討論 

模式結果顯示，渦旋在接近地形時偏折角度隨偏折點緯度增加而變大，大約

在 24.5 度左右有最大值，24.5 度以北偏折角度變小，圖 3-15 為 f 平面所有實

驗的偏折點空間分佈與偏折角度統計，20 度以上偏折角度實驗，偏折點多分佈

在北緯 23 度到 25 度之間，對應台灣地形東西向梯度較大處，北緯 23.5 度以北

統計顯示總共 54 個實驗中有 30 個實驗偏折角度在 20 度以上，佔 55%，有 6

個實驗無明顯偏折角度，佔 11%，此 6 個實驗偏折點皆在 25 度左右，對應較小

的地形東西向梯度。北緯 23.5 度以南統計顯示 44 個實驗中有 17 個實驗偏折角

度在 20 度以上，空間分佈上可看到多分佈在 23 度到 25 度之間，同樣對應地形

東西向梯度較大處，而偏折角度 6 度到 19 度個案有 26 個，佔最大比例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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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觀測圖 2-11 相比，整體來說實驗符合北緯 23.5 度以北統計大於 20 度偏折角

度佔的比例較大，以南比例較小的特徵，但是可發現無明顯偏折個案在北緯 23.5

度以南不常出現，可能原因之一為無明顯偏折颱風在北緯 23.5 度以南有很大比

例的偏折點是在北緯 22 度附近，而實驗中這麼南端的偏折點實驗數目較少，另

一可能原因如 3-2 節所討論，實驗中已經設定渦旋屬於能感受到地形存在發生繞

島運動的大小比例，因此實驗幾乎都有較明顯的偏折角度。 

初步分析不對稱的渦度場可知，地形上的高位渦空氣被渦旋平流，在渦旋南

邊形成不對稱的渦度場，此不對稱渦度場的環流再平流主渦旋往行進方向的左手

邊偏折。對應地形位置較北邊之渦旋偏折角度較大可能是由於過山的環流比較南

邊的渦旋感受到更大的地形差距，形成之不對稱渦度場較強所導致。實驗中可發

現越往南邊的實驗渦旋能平流下山的高位渦空氣越少，因此偏折角度也越小。 

從敏感度實驗可知背景風場大小、渦旋最大風速、渦旋結構及方向對於渦旋

路徑偏折角度都有影響，背景風場風速越大，即渦旋移速越快，偏折角度越小，

渦旋移速越慢，偏折角度越大，背景風場方向偏北實驗的偏折角度比背景風場方

向向西的實驗大。可能是由於移速較慢的渦旋有更多的時間平流不對稱位渦到相

對渦旋中心較東南邊的位置。相對來說若不對稱渦度被較強的平流平流到渦旋東

南邊，則可能造成較大的偏折角度，實驗中此平流來自颱風環流，最大風速及渦

旋結構都會影響。不對稱位渦相對渦旋中心的位置可能是影響渦旋路徑偏折程度

的原因。隨時間積分，不對稱位渦相對渦旋中心從西南邊被平流到東南邊，在同



 

 
 

37

樣的渦旋結構下，移速越慢的渦旋從感受到此不對稱位渦的環流到登陸的時間

內，有比移速快的渦旋更多的時間，使得渦旋能夠平流不對稱位渦到相對渦旋中

心越東南邊的位置，因此路徑偏折角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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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未來工作 

本計畫蒐集建檔 1977 年至 2008 年颱風中心曾登陸台灣本島之侵台颱風路

徑資料，共計 65 個個案，分析其登陸前及在陸期間移行速度的變化及特徵。分

析 55 個從台灣東岸登陸之個案登陸前移行速度變化特徵。在陸期間移行速度則

分析 61 個個案。選取颱風登陸前 150~200 km 的路徑定位，用二階多項式曲線

擬合( curve fitting )方法探討路徑偏折程度，並試著使用量化的偏折角度分析提

供給預報員參考，統計顯示 55 個颱風中有 34 個發生左偏特徵，左偏颱風在登

陸前平均約 2.875 小時路徑曲率會有明顯變化，我們定義明顯變化之定位點為偏

折點，之後路徑沿著行進方向的左手邊偏折，其中偏折點在北緯 23.5 度以北的

颱風大於 20 度偏折角的個案佔 66.7%，北緯 23.5 度以南颱風大於 20 度偏折角

的個案佔 20.5%，有明顯南北分佈差異。統計顯示颱風強度跟偏折角有一定的關

係，分析登陸時強度，強颱風(中心氣壓低於平均值 965 mb)中，大於 20 度偏折

角的個案佔了約 59%。另外也發現西行颱風登陸點北邊，地形的迎風面常會有

較大的雨量，這些路徑偏折除了產生登陸點的不同外，對於 3 到 6 小時雨量分

佈型態也有明顯的影響。當颱風定位在東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3 到 24 度方

格中，較大偏折角度颱風在約北緯 23.5 度以南有較大降雨，以北以較小偏折角

度颱風有較大降雨。在東經 121 到 122 度、北緯 24 到 25 度方格則是顯示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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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 24.5 度以北是較大偏折角度颱風有較大降雨，以南則以較小偏折角度颱風有

較大降雨。此降雨位置分佈顯示與颱風登陸點位置一致。 

透過相關性分析，我們發現颱風在離岸 375 到 300 km 的平均移速越慢，路

徑彎曲越大，越靠近海岸平均移速與路徑彎曲的相關越小，且當颱風在離岸 150 

km 時中心緯度在 24 度以北及 24.5 度以北個案有最大的相關。平均最大風速越

大，路徑彎曲越大，但是颱風最大風速隨距離與路徑彎曲的相關性沒有明顯變化 

中心緯度在 24 度以北及 24.5 度以北兩組有最大負相關之樣本。平均差異移速越

大，路徑彎曲越大，而當颱風在離陸 150 km 到登陸間，平均移速變化與路徑彎

曲有最大的相關，我們認為此登陸前加速的特性是由於不對稱渦度平流颱風中心

同時造成颱風移向及移速的改變。另外統計結果顯示在離陸 75 km 到登陸之間，

颱風的中心位置在緯度小於 23.5 度之樣本會隨著緯度增加而有較明顯的路徑彎

曲。 

我們透過偏折角度分析試著量化上述之現象，定義登陸前 12 小時平均移

向、偏折前 12 到前 9 小時平均移速與偏折前 9 小時颱風最大風速，探討不同變

數對路徑偏折程度的影響，分析結果顯示在約北緯 23.5 度以南，偏折角度隨偏

折點緯度增加而變大，相關係數達到約 0.73，趨勢為每增加 0.1 度緯度，偏折角

度約增加 3.2 度。移向分析顯示，移向較偏北的颱風傾向於發生向左偏折的路

徑。偏折角度隨著參考移速越大而減小，尤其在北緯 23.5 度以北有不錯的相關

性，相關係數達到約 0.66，約每增加 1 m/s，偏折角度減少 3.53 度。參考移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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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法主要是希望能找出一個未受地形影響時的平均移速，本計畫中使用偏折點

前 12 到前 9 小時的平均移速來做參考移速，當做未受台灣地形影響時的平均移

速，空間上大約是颱風離台灣地形 250 km 遠的距離，圖 4-1 為取各颱風東經

123.5 度到 124.5 度、北緯 20.5 度到 21.5 度區域之平均移速跟參考移速的比較

圖，兩者有不錯的相關性，達到約 0.79。以此移速作為參考移速，重新畫圖 2-16，

結果如圖 4-2 顯示，全部個案與參考移速的相關係數達到 0.47，北緯 23.5 度以

北相關係數達到 0.52，隨移速越大偏折角度減小。平均移向與偏折角分析顯示，

無明顯偏折個案中移向偏北個案數比移向偏西個案數為 6:13，而左偏個案中移

向偏北個案數比移向偏西個案數為 19:15，無明顯偏折個案中，移向偏西個案有

較大的比例。分析偏折角與颱風最大風速的關係顯示，越強的颱風偏折角度越

大，北緯 24 度以北相關係數達到約 0.55，趨勢約每增加 1 m/s，偏折角度增加

0.2 度，但是影響角度的幅度明顯比參考移速小。 

路徑偏折的現象常會伴隨著移速變化的特徵。以偏折點前 12 到前 9 小時的

平均移速做為參考移速，發現在偏折前 3 小時到登陸這段時間的移行速率，通常

會比參考移速增加約 0 到 2 m/s，統計顯示移速增加越多的個案裡，大偏折角個

案的比例佔越高。 

在陸期間移速統計分析則顯示，若以登陸前 3 小時移速為基準，在陸期間移

速加速或是減速與登陸點位置有很大的關係，在北緯 23.5 度以北登陸個案在陸

期間移速多為減速，而在北緯 23.5 度以南登陸個案在陸期間移速多為加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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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不算登陸時發生副中心取代主中心的個案，仍然有同樣的特徵，另外從圖

2-34 可知，在陸期間加速的個案登陸點多集中在 23 度左右，但北緯 23.5 度以

北登陸減速個案登陸點呈現平均分佈。 

本計畫中以區域淺水模式，放入真實台灣地形，以一渦旋受背景風場平流過

山的實驗來探討渦旋通過台灣地形前發生的偏折現象，從不對稱位渦場的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渦旋接近地形時，會把原本地形上的高位渦空氣平流下山，平流到

相對渦旋中心的西南邊，此一不對稱位渦形成之不對稱環流會平流渦旋中心，並

在地形邊與過山之氣流形成輻合，使得渦旋向行進方向的左手邊行進，此一不對

稱機制與過去β gyre 動力以及地形β效應相似，且經分析顯示此不對稱位渦數量

級與地球β效應數量級約相等。本問題不同於β gyre 動力以及地形β效應的地方

在於一開始渦旋並沒有感受到背景位渦的梯度，而是隨著背景風場接近地形，開

始感受到地形位渦梯度。同時渦旋環流平流高位渦空氣下山後，會透過渦旋本身

軸對稱化過程把此高位渦空氣拉伸並向渦旋西南邊平流，透過敏感度測試顯示移

速較慢、最大風速越大的渦旋與移向偏北的渦旋，有較大的偏折角，不對稱位渦

相對渦旋中心的位置可能是影響渦旋路徑偏折程度的因素。 

 本計畫以統計及模式模擬建立完整的颱風侵台期間移行速度變化的概念模式，

目前已著手進行能展示本計畫成果之應用平台工作，目前初步的互動式網頁應用

平台已建置，網址為 http://61.56.8.58/typhoon_land/，未來移交後將會以網頁及

CD-ROM 兩種方式呈現，目前設計是以測站位置、登陸點分段及登陸點地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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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分段，將颱風個案之行經路徑、生命期強度資料(氣壓、最大風速、七級

及十級陣風半徑)及本計畫中分析的個案，其登陸及在陸期間前移行速度變化及

路徑偏折統計數據、雨量分佈氣候統計特徵分析等資料，以網頁方式做互動式呈

現(圖 5-1 及 5-2)。透過此平台，預報員可以容易地點取歷史資料，與即時資訊

做為比對，並提供氣候統計資訊，做為其預報決策的參考資訊。未來希望能夠再

結合即時的預報資料呈現，以期更能夠回饋至實際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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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近似颱風路徑之二次多項式方程式二次項係數 p1 與各空間距離之平均

移速、平均差異移速、平均最大風速之相關係數。 

Region 
(km)  

U dU Vm 

375-300 0.46  -0.17

300-225 0.32 -0.28 -0.21

225-150 0.22 -0.29 -0.27

150-75 0.03 -0.35 -0.28

75-arrival 0.10 -0.27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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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近似颱風路徑之二次多項式方程式二次項係數 p1 與離岸距離定位點之緯

度的相關係數，表中相關係數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二位，以不同緯度做取

樣標準。(a)為各緯度以南之個案，括弧內為取樣之個案數。(b)為各緯

度以北之個案，括弧內為取樣之個案數，個案數小於 2 之樣本不加入計

算，相關係數大於0.5 之樣本以灰色表示。 

(a) 

Lat (°N)  
Position 
(km)  

22 22.5 23 23.5 24 24.5 25 25.5 

375 
-0.22 

(22) 

-0.35 

(26) 

-0.38 

(29) 

-0.42 

(31) 

-0.49 

(32) 

-0.49 

(32) 

-0.38 

(33) 

-0.38 

(33) 

300 
0.00 

(20) 

-0.29 

(22) 

-0.38 

(24) 

-0.41 

(29) 

-0.46 

(32) 

-0.46 

(32) 

-0.46 

(32) 

-0.36 

(33) 

225 
-0.23 

(18) 

-0.23 

(18) 

-0.29 

(21) 

-0.41 

(26) 

-0.44 

(29) 

-0.47 

(32) 

-0.47 

(32) 

-0.38 

(33) 

150 
-0.05 

(9) 

-0.39 

(14) 

-0.43 

(18) 

-0.31 

(22) 

-0.41 

(27) 

-0.43 

(28) 

-0.48 

(32) 

-0.40 

(33) 

75 
-0.69 

(4) 

-0.05 

(6) 

0.04 

(10) 

-0.55 

(15) 

-0.18 

(21) 

-0.20 

(24) 

-0.35 

(31) 

-0.32 

(34) 

Arrival   (0)  (0)  (2) 
-0.58 

(13) 

-0.35 

(17) 

-0.25 

(19) 

-0.08 

(29) 

-0.1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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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續)：同表 2-2。  

Lat(°N) 
Position 
(km)  

22 22.5 23 23.5 24 24.5 25 25.5 

375 
0.09 

(12) 

0.14 

(8) 

0.26 

(5) 

0.27 

(3) 
 (2)  (2)  (1)  (1) 

300 
0.18 

(14) 

0.12 

(12) 

0.09 

(10) 

0.16 

(5) 
 (2)  (2)  (2)  (1) 

225 
0.02 

(16) 

0.02 

(16) 

0.14 

(13) 

0.23 

(8) 

0.26 

(5) 
 (2)  (2)  (1) 

150 
-0.14 

(25) 

-0.08 

(20) 

-0.09 

(26) 

0.26 

(12) 

0.33 

(7) 

0.42 

(6) 
 (2)  (1) 

75 
-0.31 

(30) 

-0.25 

(28) 

-0.07 

(24) 

-0.30 

(19) 

-0.11 

(13) 

0.19 

(10) 

0.1  

(3) 
 (0) 

Arrival  
-0.10 

(34) 

-0.10 

(34) 

-0.04 

(32) 

-0.02 

(21) 

-0.25 

(17) 

-0.27 

(15) 

0.28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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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近似颱風路徑之二次多項式方程式二次項係數 p1 與各空間距離之平均

移速 U 之相關係數。以颱風在離岸 150km 遠處之緯度做為取樣標準。(a)為各緯

度以南之個案，括弧內為取樣之個案數。(b)為各緯度以北之個案，括弧內為取

樣之個案數，個案數小於 2 之樣本不加入計算，相關係數大於0.5 之樣本以灰

色表示。 

(a) 

Lat(°N) 
(case #) 

Region 
(km)   

22 

(9) 

22.5 

(14) 

23 

(18) 

23.5 

(22) 

24 

(27) 

24.5 

(28) 

25   

(32) 

25.5 

(33) 

375-300 0.28 0.19  0.39 0.32 0.41 0.41  0.44  0.45 

300-225 0.07 -0.14 0.11 0.11 0.28 0.28 0.29 0.31 

225-150 -0.21 -0.32 0.10 0.00 0.27 0.27 0.19 0.20 

150-75 0.14 -0.04 0.02 -0.08 0.15 0.11 0.01 0.00 

75-arrival 0.44 0.27 0.40 0.07 0.18 0.16 0.09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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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同表 2-3。 

(b) 

Lat (°N) 
(case #) 

Region 
(km)   

22  

(25) 

22.5 

(20) 

23  

(16) 

23.5 

(12) 

24   

(7) 

24.5  

(6) 

25  

(2) 

25.5  

(1) 

375-300 0.58 0.64  0.60 0.67 0.69 0.69   

300-225 0.37 0.45 0.54 0.61 0.62 0.62   

225-150 0.26 0.30 0.29 0.37 0.33 0.33   

150-75 0.06 0.04 0.13 0.22 -0.09 -0.08   

75-arrival 0.01 0.05 -0.03 0.02 -0.24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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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近似颱風路徑之二次多項式方程式二次項係數 p1 與各空間距離之平均

差異移速U 之相關係數。以颱風在離岸 150km 遠處之緯度做為取樣標

準。(a)為各緯度以南之個案，括弧內為取樣之個案數。(b)為各緯度以北

之個案，括弧內為取樣之個案數，個案數小於 2 之樣本不加入計算，相

關係數大於0.5 之樣本以灰色表示。 

(a) 

Lat (°N) 
(case #) 

Region 
(km)   

22 

(9) 

22.5 

(14) 

23 

(18) 

23.5 

(22) 

24 

(27) 

24.5 

(28) 

25 

(32) 

25.5 

(33) 

375-300         

300-225 -0.43 -0.47 -0.39 -0.32 -0.30 -0.31 -0.30 -0.31 

225-150 -0.36 -0.37 -0.34 -0.33 -0.25 -0.26 -0.31 -0.32 

150-75 -0.11 -0.17 -0.29 -0.31 -0.25 -0.27 -0.35 -0.37 

75-arrival 0.09 0.07 -0.10 -0.19 -0.19 -0.20 -0.27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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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續)：同表 2-4。 

(b) 

Lat (°N) 
(case #) 

Region 
(km)   

22  

(25) 

22.5 

(20) 

23  

(16) 

23.5 

(12) 

24  

(7) 

24.5 

(6) 

25 

(2) 

25.5 

(1) 

375-300         

300-225 -0.38 -0.40 -0.15 0.02 -0.02 -0.02   

225-150 -0.41 -0.48 -0.33 -0.19 -0.31 -0.31   

150-75 -0.44 -0.51 -0.40 -0.28 -0.62 -0.63   

75-arrival -0.42 -0.44 -0.42 -0.48 -0.61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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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近似颱風路徑之二次多項式方程式二次項係數 p1 與各空間距離之平均

最大風速 Vm 之相關係數。以颱風在離岸 150km 遠處之緯度做為取樣標

準。(a)為各緯度以南之個案，括弧內為取樣之個案數。(b)為各緯度以北

之個案，括弧內為取樣之個案數，個案數小於 2 之樣本不加入計算，相

關係數大於0.5 之樣本以灰色表示。 

(a) 

Lat (°N) 
(case #) 

 

Region 
(km)    

22 

(9) 

22.5 

(14) 

23 

(18) 

23.5 

(22) 

24 

(27) 

24.5 

(28) 

25 

(32) 

25.5 

(33) 

375-300 -0.28 -0.12 -0.06 -0.23 -0.05 -0.05  -0.16  -0.18 

300-225 -0.18 -0.12 -0.16 -0.31 -0.10 -0.10 -0.21 -0.23 

225-150 -0.12 -0.12 -0.30 -0.41 -0.17 -0.17 -0.27 -0.29 

150-75 -0.09 -0.13 -0.31 -0.42 -0.17 -0.17 -0.27 -0.29 

75-arrival -0.04 -0.14 -0.3 -0.40 -0.16 -0.15 -0.24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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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續)：同表 2-5。 

(b) 

Lat (°N) 
(case #) 

 

Region 
(km)    

22 

(25) 

22.5 

(20) 

23 

(16) 

23.5 

(12) 

24 

(7) 

24.5 

(6) 

25 

(2) 

25.5 

(1) 

375-300 -0.09 -0.17  -0.18 -0.05 -0.94 -0.94    

300-225 -0.16 -0.22 -0.19 -0.07 -0.94 -0.94   

225-150 -0.24 -0.30 -0.21 -0.09 -0.96 -0.96   

150-75 -0.27 -0.32 -0.25 -0.13 -0.97 -0.97   

75-arrival -0.26 -0.30 -0.25 -0.12 -0.96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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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各颱風偏折角度、偏折經緯度、偏折前 12 小時平均移速、偏折前 3 小

時平均移速、偏折後到登陸期間平均移速、偏折前 9 小時最大風速及登

陸前 12 小時平均移向。 

Case name 
 

（） 
Deflection 
longitude 

Deflec-
tion 

latitude

U-12—9 

(m/s)
U-3-df 

(m/s)
Udf-a 

(m/s)
Vm-9 

(m/s) 
Mean 

direction

1977_VERA 29 122.46  25.17 4.51 6.67 7.84 55.71  306.67 

1978_ROSE 9 121.58  22.91 4.68 6.12 5.34 18.01  330.53 

1978_DELLA 6 122.11  24.06 5.94 5.38 8.27 23.15  314.38 

1980_NORRIS 21 122.63  24.41 4.86 7.65 9.96 42.85  295.78 

1981_JUNE 18 122.18  24.18 6.12 6.56 9.09 38.58  346.77 

1981_MAURY 10 122.31  25.25 9.06 6.52 6.25 28.29  286.03 

1982_ANDY 12 121.56  22.66 5.52 6.28 5.66 60.02  296.79 

1984_ALEX 6 121.59  22.55 8.10 7.34 8.67 33.44  329.50 

1984_FREDA 20 122.63  24.86 8.58 13.10 9.88 23.15  341.87 

1987_ALEX 14 122.30  23.24 5.92 6.18 7.49 33.44  343.73 

1989_SARAH 50 122.53  23.21 4.36 4.82 5.51 59.16  351.11 

1990_OFELIA 16 121.74  22.97 4.57 7.42 7.85 45.43  367.67 

1990_YANCY 25 122.87  24.84 5.37 7.70 11.13 46.30  338.18 

1992_POLLY 35 122.27  23.76 2.68 3.33 1.21 24.44  284.46 

1992_TED 10 121.61  22.46 4.12 10.51 9.34 32.56  355.68 

1994_CAITLIN 23 121.83  22.84 5.46 9.47 8.08 24.01  2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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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續)：同表 2-6。 

Case name 
 

（） 
Deflection 
longitude 

Deflec-
tion 

latitude

U-12—

9 

(m/s)

U-3-df 

(m/s) 
Udf-a 

(m/s)
Vm-9 

(m/s) 
Mean 

direction

1994_TIM 20 122.01  22.89 6.86 8.57 10.04 62.16  319.52 

1996_HERB 34 122.42  24.91 4.02 9.22 8.39 70.74  282.08 

1998_OTTO 12 121.65  22.71 7.20 7.11 8.34 41.16  318.59 

2000_BILIS 6 121.96  22.51 6.55 7.97 9.02 72.02  303.83 

2001_NARI 33 122.80  25.50 2.13 2.79 3.02 42.01  249.72 

2001_TORAJI 26 122.02  23.23 5.90 4.80 6.22 46.30  333.02 

2004_MINDULLE 31 121.82  23.08 5.76 4.54 3.91 40.74  353.73 

2004_NOCK-TEN 25 122.29  24.10 6.04 7.04 9.03 56.59  313.15 

2005_HAITANG 47 122.30  24.00 5.79 6.44 1.38 59.16  304.39 

2005_TALIM 20 122.36  23.99 6.42 8.11 8.96 59.59  298.95 

2006_BILIS 38 122.17  24.93 5.32 7.43 6.84 23.15  309.98 

2006_KAEMI 16 121.62  22.82 5.30 7.70 6.73 30.87  321.09 

2007_KROSA 30 122.87 24.4 3.98 8.76 2.68 66.88  323.80 

2007_SEPAT 22 121.90  23.00 4.61 6.99 5.86 60.45  323.34 

2008_FUNGWON
G 

34 122.25  23.28 5.42 5.74 5.75 45.44  295.95 

2008_JANGMI 34 122.28  24.25 5.54 7.78 16.11 67.74  334.73 

2008_KALMAEGI 10 122.40  23.68 9.41 4.78 4.86 39.44  338.72 

2008_SINLAKU 40 122.33  24.67 2.15 3.02 4.07 51.44  3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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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續)：同表 2-6。 

Case name 
 

（） 
Deflection 
longitude 

Deflec-
tion 

latitude

U-12—9 

(m/s)
U-3-df 

(m/s)
Udf-a 

(m/s)
Vm-9 

(m/s) 
Mean 

direction

1997_AMBER 3 121.9  23.5 4.04 7.36 8.28 50.57  319.74 

1980_PERCY  121.53  21.63 4.95 4.96 6.08 64.31  295.81 

1982_DOT  121.90  21.94 4.35 3.96 6.57 30.87  291.41 

1984_WYNNE  121.49  21.96 4.49 4.79 4.41 28.29  265.84 

1986_ABBY  121.82  23.01 4.03 4.75 4.74 48.87  292.99 

1986_NANCY  121.68  23.28 7.81 6.60 7.84 39.01  337.58 

1987_VERNON  121.93  23.39 5.41 6.83 9.97 28.29  336.47 

1990_DOT  122.16  22.74 6.71 6.13 6.74 38.58  301.60 

1991_ELLIE  122.54 25.06 4.29 3.73 4.97 28.29  269.30 

1991_NAT  121.33  22.04 4.52 4.59 4.07 56.59  278.27 

1992_OMAR  122.07 23.25 3.91 4.52 5.37 31.29  287.88 

1994_GLADYS  122.65  24.00 6.30 6.73 7.30 45.43  288.51 

1996_GLORIA  120.79 21.5 2.39 4.04 4.68 46.30  353.21 

 



 

 
 

57

表 2-6(續)：同表 2-6。 

Case name 
 

（） 
Deflection 
longitude 

Deflec-
tion 

latitude

U-12—9 

(m/s)
U-3-df 

(m/s)
Udf-a 

(m/s)
Vm-9 

(m/s) 
Mean 

direction

2000_KAI-TAK  121.36  21.99 3.28 7.01 10.54 33.44  414.54 

2001_TRAMI  121.15  22.20 3.41 1.82 3.40 18.01  307.93 

2001_LEKIMA  121.16  22.24 2.04 3.78 3.16 47.59  320.52 

2003_MORAKOT  121.17  21.83 3.26 3.93 6.11 28.29  267.99 

2005_LONGWAN
G 

 122.45  23.48 7.68 7.14 8.49 63.02  281.31 

2006_BOPHA  121.85  22.98 5.62 4.26 4.55 24.01  268.37 

2007_PABUK  121.78  21.94 5.88 5.05 6.05 33.44  277.83 

2007_WUTIP  122.30  21.90 2.27 5.49 13.15 15.43  3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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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東岸登陸颱風登陸經緯度、離陸經緯度、副中心取代、在陸時間、在

路移動距離、在路移速及登陸時最大風速。 

Case name 
Arrival 

longitude 
Arrival 
latitude 

Departure 
longitude

Departure 
latitude 

2nd low 
replace

T 
(h)

D   
(km) 

V  
(km/hr) 

Vm 
(m/s) 

1977_VERA 121.90  25.15 120.90 24.94 N 5 103.46  20.69 54.02 

1978_DELLA 121.96  24.29 120.97 25.09 Y 2 133.92  66.96 23.58 

1978_ROSE 121.47  23.05 120.64 25.26 Y 2 259.89  129.95 15.43 

1980_NORRIS 121.95  24.59 120.89 24.85 N 8 110.95  13.87 38.58 

1980_PERCY 120.97  21.91 120.54 22.07 N 2 47.79  23.90 59.16 

1981_JUNE 122.01  24.43 121.82 25.22 Y 9 89.95  9.99 37.71 

1981_MAURY 121.87  25.18 120.92 25.12 N 5 95.90  19.18 21.86 

1982_ANDY 121.28  22.92 120.01 23.33 N 5 137.71  27.54 51.44 

1982_DOT 121.25  22.15 120.00 23.12 N 5 167.68  33.54 30.87 

1984_ALEX 121.47  23.10 120.66 25.14 Y 4 241.39  60.35 38.15 

1984_FREDA 121.95  25.03 120.98 25.07 N 6 97.86  16.31 27.01 

1984_WYNNE 121.03  21.93 120.71 21.93 N 1 33.02  33.02 26.15 

1986_ABBY 121.46  23.33 121.39 25.19 N 16 206.50  12.91 46.30 

1986_NANCY 121.64  24.04 121.79 25.35 N 4 146.52  36.63 35.58 

1987_ALEX 121.91  24.65 121.61 25.37 N 3 85.62  28.54 32.15 

1987_VERNON 121.73  24.34 121.71 25.39 N 4 116.83  29.21 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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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續)： 同表 2-7。 

Case name 
Arrival 

longitude 
Arrival 
latitude

Departure 
longitude

Departure 
latitude 

2nd low 
replace

T 
(h)

D   
(km) 

V  
(km/hr)

Vm (m/s)

1989_SARAH 121.59  23.43 121.91 25.27 N 20 207.25  10.36 58.30 

1990_DOT 121.59  23.13 119.97 23.30 Y 3 166.70  55.57 35.58 

1990_OFELIA 121.54  23.71 120.83 24.90 Y 6 150.69  25.11 46.30 

1990_YANCY 122.11  25.05 120.91 25.07 N 14 120.95  8.64 45.44 

1991_ELLIE 122.01  25.11 121.58 25.35 N 2 50.85  25.42 25.72 

1991_NAT 120.91  22.11 120.68 22.17 N 2 24.62  12.31 54.02 

1992_OMAR 121.55  23.46 120.14 23.70 N 8 146.22  18.28 23.58 

1992_POLLY 121.67  24.14 121.06 25.23 N 8 136.04  17.00 21.00 

1992_TED 121.42  23.35 121.01 25.16 Y 6 205.61  34.27 32.58 

1994_CAITLIN 121.35  23.12 119.82 23.53 Y 2 162.82  81.41 28.29 

1994_GLADYS 122.05  24.45 120.86 24.98 N 4 133.93  33.48 50.59 

1994_TIM 121.50  23.34 120.41 24.16 Y 2 143.67  71.83 64.31 

1996_GLORIA 120.91  21.94 120.21 23.95 Y 5 234.82  46.96 46.30 

1996_HERB 121.83  24.82 121.04 25.05 N 7 83.70  11.96 57.45 

1997_AMBER 121.80  23.70 120.50 24.60  7 165.65  23.66 48.44 

1998_OTTO 121.54  22.96 120.45 24.35  7 190.39  27.20 41.16 

2000_BILIS 121.52  22.93 120.07 23.80  4 176.90  44.23 70.31 

 



 

 
 

60

表 2-7(續)： 同表 2-7。 

Case name 
Arrival 

longitude 
Arrival 
latitude 

Departure 
longitude

Departure 
latitude 

2nd low 
replace

T 
(h)

D   
(km) 

V  
(km/hr

) 

Vm 
(m/s) 

2000_KAI-TAK 121.45  23.01 121.60 25.45  7 271.87  38.84  32.58 

2001_LEKIMA 121.09  22.54 120.20 23.80  23 167.13  7.27  39.87 

2001_NARI 122.00  25.00 119.90 23.00  51 308.31  6.05  42.01 

2001_TORAJI 121.50  23.60 120.90 24.85  11 151.80  13.80  50.59 

2001_TRAMI 121.00  22.50 121.00 22.50     18.01 

2003_MORAKOT 120.96  22.39 120.00 23.32  7 142.79  20.40  32.58 

2004_MINDULLE 121.57  23.67 121.50 25.30  18 181.47  10.08  33.44 

2004_NOCK-TEN 121.97  24.60 121.83 25.38  3 87.91  29.30  49.73 

2005_HAITANG 121.90  24.17 120.63 24.63  9 138.47  15.39  48.87 

2005_LONGWAN
G 

121.60  23.75 119.98 23.98  6 166.79  27.80  54.02 

2005_TALIM 121.73  24.06 120.20 24.19 Y 9 156.01  17.33  51.44 

2006_BILIS 121.93  24.97 121.00 25.13  3 95.40  31.80  23.15 

2006_BOPHA 121.37  22.97 120.07 22.93  3 133.25  44.42  26.58 

2006_KAEMI 121.40  22.90 119.90 23.47  5 165.98  33.20  29.15 

2007_KROSA 121.90  24.95 121.55 25.30  1 52.52  52.52  52.73 

2007_PABUK 121.15  22.00 120.63 22.10  2 54.76  27.38  34.30 

2007_SEPAT 121.55  23.20 119.93 23.93  7 184.07  26.30  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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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續)： 同表 2-7。 

Case name 
Arrival 

longitude 
Arrival 
latitude 

Departure 
longitude

Departure 
latitude 

2nd low 
replace

T 
(h)

D   
(km) 

V  
(km/hr

) 

Vm 
(m/s) 

2007_WUTIP 121.60  23.00 121.60 23.00     15.43 

2008_FUNGWON
G 

121.67  23.43 120.37 24.27  8 161.53  20.19  45.44 

2008_JANGMI 121.78  24.50 121.15 25.10  13 92.27  7.10  51.44 

2008_KALMAEGI 121.90  24.50 121.30 25.15  10 94.33  9.43  43.73 

2008_SINLAKU 121.90  24.70 121.80 25.20  10 56.53  5.65  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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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西岸登陸颱風登陸經緯度、離陸經緯度、副中心取代、在陸時間、在

路移動距離、在路移速及登陸時最大風速。 

Case name 
Arrival 

longitude 
Arrival 
latitude 

Departure 
longitude

Departur
e latitude

2nd low 
replace 

T 
(h)

D   
(km) 

V  
(km/hr

) 

Vm 
(m/s) 

1977THELMA 120.37  22.51 120.72 24.90 Y 5 268.26  53.65  40.73 

1981IKE 120.27  22.45 122.01 25.04 N 11 338.25  30.75  29.99 

1986WAYNE 120.26  23.97 122.00 24.73 N 7 195.57  27.94  39.44 

1988SUSAN 120.66  22.09 120.93 22.26 N 1 33.64  33.64  36.44 

1990MARIAN 119.91  22.96 122.16 24.68 N 6 298.41  49.74  23.15 

1995DEANNA 120.14  23.89 121.75 25.26 N 5 223.07  44.61  18.01 

2002NAKRI 121.07  25.15 121.80 25.37  5 77.50  15.50  17.58 

2004NANMADOL 120.20  22.47 121.50 23.00  3 145.80  48.60  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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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選取 10 個由東向西移動之颱風個案路徑，其接近台灣陸地時呈現氣旋

式路徑。圖中虛線為颱風之不連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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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以二階多項式近似颱風登陸前 150km 遠處到登陸路徑的偏折程度，圖

中黑色實線為颱風路徑，藍色虛線分別為離台灣海岸約 75km、150km、

225km 及 300km 遠的距離，黑色虛線為坐標轉換後之新坐標軸，以登陸

點 ap 到離岸 150km 遠處之定位點作為新 x 軸，圖中標示 x ' 。紅色實線

為求得之近似路徑的二階多項式曲線 y '  p1x '2 p2x ' ，此二階多項式曲

線彎曲程度可由二次項係數 p1 決定， p1  0 表示此拋物線開口向下（即

颱風行徑方向的左邊）， p1 越小表示彎曲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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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a) 由東向西移動登陸台灣之颱風個案三小時平均移行速率合成圖，橫

軸 a 為登陸時間，d 為離陸時間，座標軸由右到左從登陸前 24 小時(-24)

到離陸後 12(12)小時。圖中黑實線為平均值，黑點為平均值加減一個標

準差。 (b) 颱風靠近登陸點 a 時在空間距離中的平均移速與加減一個標

準差。圖中顯示颱風靠近台灣時平均移速從 5.45 m/s 增加至 7.16 m/s，

呈現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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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4：二次項係數 p1 與颱風在離岸 150km 路徑定位點的緯度散佈圖，圖中垂

直軸為二次項係數 p1 ，負值越小表示颱風路徑彎曲程度越大，趨勢線顯

示隨著颱風在離岸 150km 路徑定位點的緯度增加，颱風路徑彎曲程度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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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5：二次項係數 p1 與颱風在離岸 150~300km 路徑定位點間平均移向散佈

圖，圖中垂直軸為二次項係數 p1，負值越小表示颱風路徑彎曲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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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6：二次項係數 p1 與颱風在離岸 375~300km 路徑定位點間平均每小時移速

散佈圖，圖中垂直軸為二次項係數 p1 ，負值越小表示颱風路徑彎曲程度

越大，趨勢線顯示隨著颱風平均每小時移速增加，颱風路徑彎曲程度越

小。實心圓點為颱風個案在離陸 150km 處時緯度在 23.5 度以北，空心

圓為颱風個案在離陸 150km 處時緯度在 23.5 度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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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7：二次項係數 p1 與颱風在離岸 75~登陸路徑定位點間平均移速變化散佈

圖，圖中垂直軸為二次項係數 p1 ，負值越小表示颱風路徑彎曲程度越

大，趨勢線顯示平均移速變化與颱風路徑彎曲程度呈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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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8：二次項係數 p1 與颱風在離岸 375~300km 路徑定位點間平均每小時最大

風速散佈圖，圖中垂直軸為二次項係數 p1 ，負值越小表示颱風路徑彎曲

程度越大，趨勢線顯示隨著颱風的平均每小時最大風速增加，颱風路徑

彎曲程度越大。實心圓點為颱風個案在離陸 150km 處時緯度在 24 度以

北，空心圓為颱風個案在離陸 150km 處時緯度在 24 度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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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9：平均移速(藍色線)、平均最大風速(紅色線)、平均差異移速(黑色線)、

颱風定位點緯度(綠色線)的相關係數隨離陸距離之變化，圖中為有較好

相關係數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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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0：以二階多項式曲線分析氣旋式路徑示意圖，圖為桃芝颱風路徑。圖中

實心黑點為選取之登陸定位點，虛線為以登陸前約 200 公里內之路徑所

做之二階多項式曲線，曲線開口向行進方向之左手邊定義為向左偏折個

案。圖中空心點定義為偏折點，取登陸前 200 公里內路徑前後斜率變化

最大之定位點。圖中點虛線為偏折點與登陸點相連之直線和偏折點與登

陸前 200 公里之定位點之連線，兩線夾角可定義出偏折角，用來比較路

徑向左偏折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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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1：偏折點之空間分佈圖，圖中紅色點為偏折角大於等於 30°之個案，偏

折角在 20°~29°之間為黃色點，偏折角在 6°到 19°之間為藍色點，偏折

角小於 6°或是非左偏個案定義為無明顯偏折個案，圖中以灰色標示其登

陸前 3 小時定位點以供比較。圖中圓餅圖以北緯 23.5°為界線，分別統

計偏折角在北邊及南邊之個案數。 



 

 
 

74

 

 

 圖 2 - 12 ：(a)  JTWC 颱風最大風速內插至選取之登陸點時間與颱風登陸時中

央氣象局的最低氣壓資料的散佈圖，相關係數約 0.8。(b)  JTWC 颱風

最大風速內插至選取之登陸點時間與颱風登陸時中央氣象局的颱風最

大風速資料散佈圖，相關係數約 0.83，圖中細灰線輔助線斜率為 1，大

部分的點位於此灰線之右下象限，表示中央氣象局估計之登陸時颱風最

大風速大多比 JTWC 估計之最大風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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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 13 ：(a) 颱風登陸時最低氣壓小於等於平均值 965mb 之 27 個颱風個案

之偏折角度圓餅圖，紅色為偏折角大於等於 20°之個案數，黃色為偏折

角大於等於 6°至小於等於 19°之個案數，藍色為偏折角小於 6°之個案

數。(b) 同(a)，颱風登陸時最低氣壓大於平均值 965mb 之 28 個颱風個

案之偏折角度圓餅圖。(c) 同(a)，颱風登陸時最大風速大於等於平均值

33m/s 之 27 個颱風個案之偏折角度圓餅圖。(d) 同(a)，颱風登陸時最

大風速小於平均值 33m/s 之 28 個颱風個案之偏折角度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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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4：偏折點緯度與偏折角散佈圖，角度 6°以下個案為無明顯偏折個案，其

中無法定義偏折角度之個案皆標在 2°的位置。圖中實心點為移向偏西個

案，空心點為移向偏北個案。(定義移向為登陸點到登陸前 12 小時定位

點連線所指方向，正北為 360°，正西為 270°，定義移向小於 315°個案

為移向偏西個案，移向大於 315°為移向偏北個案。)圖中趨勢線為線性

曲線擬合偏折點緯度小於 23.5°、偏折角大於 6°之個案。偏折點緯度小

於 23.5°個案之趨勢為越向北偏折角度越大，相關係數 R 達到約 0.73。 



 

 
 

77

 

 

圖 2 - 15：颱風登陸前平均移向與偏折角度散佈圖。圖為左偏颱風個案線性曲線

擬合所得之趨勢線，颱風移向與偏折角度相關係數 R 約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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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6：參考移行速率(偏折前 9~12 小時颱風移行速率)與偏折角度散佈圖。(a) 

全部颱風個案與線性曲線擬合所得之趨勢線，參考移行速率與偏折角度

呈現反比之趨勢，相關係數約 0.52。(b) 同(a)，偏折點在北緯 23.5°以

北颱風個案，參考移速與偏折角度呈現反比之趨勢，相關係數 R 約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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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7：參考颱風最大風速(偏折前 9 小時颱風 JTWC 最大風速)與偏折角度散

佈圖。(a) 全部颱風個案與線性曲線擬合所得之趨勢線，參考颱風最大

風速與偏折角度呈現正比之趨勢，相關係數 R 約 0.32。(b) 同(a)，偏折

點在北緯 23.5°以北颱風個案，參考颱風最大風速與偏折角度呈現正比

之趨勢，相關係數 R 約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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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 18：(a)  55 個由東向西移動登陸台灣之颱風個案三小時平均移行速率合

成圖，橫軸 a 為登陸時間，d 為離陸時間，座標軸從登陸前 24 小時(-24)

到離陸後 12(12)小時。圖中黑實線為平均值，黑點為平均值加減一個標

準差。(b)  28 個由東向西登陸在北緯 23.5°以北之颱風個案三小時平均

移行速率合成圖。(c)  27 個由東向西登陸在北緯 23.5°以南之颱風個案

三小時平均移行速率合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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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9：(a) 以偏折點為基準，偏折點以前為三小時平均移行速率，從偏折前

24 小時(-24)到偏折。偏折點以後為偏折點到登陸點 a 之間平均移行速

率，偏折時間在橫軸上以 df 表示。(b) 同(a)，把全部個案分成偏折點在

北緯 23.5°以北，以紅線表示。偏折點在北緯 23.5°以南個案以黑線表示。 



 

 
 

82

 

 

圖 2 - 19 (續)：(c) 同(a)，把全部個案分成偏折角大於等於 20°個案，以紅線表

示。偏折角小於 20°個案以黑線表示。(b) 同(a)，把全部個案分成偏折

前 9 小時颱風最大風速大於等於平均值 42m/s 之個案，以紅線表示。偏

折前 9 小時颱風最大風速小於平均值 42m/s 之個案以黑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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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0 ：(a)以偏折前 12 到前 9 小時平均移行速率為參考移速，與偏折前 3

小時到登陸之平均移行速率(偏折前 3 小時到偏折點之平均移速與偏折

點到登陸之平均移速之平均)之散佈圖，總共 55 個個案。(b) 同(a)，偏

折角大於等於 20°之個案，共 21 個。(c) 同(a)，偏折角小於 20°之個案，

共 34 個。圖中細灰線為斜率為 1 之輔助線，深黑線為線性趨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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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1：偏折前 3 小時到登陸平均移行速率與偏折前 12 到前 9 小時平均移行

速率之差距長條圖統計。圖中加以不同顏色代表不同偏折角度個案數目

來區分，紅色為偏折角大於等於 20°之個案，藍色為偏折角在 6°到 19°

之間個案，灰色為小於 5°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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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2：颱風在陸停留時間與在陸移行距離散佈圖，在陸移行距離定義為登陸

點與離陸點之直線距離，平均在陸移速為 28.8km/h(去掉 1978 Rose，

在陸移速 130.0km/h 此極端值)，圖中兩灰線分別代表在陸移速

37.4km/h、20.1km/h(平均值±0.5 個標準差)。圖中紅色為在陸移速大於

37.4km/h 個案，定義為快速個案。綠色為小於 20.1km/h，定義為慢速

個案，介於 20.1~37.4km/h 之個案為黑色，定義為中速個案。其中實心

與空心分別代表北緯 23.5°以南登陸與北緯 23.5°以北登陸個案。藍色十

字為有不連續路徑之個案，不連續路徑個案定義為颱風主渦旋在東邊陸

上消散，山後產生之副渦旋中心增強取代原來中心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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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3：颱風在陸移速統計圓餅圖，圖中紅點、黑點、綠點分別代表颱風在陸

移速快速、中速、慢速之颱風個案登陸點。圓餅圖分成登陸點在北緯 23.5

°以北、以南及西邊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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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4：颱風在陸時間統計圓餅圖，圖中紅點、藍點、空心點分別代表颱風在

陸時間大於 10 小時、5 到 9 小時、小於 5 小時之颱風個案登陸點。圓

餅圖分成登陸點在北緯 23.5°以北、以南及西邊登陸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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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5：12 個在通過台灣時不連續路徑之颱風個案，登陸點以紅色實心點表

示，離陸點以 x 符號表示。登陸點與離陸點所連之直線即為分析中之在

陸移行距離。12 個不連續路徑個案中有 8 個為在陸移速快速個案，佔全

部 15 個在陸移速快速個案中的 53.3%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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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6：12 個不連續路徑個案之分析，(a) 橫軸為登陸點緯度，藍色線為颱風

在陸移行距離，綠色線為颱風在陸停留時間，顯示緯度 23.5°以南個案

在陸時間短，在陸移行距離很長，為移速快速個案。(b) 橫軸為登陸點

緯度，藍色線為登陸時 JTWC 颱風最大風速，綠色線為颱風在陸移速，

大致上呈現反比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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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7：同圖 2-22，拿掉不連續路徑之颱風個案，新計算出在陸移速平均為

24.6km/h，平均值加減 0.5 個標準差分別為 30.8km/h 以及 18.3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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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8：同圖 2-23，去除不連續路徑之颱風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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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9：縱軸為颱風在陸移速，橫軸為颱風登陸前 3 小時移速，細灰線為斜率

為 1 之輔助線，空心圓點為登陸點在北緯 23.5°以北，實心黑圓點為登

陸點在北緯 23.5°以南，灰色圓點為西邊登陸個案，細灰線以上之圓餅

圖統計登陸後加速之颱風個案，細灰線以下之圓餅圖統計登陸後減速之

颱風個案，統計結果顯示加速個案在南邊登陸個案比率最大約 47.6%，

減速個案在北邊登陸個案比率最大，約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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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0：統計登陸前後移速變化比率，定義ΔU=(Ua~d-U-3a)/U-3a，統計結果顯

示登陸後加速颱風以增加 25%到 50%佔最大比率，而減速颱風以減少

25%個案數佔最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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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1：不同ΔU 比率區間之颱風登陸點空間分佈圖，圓餅圖分別統計登陸點

在北緯 23.5°以北、北緯 23.5°以南及西邊登陸個案，圖中藍色代表減速

超過 50%之個案，淺藍色為減速比率在-50%到 0 之間，黃色為加速比

率在 0 到 50%之間，紅色為加速超過 50%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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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2：ΔU 與颱風登陸時 JTWC 最大風速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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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3：以緯度 0.5 度分區登陸後平均移速、在陸時間、登陸前 3 小時移速與

在陸移速比較加速減速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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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4：以測站中點分區登陸後平均移速、在陸時間、登陸前 3 小時移速與在

陸移速比較加速減速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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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5：以大略地形分區登陸後平均移速、在陸時間、登陸前 3 小時移速與在

陸移速比較登陸後加速減速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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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6：雨量分析選取之測站位置，包括氣象局局屬測站、氣象局自動雨量站、

農業測站、民航局測站及空軍測站共 48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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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7：颱風中心登陸前定位在近台灣東海岸 2°×2°方格內之時間，平均時雨

量分佈圖。方格左上角數字代表合成之颱風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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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8：如圖 2-37，時雨量平均之標準差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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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9：選取圖 2-37 中東經 121°到 123°、北緯 23°到 25°之方格，細分成 1°

×1°。選取颱風中心登陸前定位在此 1°×1°方格內之時間，平均時雨量分

佈圖。方格左上角數字代表合成之颱風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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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40：如圖 2-39，時雨量平均之標準差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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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41：如圖 2-37，偏折角大於等於 20°之個案與偏折角小於 20°之個案時雨

量平均差值分佈圖，負值以虛線表示。方格中左上數字為偏折角大於等

於 20°之個案數與偏折角小於 20°之個案數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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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42：如圖 2-39，偏折角大於等於 20°之個案與偏折角小於 20°之個案時雨

量平均之差異分佈圖。方格中左上數字為偏折角大於等於 20°之個案數

與偏折角小於 20°之個案數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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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43：北緯 23.5 度以南登陸偏折角大於 20 度個案路徑，個案包括 Caitlin 

(1994)、Tim (1994)、 Toraji (2001)、Mindulle (2004)、Sepat (2007)、

Fungwong(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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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44：北緯 23.5 度以北登陸偏折角大於 20 度個案路徑，個案包括 Vera 

(1977) 、 Norris (1980)、Freda (1984)、Yancy (1990)、Herb (1996)、

Nock-Ten (2004)、Talim (2005)、Bilis (2006)、Jangmi(2008)、Nari 

(2001)。(為了圖形清楚，Nari (2001)沒有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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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45：颱風路徑在登陸前轉圈之個案，包括 Sarah (1989)、Polly (1992)、

Haitang (2005)、Krosa (2007)、Sinlaku (2008)。其中 Sarah (1989)定

義登陸點經緯度在東經 121.59 度、北緯 23.43，歸類為在北緯 23.5 度

以南登陸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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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實驗設計示意圖，放入解析度 2km 之真實台灣地形，圖中 x 標記為不同

渦旋初始位置實驗之 t= 0 h 時渦旋中心位置，由北到南編號 1 到 7。初

始渦旋中心離海岸線約 300 km 遠，黑色為背景風場東風之實驗，紅色

為背景風場東南風之實驗，圖中挑出兩組實驗畫出其路徑定位與 36 小

時每 3 小時合成之渦度場等值線，等值線為 0.00195 s -1，路徑每點間

隔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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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修正阮肯渦旋( modified Rankine vortex )渦度結構，橫軸為無因次的半

徑，縱軸為無因次的渦度， m 為渦旋最大渦度值， mr 為渦旋最大切向

風速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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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不同定位中心方法之比較，黑色為渦旋幾何中心，紅色為以擾動水深最

小值為中心之路徑，圖中每點間隔為 1 小時，兩種定位方法在登陸前相

似，但在靠近地形時擾動水深最小值定位之方法的渦旋中心會大幅度跳

躍到地形上，與渦度場明顯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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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西行渦旋接近台灣地形時不對稱位渦場與不對稱風場分佈圖，渦旋中心

固定在原點，陰影為不對稱位渦場，地形等值線畫出 1 公尺與 1500 公

尺等值線做為代表，向量為不對稱風場，右下角標示出各時間不對稱風

場的極大值，只畫出離渦旋中心 300km 以內及大於 0.5m/s 之風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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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f 平面與β平面實驗之(a) 渦旋路徑圖，圖中 x 為初始位置，從北到南取

第 1、3、5、7 個初始位置實驗作圖，空心圓為偏折點，粗實心圓為登

陸點，細實心圓為定位點，定位間隔 1 小時。(b) 偏折點緯度與偏折角

度散布圖，兩組實驗皆使用渦旋參數為α=1、Vm=50 m/s、Rm=50 km、

背景風場為 U=5 m/s 東風。 



 

 
 

114

 

圖 3-6：不同背景風場大小實驗之(a) 渦旋路徑圖，圖中 x 為初始位置，從北到

南取第 1、3、5、7 個初始位置實驗作圖，空心圓為偏折點，粗實心圓

為登陸點，細實心圓為定位點，定位間隔 1 小時。(b) 偏折點緯度與偏

折角度散布圖，兩組實驗皆使用渦旋參數為α=1、Vm=50 m/s、Rm=50 

km、背景為 f 平面。圖中紅色為 U=3 m/s 實驗，綠色為 U=7 m/s 實驗，

黑色為 U=5 m/s 實驗，皆為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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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不同方向背景風場實驗之(a) 渦旋路徑圖，圖中 x 為初始位置，從北到

南取第 1、3、5 個初始位置實驗作圖，空心圓為偏折點，粗實心圓為登

陸點，細實心圓為定位點，定位間隔 1 小時。(b) 偏折點緯度與偏折角

度散布圖，兩組實驗皆使用渦旋參數為α=1、Vm=50 m/s、Rm=50 km、

背景為 f 平面。背景風場大小為 5 m/s，圖中 W 為東風實驗，N 表示東

南風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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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背景風場為東南風，不同背景風場大小實驗之(a) 渦旋路徑圖，圖中 x

為初始位置，從北到南取第 1、3、5 個初始位置實驗作圖，空心圓為偏

折點，粗實心圓為登陸點，細實心圓為定位點，定位間隔 1 小時。(b) 偏

折點緯度與偏折角度散布圖，兩組實驗皆使用渦旋參數為α=1、Vm=50 

m/s、Rm=50 km、背景為 f 平面。圖中紅色為 U=3 m/s 實驗，綠色為

U=7 m/s 實驗，黑色為 U=5 m/s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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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渦旋最大風速敏感度實驗之渦度及風速剖面圖，固定渦旋最大風速半徑

為 50km，α=1。實線為最大風速 50 m/s 實驗，虛線為 20 m/s，點線為

35 m/s，點虛線為 6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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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同圖 3-6，渦旋最大風速敏感度實驗，實驗使用渦旋參數為α=1、Rm=50 

km、背景風場為 5 m/s 東風，背景為 f 平面。圖中藍色為 Vm=20 m/s

實驗，綠色為 Vm=35 m/s 實驗，黑色為 Vm=50 m/s 實驗，紅色為 Vm=65 

m/s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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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渦旋最大風速半徑敏感度實驗之渦度及風速剖面圖，固定渦旋最大風

速為 50 m/s，α=1。實線為最大風速半徑 50 km 實驗，虛線為 100 km，

點線為 25 km，點虛線為 7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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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同圖 3-6，渦旋最大風速半徑敏感度實驗，實驗使用渦旋參數固定為α

=1、Vm=50 m/s、背景風場為 5 m/s 東風，背景為 f 平面。圖中藍色為

Rm=25km 實驗，黑色為 Rm=50 km 實驗，綠色為 Rm=75 km 實驗，紅

色為 Rm=100 km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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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渦旋結構敏感度實驗之渦度及風速剖面圖，固定渦旋最大風速為 50 

m/s，最大風速半徑為 50 km。實線為α=1 實驗，虛線為α=0.7，點線為

α=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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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同圖 3-6，渦旋結構敏感度實驗，實驗使用渦旋參數固定 Vm=50 m/s、

Rm=50 km、背景風場為 5 m/s 東風，背景為 f 平面。圖中黑色為α=1

實驗，綠色為α=0.7 實驗，紅色為α=0.5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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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f 平面實驗之偏折點空間分佈及偏折角統計圖，上下兩圓餅圖分別統

計北緯 23.5°以北及以南之偏折角度個數。圖中紅色點為偏折角大於等

於 30°之個案，偏折角在 20°~29°之間為黃色點，偏折角在 6°到 19°之

間為藍色點，偏折角小於 6°或是非左偏個案定義為無明顯偏折個案，圖

中以灰色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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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取颱風進入東經 123.5 到東經 124.5，北緯 20.5 到北緯 21.5 區間時的

平均移速，與偏折前 12 到前 9 小時的平均移速做散布圖，黑色實線為

趨勢線，灰色細線為斜率為 1 輔助線，兩者相關系數 R 達到約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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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同圖 2-16，參考移速改成東經 123.5 到東經 124.5，北緯 20.5 到北緯

21.5 區間時的平均移速，全部個案相關系數 R 可達到約 0.47，而北緯

23.5 度以北個案相關係數 R 可達到約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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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互動式網頁應用平台。依測站分段，圖中顯示已基隆-宜蘭測站為分段

時，其 1997-2008 年於基隆-宜蘭間登陸的颱風個案之路徑(圖中網格點大小為

0.5°*0.5°)，及其在生命期中各小時的強度(中心氣壓、最大風速、七級及十級風

半徑)資料。下方的表格則為每個個案，本計畫中分析之颱風的登陸移速及偏折

角之統計特性。本平台為互動式，使用者可以點取其有興趣的個案，或是疊加不

同的測站分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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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互動式網頁應用平台。同圖 4-3, 依登陸緯度為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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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計畫執行內容說明） 

侵台颱風降雨氣候模式係利用雨量站資料針對不同颱風中心位

置所做的統計分析，然而在相似路徑下個別颱風所造成的降雨分佈仍

有明顯的差異性。顯然侵台颱風降雨分佈除了颱風中心位置外，尚有

其它重要因子控制著降雨分佈。本計畫的主要目標是利用都卜勒大範

圍的雷達回波及徑向速度觀測資料，萃取出代表颱風降雨壯度及環流

影響範圍的量化指標值，並利用這些量化數值改進侵台颱風降雨氣候

模式之降雨分佈。 

利用 QPESUMS 降雨回波資料針對 2004~2009 年的 26 個臨台颱

風進行颱風降雨結構及降雨壯度的分析研究，初步建立臨台颱風降雨

分佈概念模式。利用 QPESUMS 都卜勒雷達徑向風場資料以及

GBVTD 方法，針對 9 個侵台颱風個案進行風場結構特徵分析，藉以

瞭解颱風臨近台灣時之強度、大小的演變。 

在颱風氣候降雨模式改進工作部分，為改善西行強烈颱風(泰利及

海棠)氣候模式在南部地區雨量低估的情況，以新的權重方法來對雨

量來進行增量，同時引入 TS 得分、ETS 得分、相關係數，標準化誤

差(NB)、標準化偏估(NB)及均方根誤差(RMSE)等評估方法，量化氣

候模式的修正結果。分析結果顯示，TS 及 ETS 得分海棠及泰利均有

很好的改進。 

關鍵詞: 降雨壯度(回波)、颱風強度、颱風壯度、颱風大小、颱風降

雨氣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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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台灣地處副熱帶，位於西北太平洋颱風主要行進路徑，幾乎每年

都會受到颱風的影響，颱風所經之處往往造成人民性命以及經濟財產

的重大損失。2008 年卡玫基及辛樂克颱風由於降雨分佈與預期相差

太大，災害防救單位因而未能針對豪大雨發生區域提出事先之預警，

造成嚴重的人員及財物的損失，為此，氣象單位及水利單位都進行了

數次深切的檢討。2009 年莫拉克颱風挾帶驚人的雨量重創台灣南部，

光是在 8 月 8-9 日兩天，在南部山區就降下了超過 2000 毫米的雨量，

相當於平地地區一年的雨量，同時也在山區引發了嚴重的土石流，造

成重大傷亡。其最主要的原因，即為莫拉克颱風在侵台期間移動速度

緩慢，加上颱風南側環流與南台灣山區地形交互作用，才會在南部山

區降下破紀錄的雨量。由於近兩年幾個主要侵台颱風之風雨分佈與過

往颱風之平均狀態有很大的不同。因此，深入瞭解登陸颱風的環流結

構及降雨分佈，對颱風風力及降水預報是有絕對的必要性。 

在颱風降雨分布與強度研究方面，林與徐(1988)針對 1950 年到

1985 年侵襲台灣的 119 個颱風作雨量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地區颱風

降雨分佈以北部山區、中央山脈東麓以及中央山脈西麓三大區域最為

顯著；同時指出颱風強度、颱風路徑與移動速度、以及季節性綜觀系

統，對於各地區降雨量多寡都有明顯的影響。陳等(1993)歸納出颱風

影響台灣期間，各地降雨分佈主要受到四個因素的影響：(1)颱風結

構－包括環流大小、眼牆和螺旋狀雲系(包括中小尺度對流胞)特徵，

(2)颱風之移速， (3)環境氣流特徵，以及(4)台灣地形。但是在侵台颱

風降雨結構的研究則相對較少(李與蔡 1995)。 

Holland and Merrill (1984) 提出了衡量颱風結構的 3 個指數，分

別是強度(intensity)、壯度(Strength)以及大小(size)。強度泛指颱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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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最大風速或中心最低氣壓。壯度則是指颱風平均切向風在某一

距離內的面積積分，壯度的量級係用來衡量颱風某一距離內風速的強

弱。大小泛指颱風平均切向風 7 級風暴風半徑的大小。在 Holland and 

Merrill (1984)的研究中發現，相同強度的颱風其壯度可以有相當顯著

的差異。周等(2004)認為這樣的觀點，可以應用於颱風的降水上，降

水強度（Rainfall Intensity 泛指近中心最大環狀平均回波）相似的颱

風，其降水壯度（Rainfall Strength 指最大環狀平均回波以外，某一

環狀區域內平均回波值的大小）可以有相當大的差異。 

颱風降雨分佈特徵和強度也有密切關係，研究顯示包括颱風雙眼

牆交替循環特徵(Willoughby et al. 1984)、眼牆內縮以及螺旋雨帶出現

頻率與傳播速度等，都和颱風強度變化有關，但是彼此間關聯仍存在

很多不確定性。由以上的討論我們可以發現颱風在海上的降雨結構特

性和環境條件以及風場結構有密切關聯，但是明確的關係迄今並不清

楚。衛星的觀測資料顯示颱風在加強或減弱時，降雨結構確實有顯著

的變化，例如強降雨區內縮和雙眼牆的出現等，可以作為強度趨勢預

報的重要指標。然而，受限於可用的資料，過去這些研究對於登陸中

颱風降雨以及風場結構變化特徵的探討著墨較少。 

Geerts et al. (2000)利用機載都卜勒雷達，針對 1998 年 9 月 22 日

登陸希斯盤紐拉島(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喬治颶風(Georges)，進行登陸

前後降雨和氣流變化的觀測研究。喬治颶風在登陸後的雷達回波垂直

剖面顯示，回波強度在溶解層以下仍然隨高度遞減而增加，這樣的垂

直結構與颶風登陸前不相同，顯示地形舉升對於低層降雨有明顯的增

強作用。這次研究可能是第一篇利用高解析儀器，探討當颶風和複雜

地形交互作用下，降雨與氣流結構變化的特徵描述，對於登陸颶風的

定量降雨預報意義重大。 

在颱風環流結構的研究方面，國內外已進行了許多研究工作。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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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研究主要是利用飛機、探空和地面觀測進行分析(Shea and Gray, 

1973)，隨著 80 年代後期機載都卜勒雷達被應用於分析颱風中心附近

三維空間風場、降水回波場的結構和颱風內部的中尺度特徵。Marks 

and Houze(1987)利用擬雙都卜勒雷達(Pseudo Dual Doppler)方法分析

Hurricane Alicia(1983)，發現在主環流部份，最大風速半徑隨高度向

外傾斜，次環流則是低層有入流高層有外流，最大上衝流則是位在最

強回波區上方，其下則有對流尺度下衝流存在，上升氣流所產生之較

大降水粒子在眼牆區落下形成強回波，小粒子則隨高層徑向外流迴旋

轉出。Roux and Marks(1996)分析 Hurricane Hugo(1989)之軸對稱結構

發現，其最大風速區在 5 公里以下幾乎為垂直發展，以上則稍微向外

傾斜。Dodge et al.(1999)研究 Hurricane Gilbert(1988)也發現類似之結

果。 

Lee et al.(1994)利用 VTD(Velocity Track Display)方法，在

Hurricane Gloria(1985)的分析中發現，其 0.5 公里高度的非對稱結構

主要集中在近中心的內核區，距離中心較遠主要為軸對稱結構主導。

此外，其 3.5 公里高度呈現波數 1 的非對稱結構，且速度極值發生在

移動之後方，也證明最大風速之位置不只會受颱風運動之影響，也會

受到非對稱渦旋環流的影響。 

由於飛機觀測大多局限在洋面上，限制了對於登陸中颱風環流結

構的研究。而地基都卜勒雷達憑藉其高時空解析度的風場觀測資料而

成為研究登陸颱風環流結構的主要工具。目前國內外主要利用單都卜

勒雷達研究颱風環流結構特徵，其中較為成熟的是周等(1994)以及

Lee et al. (1999)發展的地基速度軌跡顯示法(Ground Based Velocity 

Track Display，GBVTD)。該方法利用幾何關係和傅式級數轉換，反

演出颱風的主要環流結構。近年來，GBVTD 已被應用在多個登陸颱

風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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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2000)利用此法分析賀伯颱風發現，在登陸前其切向風環流具

有明顯波數 2 非對稱結構，最大風速區也有隨高度向外傾斜的現象，

在登陸階段，由於受到摩擦力的影響，最大風速區隨高度向外的傾斜

角加劇，且非對稱結構有增強，且強回波之位置與風場非對稱結構配

置相當一致。Lee et al.(2000)分析亞力士颱風(1987)則發現，颱風在登

陸時呈現波數 1 非對稱結構，且非對稱結構隨時間也增強，大風速區

則是位在移動之東方象限，隨著受地形影響加劇，最大風速半徑隨高

度的傾斜也愈明顯。高(2003) 在 2001 年納莉颱風的分析中發現，非

對稱結構從波數二轉變為波數一，而大風速區則位在移行之右前方或

後方象限。由上述之研究可知，颱風在接近台灣陸地時，低層受摩擦

力的影響，最大風速區會向內縮，高層的變化較不顯著，而使得最大

風速區隨高度之傾斜加劇，此外非對稱之結構也會增強，而大風速區

多位在移動之右側或後方象限。 

台灣自 1989 年開始架設全省的自動雨量站網，使得地面自動雨

量站的個數大幅提升至 360 餘站，隨後雨量站的佈建就放慢速度，現

今氣象局局屬及接收其它單位的自動雨量站已超過 400 站。利用歷史

資料，依據颱風中心所在位置統計各氣象測站降雨數據，發展出簡易

颱風降雨氣候模式，對於侵台颱風降雨量的預估已有不錯的基礎

(Chang et al. 1993)。但是對於颱風降雨的強度、延時、以及影響範圍

尚有很大改進的空間。侵台颱風個別降雨結構的特徵以及登陸前和登

陸期間降雨特性的變化，在過去大量使用氣候統計模式時是較少被強

調的。 

颱風降雨氣候模式的使用相當方便，當颱風中心進入氣候模式之

範圍，可以利用氣候資料庫得出每一個雨量站相對於此颱風中心位置

的雨量，再沿著預報路徑疊加，就可得出整場颱風的預估累積雨量。

但颱風降雨往往在數小時內有很大的變化，有時偏離氣候值甚遠，因

此利用短時間之地面觀測累積雨量推估未來之降雨趨勢，這方法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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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法(persistence)，可改善氣候模式最初數小時之預報結果。基於台

灣所有流域中預報值與觀測值之平均相關係數進行測試，發現 3 小時

之累積雨量能對短時距振盪變化部分有平均效果以減少預測誤差(葉

等，1999; 黃等，2004)。 

Cheung et al. (2008) 使用氣候值、持續值、颱風強度、Julian Date

記日、本地時間、七級風暴風半徑及颱風中心速度共 7 個預報參數進

行多變量的複線性回歸(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並以 20 個傳

統雨量站進行測試。各新增變量中以颱風強度、七級風暴風半徑及中

心速度對預報之改善較顯著，其受改善之時數及相關係數之增加幅度

皆較其它變量為多，顯示颱風結構參數在颱風降雨預報中比簡單的季

節性因素或日夜對流差異來得重要。 

台灣自 1987 年開始架設高解析度長距離之都卜勒雷達，至今包

括四座 S 波段及四座 C 波段共八座作業用氣象雷達，其中有兩座為

最新型 C 波段偏極化雷達。這些都卜勒雷達構成一個密集的環島觀

測雷達網，利用此雷達網的觀測資料可以有效提升台灣近海與本島劇

烈天氣預警的功能(周 2001)。中央氣象局、經濟部水利署及美國劇烈

風暴實驗室(National Severe Storm Laboratory ; NSSL)共同開發之多

重觀測工具之定量降水估計與分類技術(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and Segregation Using Multiple Sensors; QPESUMS)，利用

雷達、衛星及雨量計等觀測資料，估計降雨型態及降雨強度，並透過

分析技術的開發，提升劇烈或突變天氣發生之監測、分析與預警能力。 

「都卜勒雷達資料應用於定量降水技術之研發」研究計畫最主要

的目標為利用全台都卜勒雷達觀測網資料(QPESUMS)，找尋侵台颱

風降雨特徵因子(強度、壯度及大小)，並嘗試建立颱風臨台時風雨分

佈概念模式，進而將颱風降雨特徵因子融入颱風降雨氣候模式中，期

望能夠對於颱風侵台期間定量降雨預報技術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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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都卜勒雷達資料應用於定量降水技術之研發(二)」為延

續性計畫之第 4 年期程，本年度主要工作係以過去 3 年累積之研發作

成果為基礎，做進一步延伸及細緻化，本文第二章即針對本研究計畫

過去 3 年之工作成果，做一完整的回顧以及總整理。 

在降雨結構特徵分析方面，為了能夠呈現颱風降雨結構在空間上

不對稱分佈的特徵，將原本針對個別颱風所計算出之單一環狀平均降

雨壯度值，進一部計算出以颱風平均移向為軸線的 4 個象限，以及以

颱風中心為原點的 3 個距離範圍內的壯度值，同時並嘗試以 4 象限的

降雨平均回波結構客觀定出颱風的範圍大小。本文第三章即展示目前

已完成之 2004 年至 2009 年，侵台 26 個颱風個案之初步分析結果，

並嘗試定義降雨壯度指數，做為改良颱風降雨氣候模式之參考依據。 

在颱風環流結構分析部分，持續針對適合進行 GBVTD 分析的颱

風個案進行水平切向風剖面分析。本文第四章新增了 05 年龍王以及

08 年薔蜜 2 個颱風的個案分析，同時並與期中已完成的 7 個颱風個

案進行彙整以及分類討論。 

第五章則是颱風降雨氣候模式改進的部分，本年度的主要工作

為，以各種評估方法(TS 得分、ETS 得分、相關係數，標準化誤差(NB)、

標準化偏估(NB)及均方根誤差(RMSE)等)來量化氣候模式的修正結

果之外，同時亦嘗試以新的權重方法，來改善泰利及海棠颱風南部地

區雨量低估的情況。最後第六章則是討論與未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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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計畫回顧及總整理 

2009 年「都卜勒雷達資料應用於定量降水技術之研發(二)」為延

續性計畫之第 4 年期程，本年度主要工作係以過去 3 年累積之研發作

成果為基礎，做進一步延伸及細緻化，故本章即針對計畫過去 3 年之

工作成果，做一回顧以及總整理。 

2.1 95 年度工作成果 

「都卜勒雷達資料應用於定量降水技術之研發」研究計畫最主要

的目標為利用全台都卜勒雷達觀測網資料(QPESUMS)，找尋侵台颱

風降雨特徵因子(強度、壯度及大小)，並嘗試建立颱風臨台時風雨分

佈概念模式，進而將颱風降雨特徵因子融入颱風降雨氣候模式中，期

望能夠對於颱風侵台期間定量降雨預報技術有所提升。因此第一年的

工作主要是著重在嘗試定義出一些颱風降雨結構特徵因子，如：環狀

平均回波結構特徵、降雨強度和降雨壯度等，透過這些特徵因子，進

一步瞭解侵台颱風降雨結構的變化特徵，來改善颱風降雨氣候模式的

預報能力。95 年度主要工作成果如下： 

（1） 計算環狀平均回波進行颱風結構特徵分析 

由於雷達資料具有高時空解析度，因此在颱風侵台期間可

以獲得密集的觀測資料，但也由於雷達掃描資料量相當龐

大，直接針對每一筆觀測資料進行分析，實非有效率的做

法。因此為了有效顯示大量雷達掃描資料以及了解颱風降

雨結構隨時間變化特徵，採取哈莫圖（ Hovmöller 

diagram，Chang 1970）方式（時間－空間序列）顯示颱

風降雨結構之時空變化特徵（圖 2.1）。此顯示方式縱軸為

時間序列（每 10 分鐘一組合成資料），橫軸為距颱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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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距離（單位為 1 公里）。回波環狀空間平均計算方法是

以颱風中心為原點，取固定半徑上所有資料點（360 個格

點資料）做環狀平均，若選取半徑格點資料少於 90 個則

不予分析。此時每一觀測時間之雷達資料即可予以簡化，

此一環狀平均回波圖可以顯示颱風軸對稱降雨結構隨時

間之變化特徵。 

（2） 定義颱風降雨壯度計算方法  

壯度的觀念最早由 Holland and Merrill(1984)提出，其意義

是指最大切向風速半徑之外，某一環狀區域內平均切向風

速值的大小。同時由研究結果發現幾乎相同強度的颱風

(一般強度指的是最大風速或者是最低海平面氣壓而

言)，其壯度經常有很大的不同。周等(2004)認為同樣的觀

念也可應用在颱風降雨上，不同颱風雖有相近的降雨強

度，但是降雨結構卻可以有非常顯著的差異。降雨強度

(rainfall intensity 指近中心最大環狀平均回波)相同的颱

風，其降雨壯度(rainfall strength 指最大環狀平均回波半徑

之外，某一環狀區域內平均回波值的大小)可以有相當大

的差異。本研究依據降雨壯度定義，設計了三種颱風降雨

壯度計算方式： 

1) 距離颱風中心一定半徑距離範圍內(如 300 公里)，在分析

半徑上的雷達反射率因子環狀平均值只要大於 25dBZ 門

檻值，即將該回波環狀平均值（ dBZ ）透過公式

（
ZdBZ 10log10×=
）轉換為雷達反射率因子線性值（Z），

然後進行累加，並計算雷達反射率因子的算數平均值（Z/

大於門檻值個數），再將平均雷達反射率因子轉換為雷達

反射率因子的分貝值(dBZ)，所得之平均值即為此一分析

時間的颱風降雨壯度，累加方式的示意圖如圖 2.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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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距離颱風中心一定半徑距離範圍內，所有的雷達反射率因

子環狀平均值轉換為雷達反射率因子線性值後，乘上該分

析半徑的標準化面積權重參數（
22 300/RΔ ）並予以累加，

再將累加之雷達反射率因子轉換為雷達反射率因子的分

貝值(dBZ)結果即為此一分析時間的颱風降雨壯度，累加

方式的示意圖如圖 2.2(b)。 

3) 距離颱風中心一定半徑距離範圍內，由外向内搜尋環狀平

均值第一個大於 25dBZ 門檻值的位置，此位置即為向內積

分之參考半徑(radius)，參考半徑內的環狀平均雷達反射率

因子值轉換為線性值後，乘上該分析半徑處的標準化面積

權重參數（
22 / radiusRΔ ）並予以累加，再將累加之轉換

為雷達反射率因子的分貝值(dBZ)結果即為此一分析時間

的颱風降雨壯度，累加方式的示意圖如圖 2.2(c)。 

（3） 歷史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 

針對桃芝(2001)、艾利、納坦(2004)、海棠、泰利、龍王

(2005)等六個侵台颱風之降雨結構特徵變化、降雨壯度及

降雨強度等進行分析，主要結論如下： 

1) 颱風接近陸地時眼牆降雨結構呈現內縮且回波值迅速增

加，這可能是受到地表摩擦效應與地形舉升增強了氣流輻

合的結果。 

2) 颱風降雨壯度大小受颱風本身結構與地形交互作用影響

來決定。當颱風接近陸地時降雨結構增強，其降雨壯度也

會跟著增大，這表示颱風本身降雨結構強弱將會影響其降

雨壯度的大小；此外颱風環流開始接觸陸地後將會產生地

形雨帶的強回波特徵，也會使得颱風降雨壯度增加，因此

地形效應是否顯著也會影響颱風降雨壯度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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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降雨回波結構與降雨壯度有著很好的正相關，即伴隨著颱

風接近陸地時降雨結構增強，其降雨壯度也會跟著增大，

因此把降雨壯度變化趨勢有效運用在颱風接近陸地時降

雨變化中，將可以提供做為颱風降雨預報的參考資料。 

（4） 颱風降雨氣候模式之測試分析 

使用 NCDR 颱風降雨氣候模式(資料為 2002_BARNES

版)，針對西行登陸(海棠、泰利及龍王颱風)以及西行從台

灣北部海面穿越未登陸(馬莎及桑美颱風)等二類颱風之

定量降雨預報，進行測試分析。 

1) 西行登陸颱風。海棠、泰利及龍王三個颱風個案，氣候模

式均能掌握東北部山區及中南部山區的大雨趨勢，東北部

山區累積降雨量的掌握也相當不錯，但對中南部山區的大

雨的累積雨量則有嚴重的低估，累積雨量極值的位置也有

偏離實際位置的現象。 

2) 西行從台灣北部海面穿越未登陸颱風。馬莎及桑美颱風的

分析結果則是呈現颱風範圍大小對於降雨氣候模式影響

的問題。馬莎颱風高於氣候平均值的環流結構，造成氣候

模式嚴重低估實際降雨量；而桑美颱風則是具有低於氣候

平均值的環流結構，因此氣候模式高估實際降雨量，甚至

產生降雨分佈型態上完全不一樣的結果。 

3) 分析結果顯示，颱風降雨氣候模式對颱風降雨具有一定的

預報能力，特別是特徵接近氣候平均值的颱風；但是對於

偏離氣候平均值的颱風，不論是降雨分布型態或是降雨量

就容易出現明顯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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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96 年度工作成果 

95 年度本研究計畫透過颱風降雨特徵因子的分析，已對臨台颱風

降雨結構變化特徵已有初步概念以及基礎。96 年度本研究計畫一方

面持續對歷史颱風個案進行降雨結構特徵分析，另一方面也完成了颱

風降雨氣候模式關聯式資料庫之建置，並且嘗試利用颱風降雨壯度資

訊來改進颱風降雨統計模式。96 年度主要工作成果如下： 

（1） 建置颱風降雨氣候模式關聯式資料庫 

完成颱風降雨及路徑等關聯式資料庫的建置，並開發利用

圖形查詢界面快速分析個別颱風降雨分佈特徵的工具，使

用者可以透過圖形界面很容易的查詢某一種颱風移行路

徑的歷史個案，並以圖形方式顯示查詢結果(圖 2.3)。 

（2） 回波資料扇型區域處理 

針對第一年計畫中所定義的環狀回波平均及颱風降雨壯

度之計算方法進行改善。改善方法是採取扇形區域資料處

理法去除因冰相降水粒子造成低估之回波。經評估測試

後，本研究設定欲刪除之較弱回波值的門檻高度值為 5

公里，即網格點高度高於門檻值高度，則該網格點上的資

料就予以刪除。此一資料處理方法的優點是可以減少因為

冰相回波造成的低估現象，相對的雷達觀測降水回波的可

用距離就必須減少（圖 2.4）。 

（3） 歷史颱風壯度計算與分類 

以回波資料扇型處理方法針對 2004-2007 年共 20 個歷史

颱風個案重新進行降雨回波環狀平均以及環狀平均降雨

壯度分析，並將 20 個颱風之壯度計算結果區分為偏低、

平均值及偏高等三類（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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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颱風降雨潛勢分析 

引進衛星熱帶降雨潛勢預報(TRaP)方法應用在雷達估計

降雨上，初步評估了熱帶降雨潛勢預報方法在雷達資料的

可行性。在熱帶降雨潛勢估計法方面，已套用在

QPESUMS 系統之合成回波產品上，共針對六個不同強

度不同路徑侵台颱風個案(艾莉、納坦、海棠、泰利、

龍王及桑美颱風)進行測試，作為未來應用降雨潛勢估

計於侵台颱風的重要參考。 

（5） 應用降雨壯度修正颱風降雨氣候模式之測試 

由於颱風降雨氣候模式是利用歷史颱風在相同位置時的

雨量站雨量平均值來估計降雨量，所以其所估計的雨量值

是接近中間值的。根據過去應用經驗，它對中型中度颱風

的估計比較理想，對強烈颱風則大多是嚴重低估的情形。 

因此本計畫嘗試以颱風降雨壯度資訊改進颱風降雨統計

模式，改進方法設定為若颱風的降雨壯度值是處於平均值

的區間，則不對颱風降雨統計模式進行任何修正，若是處

於偏低的區間則對颱風降雨統計模式估計的雨量進行減

量，若是處於偏高的區間則對颱風降雨統計模式估計的雨

量進行增量。以 2005 年海棠、泰利及龍王三個強烈颱風，

進行颱風降雨統計模式雨量估計的改進測試。結果顯示颱

風降雨壯度資訊對西行的強烈颱風具有很好的修正效果

（圖 2.5）。 

2.3 97 年度工作成果 

颱風降雨特徵因子除了回波分析之外，亦希望能夠利用

QPESUMS 之都卜勒風場資料，進行颱風侵台時之風場結構特徵分

析，藉以瞭解颱風臨台時強度、大小的演化，利用颱風臨台時強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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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的參數配合原先之降雨壯度值，作為颱風降雨氣候模式修正係數

訂定的基礎。因此 97 年度本研究計畫主要工作著重在颱風環流結構

的分析。97 年度主要工作成果如下： 

（1） TCET 颱風中心弱回波定位方法自動化 

使用 TCET 颱風中心弱回波定位方法(Chang et al., 2008)

對 14 個颱風中心進行定位，此法可以對眼牆結構完整之

颱風進行中心之自動定位，可提供高時空解析度之颱風中

心位置資料。 

（2） GBVTD-Simplex 中心定位方法 

實作 Lee and Marks (2000)提出的 GBVTD-Simplex 方法，

此方法除含有 GBVTD 風場分析能力外，並可以定出颱風

中心位置。同時並與 TCET 颱風中心弱回波定位結果進行

初步比較。 

（3） 都卜勒風場反折錯自動化處理 

本研究在進行自動反折錯後(Zhang and Wang 2005)，同時

採取 Rankine –Like Vortex (RLV)的速度分布來進行的反

折錯處理，進一步提高都卜勒速度反折錯的正確性。 

（4） 颱風個案環流結構分析 

利用 GBVTD 方法分析對 2007 年韋帕颱風、柯羅莎颱風、

2008 年辛樂克颱及薔蜜颱風的環流結構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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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颱風降雨結構特徵分析 

3.2 弱回波中心定位法(TCET) 
颱風中心定位方法主要是利用颱風中心為下沉運動造成在雷達

回波場有一明顯弱回波區域的特性，並假設颱風眼為圓形狀的情況

下，以雷達回波資料進行颱風中心定位。在颱風中心進入雷達觀測範

圍內之後，給定一初始猜測之颱風中心位置以及颱風眼半徑後，TCET 

(Tropical Cyclone Eye Tracking)方法(Chang et al. 2009)即可針對眼牆

結構完整之颱風進行中心之自動定位，圖 3.1 為 TCET 颱風中心定

位示意圖。自動化的颱風中心定位方法可以提供高時空解析度之颱風

中心位置資訊。TCET 定位方法請參照前期報告。 

自動化的颱風中心定位是相當重要的課題，若能利用雷達回波觀

測資料進行颱風中心自動定位，則隨後的颱風降雨壯度、颱風切向平

均風剖線的求取也可以用自動化的方式產出，這對即時應用這些資訊

是相當重要的一步。本計畫在颱風中心自動化定位上亦投入相當精

力，期能在作業中早日使用。 

3.3 TCET 方法使用時機與限制 

當颱風眼牆未封閉區域太大，TCET 方法將無法收斂而失敗，此

種情況容易出現在較弱的颱風或者是當颱風眼牆正經歷眼牆取代過

程(Black and Willoughby 1992; Blackwell 2000)，以及颱風登陸後結構

遭受破壞等情形(Wu et al. 1999)。另外，當颱風離雷達較遠時，由於

雷達所觀測眼牆位於較高的高度，加上觀測體積較大，以及衰減效

應，將使的雷達觀測到的眼牆回波強度較實際為弱，也可能使得眼牆

呈現非封閉的情形，特別是遠離雷達端的眼牆部分，這些情況下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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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導致 TCET 方法無法收斂而失敗。雖然可以利用降低眼封閉率(ERE)

的設定值而使 TCET 方法收斂，但當 ERE 太低時，TCET 方法亦可能

無法收斂至一定數值(內定設定值 0.1 km)。雖然透過設定較高的收斂

值可以增加中心定位的成功率，但可預期的，中心定位誤差將隨之增

大，甚至可能產生導致錯誤的中心定位於非颱風眼區域。此外，由於

TCET 方法以圓形眼形為基本假設，但對於接近圓形眼颱風雖然仍可

適用，不過出現眼形態與圓形有顯著差異時，如橢圓形，即可能產生

無法收斂的情形。颱風中心定位是否收斂與眼牆區的對流寬度有關，

當寬度太窄時，在高眼封閉率(ERE)的設定下，即可能產生無法收斂

的現象。此時如將 ERE 降低，TCET 方法將在較小的眼半徑即能出現

收斂的情形，由於弱回波區並未被完全覆蓋，可能產生與高 ERE 條

件下較大的中心定位差距。 

此外，不同回波門檻值(RT)是另外重要的參數，太高的門檻值設

定，將可能產生非封閉的眼牆，使 TCET 無法收斂，此種情況最容易

發生在中、高仰角的觀測，或在颱風眼牆離雷達較遠的地方。而門檻

值太低時則可能使得颱風眼區太小，而產生中心定位偏離實際的中心

位置，此種情形最容易發生在颱風接近陸地雷達的低仰角觀測，將因

弱回波的區域增加而出現眼區變小，使得中心定位的不確定性增高。

因此，在颱風距離雷達較遠時適合使用相對低之 RT (如 0 dBZ)，以及

使用低仰角的回波觀測，當颱風接近陸地或雷達站時，則可使用相對

高的門檻值 (如 20 dBZ)，回波觀測在兩者之間則可考慮 10 dBZ 當為

內定值。當然，門檻值的設定如能依實際的颱風結構與回波強度進行

來調整，將能獲致更長間與更精確的中心自動定位結果。 

圖 3.2 則為利用 TCET 颱風中心自動定位方法定位的結果。由圖

中可知，TCET 颱風中心自動定位可以在颱風中心(含眼牆部份)一進

入雷達回波的觀測範圍內即可有效的執行定位工作，這與預報人員依

據雷達回波主觀的颱風中心定位之範圍相當接近。此範例除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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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ET 方法之可用性外，也突顯了，登陸颱風因環流結構破壞，此種

客觀的定位方法就不再適用。TCET 方法只能提供至登陸前之定位路

徑，但對於颱風登陸前則可提供自動化與精確度較高之中心定位資

訊。 

3.4 降雨壯度計算方法 

本研究計畫設定 3 種不同計算壯度的方法，其計算概念如圖

2.2。方法一的壯度值主要是突顯出颱風中雨帶強度的變化，也因為

並沒有進行面積權重處理，所以壯度值會較其他兩者來得大。方法二

的壯度值為經過面積權重處理，較能夠代表在該分析時間整個颱風降

雨壯度大小，但其缺點是在整個分析時間中，壯度計算半徑固定，半

徑固定的壯度計算方式可能並不適用於登陸階段颱風個案中，因為通

常登陸階段颱風的範圍大小有明顯的變動。而方法三的壯度值計算方

式與方法二相同，唯一差別是在整個分析時間中，壯度值計算的半徑

並不是固定的，因此以方法三所計算之壯度值，應該是較能夠客觀反

應出每個颱風個案之整體降雨壯度特徵。 

此外在進行回波環狀平均結構分析時發現，當颱風隨時間朝雷達

靠近時，環狀平均回波會越來越強，造成這種結果可能有兩種原因。

第一，颱風的環狀回波值真的增強了。第二，是因為颱風距離雷達遠

時觀測回波所用的最低波束距地高度已高於融解層高度(約 5~5.5 公

里)，而當颱風靠近後雷達之後，所使用的回波距地高度會逐漸降低。

由於颱風雨帶的降雨在距地高度在融解層之下大致保持一個常數

值，但融解層之上回波值會快速的遞減，而這樣的特性會造成颱風的

壯度隨颱風接近陸地不斷的增強，進而模糊了颱風本身結構變化的訊

號。故將回波高度 5 公里以上的回波進行濾除，重新計算颱風的壯度

值。結果顯示，透過回波高度 5 公里以下的回波資料重新計算後的壯

度變化較為穩定，原先壯度值隨颱風接近雷達而加強的現象，也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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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圖 3.3)。 

另一方面在應用壯度值來修正西行強烈颱風的降雨氣候模式

時，雖然整體而言有相當不錯的結果，但若詳細檢視可以發現在台灣

東北角地區的降雨分布經由降雨壯度分類修正後，與實測結果有相當

高的相關，但在中南部山區的降水分布，經由降雨壯度分類修正後，

依舊有明顯的低估。這樣的結果在海棠以及泰利颱風案例中，可以清

楚的發現。經由析，發現中南部山區的強降水，與颱風內核區(inner 

core)的降水無明顯相關，係由颱風的外圍雨帶與台灣地形交互作用後

所造成的。 

本年度在壯度計算方面，經評估考量後決定以方法三做為壯度計

算的標準，方法一及方法二由於各有其限制性，因此暫時不予採用。

同時為了能夠描述颱風不同區域範圍的結構變化情形，分別針對內核

區(距中心 0~100km)、外圍 I 區(距中心 100~300km)以及外圍 II 區(距

中心 300~600km)各別計算壯度值。此外為因應外圍雨帶較為寬廣的

颱風（如 09 年莫拉克颱風），計算壯度值時的搜尋半徑，由原本距離

颱風中心 300 公里調整至 600 公里。 

壯度計算除了區分與颱風中心不同距離之外，同時亦以颱風於分

析時間中的平均移動方向圍軸，再予以區分第 I (移向右前方)、第 II 

(移向左前方)、第 III (移向左後方)以及第 IV 象限(移向右後方)，並嘗

試在四象限中，以在各別分析時間中，由所設定的搜尋半徑往內搜尋

第一個大於回波強度門檻值(25dBZ)的平均位置，定義出颱風在四象

限大小範圍(size)的特徵因子。藉由此一計算分析方法，即能夠客觀

描述每一颱風降雨結構的非軸對稱特性，同時藉由不斷的累積個案分

析結果，希望能夠建立颱風降雨結構分佈的概念模式。 

3.5 歷史颱風降雨結構特徵分析 

本年度以新設定的壯度計算方式，針對過去所收集的 200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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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20 個颱風個案重新進行壯度分析，同時亦將 2008 年的卡枚基、鳳

凰、辛樂克、薔蜜以及 2009 年的莫拉克以及芭瑪等 6 個颱風一併納

入分析。26 個颱風個案中，若颱風中心有登陸者(計有 18 個)，其主

要分析時段設定於颱風中心登陸前；而颱風中心沒登陸者(計有 8

個)，則時針對所蒐集之資料時段進行分析。所使用資料為 10 分鐘時

間解析度之 QPESUMS 整合回波資料，以及經 TCET 中心定位方法，

或是氣象局中心位置經內插處理後之 10 分鐘時間解析度颱風中心資

料。颱風個案之分析時段及資料筆數如表 3.1。本小節即針對 26 個颱

風個案以強度予以分類，進行降雨結構特徵分析。 

3.4.1 強烈颱風個案 

2008 年薔蜜颱風 

薔蜜（Jangmi）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23 小時

（200809271700~200809281540 LST），期間颱風從台灣東南方海面持

續朝西北方向移動，其中心於 28 日 15 時 40 分左右在宜蘭縣南澳附

近登陸（圖 3.4a）。分析時間颱風強度皆維持為強烈颱風(強度於 27

日 20 時達最強)。 

圖 3.4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300 公里內。在 27 日 17

時至 28 日 8 時期間，在距離中心 75 至 300 公里區域範圍內，有兩條

明顯的外圍雨帶，並隨時間向外側傳播，外圍雨帶在 28 日 3 時起逐

漸受地形影響有增強並且隨時間向內側移動的現象。28 日 8 時之後

到中心登陸這段期間，眼牆結構非常明顯，眼牆半徑約 20~30 公里，

眼牆回波強度隨著颱風中心逐漸接近陸地有明顯增強的情況，在颱風

中心登陸時眼牆回波出現大於 50dBZ 的強回波，同時伴隨著眼強內

縮。 

圖 3.4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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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在分析期間前半段 

外圍 I 區壯度值約由 25dBZ 增加 32dBZ，此即反應出外圍雨帶的增

強。而在分析期間後半段，隨著颱風眼牆雨帶進入觀測範圍，內核區

的壯度變化才得以完整分析。內核區壯度約在 28 日 2 時達 32dBZ，

為一相對極值，此時內核區與外圍 I 區壯度值相當。隨後外圍 I 區壯

度值則是持續減弱，至颱風中心登陸壯度值約由 32dBZ 降低至

22dBZ；而內核區壯度值則是先短暫減弱後，從 28 日 7 時 50 分開始

快速增強，至颱風中心登陸壯度值約由 25dBZ 增加至 38dBZ，此時

外圍 I 區壯度值已降低至 25dBZ。 

圖 3.4d 為薔蜜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薔蜜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薔蜜颱風強降雨主要集中在內核區

以及外圍 I 區，除了外圍 I 區第 4 象限外，壯度值皆在 30dBZ 以上，

最大值出現在內核區第 4 象限，壯度值為 36.5dBZ。另外在範圍大小

部分，除了在第 4 象限，因距離雷達較遠，大部份資料遭濾除，故計

算出的颱風範圍較小之外，其它象限颱風範圍約在 350 公里左右。 

2008 年辛樂克颱風 

辛樂克（Sinlaku）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42 小

時（200809120800~200809140140 LST），期間颱風往西北方向移動，

其中心於 14 日 1 時 40 分左右在宜蘭登陸（圖 3.5a）。分析時間其強

度在 13 日 8 時之前為強烈颱風(強度於 13 日 5 時達最強)，13 日 8 時

之後減弱為中度颱風。 

圖 3.5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150 公里內。在 12 日 22

時之前，在半徑 150 至 280 公里之間存在一外圍雨帶，但隨著颱風中

心逐漸接近，此一外圍雨帶即由眼牆雨帶取代。位於半徑 150 公里範

圍內的眼牆雨帶於 13 日 5 時後開始明顯增強同時伴隨著內縮。在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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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前最強回波值可達 45dBZ，同時大於 30dBZ 回波區域範圍也有增

大的情況；眼牆內縮的情況約從初始分析時間的 75 公里內縮至最後

分析時間的 10 公里。 

圖 3.5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顯示在整個分

析期間，內核區的壯度都較外圍 I 區來得大，尤其是在 13 日 5 時之

後，內核區的壯度隨時間明顯增強，最大壯度值可達 38dBZ；而外圍

I 區壯度值隨時間則是並無明顯變化，皆維持在 25dBZ 左右。此外將

內核區壯度變化與颱風強度變化進行對應可以發現，在後半段分析期

間，颱風強度是呈現減弱的趨勢，但是此時內核區的壯度則是明顯增

強，由此可見登陸中颱風壯度變化跟颱風強度變化似乎並無正相關，

因此推測登陸中颱風壯度增強現象似乎與颱風環流與地形交互影響

作用有關。 

圖 3.5d 為辛樂克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

中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辛樂

克颱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辛樂克颱風強降雨主要集中在

內核區，內核區 4 象限壯度值皆在 33dBZ 以上，最大值出現在第 4

象限，壯度值為 37.1dBZ；而在外圍 I 區，壯度明顯較內核區弱，4

個象限壯度值介於 25~28dBZ 之間。另外由於第 4 象限因距離雷達較

遠大部份資料遭濾除，故計算出的颱風範圍較其它象限來得小。 

2007 年柯羅莎颱風 

柯羅莎（Krosa）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於宜蘭近岸開始

打轉前約 15 小時（200710060000~200710061500 LST），分析期間前

半段颱風往西北方向移動，6 日 10 時之後則由西北轉向西北西移動，

颱風中心於接近台灣陸地時在宜蘭近岸沿海岸向南偏轉，並逆時鐘打

轉一圈（圖 3.6a）。分析時間颱風強度皆維持為強烈颱風。 

圖 3.6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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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集中在半徑 300 公里內，且面積涵蓋率相

當高。分析時間前半段，位於半徑約 150 公里處的外圍雨帶相當厚

實，且有隨時間向外傳播的特徵；在距離中心約 50 公里處的則是眼

牆雨帶；外圍雨帶與眼牆雨帶之間，則是回波值較弱的回波壕溝區

(moat)。在 6 日 7 時之後，外圍雨帶逐漸開始與地形作用，此時位於

半徑 150 公里處雨帶，隨時間則是有內縮的情況，同時伴隨著回波值

短暫的增強；約在最終分析時間前 2 小時，外圍雨帶逐漸與眼牆雨帶

合併，同時回波值亦快速增強，最大回波值可達 45dBZ。 

圖 3.6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於分析時段中，外

圍 I 區壯度值約介於 28~35dBZ 間，期間共有兩波振盪起伏變化，振

幅約 7dBZ；內核區壯度值則是呈現穩定增強的態勢，在最後 1/3 的

分析時段中，內核區壯度值開始超越外圍 I 區壯度值，同時快速增加，

最大壯度值可達 40dBZ。 

圖 3.6d 為柯羅莎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

中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柯羅

莎颱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柯羅莎颱風為一相當厚實的颱

風，強降雨壯度區涵蓋內核區以及外圍 I 區，除外圍 I 區第 4 象限之

外，其餘各分區降雨壯度值皆在 30dBZ 以上，最大值出現在內核區

第 3 象限，壯度值為 39.0dBZ。 

2007 年聖帕颱風 

聖帕（Sepat）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16 小時

（200708171300~200708180500 LST），期間颱風往西北方向移動，其

中心於 18 日 5 時 40 分左右於花蓮秀姑巒溪口附近登陸（圖 3.7a）。

分析時段前 5 小時強度為強烈颱風，隨後的分析時段中強度則減弱為

中度颱風。 

圖 3.7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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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300 公里內，且所佔面積

比例相當大。在 17 日 13 至 17 時期間，除了在半徑約 75 公里處的眼

牆雨帶之外，在半徑 300 公里以及 380 公里一帶，由於受地形影響，

分別存在一主要及次要的外圍雨帶，並隨時間向外傳播。另外在眼牆

及外圍雨帶之間約 150 公里半徑上，則有一連接雨帶，同樣隨時間向

外傳播。17 日 17 時起出現雙眼牆特徵，內外眼牆分別在半徑約 10

以及 60 公里處。17 時至 20 時這段期間，外側眼牆回波強度有明顯

增強的趨勢，同時位於半徑 150 公里處的外圍雨帶強度亦明顯增強。

21 時之後外圍雨帶逐漸與外圍眼牆合併，同時伴隨著幾波強度的增

減。內側眼牆結構特徵約在 18 日 1 時之後消失，隨後在颱風登陸前

4 小時，眼牆回波再度增強，最大平均回波值可達 40dBZ，並有略為

內縮的情況。 

圖 3.7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顯示壯度值內

核區大於外圍 I 區，以及壯度值隨時間平穩變化的特徵。在整各個分

析時間當中，內核區壯度值雖約從 31 上升至 38dBZ，但其變化較為

穩定緩和，壯度值增加速率較低；而在外圍 I 區的壯度變化，同樣也

是呈現穩定變動不大的特徵，壯度值約在 25 至 32dBZ 間變化。 

圖 3.7d 為聖帕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聖帕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聖帕颱風與柯羅莎颱風類似，皆為

一厚實的颱風，強降雨壯度範圍同樣涵蓋內核區以及外圍 I 區，兩區

4 象限共 8 個分區的降雨壯度值皆在 30dBZ 以上，最大值出現在內核

區第 3 象限，壯度值為 39.5dBZ。 

2005 年龍王颱風 

龍王（Longwang）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1 小

時 30 分至登陸前 11 小時（200510011810~200510020330 LST），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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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為花蓮雷達於 2 日 3 時 40 分起暫停觀測，因此整合回波資料中

缺少距離颱風最近的花蓮雷達觀測資料，所以造成回波產品中回波值

明顯減弱的現象，因此為避免壯度值分析受此影響，故分析時間僅止

於中心登陸前 1 小時 30 分。分析期間颱風往西北西方向移動（圖

3.8a），分析時間颱風強度皆維持為強烈颱風。 

圖 3.8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220 公里內，降雨結構非

常厚實，且回波大於 40dBZ 之區域範圍相當廣大。1 日 23 時之前在

40 至 150 公里範圍間為主要雨帶，範圍廣且強，同時隨著時間向外

傳播；而在 1 日 22 時左右，在半徑 75 公里處則是下一波雨帶向外傳

播。2 日 1 時主要雨帶開始受地形影響，強度隨時間開始明顯增強。  

圖 3.8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在分析時間初期，

內核區及外圍 I 區壯度值約略相當，1 日 22 時之後內核區壯度值開始

明顯快速增強，而外圍 I 區壯度值則是呈現略為減弱的情況。 

圖 3.8d 為龍王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龍王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龍王颱風強降雨結構同樣涵蓋內核

區以及外圍 I 區，但其壯度值特別強，除了內核區第 2 象限最大壯度

值 40.3dBZ 之外，在外圍 I 區壯度值最大仍可達 33.4dBZ。此外龍王

颱風範圍較小，平均範圍大小為 245 公里。 

2005 年泰利颱風 

泰利（Tailam）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13 小時

（200508311200~200509010050 LST），期間颱風往西北西方向移動，

中心於 1 日 0 時 50 分左右於花蓮登陸（圖 3.9a）。分析時間颱風強度

皆維持為強烈颱風。 

圖 3.9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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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300 公里內且範圍廣大。

在分析期間眼牆雨帶與外圍雨帶結構特徵非常明顯，在半徑約 60 公

里處為眼牆雨帶，半徑 150 公里處的則是外圍雨帶，兩者之間有明顯

的回波壕溝區(moat)。眼牆雨帶在 31 日 21 時之前，皆約略位於半徑

約 60 公里處，回波強度有增強減弱的交替變化；31 日 21 時之後開

始內縮並快速增強；外圍雨帶在 31 日 15 時至 21 時強度明顯增強，

但其向外傳播的特徵並不明顯；31 日 21 時之後則逐漸開始與眼牆雨

帶合併內縮。 

圖 3.9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在大部份分析時間

中，壯度值內核區皆高於外圍 I 區，惟在 31 日 16 時 30 分前後，兩

者強度相當；在分析時間最後階段，內核區壯度值同樣有快速增強現

象，壯度值最大約達 39dBZ。 

圖 3.9d 為泰利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泰利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泰利颱風強降雨同樣涵蓋內核區以

及外圍 I 區，除外圍 I 區第 4 象限之外，壯度值皆在 30dBZ 以上，最

大值在內核區第 2 象限，壯度值為 38.1dBZ。 

2005 年海棠颱風 

海棠（Haitang）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於花蓮外海打轉

前約 11 小時（200507172000~200507180640 LST），期間颱風往西北

方向移動，當其中心接近花蓮外海時，即開始轉向南南西開始打轉（圖

3.10a）。分析時間颱風強度皆維持為強烈颱風。 

圖 3.10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220 公里內，雙眼牆特徵

非常明顯，內眼牆半徑約 20 公里，外眼牆半徑約 65 公里。分析時間

初期除內外眼牆之外，在半徑 150 至 300 公里間亦有一外圍雨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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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回波結構較為鬆散。分析時間中段，半徑 150 公里內之大於

25dBZ 門檻值回波區域變廣，同時在外眼牆外側的雨帶也有明顯增強

的現象。18 日 5 時之後颱風開始往南打轉，近中心環流結構開始受

到地形影響，此時內外眼牆合併，同時伴隨回波值快速增強，平均回

波值可達 45dBZ 以上。 

圖 3.10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在全部分析時間中

外圍 I 區壯度值皆小於內核區壯度值，兩者在 18 日 3 時之前並無太

大變化，而在 18 日 3 時之後，內核區壯度值則是明顯增強，壯度值

由 31dBZ 增強至接近 40dBZ；而外圍 I 區壯度值則是略為減弱，壯度

值約在 25dBZ 上下間小幅變動。 

圖 3.10d 為海棠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薔海棠

颱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海棠颱風主要降雨結構集中在內

核區，4 象限降雨壯度值皆在 34dBZ 以上，最大值出現在內核區第 4

象限，壯度值為 37.3dBZ。相較於內核區，外圍 I 區降雨結構明顯較

弱，壯度值約在 26dBZ 上下，最小值出現在第 3 象限，壯度值為

24.4dBZ。 

3.4.2 中度颱風個案 

2009 年芭瑪颱風 

芭瑪(Parma)颱風中心並未登陸台灣陸地，主要分析時段為其中

心由菲律賓呂宋島往西北進入巴士海峽滯留後，再轉向東南（圖

3.11a），期間共 63 小時（200910030800~200910052230 LST）。 

由於芭瑪颱風於巴士海峽滯留期間，其外圍環流與東北風交互作

用影響，在台灣東部及東北部沿海地區均有對流雨帶產生，而此一雨

帶即位於距離颱風中心 300~600 公里的距離範圍內，因此為濾除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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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颱風本身之降雨結構，芭瑪颱風之回波環壯平均以及後續之壯度分

析，其分析半徑設定為 300 公里。 

圖 3.11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由於分析所使

用之 QPESUMS 即時整合回波資料，受墾丁及七股雷達觀測不穩定影

響，在部份分析時間，整合回波產品有缺漏資料，因此圖中有部分時

段回波值隨時間有不連續分佈的情況。雖然如此，仍可以從圖中辨識

出一些主要特徵。首先芭瑪颱風並無明顯眼牆結構，取而代之的反而

是好幾波向外傳播的外圍雨帶，其主要原因應是芭瑪颱風近中心結構

正好位於 QPESUMS 觀測範圍的邊界上，加上經過濾除 5 公里高度以

上回波資料處理程序，因此近中心眼牆結構在圖中並不明顯。另外颱

風外圍降雨結構並不扎實，幾波向外傳播的雨帶之間存在較大的弱回

波空隙。 

圖 3.11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由於颱風內核區近

中心缺乏有效的分析資料，因此內核區與外圍 I 區主要接受到由內向

外傳播的雨帶影響，因此內核區與外圍 I 區的壯度隨時間變化趨勢呈

現相當高的一至性。且由於分析資料的不穩定，壯度值有上下跳動的

情況。 

圖 3.11d 為芭瑪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由於芭瑪颱

風正好位於觀測範圍邊界上，因此只有在颱風移動方向左側象限的降

雨結構能夠解析，另一半則因資料不足，無法進行平均壯度分析。圖

中顯示在芭瑪颱風第 4 象限中仍有相當強的平均壯度值，內核區與外

圍 I 區皆為 30.4dBZ。 

2009 年莫拉克颱風 

莫拉克（Morakot）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31

小時（200908061600~200908072350 LST），期間颱風向西移動，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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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台灣過程中，路徑出現上下擺盪的現象，同時移速變慢，中心於 7

日 23 時 50 分左右於花蓮登陸（圖 3.12a）。分析時間颱風強度皆維持

為中度颱風。 

圖 3.12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涵蓋範圍相當大。在分析時間初期，約在半徑

450 至 600 公里處即有一雨帶隨時間向外傳播。6 日 20 時之後，颱風

主要降雨結構逐漸進入 QPESUMS 觀測範圍，回波值大於 25dBZ 的

範圍，幾乎涵蓋從半徑 75 至 500 公里間 80%的區域範圍。半徑 150

至 450 公里區域內，存在一範圍相當寬廣的外圍雨帶，並隨時間緩慢

向外傳播。另在半徑 150 公里處有一相對較弱的回波區域，約略將眼

牆雨帶與外圍雨帶區做一區隔，眼牆雨帶約在半徑 80 公里處，但結

構並不扎實，在接近登陸前眼牆同樣有內縮且增強的特徵。 

圖 3.12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最明顯的特徵

為在大部分的分析時間中，外圍 I 區及外圍 II 區的壯度值皆高於內核

區，6 日 23 時之後，外圍 I 區及 II 區的壯度值即呈現穩定增強的趨

勢，壯度值皆在 25dBZ 以上，在最後分析階段，外圍 I 區及 II 區的

壯度值皆達 31dBZ 以上。 

圖 3.12d 為莫拉克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

中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莫拉

克颱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莫拉克颱風主要降雨結構集中

在南側象限(第 2、3 象限)外圍 I 區以及外圍 II 區，南側象限各區域

壯度值皆在 29.5dBZ 以上，最大值出現在外圍 I 區第 4 象限 35.8dBZ，

同時颱風範圍在南側相當大，在第 3 象限平均範圍達 510 公里，第 4

象限平均範圍達 377 公里。相較於南側，北側象限(第 1、4 象限)壯

度值明顯偏弱且範圍小，外圍 I 區壯度值已在 21dBZ 以下。 

2008 年鳳凰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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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Fungwong）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23 小

時（200807270810~200807280640 LST），期間颱風向西北西移動，中

心於 28 日 6 時 40 分左右於花蓮靜浦與長濱之間登陸（圖 3.13a）。分

析時段全程颱風強度為中度颱風。 

圖 3.13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300 公里內。在分析階段

初期在半徑 300 以及 500 公里處的是外圍雨帶，其中在半徑 500 公里

處的雨帶隨時間向內傳播。27 日 14 時之後，颱風近中心降雨結構逐

漸進入觀測範圍，半徑 150 公里處之雨帶隨時間向外傳播；16 時在

半徑 200 公里左右則是有一地形雨帶形成，隨時間逐漸向中心接近。

眼牆雨帶相當明顯，約在半徑 30 公里處，回波值在 35dBZ 以上，到

了登陸前 5 小時，眼牆雨帶開始與外圍地形雨帶合併增強，登陸前 1

小時眼牆回波快速增強，回波值達 40dBZ 以上，同時伴隨著眼牆內

縮。 

圖 3.13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在分析時間當中，

外圍 I 區的壯度值隨時間並無顯著變化，壯度值維持在 25dBZ 上下；

內核區壯度值則是明顯較強，大部份分析時間其壯度值皆在 31dBZ

以上，並於登陸前快速增強，登陸時壯度值增強至 37.5dBZ。 

圖 3.13d 為鳳凰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鳳凰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鳳凰颱風強降雨集中在內核區，各

象限壯度值皆在 34dBZ 以上，最大值為第 1 象限 36.4dBZ。外圍 I 區

壯度值則介於 24 至 29dBZ 之間，最大值為第 3 象限 28.9dBZ。另外

在第 3 象限的外圍 II 區亦有較高的壯度值(30.9dBZ)，主要是由颱風

南側外圍的雨帶所造成。 

2008 年卡枚基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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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枚基（Kalmaegi）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20

小時（200807170200~200807172140 LST），期間颱風向北西北移動，

中心於 17 日 21 時 40 分左右於宜蘭南部登陸（圖 3.14a）。分析時段

中，17 日 14 時之前為輕度颱風，17 日 14 時之後則為中度颱風。 

圖 3.14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卡枚

基颱風為一範圍大但結構卻較為鬆散的颱風。回波值大於 25dBZ 範

圍在半徑 450 公里內之區域範圍內廣泛分布，但結構相對較為鬆散。

在 17 日 7 時之前除了明顯的眼牆結構之外，從眼牆至半徑 300 公里

範圍內，有三條主要外圍雨帶，其間間隔著回波較弱的區域，這些外

圍雨帶隨時間逐漸向外傳播，17 日 12 時之後，眼牆回波與外圍雨帶

之間有一寬廣的弱回波區（約半徑 150 公里處）區隔，且外圍雨帶回

波強度似乎較眼牆雨帶為強，特別是在中心即將登陸前，眼牆雨帶強

度明顯較位於半徑約 300 公里處的雨帶為弱。 

圖 3.14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在大部份分析時間

中，外圍 II 區的壯度值隨時間在 25dBZ 上下變化，惟在 17 日 17 時

前後增強至 32dBZ。而內核區以及外圍 I 區的壯度值則是隨著時間逐

漸減弱，特別是 17 日 17 時之後到登陸前，內核區壯度值明顯較內核

I 與 II 區壯度值為弱。 

圖 3.14d 為卡枚基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

中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卡枚

基颱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卡枚基颱風主要強降雨集中在

南側象限(第 3 象限)，第 3 象限各區域範圍壯度值皆在 30dBZ 以上，

最大值為內核區 37dBZ，同時在第 3 象限颱風範圍也最大，平均大小

為 422 公里。而在第 1 及第 2 象限降雨結構明顯較弱，除內核區之外，

其壯度值皆在 24dBZ 以下。 

2007 年韋帕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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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帕（Wipha）颱風路徑往西北移動從台灣西北海面通過，中心

並未登陸台灣，主要分析時段為颱風中心從與石垣島南方海域往西北

移動至台灣東北角外海期間（200709180000~200709181100 LST），共

約 11 小時（圖 3.15a）。分析時段中颱風強度皆為持為中度颱風。 

圖 3.15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300 公里內。在分析時間

當中半徑 150 公里內回波結構相當密實且持續存在，18 日 5 時後，

眼牆雨帶進入觀測範圍後，在半徑 20 公里處的強回波結構清晰可

見，同時徑向向外的回波梯度相當大。在半徑 150 公里之外則是外圍

螺旋雨帶，共有兩波，第一波在分析時間初期，位於半徑 200 至 300

公里之間；第二波在分析時間後半段，位於半徑 150 公里處隨時間向

外傳播。兩波外圍螺旋雨帶與內側主要雨帶間有明顯回波壕溝區

(moat)區隔。 

圖 3.15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在分析時間中，外

圍 I 區的壯度值隨時間並無顯著變化(約在 25dBZ 上下小幅振盪)。內

核區壯度值明顯較外圍 I 區強，其壯度值平均較外圍 I 區高 6dBZ，

內核區壯度值於 18 日 5 時 30 分前後有一明顯增強現象（由 26dBZ

快速增強至 34dBZ），隨後則是呈現緩慢減弱趨勢，壯度值約維持在

31dBZ 上下。 

圖 3.15d 為韋帕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韋帕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韋帕颱風強降雨主要集中在內核

區，內核區各象限壯度值皆在 29.6dBZ 以上，最大值在第 3 象限

36.4dBZ。而在外圍 I 區及外圍 II 壯度值則呈現明顯不對稱分布，主

要強度集中在第 3 象限，外圍 I 區壯度值為 32.5dBZ，同時颱風範圍

也較大，平均大小為 391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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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珊珊颱風 

珊珊（Shanshan）颱風路徑由北北西轉北北東移動，中心於台灣

東部外海通過，主要分析時段為颱風中心在台東外海向北通過西表島

後，轉北北東移動至宮古島北方海面的這段約 25 小時的時間

（200609151320~200609161440 LST）（圖 3.16a）。分析時段中颱風強

度皆為持為中度颱風。 

圖 3.16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230 公里內。在分析時間

中半徑 230 公里內回波結構相當厚實且持續存在，尤其是在半徑 150

公里範圍內，回波值高於 35dBZ 的主要雨帶範圍相當寬廣，厚度約

達 60 公里。同時亦有幾波雨帶從主要雨帶中向外傳播的特徵。 

圖 3.16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在分析時間中內核

區壯度值明顯大於外圍 I 區壯度值，內核區壯度值約在 31 至 38dBZ

間變化；而外圍 I 區壯度值則是由 25dBZ 逐漸上升至 30dBZ，期間受

到數波雨帶向外傳播影響，而有局部增強的情況。 

圖 3.16d 為珊珊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珊珊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由於觀測限制因素影響，颱風移動方向右側

象限(1、4 象限)無法進行完整壯度分析計算，只有第 4 象限內核區能

夠計算出平均壯度。圖中顯示珊珊颱風強降雨主要集中在內核區，最

大壯度值在 2、3 象限皆為 36.5dBZ；而在外圍 I 區左側象限亦有相當

強度之壯度值，第 2 象限中壯度值超過 30dBZ。 

2006 年桑美颱風 

桑美（Saomai）颱風路徑往西北西由台灣北部海面通過(圖

3.17a)，主要分析時段為 200608092230~200608101800 LST，前後約

20 小時。分析時段中颱風強度皆為持為中度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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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150 公里內，大於 30dBZ

的回波範圍更集中在 110 公里之內。眼牆雨帶清楚可見，約位於半徑

20 公里處，強度在 10 日 3 時 20 分前後達最強，回波值超過 40dBZ；

而在眼牆外側約半徑 40 至 75 公里處則是主要外圍雨帶，其回波強度

與眼牆區回波強度相當，且在分析時間中持續存，10 日 13 時之後強

度有增強的情況；同時在主要雨帶中亦有雨帶向外傳播的特徵存在。 

圖 3.17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在分析時間中內核

區壯度值明顯大於外圍 I 區壯度值，內核區壯度值在分析期間呈現逐

漸增強的趨勢，約從 25dBZ 增加至 37dBZ 間變化；而外圍 I 區壯度

值同樣是隨時間有上升的趨勢，且期間由於受雨帶向外傳播影響，故

壯度值有明顯較大的振幅變化。 

圖 3.17d 為桑美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桑美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桑美颱風最主要的特徵為其降雨強度相當集

中在內核區，內核區除第 1 象限之外，壯度值皆在 32dBZ 以上，最

大值為 36.9dBZ；同時桑美颱風範圍非常小，4 象限中平均範圍最大

者為第 2 象限的 183 公里。 

2006 年凱米颱風 

凱米（Kaemi）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14 小時

（200607241000~200607250000 LST），期間颱風往西北移動，中心於

24 日 23 時 50 分左右於台東成功附近登陸（圖 3.18a）。分析時間颱

風強度皆維持為中度颱風。 

圖 3.18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300 公里內。主要雨帶約

介於半徑 50 至 150 公里之間，其間較強回波值則是出現在半徑 6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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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處，且隨時間有增強減弱的變化；約在登陸前 3 小時，位於半徑

60 公里處的回波值開始增強並伴隨著內縮。在半徑 150 公里外側，

則是於前半段分析時間中，存在有雨帶向外傳播的特徵。 

圖 3.18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在最初分析時間

中，內核區與外圍 I 區壯度值約略相當，在 24 日 13 時 30 分之後，

外圍 I 區壯度值則開始明顯下降，此時內核區壯度雖也呈現減小趨

勢，但降幅較小；內核區壯度值於登陸前同樣有著明顯增強的特徵。

整體而言凱米颱風內核區壯度值高於外圍 I 區。 

圖 3.18d 為凱米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凱米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凱米颱風強降雨主要集中在移動方向左側象

限（2、3 象限），特別是在第 3 象限外圍 I 區的壯度值仍可達 34.6dBZ；

右側象限（1、4 象限），強降雨主要集中在內核區，而在外圍 I 區壯

度值則是明顯減弱許多。 

2005 年卡努颱風 

卡努（Khanun）颱風路徑往西北西由台灣東北部海面通過(圖

3.19a)，主要分析時段為 200509100810~200509111400 LST，前後約

30 小時。分析時段中颱風強度皆為持為中度颱風。 

圖 3.19b 為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顯示回波

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集中在半徑 110 至 225 公里的區域範圍內，且

有隨時間向外傳播的現象；而在半徑 110 公里至颱風中心之間，其回

波結構則相當鬆散。受觀測限制，只有在 10 日 22 時至 11 日 4 時這

段期間眼牆結構得以分析，眼牆約位於半徑 30 公里處，結構鬆散且

強度明顯較外圍雨帶弱。 

圖 3.19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在所有分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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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圍 I 區壯度值皆較內核區壯度值大；在 10 日 23 時前後，由於

受位於半徑 150 公里處雨帶增強影響，外圍 I 區壯度值於分析期間達

最強，約 34dBZ。 

圖 3.19d 為卡努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卡努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由於觀測限制因素影響，颱風移動方向右側

象限(1、4 象限)無法進行完整壯度分析計算，只有第 1 象限內核區能

夠計算出平均壯度。圖中顯示卡努颱風強降雨主要集中在左側象限外

圍 I 區，最大壯度值在第 3 象為 32.6dBZ；而在左側象限內核區壯度

值明顯較外圍 I 區弱，壯度值皆在 25dBZ 以下。 

2005 年馬莎颱風 

馬莎（Matsa）颱風路徑往西北西由台灣東北部海面通過(圖

3.20a)，主要分析時段為 200508040800~200508051100  LST，前後約

27 小時。分析時段中颱風強度皆為持為中度颱風。 

圖 3.20b 為馬莎颱風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

顯示馬莎颱風主要降雨結構範圍較廣，大於 25dBZ 回波範圍集中在

半徑 380 公里範圍內。主要強降雨區為介於半徑 150 至 300 公里之間

的雨帶，同樣有數波雨帶隨時間向外傳播。而在半徑 150 公里範圍之

內，結構相對較為鬆散，在分析時間前半段，近中心眼牆回波雖然其

結構較為鬆散且不連續，但仍可辨識；到了分析時間後半段，半徑

150 公里內之降雨結構更趨減弱，大範圍回波值皆低於門檻值 25dBZ。 

圖 3.20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顯示內核區壯

度值除了在 4 日 21 時前後稍大於外圍 I、II 區之外，其餘分析時間皆

小於外圍 I、II 區，在分析時間末段，外圍 I 區壯度值約高於內核區

壯度值 11dBZ。 

圖 3.20d 為馬莎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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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馬莎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由於觀測限制因素影響，颱風移動方向右側

象限(第 1、4 象限)的颱風範圍較小。馬莎颱風主要降雨結構集中在

左側象限外圍 I 區，最大壯度值在第 3 象為 32.5dBZ，且內核區壯度

值較外圍 I 區弱，壯度值皆在 27dBZ 以下。颱風範圍在第 3 象限最大，

平均大小為 398 公里。 

2004 年南瑪都颱風 

南瑪都（Nanmadol）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16

小時（200412032300~200412040800 LST），期間颱風先往北北西移動

進入巴士海峽，隨後轉向東北東，中心於 4 日 7 時 40 分左右於屏東

枋寮附近登陸（圖 3.21a）。分析時段全程颱風強度為輕度颱風。 

圖 3.21b 為南瑪都颱風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

中顯示南瑪都颱風主要降雨結構明顯區分為兩個區域，一為介於半徑

300 至 450 公里間之雨帶，另一為在半徑 80 公里內之颱風近中心主

要雨帶，兩者之間則是大範圍的弱回波區，回波值皆在 25dBZ 以下。

位於 300 至 450 公里間之雨帶，主要係由颱風環流與東北季風共伴效

應所造成，隨時間逐漸向外側移動；而在半徑 80 公里內側才是颱風

主要雨帶，中心處颱風眼不明顯，取而代之的是深對流雲，因此分析

期間，中心處皆為較大回波值所填塞，同樣在颱風登陸前，近中心回

波值有明顯增強的情況。 

圖 3.21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顯示，在分析

時間中段三分之二的時間，外圍 II 區的壯度值最高，內核區壯度值

次高，外圍 I 區的壯度值最小；在分析時間末段，由於外圍 II 區的雨

帶移出觀測範圍，故外圍 II 區的壯度值快速減弱，而此時也由於颱

風中心接近登陸階段，因此內核區的壯度值有明顯增強的情況。 

圖 3.21d 為南瑪都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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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南瑪

都颱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由於颱風環流與東北季風共伴所產生的

強降雨雨帶，主要位於颱風移動方向前方象限，因此在第 1、2 象限

中除了颱風平均範圍明顯較大之外，強降雨降雨結構主要分布在外圍

II 區以及內核區，內核 I 區則是相對偏弱；另外在颱風移向後側象限

(第 3、4 象限)，降雨壯度則是集中在內核區，颱風範圍也明顯較前

方象限小。 

2004 年納坦颱風 

納坦（Nock-ten）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29 小

時（200410241800~200410251000 LST），期間颱風往北北西移動，中

心於 25 日 10 時 30 分左右於頭城至三貂角間登陸（圖 3.22a）。分析

時段全程颱風強度維持為中度颱風。 

圖 3.22b 為納坦颱風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

顯示回波值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是集中在距中心 150 公里內，且

回波強度較強，回波值大於 30dBZ 以上區域占有相當高的比例。眼

牆回波約位於半徑 75 公里處，回波值高於 35dBZ，隨時間有增強減

弱等交替變化；25 日 2 時後，近中心結構逐漸受地形交互作用影響

開始明顯增強，中心登陸前 2 小時眼牆雨帶快速增強並伴隨內縮，回

波值大於 45dBZ。 

圖 3.22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顯示內核區壯

度值明顯高於外圍 I 區壯度值。在分析期間，外圍 I 區壯度值皆維持

在 25dBZ 上下振盪小幅變化，整體而言有略為上升的趨勢；而在內

核區壯度值則是維持在 34dBZ 上下變化，在即將登陸之前壯度值則

是增強至 39dBZ。 

圖 3.22d 為納坦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納坦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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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納坦颱風降雨壯度值相當集中在內

核區，內核區 4 象限壯度值皆在 34dBZ 以上，最大值為第 2 象限

38.2dBZ；外圍 I 區壯度值則相對較弱，最大值為第 1 象限 30.7dBZ。

颱風範圍大小則是在颱風移動前方象限較大，平均大小約 290 公里左

右。 

2004 年艾利颱風 

艾利（Aere）颱風路徑往西北移動，中心到達台灣東北方海面後

緩慢偏西移動，通過台灣北部近海 (圖 3.23a)，主要分析時段為

200408240200~200408250750 LST，前後約 30 小時。分析時段中颱風

強度皆為持為中度颱風。 

圖 3.23b 為艾利颱風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

顯示回波值大於 25dBZ 區域範圍集中在半徑 280 公里內，主要降雨

結構可分為兩部分，一為在半徑 80 公里處的眼牆雨帶，另一則是約

約在半徑 150 公里處之外圍主要雨帶，兩者之間有回波值較弱之回波

壕溝區，約介於半徑 90 至 130 公里處，期間存在一些零星連接雨帶。

在分析時間初期，存在一明顯雨帶由眼牆區向外傳播的特徵；24 日

10 時後由於外圍雨帶逐漸受地形影響，回波值開始逐漸增強，24 日

17 時左右半徑 150 公里處之回波值明顯增強，且此一大回波值隨時

間呈現準滯留的現象；24 日 17 時之後外圍雨帶則是仍有向外傳播的

訊號。分析時間末段，由於眼牆區逐漸接觸陸地，因此眼牆回波值明

顯增強同時伴隨著內縮，近中心大於 30dBZ 的回波區域範圍亦明顯

增大。 

圖 3.23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顯示在分析時

間初期，內核區壯度值高於外圍 I 區。而在 24 日 9 時至 18 時之間，

由於眼牆外側雨帶增強，因此外圍 I 區壯度值強度大於內核區。其後

內核區受到地形影響開始明顯增強，壯度值可達 34d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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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d 為艾利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艾利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艾利颱風降雨壯度值集中在內核

區，內核區除第 1 象限之外，其餘象限壯度值皆高於 30dBZ；在外圍

I 區，壯度值則是集中在南側象限(第 2、3 象限)，其壯度值也接近

30dBZ。最大壯度值出現在內核區第 3 象限 34.8dBZ。整體而言颱風

南側範圍較大，降雨壯度也較強。 

2004 年蘭寧颱風 

蘭寧（Raninam）颱風路徑往西北由台灣東北部海面通過(圖

3.24a)，主要分析時段為 200408120810~200408121910 LST，前後約

11 小時。分析時段中颱風強度皆為持為中度颱風。 

圖 3.24b 為蘭寧颱風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

顯示回波值大於 25dBZ 區域集中在半徑 150 至 250 公里範圍內，此

為颱風外圍雨帶，期間約在 12 日 14 時前後有增強的現象；另外由於

颱風中心從台灣東北方海面約 250 公里處通過，因此近中心眼牆區在

大部份分析時間中並未進入分析範圍，所以在半徑 150 公里內之大範

圍弱回波區，為眼牆與外側雨帶間的回波壕溝區。另外在分析時間末

段約在半徑 150 公里內側回波有增強現象，此為連接眼牆雨帶與外側

雨帶間的連接雨帶。 

圖 3.24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由於眼牆雨帶並未

進入分析範圍，因此內核區壯度值代表性較低。分析期間外圍 I 區壯

度值隨時間並無顯著變化，整體而言呈現略為減弱的情況，壯度值約

由 31dBZ 減弱為 27dBZ。 

圖 3.24d 為蘭寧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蘭寧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由於觀測限制因素影響，颱風移動方向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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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限(第 1、4 象限)的資料不足以進行壯度分析，同時又由於眼牆區

亦未進入分析範圍中，因此內核區所計算出的壯度值代表性較低。因

此只有在外圍 I 區的壯度分析較具有意義。左側象限具有較高壯度

值，尤其在第 3 象限，壯度值為 32.4dBZ。 

2004 年敏督利颱風 

敏督利（Mindulle）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28

小時（200406301800~200407012200 LST），期間颱風往北朝向台灣東

部移動，中心於 1 日 22 時 40 分左右於花蓮南方約 20 公里處登陸（圖

3.25a）。分析時段在 1 日 0 時之前颱風強度為中度颱風，而 1 日 0 時

之後颱風強度減弱為輕度颱風。 

圖 3.25b 為敏督利颱風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敏

督利颱風降雨結構可以約略以半徑 300 公里做一區分。半徑 300 公里

範圍內，在分析時間初期，介於半徑 150 至 300 公里向內傳播的為颱

風外圍雨帶，結構較為零散，而半徑 150 公里內側則是大範圍弱回波

區；1 日 1 時後，除外圍雨帶略為增強外，約在半徑 30 公里處則有

眼牆雨帶形成，但結構相當鬆散；1 日 9 時起受地形影響半徑 150 公

里處的外圍雨帶開始明顯增強，眼牆回波在登陸前 5 小時則是快速增

強。而半徑 300 公里外側，在登陸前 5 小時出現的大回波則是颱風南

側西南氣流的雨帶。 

圖 3.25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最明顯的特徵

為內核區壯度值隨時間穩定增強，從初始分析時間約 5dBZ 上升至最

終分析時間的 32dBZ；而外圍 I 區則是約在 25dBZ 上下變化，在登陸

前有明顯增強的趨勢；外圍 II 區則是與外圍 I 區有相似的變化特徵。 

圖 3.25d 為敏督利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

中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敏督

利颱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敏督利颱風主要降雨壯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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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側象限(第 3、4 象限)，內核區 3、4 象限以及外圍 I 區第 4 象限，

壯度值皆超過 30dBZ。而在外圍 I 區第 3 象限颱風範圍較寬廣，平均

大小達 274 公里，此即顯示出西南氣流的特徵。 

3.4.3 輕度颱風個案 

2007 年帕布颱風 

帕布（Pabuk）颱風路徑往西移動，8 日 2 時左右中心通過恆春

半島(圖 3.26a)，主要分析時段為 200708071400~200708080210 LST，

前後約 12 小時。分析時段中颱風強度皆為持為輕度颱風。 

圖 3.26b 為帕布颱風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

顯示回波大於 30dBZ 的區域主要集中在半徑 150 公里內，分析時間

初期位於半徑 75 公里處的為近中心主要雨帶，而在 7 日 17 時後，位

於半徑 30 公里處的眼牆雨帶才較為明顯，7 日 20 時後由於颱風近中

心逐漸接近陸地，因此眼牆雨帶開始逐漸增強，當中心通過恆春半島

時最大回波值大於 45dBZ。另外在半徑 300 公里處，亦存在一大回波

區域，此為位於颱風北側的外圍螺旋雨帶，在 7 日 20 時前後，由於

此雨帶開始接觸台灣東部陸地，因此回波值有明顯增強的情況。 

圖 3.26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顯示內核區壯

度值皆高於外圍 I 區，惟在 7 日 20 時前後，因外圍螺旋雨帶增強，

外圍 I 區壯度值與內核區壯度值約略相當。而在颱風中心通過陸地階

段，內核區壯度值則是明顯增強，壯度值約 37.5dBZ。 

圖 3.26d 為帕布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帕布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帕布主要降雨壯度集中在內核區，

內核區各象限壯度值皆在 32dBZ 以上，最大值在第 2 象限 40.8dBZ；

另外也由於颱風北側顯著的螺旋雨帶，因此在外圍 I 區北側象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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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象限)有較高的壯度值(壯度值耶都在 30dBZ 以上)，同時颱風範

圍也較大。 

2006 年寶發颱風 

寶發（Bopha）颱風路徑往西移動，在接近台灣過程中再轉向西

南西，9 日 3 時 20 分左右中心在台東成功附近登陸(圖 3.26a)，主要

分析時段為 200608080900~200608090000 LST，前後約 15 小時。分

析時段中颱風強度皆為持為輕度颱風。 

圖 3.27b 為寶發颱風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

顯示分析時間中一直存在於半徑 150 公里內之大回波區域即為近中

心主要雨帶，其中回波值高於 30dBZ 的區域亦占有很高的比例，而

且隨時間有增強減弱相間的變化，同時在中心接近陸地的過程中，主

要雨帶同樣也有內縮增強的情況。而分析時間初期，在半徑 300 公里

處的强回波值，則是位於颱風移動前方象限的螺旋雨帶，此雨帶在 8

日 11 時左右開始受地形影響而有略為增強的情況，但隨後此一雨帶

即隨時間逐漸消失。 

圖 3.27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顯示除了在初

始分析時間，因外圍螺旋雨帶受地形影響使得外圍 I 區壯度值較高之

外，其餘時間中內核區壯度值明顯高於外圍 I 區以及外圍 II 區。 

圖 3.27d 為寶發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寶發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寶發主要降雨壯度集中在颱風移動

象限，在內核區壯度值皆在 36dBZ 以上，外圍 I 區壯度值則是約

27dBZ。而在移動方向後側象限壯度值則是明顯偏弱，最大壯度值為

第 4 象限的 27.8dBZ，此外颱風範圍也較小，第 4 象限平均大小更是

不到 100 公里。 

2006 年碧利斯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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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利斯（Bilis）颱風主要分析時間為颱風中心登陸前約 15 小時

（200607130800~200607132250 LST），期間颱風往西北移動，中心於

13 日 22 時 20 分左右於宜蘭頭城附近登陸（圖 3.28a）。分析時段中

颱風強度皆為持為輕度颱風。 

圖 3.28b 為碧利斯颱風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

中顯示回波大於 25dBZ 的區域主要集中在半徑 300 公里以外的區

域，分析時間中在半徑 450 公里處有兩波强回波雨帶隨時間向外傳

播。半徑 300 公里之內回波結構相當鬆散，只有在半徑 75 公里處有

一些零星較大回波值。 

圖 3.28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顯示最強壯度

值是在外圍 II 區，大部份分析時間壯度值皆在 25dBZ 以上；內核區

除部分時間壯度值接近外圍 II 區外，其餘時間皆較外圍 II 區低。 

圖 3.28d 為碧利斯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

中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碧利

斯颱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碧利斯降雨壯度主要集中在移

動方向左側象限的內核區以及外圍 II 區，最大壯度出現在外圍 II 區

第 3 象限，但最大壯度值只有達 29.8dBZ。外圍 I 區以及整各右側象

限壯度值則是更為偏弱，壯度值皆在 22dBZ 以下。 

2004 年海馬颱風 

海馬（Haima）颱風於台灣東部外海形成後，北移進入台灣北部

海面 (圖 3.29a)，主要分析時段為 200409112300~200409130350 LST，

前後約 29 小時。分析時段中颱風強度皆為持為輕度颱風。 

圖 3.29b 為海馬颱風分析期間環狀平均回波結構特徵分析。圖中

顯示回波值大於 25dBZ區域主要集中在半徑 75公里內，以及部分 225

公里外圍之區域，整體而言降雨結構較為鬆散。在分析階段初期，海

馬颱風由一大範圍低壓帶中初生成，深對流雲係集中在颱風近中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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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而且相當接近陸地，其中心即在花蓮外海約 30 公里海面上，因

此在 12 日 8 時之前，大回波區域主要分布在半徑 75 公里之內區域，

最大回波值可達 40dBZ 以上；12 日 8 時之後，颱風中心逐漸進入台

灣北部海面，此時颱風中心弱回波結構較為明顯，原近中心大回波值

以由 15dBZ 以下弱回波區域取代，在半徑 40 至 50 公里處則是有零

星大於 25dBZ 回波存在，在此一階段主要大回波值是位於半徑 225

公里外側，此為位於颱風南側的外圍雨帶所造成。 

圖 3.29c 則是分析期間，內核區(0~100km)、外圍 I 區(100~300km)

及外圍 II 區(300km~)的平均壯度值隨時間的變化。圖中顯示內核區壯

度值隨時間並沒有顯著變化，約在 25dBZ 上下小幅振盪；外圍 I 區壯

度值也大約維持在 25dBZ 上下，惟在 12 日 21 時前後有增強的情況。 

圖 3.29d 為海馬颱風在分析時間中，不同區域範圍及不同象限中

之平均壯度值，並於 4 個象限中分別定出颱風平均大小，呈現海馬颱

風之平均非軸對稱狀態。圖中顯示海馬降雨壯度主要集中在移動方向

南側象限的內核區以及第 4 象限外圍 I 區，最大壯度值在內核區第 4

象限 29.9dBZ。另外颱風範圍除在第 4 象外圍 I 區可達 252 公里之外，

其餘各象限皆小於 170 公里，整體而言海馬為一範圍較小的颱風。 

3.4.4 歷史颱風降雨結構特徵小結 

本章以雷達回波資料針對 2004 至 2009 年間 26 個侵台或是臨台

颱風個案，進行降雨結構特徵、降雨壯度變化以及非軸對稱結構特徵

分析，並以強度予以分類，歸納整理出一些特徵，分述如下： 

強烈颱風特徵 

7 個強烈颱風皆從台灣東部侵襲，颱風中心皆有登陸；依據氣象

局路徑分類(圖 3.30)，4 個（龍王、聖帕、泰利、海棠）屬於第 3 類

路徑，3 個（柯羅莎、辛樂克、薔蜜）屬於第 2 類路徑；5 個（柯羅

莎、泰利、海棠、辛樂克、薔蜜）颱風在登陸前有打轉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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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雨結構特徵（表 3.2）：1)皆具有眼牆結構。7 個颱風皆具有明

顯眼牆結構，其中聖帕與海棠更具有雙眼牆結構，颱風眼大小介於

18~49 公里之間，平均大小約 34 公里，眼牆在登陸階段有內縮以及

回波值增強現象。2)降雨結構集中在半徑 300 公里內。7 個颱風主要

降雨結構皆集中在半徑 300 公里之內，其中龍王、聖帕、柯羅莎及泰

利在半徑 150 公里內，雨帶結構更為厚實廣大且具有強回波值。3)

壯度值內核區較外圍 I 區大。7 個颱風在半徑 0~300 公里內具有高壯

度值，但又特別集中在內核區(0~100km)，內核區平均壯度值為

34.9dBZ，外圍 I 區(100~300km)平均壯度值為 29.1dBZ，兩區域相差

5.8dBZ。同時內核區壯度值於登陸期間皆有明顯增強現象，平均壯度

值可增強至 40.1dBZ。4)非軸對稱結構較不明顯。剔除受觀測因素限

制影響的第 4 象限，7 個強烈颱風的降雨壯度在徑向上呈現內高外低

分布外，在切向上除海棠颱風外圍 I 區外，大致呈現較高的軸對稱分

布；在範圍大小部分，各象限大小雖不同但差異並不大（扣除第 4 象

限），整體而言同樣是呈現較高軸對稱性的結構，以 25dBZ 門檻值訂

出的颱風平均範圍大小約為 324 公里。 

中度颱風特徵 

中度颱風共有 15 個個案，依其不同降雨結構特徵可區分為 3 組

進行討論。第 1 組為降雨結構集中型，計有 8 個颱風個案；第 2 組則

是降雨結構寬廣型，計有 5 個颱風個案；第 3 組則是為颱風中心以較

遠的距離通過雷達觀測網，因此只有部分颱風結構有進入觀測範圍，

計有 2 個颱風個案。 

 第 1 組有鳳凰、韋帕、卡努、桑美、珊珊、凱米、納坦及艾利

8 個颱風，除了鳳凰、凱米、納坦中心有登陸之外，其餘 5 個颱風中

心皆無登陸；依據氣象局路徑分類(圖 3.30)，2 個（鳳凰、凱米）屬

於第 3 類路徑，4 個（桑美、韋帕、艾利、卡努）屬於第 1 類路徑；

1 個（納坦）屬於第 6 類路徑，珊珊則不屬於氣象局的路徑分類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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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類。降雨結構特徵：1) 皆具有眼牆結構。8 個颱風皆具有眼牆結

構，颱風眼大小介於 8~45 公里之間，平均大小約 27 公里，眼牆在登

陸階段有內縮以及回波值增強現象。2)降雨結構集中在半徑 150 公里

內。8 個颱風主要降雨結構皆集中在半徑 150 公里之內，尤其是納坦、

桑美以及珊珊颱風，回波值大於 25dBZ 區域幾乎完全集中在半徑 150

公里之內，半徑 150 公里外側則是部分零星雨帶；而鳳凰、凱米、韋

帕、卡努及艾利在半徑 150 公里之外則是仍有顯著外圍雨帶的特徵。

3)壯度值內核區較外圍 I 區大。8 個颱風壯度值主要集中在內核區

(0~100km)，內核區平均壯度值為 32.0dBZ，外圍 I 區(100~300km)平

均壯度值為 26.7dBZ，兩區域相差 5.3dBZ。4)非軸對稱結構明顯。降

雨壯度已有明顯的非軸對稱分布特徵，納坦集中在移動方向前方象

限，桑美集中在後方象限，凱米、韋帕、艾利則是在左側象限；韋帕

內核區較具軸對稱性分布，但外圍 I 區則是明顯非軸對稱分布，主要

集中在南側象限。 

第 2 組有莫拉克、卡枚基、南瑪都、馬莎及敏督利 5 個颱風，除

馬莎颱風之外，其餘颱風中心皆有登陸；依據氣象局路徑分類(圖

3.30)，莫拉克屬於第 3 類路徑，卡枚基屬於第 2 類路徑，南瑪都屬於

第 9 類路徑，敏督利屬於第 6 類路徑，馬莎屬於第 1 類路徑。降雨結

構特徵：1) 眼牆結構較為鬆散。5 個颱風皆沒有明顯的眼牆結構，特

別是莫拉克、馬莎以及敏督利颱風，在登陸前以外的時間中，近中心

降雨結構明顯較為鬆散。2)主要降雨結構在半徑 150 公里之外。颱風

外圍雨帶的回波強度明顯高於內核區，亦或在半徑 150 公里以外區

域，回波值大於 25dBZ 的範圍占有較高的比例。莫拉克、馬莎以及

卡枚基颱風即為在外側具有大範圍雨帶的代表個案，而南瑪都颱風則

是降雨強度集中在半徑 150 公里外側之雨帶。3) 壯度值外圍區與內

核區相當。內核區(0~100km)平均壯度值為 26.5dBZ，外圍 I 區

(100~300km)平均壯度值為 26.1dBZ，外圍 II 區(300~600km)平均壯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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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 26.7dBZ。雖然壯度值仍然是內核區最高，但外圍區的內核區壯

度值與內核區相當，尤其是在外圍 II 區，其壯度值與內核區僅相差

0.3dBZ。4)非軸對稱結構顯著。降雨壯度呈現顯著的非軸對稱分布特

徵，除南瑪都集中在移動方向前方象限之外，其餘 4 個颱風個案皆是

集中在南側象限。在範圍大小部分，除南瑪都之外，其餘都是明顯在

颱風南側象限具有較廣大的區域，特別是莫拉克颱風，在第 2 象限其

平均範圍大小可達 510 公里。 

第 3 組有蘭寧以及芭瑪 2 個颱風，颱風中心皆無登陸；依據氣象

局路徑分類(圖 3.30)，蘭寧屬於第 1 類路徑，芭瑪則不屬於氣象局的

路徑分類當中。由於颱風中心以較遠的距離通過雷達觀測網，同時加

上經過濾除 5 公里高度以上回波的資料處理程序，因此只有部分颱風

結構的得以進行分析，所以本組颱風的分析結果並無法客觀呈現颱風

降雨特徵。以蘭寧颱風為例，在降雨壯度非軸對稱分析結果中顯示外

圍 I 區壯度值明顯較內核區強，但造成此一結果的主要原因為，在分

析時間中僅南側外圍雨帶進入觀測範圍，而近中心區域則是在觀測範

圍之外，此為受觀測限制因素所導致的結果，並非颱風實際的結構特

徵。所以在本組颱風即不進行特徵歸納整理。 

輕度颱風特徵 

中度颱風共有 4 個個案，依其不同降雨結構特性可區分為 2 組進

行討論。第 1 組為降雨結構集中型，計有 2 個颱風個案；第 2 組則是

降雨結構鬆散型，共有 2 個颱風個案。 

第 1 組有帕布、寶發颱風，兩者颱風中心皆有登陸；依據氣象局

路徑分類(圖 3.30)，兩者皆屬於第 4 類路徑。降雨結構特徵：1) 降雨

結構集中在半徑 300 公里內。半徑 150 公里內為主要雨帶，半徑 150

至 300 公里內則是為外圍雨帶。2)壯度值內核區較外圍 I 區大。壯度

值集中在內核區(0~100km)，內核區平均壯度值為 33.2dBZ，外圍 I

區(100~300km)平均壯度值為 25.7dBZ，兩區域相差 7.5dBZ。同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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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區壯度值於登陸期間皆有明顯增強現象，平均壯度值可增強至

36.6dBZ。3)非軸對稱結構顯著。帕布颱風主要是集中在移動方向右

側象限，而寶發颱風則是集中在移動方向前方象限，同時在範圍大小

部分，也呈現同樣情況的非軸對稱分布。 

第 2 組有碧利斯、海馬颱風，碧利斯颱風中心有登陸，海馬則無；

依據氣象局路徑分類(圖 3.30)，碧利斯屬於第 2 類路徑，海馬屬於第

6 類路徑。降雨結構特徵：1) 半徑 300 公里內降雨結構鬆散。半徑

300 公里內降雨結構鬆散，僅有零星雨帶分布，回波值低於 25dBZ 範

圍區域廣大。2)內核區外圍 I 區壯度值相當。壯度值內核區(0~100km)

略大於外圍 I 區，內核區平均壯度值為 23.2dBZ，外圍 I 區(100~300km)

平均壯度值為 21.8dBZ，兩區域相差 1.4dBZ。3)非軸對稱結構顯著。

碧利斯颱風主要是集中在移動方向左側象限，而海馬颱風則是集中在

移動方向後方象限，同時在範圍大小部分，也呈現同樣情況的非軸對

稱分布。 

降雨結構特徵小結 

將上述強烈、中度以及輕度颱風中的分析結果整理至表 3.7 中，

即可發現，若依據颱風的降雨結構特徵來區分，大致上可以簡單區分

為降雨結構分布集中型以及寬廣型兩類。降雨結構分布集中型颱風，

在各種強度颱風中皆有，主要特徵為降雨壯度值集中在內核區，並向

外遞減，同時各區域壯度值原則上與颱風強度成正比；而降雨結構分

布寬廣型則主要出現於中度以及輕度颱風中，主要特徵為內核區與外

圍 I 區壯度值相當，且各區域壯度值同樣與颱風強度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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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颱風風場結構分析 

4.1 颱風切線風水平剖面分析 

本研究利用中央氣象局五分山及花蓮雷達之都卜勒徑向風場資

料，以 GBVTD 方法分析颱風登陸前近中心內核區(0-80 km 範圍內)

環流結構變化特徵，主要分析時段區分為：階段一(颱風中心距離雷

達 120-240 km)及 階段二(颱風中心距離雷達 0-120 km)兩階段。颱風

環流結構變化特徵之分析主要以 GBVTD 方法所反演之軸對稱切向

風分量為主，計算兩分析時段中所有分析時間軸對稱切向風在不同半

徑上之平均值，同時搭配標準差分析，作為評估軸對稱切向風代表性

之依據。 

本文選取 1996 年賀伯、2001 年納莉、2005 年海棠、泰利、龍王

2007 年韋帕、柯羅莎以及 2008 年辛樂克、薔蜜等 9 個颱風個案進行

分析，其中賀伯、海棠、泰利、龍王即薔蜜颱風為強烈颱風；納莉、

韋帕颱風為中度颱風；柯羅莎與辛樂克颱風則是在登陸過程中由強烈

颱風轉為中度颱風。個別颱風之環流結構變化特徵分析分述如下: 

4.1.1 1996 年賀伯颱風 

賀伯颱風具有強度集中之特徵。圖 4.1 中平均軸對稱切向風隨半

徑分佈曲線明顯呈現，在兩分析階段颱風強度主要集中在距離中心

30-60 km 半徑的範圍內。在階段一(中心距離雷達 120-240 km 範圍)，

平均軸對稱切向風最大值位於距颱風中心半徑 39 km(最大風速半徑

RMW)處，其風速值約為 48 m/s。在半徑 39 km 之外軸對稱切向風速

值隨距離遞減，在距中心半徑 80 km 處時風速值已降低至 39 m/s 左

右，半徑 39-80 km 之風速遞減率為每公里 0.22 m/s。標準差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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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在半徑 47 km 之內之標準差約在 2-3 m/s 之間，而在半徑 47 km

外之標準差在 1 m/s 以下，整體而言在此階段所分析之平均軸對稱切

向風代表性佳。 

當颱風中心進入至雷達 0-120 km 範圍內時（階段二），受制於

GBVTD 方法本身之限制，其可進行風場反演分析之半徑已縮小至 70 

km 以下，其軸對稱切向風最大值約為 52 m/s，位於距颱風中心半徑

42 km 之處，半徑 42 km 之外風速隨距離遞減，尤其是在半徑 60 km

之外其風速隨距離遞減之趨勢更加明顯，半徑 42-70 km 之風速遞減

率為每公里 0.43 m/s。標準差分析結果顯示在此階段軸對稱切向風速

值之分佈範圍相對較廣，平均而言標準差值約在 4-14 m/s 之間，相較

於階段一平均軸對稱切向風代表性較低。比較兩階段平均軸對稱切向

風的變化，可以清楚發現賀伯颱風強度隨著中心逐漸接近台灣陸地有

明顯增強的特徵，軸對稱切向風速最大值由 48 m/s 增加至 52 m/s，同

時風速值在半徑 34-60 km 的區間範圍內約增強 3-4 m/s。最大風速半

徑(RMW)並無內縮的情況。 

4.1.2 2001 年納莉颱風 

納莉颱風具有大風速區分布範圍較廣，亦即颱風近中心內核區強

度分布較為均勻的特徵。圖 4.2 顯示平均軸對稱切向風速值主要分佈

在 40 m/s 以下，且強度集中在距離中心 20-50 km 半徑區域範圍內。

在階段一時（颱風中心距離雷達 120-240 km 範圍），平均軸對稱切向

風之風速極值約為 40 m/s 左右，其分佈範圍介於 35-45 km 半徑之間，

半徑 45 km 之外風速值隨距離緩慢遞減，在距中心半徑 80 km 處時風

速值降低至 30 m/s 左右，半徑 35-80 km 之風速遞減率為每公里 0.22 

m/s。標準差分析結果顯示，在各分析半徑上之標準差皆在 2 m/s 以

下，代表在此階段平均軸對稱切向風代表性佳。 

當颱風中心進入至雷達 0-120 km 範圍時（階段二），在半徑 8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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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之軸對稱切向風幾乎皆可進行分析。颱風強度在此階段略微增

強，其風速極值略增至 42 m/s 左右，同時最大風速區亦有些微內縮

之趨勢，風速值大於 40 m/s 的區域內縮至半徑 27-45 km 之間。半徑

45 km 之外風速開始隨距離遞減，在半徑 35-80 km 之風速遞減率同樣

為每公里 0.22 m/s。標準差分析結果顯示，除了在半徑 20-40 km 區域

內約有 4 m/s 左右的標準差值之外，外其餘各分析半徑之標準差均在

2 m/s 以下，代表此階段平均軸對稱切向風亦具有較佳之代表性。納

莉颱風在逐漸接近台灣陸地的過程中，颱風環流結構的特徵並無明顯

變化，但強度則是有略為增強的趨勢，其強度在半徑 29-80 km 範圍

內約略增強 2 m/s，同時伴隨著最大風速半徑(Radius of Maximum 

Wind, RMW)的略為內縮。 

4.1.3 2005 年海棠颱風 

海棠颱風具有大風速區分布範圍廣，且有一次風速極值區之特

徵。圖 4.3 顯示平均軸對稱切向風速值皆超過 40 m/s 以上的區域由半

徑 20 km 可向外延伸至 80 km。海棠颱風之分析時段主要集中在階段

二(颱風中心距離雷達 120-240 km 的區域範圍內)，平均軸對稱切向風

風速極值約為 48 m/s，位於半徑 34 km 處；風速次大值區域則是在半

徑 43-52 km 範圍內，風速極值約為 46 m/s。在半徑 34-80 km 範圍中，

軸對稱切向風速值則是隨著距離增加逐漸遞減，在半徑 34-80 km 之

風速遞減率為每公里 0.20 m/s。標準差分析結果顯示，除了在次風速

極值範圍內的標準差值較小外(約為 4 m/s)，而在其餘分析半徑中都偏

大，標準差值約在 5-10 m/s 之間，代表此階段平均軸對稱切向風較不

具有代表性。 

4.1.4 2005 年泰利颱風 

泰利颱風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析主要集中在階段二(颱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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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距離雷達 0-120 km 範圍內)，半徑為 20-65 km 的範圍內(圖 4.4)，

分析結果顯示泰利颱風具有大風速區分布平均之特徵，平均軸對稱切

向風風速極值約為 48 m/s，位於半徑 43 km 以及 56 km 處。在半徑

43-65 km 範圍內，軸對稱切向風速值隨半徑雖有小振幅之變化，但整

體而言並未減弱(在半徑 65 km 處風速值仍達 47 m/s)。標準差分析結

果顯示，在分析半徑中標準差值約介於 5-8 m/s 之間，代表此階段平

均軸對稱切向風較不具有代表性。 

4.1.5 2005 年龍王颱風 

龍王颱風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析主要集中在階段二(颱風中心

進入距離雷達 0-120 km 範圍內)，半徑為 40-75 km 的範圍內(圖 4.5)，

分析結果顯示龍王颱風具有大風速區分布集中之特徵，平均軸對稱切

向風風速極值約接近為 60 m/s，位於半徑 47 km 處。在半徑 47-75 km

範圍內，軸對稱切向風速值隨半徑逐漸遞減，半徑 75 km 處風速值約

為 50m/s。標準差分析結果顯示，在分析半徑中標準差值約介於 2-6 

m/s 之間，代表此階段平均軸對稱切向風代表性佳。 

4.1.6 2007 年柯羅莎颱風 

柯羅莎颱風亦具有大風速區分布範圍廣，且有一次風速極值區之

特徵。圖 4.6 顯示平均軸對稱切向風速值皆超過 40 m/s 以上的區域由

半徑 22 km 向外延伸至 80 km。柯羅莎颱風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析

主要集中在階段二（颱風中心進入距離雷達 0-120 km 範圍內），平均

軸對稱切向風風速極值約為 52 m/s 左右，位於半徑 40 km 處，在半

徑 40-66 km 範圍內軸對稱切向風速值則是隨著距離增加略微遞減，

在半徑 66 km 處風速值降為 47 m/s，而在半徑 66 km 之外軸對稱切向

風則有隨距離增加的趨勢，在半徑 80 公里處則是出現另一風速極

值，風速值約為 50 m/s。標準差分析結果顯示在半徑 18-28 km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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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標準差值相對較大，約為 9 m/s，而在其餘分析半徑中，標準差

值約在 4-6 m/s 之間，結果顯示在在半徑 28 km 以外區域的平均軸對

稱切向風代表性較佳。 

4.1.7 2007 年韋帕颱風 

韋帕颱風具有強度集中之特徵。圖 4.7 中平均軸對稱切向風隨半

徑分佈曲線明顯呈現，在兩分析階段颱風強度主要集中在距離中心

10-30 km 半徑的範圍內。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 120-240 km 範圍時（階

段一），平均軸對稱切向風最大值位於距颱風中心半徑 22 km 處，其

風速值約為 51 m/s。平均軸對稱切向風速值從半徑 22 km 處向外隨距

離快速遞減，在距中心半徑 80 km 處時風速值已降低至 27 m/s，半徑

22-80 km 之風速遞減率為每公里 0.50 m/s。標準差之分析結果顯示，

除半徑 20 km 以內標準差值約為 4 m/s 之外，在其餘分析半徑上標準

差值均在 2 m/s 以下，代表此一階段平均軸對稱切向風相當具有代表

性。 

當颱風中心進入至雷達 0-120 km 範圍時（階段二），其軸對稱切

向風最大值約為 47 m/s，同樣位於距颱風中心半徑 22 km 處，半徑

22 km 之外風速隨距離快速遞減，在距中心半徑 80 km 處時風速值已

降低至 25 m/s，半徑 22-80 km 之風速遞減率為每公里 0.38 m/s。標準

差分析結果顯示，在此階段各分析半徑上之標準差值約在 2-4 m/s 之

間，相較於階段一雖略為增加，但其平均軸對稱切向風仍屬於具有代

表性。 

韋帕颱風中心並未登陸台灣陸地，而是從台灣東北部海面掠，比

較階段一與階段二之分析結果，韋帕颱風平均軸對稱切向風速值在半

徑 36 km 範圍之內略為降低，最大風速值約降低 4 m/s，在半徑 36-66 

km 範圍中無明顯變化，而在半徑 66 km 範圍內之外則是略為降低 0-2 

m/s 左右。整體而言平均軸對稱切向風隨半徑分布特徵在兩個分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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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並無顯著的變化。 

4.1.8 2008 年辛樂克颱風 

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 120-240 km 範圍時（階段一），平均軸對稱

切向風最大值位於距颱風中心半徑 49 km 處，其風速值約為 46 m/s。

平均軸對稱切向風速值從半徑 49 km 處向外隨距離緩慢遞減，在距中

心半徑 80 km 處時風速值降為 42 m/s，半徑 49-80 km 之風速遞減率

為每公里 0.13 m/s。標準差之分析結果顯示，在 60 km 半徑外之標準

差值較小(約在 2.8 m/s 以下)，而在半徑 60 km 半徑之內，標準差值則

是略為增加，約為 3-4 m/s 之間(圖 4.8)。 

當颱風中心進入至雷達 0-120 km 範圍時（階段二），其軸對稱切

向風最大值約為 43 m/s，位於距颱風中心半徑 42 km 處。半徑 42 km

之外風速隨距離增加逐漸遞減，在距中心半徑 80 km 處時風速值降低

至 36 m/s，半徑 42-80 km 之風速遞減率為每公里 0.25 m/s。標準差分

析結果顯示，在此階段各分析半徑上之標準差值均偏大，最小值在半

徑 80 km 處，約為 5.6 m/s，其餘分析半徑中標準差值皆在 8 m/s 以上，

最大值可達 15 m/s，代表其軸對稱切向風分布範圍相當廣，平均值代

表性較低(圖 4.8)。 

辛樂克颱風在接近台灣過程中由強烈颱風轉為中度颱風，比較階

段一與階段二之分析結果，平均軸對稱切向風最大值從 46 m/s 降為

43 m/s，且分析在半徑 42 km 以外平均軸對稱切向風之分布變化，亦

顯示風速值有明顯減弱之趨勢。除了風速減弱之外最大風速半徑也有

內縮的情況。伴隨颱風強度減弱的則是，平均軸對稱切向風隨半徑分

布特徵的明顯改變，在階段一大風速區分布範圍廣，平均風速值超過

40 m/s 區域涵蓋半徑 37 km 以外之範圍；而在階段二，平均軸對稱切

向風則是轉變為強度集中之特徵，強度主要集中在半徑 30-50 km 範

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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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2008 年薔蜜颱風 

薔蜜颱風亦具有大風速區分布集中，且有二個風速極值區之特

徵。薔蜜颱風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析主要集中在階段二（颱風中心

進入距離雷達 0-120 km 範圍內），平均軸對稱切向風風速極值約為 46 

m/s 左右，位於半徑 29 km 處，在半徑 30-60 km 範圍內軸對稱切向風

速值則是隨著距離增加略微遞減，在半徑 60 km 處風速值降為 33 

m/s，而在半徑 60 km 之外軸對稱切向風則有隨距離增加的趨勢，在

半徑 80 公里處則是出現另一風速極值，風速值約為 39 m/s。標準差

分析結果顯示，各分析半徑上之標準差值均偏大，最小值約為 5m/s，

大部份分析半徑中標準差值皆在 10 m/s 以上，最大值可達 15 m/s，代

表其軸對稱切向風分布範圍相當廣，平均值代表性較低（圖 4.9）。 

4.1.10 颱風切線風分析小結 

從上述 9 個颱風個案分析結果中，若依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在距離

颱風中心半徑上的分布特徵來分類，大致上可分為三種類型：(1)強

度分佈集中型:賀伯、韋帕、龍王及薔蜜颱風。(2)強度分佈平均型:納

莉、海棠、泰利及柯羅莎。(3)強度分佈由平均型轉為集中型:辛樂克

颱風。 

在強度集中型颱風中，其主要特徵為強度主要集中在最大風速半

徑(RMW)前後 15-26 km 的範圍之內，且在最大風速半徑以外具有較

大之平均風速遞減率（約每公里 0.4-0.5 m/s）。而強度平均型颱風，

其主要特徵為強度分佈較平均且範圍廣，通常在最大風速半徑外至半

徑 80 km 處，颱風強度無明顯減弱，亦即具有較低的平均風速遞減率

（約每公里 0.1- 0.2 m/s）。未來藉由不斷的累積個案分析，並建立資

料庫，在統計上找出侵台颱風的環流分佈變化特徵，將有助於進一步

掌握侵台颱風之特性，進而提升颱風風雨預報之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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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颱風降雨氣候模式改進測試 

5.1 颱風降雨氣候模式改進之概念 

葉等(1999、2000)利用 1961-1996 年共 36 年之降水資料，詳細校

驗平均法、持續法、差異持續法與比差法在台灣各地降雨預報之情

形。其研究結果顯示，平均法對颱風降雨之預報具有基本參考價值。

Lee et al. (2006) 採用王等(1983、1985)之平均法，利用 1989-2001 年

中央氣象局所屬台灣地區氣象站、自動雨量站及水利署所屬之雨量站

合計 371 站，發展颱風降雨氣候模式。本文中採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的颱風降雨氣候資料庫。 

2007 年「都卜勒雷達資料應用於定量降水技術之研發(二)」延續

前一年度的研發成果，改進了降雨壯度的計算方法。也對歷史颱風降

雨壯度值進行計算，並以「偏高」、「平均」、「偏低」三個等級分類，

透過分類結果對颱風降雨統計模式的輸出進行修正。由泰利颱風的修

正結果顯示，原先颱風降雨統計模式所估計的雨量呈現嚴重低估，當

雨量經由降雨壯度分類修正後，統計模式的降水分布與實際觀測之結

果呈現相當接近的結果(圖 2.5)。證明應用颱風降雨壯度值用來修正

西行強烈颱風(高降雨壯度值)的颱風降雨統計模是雨量有相當不錯

的效果。 

詳細檢視泰利颱風經由降雨壯度分類修正後的降雨統計模式結

果，可以發現台灣東北角地區的降雨分布經由降雨壯度分類修正後，

與實測結果有相當高的相關，但在中南部山區的降水分布，經由降雨

壯度分類修正後，依舊有明顯的低估。這樣的結果在海棠颱風的修正

結果，也可清楚的發現。經由分析，發現中南部山區的強降水，與颱

風內核區(inner core)的降水無明顯相關，係由颱風的外圍雨帶與台灣

地形交互作用後所造成的。如何透過降雨壯度值，獲得台灣外圍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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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水特性的資訊，進而對距離颱風內核區較遠處的颱風降雨統計模式

結果進行修正，則是本報告的重要工作之一。 

為解決上述問題，颱風降雨壯度之計算方式在本年度計畫中再次

修正(詳見第三章)，為的就是希望能夠將颱風外圍雨帶降雨強度的資

訊於予量化。此外，颱風外圍環流(風速資訊)對地形性降雨亦扮演極

重要之角色，這個部份在第四章以 GBVTD 方法取得颱風環流徑向風

速之剖線分佈，雖其可解析的距中心距離只有 80 公里，但由於風速

剖線之型態似乎已能展現，未來可應於外延方式向外推估風速影響半

徑。如何應用颱風降雨壯度及風速影響半徑之量化數值，改進颱風降

雨氣候模式之低估問題，仍待持續之努力。 

5.2 颱風降雨氣候模式改進測試結果 

泰利颱風經由降雨壯度分類修正後的降雨統計模式結果，可以發

現台灣東北角地區的降雨分布經由降雨壯度分類修正後，與實測結果

有相當高的相關，但在中南部山區的降水分布，經由降雨壯度分類修

正後，依舊有明顯的低估。這樣的結果在海棠颱風的修正結果，也可

清楚的發現。經由分析，發現中南部山區的強降水，與颱風內核區

(inner core)的降水無明顯相關，係由颱風的外圍雨帶與台灣地形交互

作用後所造成的。為使降雨壯度較強之颱風在氣候模式中的雨量能正

確的增加故以新的權重方法增加雨量。 

為測試依不同權重增加雨量值的方法，首先針對西行強烈颱風個

案進行測試，目前選取 2005 年的海棠、泰利及龍王颱風進行測試。

圖 5.1(a)為台灣地形圖，圖上藍色實線為主要山脈的稜線，在稜線的

左側 40 公里範圍內的雨量站權重代碼設定為 2；40~70 公里範圍內的

雨量站權重代碼設定 1；其它地方的雨量站 權重代碼設定為 0，詳細

分佈情形如圖 5.1(b)。圖 5.1(b)中 粗橘線範圍內表示西南部特別加強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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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雨量站權重代碼後尚需定義不同權重代碼的雨量增加幅

度，圖 5.2 即為不同加權代碼(1:紅線)及(2:綠線)對應的雨量增幅圖， 

西南部的特別增強區(ES)則依權重代碼增加固定的值，詳細規則如

下： 

全省增強區(E)： 

代碼 0：氣候模式雨量 R，維持原狀不增加。 

代碼 1：氣候模式雨量 R，增幅如下 

  R >   15 時， R＇=      15 + (R –   15)*1.1 

  R > 200 時， R＇= 227.8 + (R – 200)*1.5 

  R > 600 時， R＇= 807.8 + (R – 600)*1.15 

代碼 2：氣候模式雨量 R，增幅如下 

  R >   15 時， R＇=   15 + (R –   15)*1.3 

  R > 200 時， R＇= 237 + (R – 200)*1.9 

  R > 600 時， R＇= 997 + (R – 600)*1.3 

西南部的特別增強區(ES)： 

代碼 0：氣候模式雨量 R 增加  25 mm。 

代碼 1：氣候模式雨量 R 增加  50 mm。 

代碼 1：氣候模式雨量 R 增加  100 mm。 

 

圖 5.3 ~ 圖 5.5 分別為海棠、泰利及龍王颱風之(a)氣候模式雨量

與觀測雨量散佈圖，(b)氣候模式E型增強結果與觀測雨量散佈圖及(c)

海棠颱風氣候模式 ES 型增強結果與觀測雨量散佈圖。圖中可見海棠

颱風的 ES 型增強有最好的改進，泰利颱風次之，龍王颱風則變成高

估。整體而言，若使用雨量增強，對西行強烈颱風氣候模式雨量估計

的整體表現是優於原始版本的。 

為將三個颱風評估結果以量化方式表示，除利用氣象界常用之預

報得分方法(TS 得分及 ETS 得分，定義詳見附錄)，也用更嚴格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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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系數、標準化誤差(NB)、標準化偏估(NB)及均方根誤差(RMSE)表

示，各評估方法之結果列於表 5.1 ~ 表 5.3。 

由分析結果可見，TS 及 ETS 得分海棠及泰利均有很好的改進，

而龍王颱風則是相反的結果。在相關系數、標準化誤差(NB)、標準化

偏估(NB)及均方根誤差(RMSE)的表現也是相同的結果。初步解讀是

龍王颱風的氣候模式雨量與實際觀測雨量非常接近，顯示該颱風已不

需要再執行增強模式。為何龍王颱風不屬於強降雨壯度或風速影響大

的颱風，仍需再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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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都卜勒雷達資料應用於定量降水技術之研發」研究計畫最主要

的目標為利用全台都卜勒雷達觀測網資料(QPESUMS)，找尋侵台颱

風降雨特徵因子(強度、壯度及大小)，並嘗試建立颱風臨台時風雨分

佈概念模式，將颱風降雨特徵因子融入颱風降雨氣候模式中，進而能

夠對於颱風侵台期間定量降雨預報技術有所提升。 

降雨特徵因子分析成果 

本研究計畫利用 2004 年至 2009 年臨台 26 個颱風的雷達回波資

料，進行了降雨結構、降雨壯度及非軸對稱結構等分析，同時也使用

都卜勒風場資料搭配 GBVTD 方法，針對 7 個颱風個案進行了颱風環

流結構分析，初步勾勒出颱風臨台時的風雨分佈概念模式。 

在降雨結構分析部份，結果顯示颱風的降雨結構特徵大致上可以

簡單區分為降雨結構分布集中型以及寬廣型兩類。降雨結構分布集中

型颱風，在各種強度颱風中皆有，主要特徵為降雨壯度值集中在內核

區，並向外遞減，同時各區域壯度值原則上與颱風強度成正比；而降

雨結構分布寬廣型則主要出現於中度以及輕度颱風中，主要特徵為內

核區與外圍 I區壯度值相當，且各區域壯度值同樣與颱風強度成正比。 

在降雨壯度分析部份，利用本研究所開發的壯度計算方法，針對

26 個颱風分別求出一具有代表性的降雨壯度值，並予以分類，做為

以降雨程度來描述颱風的一個參考指數。另外再將颱風細分為 3 組不

同區域範圍以及 4 個象限，以各區域中降雨壯度來分析颱風降雨結構

的非軸對稱性特徵。表 6.1 為 26 個颱風依壯度值大小排列並搭配其

非軸對稱降雨結構分布圖，所建立的初步颱風降雨分佈概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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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流結構分析成果 

從 9 個颱風個案的颱風切線風剖線分析結果中發現，若依平均軸

對稱切向風在距離颱風中心半徑上的分布特徵來分類，大致上可分為

三種類型，1)強度分佈集中型:賀伯、韋帕、龍王及薔蜜颱風。2) 強

度分佈平均型:納莉、海棠、泰利及柯羅莎。3)強度分佈由平均型轉為

集中型:辛樂克颱風。在強度集中型颱風中，其主要特徵為強度主要

集中在最大風速半徑(RMW)前後 15-26 km 的範圍之內，且在最大風

速半徑以外具有較大之平均風速遞減率（約每公里 0.4-0.5 m/s）。而

強度平均型颱風，其主要特徵為強度分佈較平均且範圍廣，通常在最

大風速半徑外至半徑 80 km 處，颱風強度無明顯減弱，亦即具有較低

的平均風速遞減率（約每公里 0.1- 0.2 m/s）。 

颱風降雨氣候模式改進成果 

在 96 年度本研究計畫報告書中，即針對 2005 年海棠、泰利及龍

王 3 個強烈颱風，利用降雨壯度資訊值對氣候模式雨量預測進行修正

測試，結果顯示具有相當不錯的修正效果，此即說明了以降雨壯度值

來修正降雨氣候模式此一概念，確實有助於提升颱風降雨氣候模式之

預報能力，唯上述報告僅展示修正方法之概念，並未量化改進之程

度。因此在本年度的工作中除了以各種評估方法(TS 得分、ETS 得分、

相關係數，標準化誤差(NB)、標準化偏估(NB)及均方根誤差(RMSE)

等，詳附錄資料)來量化氣候模式的修正結果之外，同時亦嘗試以新

的權重方法，來改善泰利及海棠颱風南部地區雨量低估的情況。 

分析結果顯示，TS 及 ETS 得分海棠及泰利均有很好的改進，而

龍王颱風則是相反的結果。在相關系數、標準化誤差(NB)、標準化偏

估(NB)及均方根誤差(RMSE)的表現也是相同的結果。初步解讀是龍王

颱風的氣候模式雨量與實際觀測雨量非常接近，顯示該颱風已不需要

再執行增強模式。為何龍王颱風不屬於強降雨壯度或風速影響大的颱

風，仍需再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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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討論及未來工作 

雷達觀測資料被認為是當前應用於定量降水估計及預報的最佳

利器，對於都卜勒雷達資料應用於侵台颱風定量降水估計及預報技術

的研發之重要性不可言喻。希望藉由雷達觀測資料分析與討論，增進

颱風定量降水估計及預報的能力為目標。 

未來工作計畫： 

1) 颱風降雨結構特徵因子以及環流結構特徵的個案分析，

除了能夠使我們對於臨台颱風的降雨以及環流結構特徵

有進一步的了解之外，亦可透過這些實際分析資料針對

颱風警報發布期間，警報單中的一些估計數據(如近中心

最大風速及 7 級風暴風半徑等)進行比對及校驗（表

6.2），並進一步做為當颱風進入雷達觀測範圍內時，適

時修正颱風警報單相關估計資料的參考依據。未來本計畫

將持續增加侵台颱風降雨結構以及 GBVTD 個案分析，以逐

漸建立完整之颱風降雨結構與登陸階段環流變化資料庫。 

2) 由於目前颱風降雨統計模式，只使用到颱風中心的資料，並

未包含颱風其它資訊，如颱風降雨多寡(可由雷達回波資料推

估)及環流強度與大小(可由雷達徑向風場推估)。前期計畫中

已展示如何利用颱風降雨壯度的資訊來改進強降雨壯度颱風

的雨量低估問題，但如何在颱風降雨統計模式中，進一步利

用非軸對稱降雨結構特性，或者是颱風環流強度與大小資訊

（如颱風強度、最大風速半徑或颱風風速壯度）來改進颱風

降雨估計，則是未來需持續努力的工作。 

3) 目前颱風降雨氣候模式所使用的資料庫中，僅納入 2004 年之

前的歷史颱風雨量站資料，未來將持續將擴充資料庫中的雨

量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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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定量降雨預報校驗 

評估預報結果的好壞，需使用一些客觀的方法來表示。這裡使用

下列數個概念：「誤差」、「正確率」、「得分」來表示預報結果的好壞。

由於雨量之觀測值總是以地面雨量計的觀測值代表真值，此處亦遵行

這樣的慣例。 

颱風降雨氣候模式之預報仍利用過去發生過的颱風降雨事件加

以平均後的狀態。但颱風降雨除了與地形有關的降雨外，還有會隨著

颱風演變的移動性雨帶。颱風降雨氣候模式無法顯現雨帶移經過測站

的現象，僅能表示平均狀態。但地面雨量站的觀測確會忠實的反應雨

帶經過時的強降雨現象。因此，以小時為時間單位來校驗颱風降雨氣

候模式的預報結果常有很大的變異性。為了避免這類的校驗問題，此

處的校驗是以整場颱風事件或至少 6 小時以上的時間單位來校驗預

報結果。 

颱風侵襲期間，地面雨量站常會有不同原因的故障發生。為了避

免將此類雨量站的觀測也進行校驗，這裡在校驗時會把雨量站觀測總

雨量為零的站剔除。雖然這可能會把總雨量為零的正確觀測站排除，

但預期對預報校驗成績之反應應相當的輕微。因為颱風降雨氣候模式

具有總雨量低估的特性，將總雨量值為零的站排除之結果，反應在校

驗成績上的效果應該會使校驗成績略為下降。此外，颱風降雨定量估

計之目的是希望能正確評估大雨的預報結果，對小雨的預報能力是較

不在意的，乎略總雨量為零的站是可以接受的。由於氣候模式可預報

的雨量站約 365 站，通常我們會把所有可用的雨量站來校驗一個颱風

事件的預報結果。各種校驗的表示法如下： 

一、誤差(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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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為測量值和真實值的差異。在颱風降雨氣候模式降雨預報的

校驗時，模式的輸出值即為測量值，地面雨量計的觀測值則代表真

值，誤差即為兩者偏離的程度。誤差的表示方式有很多種，對單一雨

量站的校驗可分成「絕對誤差」及「相對誤差」。 

• 絕對誤差(absolute error，AE)： 絕對誤差是測量值對真值偏離

的絕對大小 

絕對誤差(AE) = ｜測量值－真實值｜  (1) 

• 相對誤差(relative error，RE)： 相對誤差則是絕對誤差與真值的

比值 (以百分數表示) 

相對誤差(RE) ＝ 絕對誤差 / 總雨量觀測值 (2) 

對多站的校驗常用的方法為：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均方根

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標準化誤差(Normalized error, 

NE)、偏估(mean bias)、標準化偏估(normalized bias, NB)。此外，預

報值與觀測值間也常使用相關係數來表示兩者之間的關係。 

• 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統計名詞，表示數據樣本的分散或

變異情形。可解釋成某樣本分配平均值的平均差距(也就是平均

值的代表性)。比較精確的是，指樣本到分佈平均值的差距的平

方和之方根，(以某種公式求平均值均方的方根)標準差也是變

異數的平方根。 

SD =
Ri − R ( )2

i=1

N

∑
N

 

• 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 ： 當對某一量進行

甚多次的測量時，取這一測量列誤差的均方根差(誤差平方的算

術平均值再開方)，稱為均方根誤差 RMSE。RMSE 反映了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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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偏離真實值的程度，RMSE 越小，表示測量精度越高，因

此可用 RMSE 作為評定這一測量過程精度的標準。 

RMSE =
(Rforecast − Rgauge )2

i=1

N

∑
N

    (3) 

• 標準化誤差(Normalized error, NE)： 標準化誤差類似於均方根

誤差是表示絕對誤差的一種方法，但誤差的總量會再除以總觀

測量來進行標準化。對不同總雨量之颱風個案比較時，這種方

法的立足點較為一致。 

NE =

1
N

⎛ 
⎝ 
⎜ 

⎞ 
⎠ 
⎟ Rforecast − Rgauge

i=1

N

∑
1
N

⎛ 
⎝ 
⎜ 

⎞ 
⎠ 
⎟ Rgauge

i=1

N

∑
     (4) 

• 平均偏估(mean bias, MB)： 偏估(或稱為偏倚)可顯示預報值過

高或不足之情況，當 ME 為負值時代表模式預報較觀測為低，

反之，則為偏高。 

MB =
1
N

Rforecast − Rgauge( )
i=1

N

∑      (6) 

• 標準化偏估(normalized bias, NB)： 標準化偏估類似於偏估，是

表示絕對誤差的一種方法，標準化偏估是誤差的總量會再除以

總觀測量來進行標準化。 

NB =

1
N

⎛ 
⎝ 
⎜ 

⎞ 
⎠ 
⎟ Rforecast − Rgauge

i=1

N

∑
1
N

⎛ 
⎝ 
⎜ 

⎞ 
⎠ 
⎟ Rgauge

i=1

N

∑
     (6) 

• 相關係數(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r)： 相關係數的主要任務，

是針對兩個「疑似」存在線性關係的(隨機)變量，計算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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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以反映出它們的關係有多線性，或曰，它們的直線關係

有多強。當總體相關係數的絕對值愈接近 1，兩變量的直線關

係便愈強烈。對完全(直線)相關(perfect correlation)的兩變量，

可以證明 r = 1 或 -1 。預報結果 若與觀測結果愈接近則相關

係愈高，若兩者完全相等時相關系數等於 1。 

r =
xi − X ( )

i=1

N

∑ yi −Y ( )

xi − X ( )2

i=1

N

∑ yi −Y ( )2

i=1

N

∑
    (7) 

 

二、正確率(Accurate rate) ： 

• 評估颱風事件預估總雨量值與實際觀測總雨量值之優劣也可以

用「正確數」表示，根據張等(2008)之正確數定義如下： 

∣誤差率(rate)∣ ＜ 25％    (8a) 

∣誤差值(error)∣＜ 50 ㎜    (8b) 

•  滿足上述兩條件即屬整場颱風總雨量預估正確。除了使用單一

測站進行正確率評估外，仍可整合數個測站或全部測站之平均

雨量進行評估。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張等，2008)利用此種方法對評估

1989-2004 年颱風降雨氣候模式預報對不同流域之正確率評估，颱風

總個案數為 78 個，正確率平均值為 0.65。 

 

二、得分(score) ： 

氣象作業及研究單位於區域模式定量降水預報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QPF)的評估，則多利用 T 得分(Threat sc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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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公正預兆得分 (Equitable Threat score；ETS)、偏倚得分(bias 

score；BS，即平均誤差)、 命中率(probability of detection；POD)、 錯

報率(false alarm ratio；FAR)等方式評估。T 得分之概念示意圖 如圖 1。 

 

 

圖 1 各種得分之概念示意圖。F 為預報定量降水的範圍，O 為觀 測
到的定量降水範圍，C 為正確預報範圍。 

 

得分之校驗係依預報達到某定量降水值的發生範圍（面積；F）、

觀測達到的該定量降水值的範圍（面積；O）以及正確預報範圍（面

積；C）所定義的下述參數而來： 

• T 得分(Threat Score)： 

T =
C

F + O − C
     (9) 

• 前估(Prefigurance)： 

PF =
C
O

      (10) 

• 後符(Post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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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
C
F

      (11) 

• 偏估(Bias)： 

B =
F
O

      (12) 

T 得分可由圖 1 所示了解，即正確面積與預報和觀測面積所包絡

之面積比，顯見無預報能力時 TS＝0，完美預報時 TS＝1。偏倚可顯

示過度預報(overforecast)或不足預報(underforecast)之情況。前估為在

發生(或觀測)的面積裡事先可預報之比例，即偵測機率(Probability of 

Detection；POD)。後符則為在預報的面積裡實際觀測(或應驗) 的比

例，此值與誤報率(False alarm ratio； FAR)相加正好等於 1。 

公正預兆得分 ETS (Equitable Threat Score，Schaefer 1990) 是近

期廣被氣象作業及研究單位所採用的降水預報校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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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 分數愈高代表模式降雨預報愈準確，其定義如(13)

式， 

• ETS 得分(Equitable Threat Score)： 

ETS =
C − R

F + O − C − R
   (13) 

式中的 F 為預測降雨的次數，O 為觀測降雨的次數， H 代表 

預報與觀測皆有降雨的次數，R = FO/ N 為隨機可正確預測降水的 

次數，N 為預報次數與觀測次數之和。綜合 ETS 與偏估(Bias) 得分

的 結果，可判斷降水預報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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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2. 1  2004~2007 分析颱風依據降雨壯度方法 3分類表。 

STRENGTH 
(dBZ) 

2004 – 2009 TYPHOON (20 CASES) 

偏高 
(30~) 

Longwang(05) 
34.3 

Sepat(07) 
33.7 

Krosa(07)
33.0 

Nock-ten(04) 
32.5 

Shanshan(06)
32.2 

Tailam(05) 
32.1 

Soamai(06)
31.8 

Pabuk(07)
30.8 

  

平均值 
(25~30) 

Haitang(05) 
29.2 

Karmi(06)
29.0 

Wipha(07)
28.5 

Rananim(04) 
28.2 

Khanun(05)
28.2 

Bopha(06) 
28.2 

Aere(04) 
28.0 

Matsa(05)
26.5 

Nanmadol(04) 
26.2 

 

偏低 
(~25) 

Mindulle(04) 
24.8 

Bilis(06) 
24.7 

Haima(04)
23.9 

  

     

 



 

73 
 

表 3. 1  2004~2009 颱風個案分析時段及資料筆數一覽表。 

颱風 分析時段(LST) 資料筆數

‘04 敏督利 200406301800~200407012200 (28 小時 10 分) 169 
‘04 蘭寧 200408120810~200408121910 (11 小時 10 分) 67 
‘04 艾利 200408240200~200408250750 (30 小時 00 分) 180 
‘04 海馬 200409112300~200409130350 (29 小時 00 分) 174 
‘04 納坦 200410241800~200410251000 (29 小時 00 分) 97 
‘04 南瑪都 200412032300~200412040800 (16 小時 10 分) 55 
‘05 海棠 200507172000~200507180640 (10 小時 50 分) 65 
‘05 馬莎 200508040800~200508051100 (27 小時 10 分) 163 
‘05 泰利 200508311200~200509010050 (13 小時 00 分) 78 
‘05 卡努 200509100810~200509111400 (30 小時 00 分) 180 
‘05 龍王 200510011810~200510020330 (09 小時 30 分) 58 
‘06 碧利斯 200607130800~200607132250 (15 小時 00 分) 90 
‘06 凱米 200607241000~200607250000 (14 小時 10 分) 85 
‘06 桑美 200608092230~200608101800 (19 小時 40 分) 118 
‘06 寶發 200608080900~200608090000 (15 小時 10 分) 91 
‘06 珊珊 200609151320~200609161440 (25 小時 30 分) 153 
‘07 帕布 200708071400~200708080210 (12 小時 00 分) 72 
‘07 聖帕 200708171300~200708180500 (15 小時 40 分) 94 
‘07 韋帕 200709180000~200709181100 (11 小時 10 分) 67 
‘07 柯羅莎 200710060000~200710061500 (15 小時 10 分) 91 
‘08 卡枚基 200807170200~200807172140 (19 小時 50 分) 119 
‘08 鳳凰 200807270810~200807280640 (22 小時 40 分) 136 
‘08 辛樂克 200809120800~200809140140 (41 小時 50 分) 251 
‘08 薔蜜 200809271700~200809281540 (22 小時 40 分) 137 
‘09 莫拉克 200908061600~200908072350 (30 小時 50 分) 185 
‘09 芭瑪 200910030800~200910052230 (62 小時 40 分)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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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強烈颱風個案特徵表。 

颱風 
颱風眼 
大小 

壯度值(dBZ) 
平均範圍

非軸對 
稱結構 內核 外 I 外 II

薔蜜 18km 32.0 29.5 27.0 314km 

 

辛樂克 31km 33.9 25.2 20.7 331km 

 

柯羅莎 27km 34.2 33.1 24.1 317km 

 

聖帕 45km 37.1 30.1 23.7 373km 

 

龍王 31km 37.2 30.9 18.9 245km 

 

泰利 36km 35.3 29.9 21.0 430km 

 

海棠 49km 34.6 25.1 20.5 256km 

 
平均 34km 34.9 29.1 22.3 32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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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中度颱風個案特徵表(1)。 

颱風 
颱風眼 
大小 

壯度值(dBZ) 
平均範圍

非軸對 
稱結構 內核 外 I 外 II

鳳凰 31km 33.5 24.7 20.6 367km 

 

韋帕 9km 31.3 25.4 19.1 334km 

 

桑美 13km 34.0 26.5  194km 

 

珊珊 12km 36.4 27.9 23.2 285km 

 

凱米 27km 32.5 25.8 19.5 411km 

 

卡努 8km 22.6 30.0  225km 

 

納坦 36km 35.6 25.7 18.9 247km 

 

艾利 45km 30.1 27.2 20.9 254km 

 

平均 27km 32.0 26.7 20.1 29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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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中度颱風個案特徵表(2)。 

颱風 
颱風眼 
大小 

壯度值(dBZ) 
平均範圍

非軸對 
稱結構 內核 外 I 外 II

莫拉克  27.8 30.1 28.9 510km 

 

卡枚基  27.7 26.4 26.5 430km 

 

馬莎  24.8 28.6 24.7 428km 

 

南瑪都  25.8 22.1 28.5 553km 

 

敏督利  26.3 23.4 24.7 377km 

平均  26.5 26.1 26.7 46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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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輕度颱風個案特徵表(1)。 

颱風 
颱風眼 
大小 

壯度值(dBZ) 
平均範圍

非軸對 
稱結構 內核 外 I 外 II

帕布 18km 34.4 26.4 24.2 427km 

寶發  31.9 24.9 22.3 443km 

 
平均  33.2 25.7 23.3 435km  

 
表 3. 6 輕度颱風個案特徵表(2)。 

颱風 
颱風眼 
大小 

壯度值(dBZ) 
平均範圍

非軸對 
稱結構 內核 外 I 外 II

碧利斯  22.2 19.9 28.1 480km 

 

海馬  24.1 23.6  187km 

 
平均  23.2 21.8  33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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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颱風降雨結構特徵表。 

颱風等級 
颱風眼

大小 
壯度值(dBZ) 

平均範圍 
內核 外 I 外 II 

強烈(集中) 34km 34.9 29.1 22.3 324km 
中度(集中) 27km 32.0 26.7 20.1 290km 
中度(寬廣)  26.5 26.1 26.7 460km 
輕度(集中)  33.2 25.7 23.3 435km 
輕度(寬廣)  23.2 21.8  33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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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颱風降雨統計模式修正前後 TS(Threat Score)得分表。 

 

 

表 5.2 颱風降雨統計模式修正前後 ETS(Equitable Threat Score)得分表。 

 

 

表 5.3 颱風降雨統計模式修正前後預報值與觀測值之相關係數、標準化 誤差

(NB)、標準化偏估(NB)及均方根誤差(RMSE)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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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颱風降雨壯度及降雨結構分布一覽表。 

STRENGTH 
(dBZ) 2004 – 2009 TYPHOON (26 CASES) 

30- 

2005Longwang 
34.7 

 

2007Sepat 
33.7 

2007Krosa 
33.0 

2004Nock-ten 
32.5 

 

2006Shanshan
32.9 

2005Tailam 
32.1 

 

2006Saomai 
31.8 

2005Haitang 
31.6 

2007Pabuk 
30.8 

 

2008Sinlaku 
30.6 

2008Jangmi 
30.0 

 

    

25-30 

2008Fungwong 
29.5 

 

2009Morakot 
29.1 

2006Kaemi 
29.0 

2004Aere 
28.8 

 

2007Wipha 
28.5 

2004Rananim 
28.2 

 

2005Khanun 
28.2 

2006Bopha 
28.2 

2009Parma 
28.0 

 

2008Kalmaegi 
26.9 

2005Matsa 
26.5 

 

2004Nanmadol
26.2 

2004Mindulle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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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颱風降雨壯度及降雨結構分布一覽表(續)。 

 

STRENGTH 
(dBZ) 2004 – 2009 TYPHOON (26 CASES) 

-25 

2006Bilis 
24.7 

 

2004Haima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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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 警報單數據資料與特徵分析數據資料對照一覽表。 

颱風 

CWB 警報單數據 特徵分析數據 特徵分析數據 
近中心

平均最

大風速 

7 級風

半徑 

RMW 切

向風速

(GBVTD)

平均範

圍大小

(25dBZ)

RMW 
大小

(GBVTD) 

眼牆 
半徑 

薔蜜 51m/s 280km 46m/s 314km 29km 36km 
辛樂克 51m/s 250km 43m/s 331km 42km 49km 
柯羅莎 51m/s 300km 52m/s 317km 40km 45km 
聖帕 53m/s 250km  373km  53km 
龍王 51m/s 200km 60m/s 245km 47km 58km 
泰利 53m/s 250km 48m/s 430km 43km 45km 
海棠 55m/s 280km 48m/s 256km 34km 22km 
鳳凰 43m/s 220km  367km  40km 
韋帕 48m/s 200km 51m/s 334km 22km 18km 
珊珊 43m/s 200km  285km  18km 
桑美 48m/s 180km  194km  18km 
凱米 38m/s 200km  411km  45km 
卡努 43m/s 200km  225km  16km 
納坦 38m/s 250km  247km  53km 
艾利 48m/s 200km  254km  60km 
莫拉克 40m/s 250km  510km   
卡枚基 33m/s 120km  430km   
馬莎 40m/s 250km  428km   
南瑪都 45m/s 200km  553km   
敏督利 45m/s 250km  377km   
蘭寧 40m/s 250km  227km   
芭瑪 43m/s 250km  274km   
帕布 28m/s 150km  427km  31km 
寶發 25m/s 100km  443km   
碧利斯 25m/s 300km  480km   
海馬 18m/s 100km  187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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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 2. 1  (a)200509010050LST 泰利颱風整合雷達回波圖。(b) 泰利颱風哈莫

圖。色階為環狀平均回波值，橫軸與颱風中心距離(0-600 公里)，縱軸

為時間(200508311200-200509010050LST)。 

 
圖 2. 2  颱風降雨壯度計算示意圖，以 2005 年 8 月 31 日 0650UTC 泰利颱風半徑

300 公里範圍內環狀回波平均值為例。圖(a)為方法一。圖(b)為方法

二。圖(c)為方法三。 

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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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續)。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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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a)颱風降雨氣候資料庫圖形查詢界面(Microsoft Windows XP 作業系

統下執行的情形)。(b)為海棠颱風累積雨量圖顯示於 windows XP 作業

環境之情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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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QPESUMS 系統整合回波產品扇型區域處理示意圖。(a)為未經刪除任何

回波資料之整合回波產品。(b)為刪除 5公里高度以上回波資料之整合

回波產品。 

 

 
圖 2. 5  泰利颱風降雨壯度區間(偏高值區間)修正颱風降雨統計模式估計雨量

之分析圖。(a)為地面實際觀測雨量分佈圖。(b)為颱風降雨統計模式

估計雨量增加 100%之分佈圖。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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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TCET 颱風中心定位示意圖。圖 A 為初始猜測中心，R0 初始猜測眼半徑，

B與 C點為疊代法計算之中心位置。(Chang et al. 2009) 

 

 
圖 3. 2   TECT 方法中心定位路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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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以經扇形區域資料處理之整合回波所計算之環狀平均回波壯度，不同色

線代表不同壯度計算方法。(a)未經刪除任何回波資料之環狀平均回波

壯度，圖(b)為刪除 5km 高度以上回波資料之回波壯度。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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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  薔蜜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80928154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薔蜜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90 
 

 

 
圖 3. 5  辛樂克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80914014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

颱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

區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

時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

軸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 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辛樂克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

值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

色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

刻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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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柯羅莎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71006150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

颱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

區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

時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

軸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 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柯羅莎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

值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

色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

刻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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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聖帕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70818050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聖帕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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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  龍王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51002033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龍王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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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9  泰利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50901005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泰利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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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 海棠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70718064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海棠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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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 芭瑪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91006053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芭瑪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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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2 莫拉克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90807235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

颱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

區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

時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

軸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 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莫拉克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

值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

色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

刻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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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3  鳳凰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80728064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鳳凰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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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4 卡枚基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80717214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

颱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

區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

時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

軸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 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卡枚基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

值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

色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

刻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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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5 韋帕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70918110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韋帕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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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6 珊珊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60916144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珊珊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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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7 桑美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60810180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桑美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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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8 凱米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60725000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凱米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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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 卡努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50911140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卡努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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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 馬莎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50805110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馬莎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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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1  南瑪都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41204080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

颱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

區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

時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

軸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 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南瑪都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

值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

色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

刻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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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2 納坦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41024180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納坦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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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3 艾利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40825075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艾利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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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4 蘭寧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410812191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蘭寧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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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5 敏督利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40701220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

颱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

區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

時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

軸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 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敏督利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

值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

色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

刻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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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6 帕布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70808021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帕布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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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7 寶發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60809000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寶發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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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8 碧利斯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60713225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

颱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

區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

時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

軸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 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碧利斯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

值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

色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

刻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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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9 海馬颱風降雨特徵因子分析。(a)200409130350LST 雷達整合回波及颱

風路徑圖。內圈為半徑 100 公里區域範圍、第二圈為半徑 300 公里區

域範圍、最外圈為半徑 600 公里區域範圍。圖(b)回波環狀平均結構時

間序列圖(哈莫圖)。色階為回波強度，橫軸為與颱風中心距離，縱軸

為時間。圖(c)為內核區(0~100km，藍色線條)、外圍 I區(0~100km，

紅色線條)、外圍 II 區(100~300km，綠色線條)壯度值隨時間變化。圖

(d)為海馬颱風分析期間平均非軸對稱壯度分布圖。紅色區域為壯度值

大於 30dBZ(含)，藍色區域為壯度值大於 25dBZ(含)小於 30dBZ，綠色

區域為壯度值小於 25dBZ。箭頭為分析期間颱風平均移動方向，軸上刻

度為與颱風中心距離。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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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0 中央氣象局颱風路徑分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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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賀伯颱風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在距離颱風中心 0-80 km 半徑範圍內之分

佈。紅色粗實線代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120-24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

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藍色線條代表

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0-12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

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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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納莉颱風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在距離颱風中心 0-80 km 半徑範圍內之分

佈。紅色粗實線代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120-24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

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藍色線條代表

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0-12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

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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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海棠颱風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在距離颱風中心 0-80 km 半徑範圍內之分

佈。紅色粗實線代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120-24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

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藍色線條代表

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0-12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

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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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泰利颱風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在距離颱風中心 0-80 km 半徑範圍內之分

佈。紅色粗實線代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120-24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

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藍色線條代表

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0-12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

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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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龍王颱風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在距離颱風中心 0-80 km 半徑範圍內之分

佈。紅色粗實線代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120-24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

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藍色線條代表

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0-12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

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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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柯羅莎颱風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在距離颱風中心 0-80 km 半徑範圍內之

分佈。紅色粗實線代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120-240 km 時之平均軸對

稱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藍色線條代

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0-12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佈，垂直線

為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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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韋帕颱風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在距離颱風中心 0-80 km 半徑範圍內之分

佈。紅色粗實線代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120-24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

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藍色線條代表

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0-12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

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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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8   辛樂克颱風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在距離颱風中心 0-80 km 半徑範圍內之

分佈。紅色粗實線代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120-240 km 時之平均軸對

稱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藍色線條代

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0-12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佈，垂直線

為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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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薔蜜颱風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在距離颱風中心 0-80 km 半徑範圍內之分

佈。紅色粗實線代表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120-24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

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藍色線條代表

颱風中心距離雷達在 0-120 km 時之平均軸對稱切向風分佈，垂直線為

各分析半徑上風速值之標準差。 



 

125 
 

 
圖 5. 1   (a)台灣地形圖及針對西行颱風之雨量增加權重分配之分隔線。 (b)權

重分隔線及各雨量站權重分配代碼(0,1,2)，粗橘線範圍內表示西南部

特別加強區。 

 

圖 5. 2   雨量站雨量加權代碼 1(紅線)及 2(綠線)對應的雨量增加圖，左側為雨

量增加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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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a)海棠颱風氣候模式雨量與觀測雨量散佈圖。(b)海棠颱風氣候模式 E

型增強結果與觀測雨量散佈圖。(c)海棠颱風氣候模式 ES 型增強結果

與觀測雨量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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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a)泰利颱風氣候模式雨量與觀測雨量散佈圖。(b)泰利颱風氣候模式 E

型增強結果與觀測雨量散佈圖。(c)泰利颱風氣候模式 ES 型增強結果

與觀測雨量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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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5   (a)龍王颱風氣候模式雨量與觀測雨量散佈圖。(b)龍王颱風氣候模式 E

型增強結果與觀測雨量散佈圖。(c)龍王颱風氣候模式 ES 型增強結果

與觀測雨量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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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建立空間相關性模式以估計變數間之共變異數，對於每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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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通盤考量通用克利金法於遮蔽測站試驗上之表現及其統計特性，建議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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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克利金法建立高解析度網格點氣象數據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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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TEL：02-33662620 

 

 第 1 章 緒論 

為因應氣象防災減災的迫切需求，近年來氣象局不斷朝向預報精緻化的

方向努力。在邁向時間與空間上更細緻的預報過程，包含發展各種預報指引

以及高解析度網格點氣象分析場資料等，都極富挑戰性。尤其面對有限觀測

點的現實狀況，為儘可能提升對小區域氣象的監測及預報能力，需要應用有

效的空間統計技術以協助解決當前問題。 

克利金法因其能同時利用觀測數據和測站位置，建立空間內插權重係數

的聯立方程組，其統計理論優於僅利用測站關係位置的客觀分析法。本計畫

的目的即希望引進克利金空間統計技術，透過觀測系統模擬試驗評估比較克

利金法和氣象常用的客觀分析方法，來理解各種方法估計誤差行為，以利氣

象局確認克利金法內插分析的準確度、方法潛力與限制，並作為未來在相關

應用發展策略的參考。 

本計畫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包括： 

1. 完成克利金方法與其他幾種常用空間內插客觀分析法，例如距離反比權

重，Barnes 等的比較設計實驗，並提出評估結果。 

2. 探討克利金方法對於進行模擬高解析度網格點真實值 (Ground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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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可發展性，並提出在數理統計上的可行性或方法論。 

3. 探討克利金方法對於進行建立高解析度網格點統計降尺度預報模式

(Gridded MOS)的可應用性，並提出在數理統計上的可行性或方法論。 

4. 完成克利金方法實務應用技術訓練。 

本計畫報告期中部分主要是完成以上的第 1.個工作項目，以目前氣象局

利用測站觀測值內插估計地表溫度場之架構，比較兩類空間內插方法：第一

類方法首先利用乾絕熱的 Poisson 方程式，將不同海拔高度的測站溫度轉換

為位溫，應用距離倒數權重法、Cressman 客觀分析法、Barnes 客觀分析法

或是普通克利金法，內插估計等壓面上二維空間各網格點的位溫，然後再利

用 Poisson 方程式將位溫反轉換為地表溫度。第二種類型是「通用克利金

法」。通用克利金法可以將溫度隨高度、緯度等空間變化趨勢納入不偏估條

件，利用所有三維空間測站溫度，直接估計任意高度網格地表溫度。在第二

章的「客觀分析理論及方法」中呈現此二類方法的方法論。第三章的「客觀

分析法比較」，比較第一類四種方法的分析結果。第四章「通用克利金法分

析結果」，呈現通用克利金法的思維、資料分析處理過程、和內插估計結果。 

期末報告部份則延續期中報告加入第 2.和 3.項工作項目內容，考慮未來

氣象局可提供精緻化預報作業服務，需以發展高空間解析度之預報系統為目

標，採用近年最為盛行的模式輸出統計方法有 MOS (Model Output Statistics)

及 PP (Perfect Prog)，無論使用何者統計方式，在取得測站上預報值後，仍

需進行客觀分析，以建立完整的物理量場提供給預報員使用，因此研擬克利

金法於降尺度之應用方式，供氣象局未來相關計畫執行時之參考。詳細說明

請見第六章。對於本計劃之結論與建議則於第七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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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客觀分析理論及方法 

本單元介紹各種客觀分析理論及方法，包括：距離平方倒數權重法、

Cressman 客觀分析法、Barnes 客觀分析法、最佳內插法、普通克利金法、

以及通用克利金法。其中，前五種內插方式是適用於具有定常性（stationarity）

的隨機變數場，因此應用於推估高解析度地面溫度場時，必須搭配例如乾絕

熱公式，先將不同高度的測站溫度轉換為位溫，在位溫場上進行內插，再將

內插結果反轉換為地表溫度，是為一種間接的估計方法。若隨機變數為空間

趨勢函數型態已知的非定常性變數，例如溫度為高度和緯度的線性遞減函

數，則可以直接利用通用克利金法進行空間內插，不必再經過其他轉換程序。 

2.1 距離平方倒數權重法 

距離平方倒數權重法內插估計二維定常變數場空間位置 ( )0 0,x y 變數值

0θ 的方式，是以 ( )0 0,x y 為中心，使用影響範圍R 以內的所有 n 個測站觀測值

iθ ， 1, ...,i n= ，利用以下權重方程式計算估計值 0θ̂ ： 

∑
=

⋅=
n

i
iw

1
i0̂ θθ  (2-1) 

其中， iw 為第 i 個站觀測值 iθ 的權重 

( ) ( ) Rdyyxxd

w
d

dw

iiii

n

i
in

j j

i
i

<∀−+−=

== ∑
∑ ==

 ， 

1 ， 
/1

/1

2
0

2
0

11
2

2

 (2-2)  

2.2 Cressman 客觀分析法 

Cressman 客觀分析法為一種逐步修正法，其推導過程如下： 

1. 假設對於估計場中所有網格點，已知各網格點的背景場或第 1µ − 次的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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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值1，則對於各測站所在位置，取測站四周的四個網格點猜測值，應用

雙線性內插計算測站的分析值，然後將分析結果與測站實際觀測值比

較，計算差異量。圖 2- 1 所示為內插示意圖，假設測站 k 周圍四個網格

點編號分別為 1, 2, 3, 4，圖中 A 點和 B 點的θ̂值各由 3, 4 和 1, 2 兩點的

變數值線性內插計算，測站 k 點的分析值 ( 1)
k̂
µθ − 再由 A 點和 B 點的值作

線性內插計算： 

( ) ( )

( )

( 1) ( 1) ( 1) ( 1) ( 1) ( 1)
1 4 1 2 1

( 1) ( 1) ( 1) ( 1)
2 3 4 1

ˆ ˆ ˆ ˆ ˆ ˆ

ˆ ˆ ˆ ˆ          

k
b a
y x

ab
x y

m m m m m m

m m m m

q q q q q q

q q q q

- - - - - -

- - - -

= + - + -
D D

+ - + -
D D

 (2-3) 

x∆ 和 y∆ 分別代表 x 和 y 方向的網格距（grid interval），長度 a 和 b 的定

義如圖 2- 1。 

  

1)-(
4̂
µθ

1)-(
3̂
µθ

1)-(
1̂
µθ

1)-(
2̂
µθ

1)-(
A

ˆ µθ

1)-(
B

ˆ µθ

 

圖 2- 1 利用雙線性內插法由網格點值計算測站值示意圖 

2. 利用 Cressman 的權重係數函數式(2-4)，由影響範圍 R 內的所有測站的

差異值，權重平均計算各網格點的第µ次修正值： 

                                                 

1 若 1 0µ − = ，且沒有背景場或初始猜測值，最簡單的替代方案，是以所有測站觀測值的算術平均

當成所有網格的首次猜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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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5) 

其中， kr 為測站 k 至網格點的距離； )1()1( ˆ −− −= µµ θθ kkkD 為第 k 測站的差

異值； )1( −µ
ijC 為網格 ij的修正值。計算某 ij網格點更新值的方法，是將(2-5)

式 ij網格點的修正值，代入(2-6)式，計算網格 ij的更新值。 

( 1) ( 1)ˆ ˆ
ij ij ijCµ µ µθ θ − −= +  (2-6) 

3. 重覆步驟 1 和 2，直到所有測站的差異值 kDµ都小於容許誤差，便得到最

終分析場。 ˆ
j
µθ 為格點 ij 上第 µ 次迭代後的分析值， ( 1)ˆ

j
µθ − 為 ij 格點上第

( 1)µ − 次迭代後的分析值。 

2.3 Barnes 客觀分析法 

 Barnes 客觀分析法的算式與 Cressman 的逐步修訂法相同，唯一的不同

處，是 Barnes 法的權重係數函數為高斯(Gauss)函數： 

22 Rr
k

kew −=  (2-7) 

其中， kr 為測站 k 至網格點的距離。R 為相當於低通濾波的參數(low-pass 

filtering parameter)，單位和 kr 相同；選擇很小的 R 值，則分析場容許短距離

內變數變化梯度大的「短波」訊號存在；若 R 值很大，則會將短波濾掉，客

觀分析場相對而言會比較平滑。 

2.4 克利金法 

克利金法(Kriging technique)又名地質統計法(Geostatistics technique)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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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料在空間中分佈的統計特性，決定線性內插係數的一種技術(Bras and 

Rodriguez-Iturbe, 1985)。在不同的趨勢條件假設下，又可分為數學上不包含

「不偏估條件」的「簡單克利金法」(simple Kriging)；包含「平均值為常數」

假設的「不偏估條件」的「普通克利金法」(ordinary Kriging)；以及包含「平

均值為某種空間趨勢函數」假設的「不偏估條件」的「通用克利金法」(universal 

Kriging)。 

克利金法估計的步驟可分為二部份： 

1. 結構分析 (structural analysis)－由歷史資料，迴歸統計協變異數

(covariance)隨距離變化的情形，決定「變異圖」或「半變異圖」(variogram 

or semi-variogram)的函數。 

2. 最佳線性不偏估估計(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ion-BLUE)－假設估計

值為已知值的線性權重平均，根據不偏估和最小估計誤差變異數兩項原

則，根據變異圖或半變異圖導出權重係數值。 

「變異圖」或「半變異圖」是觀測樣本資料的協變異數隨距離變化情形。

令 ( )yxu  ,=u 為空間位置座標， ( )Z u 為空間隨機變數，則變異圖函數定義

為： ( )[ ]2)()()(2 jiij ZZEd uu −=γ ，即距離等於 ijd 的兩兩組合變數差異平方

的「期望值」。 ( )ijdγ 稱為半變異圖函數。圖 2- 2 所示為一半變異圖的範例，

其中，○中空圓形符號為觀測樣本資料的原始半變異數；△三角形所示為實

驗半變異數；實線所示為以實驗半變異數所套配的半變異圖函數。如圖所

示，等距離的原始半變異數在不同的時空點可能會有很大的差異。因此在進

行迴歸之前，通常會將距離軸分為幾個區間，然後將同區間內距離相近半變

異數取平均求得實驗半變異數，由實驗半變異數就可以看到在排除了局部干

擾的因素下，兩測站的相關性隨距離變化的情形，並且可以用一簡單的函數

來描述這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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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半變異圖示意圖 

若隨機場為定常性，則半變異圖 )( ijdγ 和協變異數 )( jicov uu − = )( ijdcov

為互補函數， 2)()( σγ =+ ijij dcovd ，其中， 2σ 為定常性空間變數 ( )Z u 的變異

數，基於定常性假設乃為常數。幾種常用的半變異圖，及資料處理說明如附

錄 A。 

2.4.1簡單克利金法 

若空間隨機變數具有定常性，平均值為常數，並且其數值 m 為已知，

因此內插估計時，可先將各變數減去已知的平均值。去除平均值的變數差值

已經自動滿足「不偏估條件」，因此在求取權重係數時，不需要加入不偏估

條件，僅須滿足「最小估計誤差變異數條件」，此種內插估計狀況稱為簡單

克利金法。簡單克利金法的內插估計式為： 

[ ]∑
=

−+=
n

i
ii mzmz

1
0 )()(ˆ uu λ  (2-8) 

其中，m 為平均值； iλ 為第 i 站的權重係數。估計誤差變異數為

( )[ ]2
00

2
ˆ )()(ˆ
0

uu zzEz −=σ ，使估計誤差變異數為最小的必要條件是： 2
ˆ0zσ 對任

意權重係數 iλ 的微分值必須為零。將上式代入估計誤差變異數 2
ˆ0zσ ，並且對 iλ

微分， ni ,,1L= ，整理可得以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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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ni ,,1L=   (2-9) 

將以上 n 個權重係數的線性聯立方程式改寫為矩陣式，經整理後可得到求解

權重係數矩陣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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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將權重係數代入簡單克利金法的估計誤差變異數表示式，得到的期望估計誤

差變異數為： 

( )[ ] ∑
=

−=−=
n

i
iiz dcovzzE

1
0

22
00

2
ˆ )()()(ˆ

0
λσσ uu  (2-11) 

在定常性假設之下，利用 )( ijdcov 和半變異圖 )( ijdγ 為互補函數的關係，因此

求解權重係數矩陣方程式可以改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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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估計誤差變異數則可寫為： 

( )[ ] ∑
=

=−
n

i
ii dzzE

1
0

2
00 )()()(ˆ γλuu  (2-13) 

2.4.2普通克利金法 

假設空間隨機變數具有定常性，平均值為常數但其數值未知，內插估計

值為 )()(ˆ i
1

0 uu zz
n

i
i∑

=
= λ 。不偏估條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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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ˆ

1

1

i
1

0

=⇒

=⇒

=

∑

∑

∑

=

=

=

n

i
i

n

i
i

n

i
i

mm

zEzE

λ

λ

λ uu

 (2-14) 

利用 Lagrange multiplier，ν ，組合(2-9)式的「估計誤差變異數最小化條件」

和（2-14）式的「不偏估條件」，再根據協變異數 )( ijdcov 和半變異圖 ( )ijdγ 為

互補函數的關係，可得到求解權重係數矩陣方程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011
1)()(

1)()(

0

10
1

1

1111

nnnn

n

n d

d

dd

dd

γ

γ

γγ

γγ

ν
λ

λ
M

L

MMOM

L

M
  (2-15) 

普通克利金法的估計誤差變異數為： 

( )[ ] ∑
=

−−=−
n

i
ii dcovzzE

1
0

22
00 )()()(ˆ λνσuu   (2-16) 

2.4.3通用克利金法 

當隨機變數的平均值具有空間變化趨勢，參考 Bras 和 Rodriguez-Iturbe 

(1985)以及 Kitanidis (1993)，可以採用三種方式估計趨勢參數與半變異圖： 

1. 迭代求取半變異圖和趨勢(Bras 和 Rodriguez-Iturbe，1985)：假設空間趨

勢函數為空間自變數（座標）的 k 次多項式函數，每次估計趨勢或協變

異圖（或半變異圖）的其中一個統計值。Bras 和 Rodriguez-Iturbe (1985)

呈現利用協變異圖或半變異圖估計趨勢函數係數的方法，去除趨勢則可

以更新協變異圖或半變異圖的參數估計。但是 Bras 和 Rodriguez-Iturbe 

(1985)列舉了一些文獻研究，認為除了未必會得到唯一解外，半變異圖

的收斂經常也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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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通用協變異函數(Bras 和 Rodriguez-Iturbe，1985)：假設協變異圖為

某種通用協變異函數 (generalized covariance) ，例如常數型模式

( ) 0 0K d C dδ α= + ；線性模式 ( ) 3
0 0 1K d C d dδ α α= + + ；其中， 0C 為金塊效

應， 0α 、 1α 等為未知參數。利用通用協變異函數和任意兩觀測站距離和

變數差異的數據，建立通用協變異函數和資料的關係式，利用迴歸法估

計未知參數 0α 、 1α 。 

3. 使用包含趨勢的半變異圖和不偏估條件：Kitanidis (1993)利用近距離趨

勢差異可以忽略的內在假設， [ ] 0)()( =− ji ZZE uu ，不嘗試去除趨勢、

再求取半變異圖，直接使用包含趨勢的半變異圖填入類似(2-11)式的估

計矩陣式；配合要求權重係數使各個趨勢函數係數乘的函數值都等於 0

的不偏估條件設計，證實可以獲得良好的內插估計效果。 

當趨勢不是非常顯著，近距離內協變異關係主控、 [ ] 0)()( =− ji ZZE uu

可以近似成立時，可以使用 Kitanidis (1993)的通用克利金法。由於台灣地形

陡峻，近距離內地形高度的差異可能很大，溫度 )(uZ 隨高度趨勢的差異

[ ])()( ji ZZE uu − 不能忽略，協變異關係不能主控（溫度的空間相關性低），

Kitanidis (1993)建議的通用克利金法未必適合使用。 

本研究分析台灣地表溫度特性，認為地表溫度是緯度和海拔高度的線性

趨勢函數，去除此二趨勢後的溫度殘差值的二階統計函數（即協變異圖）具

有定常性。於是融合 Bras 和 Rodriguez-Iturbe (1985)的通用協變異函數，和

Kitanidis (1993)建議的通用克利金法，再導出第四種通用克利金法設計。作

法是將空間趨勢函數代入半變異圖表示式中，迭代嘗試不同的空間趨勢函數

係數，將溫度變數值減去趨勢的殘差值，代入估計半變異圖或協變函數，收

斂目標是溫度殘差值的協變異圖最符合定常性假設。獲得最佳化的趨勢係數

和協變異圖後，配合使用 Kitanidis (1993)要求權重係數使各個趨勢函數係數

乘的座標值權重組合都等於 0 的不偏估條件設計，地表溫度空間內插估計。

使用這種方法的主要理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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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山區地表溫度隨海拔高度變化的趨勢為主控因子，必須去除半變異

圖中的趨勢函數，才能突顯真實的地表溫度協變異圖。 

若要避免迭代求取協變異圖過程中，趨勢函數係數值可能偏估的問題，

且直接使用測站溫度觀測值權重估計，乃使用 Kitanidis (1993)要求權重係數

使各個趨勢函數係數乘的座標值權重組合都等於 0 的不偏估條件設計。 

根據上述理念，本計畫的通用克利金法說明如下： 

線性估計方程式為： 

∑
=

=
n

i
ii zz

1
0 )()(ˆ uu λ   (2-17) 

假設地表溫度 )(uZ 的趨勢函數如下，其中， y 為緯度，h為海拔高度， 0β 、

yβ 和 hβ 是未知的趨勢係數。 

[ ] hymZE hy ⋅+⋅+== βββ0)()( uu  (2-18) 

不偏估條件要求： 

( )

0
1 1

0 0 0 0
1

0 0 0
1 1 1

( ) Z( ) ( )

1 0

ˆE E
n n

i i i i
i i

n

y h i y i h i
i

n n n

i y i i h i i
i i i

Z m

y h y h

y y h h

λ λ

β β β λ β β β

β λ β λ β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 u u

 (2-19) 

Kitanidis (1993)要求權重係數使各個趨勢函數係數乘的座標值權重組合都等

於 0 的不偏估條件設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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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0
1

1
n

i
i
n

i i
i
n

i i
i

y y

h h

λ

λ

λ

=

=

=

=

=

=

∑

∑

∑

 (2-20) 

利用 Lagrange multiplier 結合最小估計誤差變異數條件的 n 個方程式（n 為

測站數）與此 3 個不偏估條件式，得到 n+3 組聯立方程式，解 n+3 個未知數

1 1 2 3, , , , ,nλ λ ν ν νL  

1 2 3 0
1

1

0
1

( ) ( )   for  =1, 2, ...., 

1                                                                                

                                      

cov cov
n

j ij i i i
j

n

j
j

n

j j
j

d y h d i n

y y

λ ν ν ν

λ

λ

=

=

=

+ + + =

=

=

∑

∑

∑

0
1

                                    

                                                                           
n

j j
j

h hλ
=

⎧
⎪
⎪
⎪
⎪
⎪
⎨
⎪
⎪
⎪
⎪ =⎪⎩
∑

 (2-21) 

亦可利用半變異圖建立聯立方程組： 

1 2 3 0
1

1

0
1

( ) ( )   for  =1, 2, ...., 

1                                                                         

                                                 

n

j ij i i i
j

n

j
j

n

j j
j

d y h d i n

y y

λ γ ν ν ν γ

λ

λ

=

=

=

+ + + =

=

=

∑

∑

∑

0
1

                  

                                                                    
n

j j
j

h hλ
=

⎧
⎪
⎪
⎪
⎪
⎪
⎨
⎪
⎪
⎪
⎪ =⎪⎩
∑

 (2-22) 

估計誤差變異數為： 

{ }2 2
0 0 1 2 0 3 0 0

1
( ) ( ) ( )ˆE cov

n

z i i
i

Z Z y hσ ν ν ν λ
=

⎡ ⎤− = − − − −⎢ ⎥⎣ ⎦
∑u u u  (2-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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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2
0 0 1 2 0 3 0 0

1
( ) ( ) ( )ˆE

n

i i
i

Z Z y hν ν ν λ γ
=

⎡ ⎤− = + + +⎢ ⎥⎣ ⎦
∑u u u  (2-23b) 

2.5 最佳內插法 

最佳內插法，Optimal Interpolation，簡稱 OI 法，是由 Gandin (1965)所

發展，此方法利用 ( ),i ix y 位置的觀測值 iz ， 1~i n= ，內插估計位於 ( )0 0,x y

空間位置的 0Z 變數的權重估計式為： 

[ ] zIΛCT ⋅⋅+⋅=′= ∑
=

2

1
0ˆ σλ

n

i
ii zz   (2-24) 

其中， 2σ 為定常性空間變數 ( ),Z x y 的變異數；I 是單位矩陣，Λ為觀測值 iz

之間的協變異矩陣，C為估計值和各觀測值的協變異向量。 

OI 法和簡單克利金法類似，主要差異是將協變異矩陣的對角線再增加

一組背景值的變異數；附錄 D 推導證實，OI 法和金塊效應等於半變異數的

50%的簡單克利金法等價，可說是型式更彈性多變的克利金法的一種特例。

OI 法和克利金法的比較如下： 

1. 當觀測站群聚、完全相關使得行列式值 0~Λ 時，OI 法仍能保持正定、

無條件穩定，對於未理解測站位置對於矩陣行為影響的使用者而言，防

呆機制優於簡單克利金法。 

2. 克利金法的優勢是能透過半變異圖分析，一般化空間資料的關係，並可

利用 Lagrange multipliers 技術，在滿足不偏估條件狀況下，取得最小估

計誤差原則的權重估計。究其原因，應該是 OI 法出現時間早於克利金

法，OI 法已經被辨識出是克利金法的特例，後來研究者持續擴充、改進

統計理論時，都被歸納為克利金法而非改進 OI 法的結果。 

相對於簡單克利金法，OI 法的防呆機制犧牲了 50%的空間相關係數，

成本太高。改善方式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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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若使用者理解測站位置對於矩陣行為影響，可以計算距離極接近的

測站觀測值平均，視為位於鄰近測站重心位置的單一觀測值，避免 0~Λ

問題出現，則協變異矩陣不需要增加對角線項 I2σ 保持穩定。配合此方

式的防呆機制，是檢核協變異矩陣的行列式值，當 ε<Λ 時，提出警告

和處理建議。 

(二)針對不確定使用者，希望方法存在防呆機制，可以採用成本較低、

且確定協變異矩陣反矩陣時數值穩定的 [ ] zIΛCT ⋅⋅+⋅= 2
0ˆ σaz 型式，其

中，a值為儘量接近於 0，但即使有鄰近測站 0→d 、 2)( σ→dcov 時仍

能保證反矩陣數值穩定的數值，例如， 0 01.a = 。 

2.6 各客觀分析方法理論差異 

本節從克利金法的統計理論角度，評比各種客觀分析方法的差異，包括

距離倒數權重法、逐步訂正法(Cressman 法、Barnes 法)、普通克利金法、最

佳內插法(OI)和通用克利金法。 

克利金法決定線性權重係數的兩個統計原則分別是「估計誤差變異數最

小化」，和「不偏估原則」。單獨利用估計誤差變異數最小化原則，建立估

計權重係數的矩陣方程式示意如(2-25)式，該式等號左邊權重係數向量 1n×λ

的係數矩陣 n n×A ，是定義「測站觀測資料」和「測站觀測資料」之間關係的

協變矩陣；等號右邊向量 1n×B 是定義「測站觀測資料」和「估計點未知變數

值」之間關係的協變向量。 

11 12 13 1 01

21 22 23 2 02

31 32 33 3 03

c c c c
c c c c
c c c c

λ
λ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 1 1n n n n× × ×⋅ =A λ B  (2-25) 

克利金法利用 Lagrange multipliers 結合「估計誤差變異數最小化」與「不偏

估條件」，使得問題成為在滿足「不偏估條件」之下的「條件估計誤差變異

數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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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析各客觀分析方法統計理論的異同： 

1. 所有方法都有「測站觀測資料」和「估計點未知變數值」關係的定義： 

 距離倒數權重法、逐步訂正法(Cressman 法、Barnes 法)是定義在某個

範圍（影響距離）內，相關性或權重係數隨距離呈反比。這三種方法

的核心函數（kernel function）為距離倒數。 

 普通克利金法、最佳內插法(OI)和通用克利金法，「測站觀測資料」

和「估計點未知變數值」的關係，是以不同測站之間觀測資料隨距離

變化的數據，迴歸決定核心函數參數，通用化的推廣應用。由觀測資

料決定關係選擇核心函數、並決定參數的方式，比使用者任意決定核

心函數的方式合理。 

2. 兩種克利金法和最佳內插法(OI)有「測站觀測資料」之間的定義，距離倒

數權重法、逐步訂正法(Cressman 法、Barnes 法)則無。 

 測站觀測資料之間關係的定義，可以反映各測站彼此是相互獨立或相

依。假設(2-25)式中，測站 2 與 3 距離為 0，則(2-25)式可改寫如下： 

   

2
12 12 1 01

2 2
12 2 02

2 2
12 3 02

c c c
c c
c c

σ λ
σ σ λ
σ σ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6a) 

由於(2-26a)的第 2 式與第 3 式完全相同，可去除相依的第 3 式，化簡

後得到： 

   
2

1 0112
2

2 3 0212

cc
cc

λσ
λ λσ

⎡ ⎤ ⎡ ⎤ ⎡ ⎤
⋅ =⎢ ⎥ ⎢ ⎥ ⎢ ⎥+⎣ ⎦ ⎣ ⎦⎣ ⎦

 (2-26b) 

再假設估計點與測站 1 和測站 2 的距離相同， 01 02c c= ，則可得到

1 0 5.λ = 和 2 3 0 5.λ λ+ = 的結果。 

 以上測站 2 和測站 3 共點、變數觀測值相同的範例顯示，具有「測站

之間觀測資料」關係定義的普通克利金法和通用克利金法，增加測站

3，並不影響測站 1 的權重係數，測站 2、3 的權重係數總和也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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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案例，只有測站 1 和測站 2 時，兩站變數的權重係數皆為 0.5；增

加和測站距離為測站 3 以後，距離倒數權重法、逐步訂正法(Cressman

法、Barnes 法)的權重係數皆變為1 3，其原因是此三方法都沒有「測

站之間觀測資料」關係的統計結構。 

 最佳內插法(OI)在對角線增加一個變異數，則(2-26a)式可改寫為： 

  

2
12 12 1 01

2 2
12 2 02

2 2
12 3 02

2
2

2

c c c
c c
c c

σ λ
σ σ λ
σ σ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7a) 

令兩共點測站的權重係數相同， 3 2λ λ= ，同時 01 02c c= ，則(2-27a)式可

簡化為： 

2
01112

2
01212

2 2
3

cc
cc

λσ
λσ

⎡ ⎤ ⎡ ⎤⎡ ⎤
⋅ =⎢ ⎥ ⎢ ⎥⎢ ⎥
⎣ ⎦ ⎣ ⎦⎣ ⎦

 (2-27b) 

由(2-27b)式可知，唯有當 2
12c σ= 時，才能獲得 1 2λ λ= 的解。最佳內插

法(OI)雖然不能得到正確的解，但是在反矩陣時，具有能避免數值發

散的優勢。 

3. 各種客觀分析法，都包含權重係數總和等於 1 的不偏估條件，但是只有

通用克利金法，還可再增加諸如溫度直減率等不偏估條件，以及在第六

章呈現，可整合兩種不同性質觀測，或是整合多變數迴歸方程式與空間

內插的聯合克利金法。 



 第 3 章 客觀分析方法比較 

現階段氣象局估計地表溫度場之方式，係利用氣象站之溫度及壓力觀測

值（無觀測壓力值之測站則透過探空資料及該站高程估計壓力），假設於乾

絕熱狀態下求取位溫，接著在一大氣壓等壓力面上選取影響半徑內之氣象站

並以距離平方倒數權重方式進行格點上位溫之內插，俟求得所有格點上之位

溫後，再以格點上之高程及探空資料估計地面氣壓，並於乾絕熱（Poisson

方程式）假設條件下估計地表溫度值。茲將目前氣象局估計溫度場之方法流

程整理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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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氣象局目前估計溫度場方法流程圖 



為方便說明起見，本報告以下將氣象局現階段估計地表溫度場之方式稱

之為「第一類型」分析法。本章的內容是以 2009 年 4 月 9 日 8 時(LST)之氣

象站及探空氣球觀測資料為例，首先探討乾絕熱 Poisson 方程式的適用性；

其次，定性分析第一類型分析法搭配不同客觀分析方法，包括：距離平方倒

數權重法、Cressman 客觀分析法、Barnes 客觀分析法以及普通克利金法等

內插方法估計高解析度地面氣象場的成果；最後，應用遮蔽測站試驗，定量

評估各客觀分析法的之估計效益。 

3.1 乾絕熱Poisson公式之適用性探討 

採用乾絕熱 Poisson 方程式計算位溫，必須先有壓力值後才能進行估

算，然而台灣地形格網上沒有壓力值且部分測站缺少壓力之觀測，所以需要

知道高度與壓力間的關係，藉以估計某高度上之壓力，進而求取位溫。高度

與壓力間的關係可以由兩方面取得，方法一為各氣象站高程和其觀測氣壓之

關係；方法二是探空資料。為比較兩者之差異，茲將 2009 年 4 月 9 日 8 時

各氣象站空間位置與氣壓觀測值及對應之探空氣球高度及壓力之關係繪於

圖 3- 2 中。圖中顯示，由氣象站之觀測資料排除離群值後（壓力異常偏高或

偏低之測站），獲得之高度和壓力之關係與探空資料大致相同，因此在沒有

探空資料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氣象站高程及壓力觀測值進行迴歸分析， 

H
z

p
p

−−⎟⎟
⎠

⎞
⎜⎜
⎝

⎛

0

ln  (3-1) 

其中， 為高度 上之壓力； 為海平面上之壓力（P z 0P 0z = ）； 為海拔高。

然後利用迴歸分析獲得之關係曲線來推估格點和氣象站上之氣壓值。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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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2009年4月9日8時(左)各氣象站空間位置與氣壓觀測值及(右)

對應之探空氣球高度及壓力之關係圖 

求得氣壓與高程之關係後，以乾絕熱 Poisson 公式計算位溫，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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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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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θ  (3-2) 

其中，θ為位溫(絕對溫度)，T 為絕對溫度，P 為壓力(毫巴)， dR 為乾空氣氣

體常數( )， 為乾空氣之定壓比熱( )。並以相

同之方程式將內插之位溫反算回地表溫度。為了解假設條件與實際現象之差

異，茲將測站、板橋探空氣球以及乾絕熱條件下以 Poisson 方程式推估溫度

與高度之關係繪於圖 3-3，圖中紅色曲線是 Poisson 方程式，藍色曲線是板橋

探空資料，當高度超過 1,500 m 時兩曲線已無法契合。 

26.875 10 /cal g C−× ° Cp 0.24 /cal g C°

上述資料呈現結果顯示以下兩點事實： 

1. 不同地面測站的壓力和海拔高度的關係，與板橋探空資料的數據符合，

也與理論大氣靜水壓力方程式符合，如圖 3-2。 

2. 不同高度測站的地表溫度，和板橋探空資料海拔高度－溫度數據不符

 3-3



合，也和乾絕熱 Poisson 方程式的趨勢不符合，如圖 3- 3。 

基於以上第 1 點，可以得知三種方式的壓力－海拔高度關係均互相符合；因

此結合第 1、2 兩點，可以推得以下第 3 點： 

3. 不同測站的壓力－地表溫度數據，和板橋探空資料的壓力－溫度數據不

符合，也和乾絕熱 Poisson 方程式的壓力－溫度趨勢不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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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測站、探空氣球及乾絕熱 Poisson 方程式所推估之溫度與高度

關係比較 

以本案例觀之，壓力和高度的關係比較符合簡單函數關係；氣溫和高度

的關係則否。Poisson 方程式無法反應真實大氣溫度對高度之關係，就算其

可與探空氣球觀測資料吻合，亦無法以板橋上空之垂直大氣代表全台灣之大

氣狀況，此外，欲求取之溫度場為地表溫度，其與同樣高程之空中溫度不同，

易受土地利用方式影響，溫度變化方式較為複雜。 

3.2 地表溫度場內插成果比較 

使用解析度為經緯度 0.01 度、垂直解析度為 1m 之台灣地形網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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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於第一類型 (現行氣象局計算地表溫度場) 分析法之架構下，更替其

中內插方法，推估 2009 年 4 月 9 日 08:00 地表溫度場，推估結果如圖 3-5

所示。定性觀之，圖 3-5 各子圖的溫度分佈大致相同，均明顯依地形高低起

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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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 台灣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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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距離平方倒數權重法 (b) Cressman 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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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arnes 分析法 (d)普通克利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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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最佳內插法 

圖 3- 5 2009 年 4 月 9 日 8 時應用不同客觀分析方法推估地表溫度場比

較 

為突顯內插成果之差異，將地表溫度場以及測站上之溫度對高度關係繪

出如圖 3-6 所示。不同客觀分析中的格點分佈存在些微之差異，其中以最佳

內插法之溫度分佈範圍會較為集中，內插後的溫度值會較接近平均值。但無

論使用何種內插法，不同高度上之格點溫度估計值均超出測站觀測到之溫度

範圍甚多，尤以高度愈高之格點，其估計值普遍遠低於測站所能觀測到之最

低溫度，而位於中低高度之格點，則有部分估計值超過測站觀測到之最高溫

度，估計值超過觀測值值域範圍的現象，非客觀分析中所樂見。若將乾絕熱

公式包絡格點之分佈範圍，則可明顯發現溫度估計值隨高度的走勢與

Poisson 方程式一致，此現象反應出於 1 atm 等壓力面完成位溫之內插後利用

Poisson 方程式回推地表溫度之結果，因此可以合理推論：當使用平地測站

估計高山上格點之溫度時，將會產生低估之情形；反之，當使用高山測站估

算谷地格點上之溫度時，則會發生高估，又因全台以平地測站居多，故發生

高山格點低估的機會較谷地格點高估之現象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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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距離平方倒數權重法 (b) Cressman 分析法 

  
 (c)Barnes 分析法 (d)普通克利金法 

 

 (e)最佳內插法 

圖 3- 6 利用乾絕熱公式計算 2009 年 4 月 9 日 8 時地表溫度場（洋紅

色點）及測站地表溫度（藍色點）對高度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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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測站上觀測值與估計值比較 

因地表溫度觀測資料有限，於比較各客觀分析方法時，並沒有真實溫度

場可供比對檢驗，所以採遮蔽測站之方式，先將某一觀測站剔除後，利用剩

餘測站之觀測值計算該剔除測站位置上之估計值。若對於各測站皆以前述方

式進行運算，則於各測站位置上皆可得一估計值與既有之觀測值，定義差值

δ 為估計值減去觀測值，估計得各客觀分析方法之δ 均方根RMS (203 個測站

的平均)如表 3-1 所示。 

表 3- 1 2009 年 4 月 9 日 8 時不同客觀分析方法估計測站溫度之誤差均方根

比較 

評估指標 
距離平方

倒數 Cressman Barnes 普通克利金 

Maxδ  5.78 5.22 5.01 5.36 

Minδ  -10.84 -11.11 -10.91 -8.74 

RMS (℃) 1.99 2.08 2.15 1.82 

由 RMS 的表現可以了解，利用乾絕熱公式求取位溫後，於一大氣壓等壓

力面上進行客觀分析時，各內插方法的 RMS 差異不大，其值大約為 2℃，其

中，以普通克利金法之表現較佳，且其δ 之正負偏離範圍亦最小。但是各個

內插方式之δ 最小值均較最大值偏離更多，顯示其發生低估的情形可能較為

嚴重。為了解偏差直δ 之分佈情形，將差值δ 對高度作圖，得到各客觀分析

中偏差對高度之關係圖如 3-7 所示。由圖 3-7 可以看出使用乾絕熱公式時，

於高程較高的測站上，其溫度估計值大部份會有偏低的情形發生；然而，於

高程較低的測站上，其估計值偏差δ 正負分佈較為平均。 

 3-9



-12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12
Bias(degree)

0

1000

2000

3000

4000Height(m)

-12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12
Bias(degree)

0

1000

2000

3000

4000Height(m)

 
 (a) 距離平方倒數權重法 (b)Cressman 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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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arnes 分析法 (d)普通克利金法 
 

圖 3- 7 2009 年 4 月 9 日 8 時各客觀分析方法之偏差對高度關係圖 

圖 3- 8 所示為δ 之平面分佈情形，由圖中可以看出高山測站及地勢相對

高處普遍有溫度低估的情況，而地勢相對較低之谷地則會有高估的情形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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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arnes 分析法 (d)普通克利金法 

圖 3- 8 2009 年 4 月 9 日 8 時估計值偏差δ 正負分佈平面圖 

藉由遮蔽測站之試驗可再次突顯引入 Poisson 方程式後，進行客觀分析

時所會遭遇之問題，然而為了避免溫度場中所含之趨勢造成內插時之偏差，

仍然有其他方法可以替代，下節將介紹含有含溫度隨高度及緯度變化趨勢之

通用克利金法，並將其結果與其他客觀分析方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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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應用通用克利金法 

第 3 章中，本研究以 2009 年 4 月 9 日 8 時之氣象站及探空氣球觀測資

料為例，說明氣象局現階段估計地面氣象站(亦即第一類型)分析法引入乾絕

熱 Poisson 方程式的問題。本章節中，將應用通用克利金法，使用同時間的

資料，遵循與第 3 章相同的步驟重新分析，證實應用通用克利金法相較於第

一類型分析法有更佳的估計效果。 

4.1 適用於估計台灣地區溫度場之通用克利金模式 

首先為了解溫度場中可能之趨勢，茲取緯度介於北緯 23～24 度間之測

站（包含玉山站），繪出高度對溫度之關係圖，另取高度低於 100 m 之測站，

繪出緯度對溫度及經度對溫度之關係圖如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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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圖 4- 1 2009 年 4 月 9 日 8 時(a)北緯 23~24 度間之測站高度對溫度關係圖(b)

高度低於 100m 之測站緯度對溫度之關係圖(c)高度低於 100 m 之測

站經度對溫度之關係圖 

由圖 4-1 可以確認地表溫度場中，存在溫度隨高度遞減及溫度隨緯度遞

減之兩大趨勢，在經度方向上之溫度趨勢變化則不甚明顯，因此本計畫假設

溫度場符合以下趨勢函數，並令位置向量為 ( , , )x y h=u 。 

0[ ( )] y hE T y h

 

β β β= + ⋅ + ⋅u

0

 (4-1) 

( , ) (0,0)y h = 時之平均溫度，其中，β 為 hβ 為垂直方向上溫度之遞減率， kβ 為

緯度方向上溫度之遞減率。估計的矩陣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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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為求取矩陣方程式中之協變異數，需建立包含高度及緯度線性趨勢的溫度半

變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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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3) 

假設在相同水平面的氣溫變數為等向（isotropic），且具有二階定常性

（2nd order stationarity），即： 2 2
i jσ σ= 和 ( ) ( )i j i ju u d=cov , cov ，其中 ，是兩

個測站的水平距離（或平均海平面距離），則半變異圖可以表示為： 

i jd

( ) ( )2, , cov ,i j h y ij h ydγ β β σ β β= −u u  (4-4) 

若假設相同水平面的氣溫的空間協變異圖為包含金塊效應的指數型協

變異圖，則上式改寫為： 

( ) ( ) ( )2 1i j h y ijNgt Ngt d Lγ β β σ ⎡ ⎤= + − − −⎣ ⎦u u, , exp  (4-5) 

利用各個測站不同高度的溫度資料，估計上式中的溫度隨緯度遞減率

yβ 、溫度隨高度遞減率 hβ ，相同緯度、相同高度溫度資料的金塊效應 ，

相同緯度、相同高度溫度資料的半變異數

Ngt

2σ ，和積分距離 L。求得各待定係

數後，即可計算協變異數如下所示： 

2( , ) ( )i j h y i j h y

 

β β σ γ β β= −u u u ucov , , ,

i

 (4-6) 

將上式帶入矩陣方程式中，即可求出權重係數λ 之值並解得格點上溫度估計

值T u 。 ˆ( )

4.2 使用通用克利金法之地表溫度場內插成果 

圖 4-2 所示為應用 2009 年 4 月 9 日 8 時資料所估計得的半變異圖，其

4-3



 

中，最佳化參數值 4 69h C kmβ = − . ； 1 20y Cβ = − . deg .； 0 138L = . deg .；

。應用前述包含高度及緯度趨勢之通用克利金法估計地表溫度

場，所得結果如圖 4-3 所示。內插後之溫度場相較於前章之其他客觀分析方

法成果而言較為平滑，區域性地形變化對於溫度之影響較不明顯。 

2 2 72( )Cσ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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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2009 年 4 月 9 日 8 時通用克利金法估計地表溫度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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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突顯通用克利金法之特性，茲將地表溫度場以及測站上之溫度對高度

關係繪出如圖 4-4。檢視上圖中格點上溫度估計值對高度之分佈，其與測站

觀測值之分佈範圍相當契合，對於內插方法而言此現象較為合理，因為當估

計值超出觀測值之範圍時，為一般所稱外延或外插，然而，當所估計之格點

均位於台灣本島內部時，應不會發生外延或外插的情形。 

 

圖 4- 4 溫度場格點及測站上之溫度對高度關係圖 

4.3 使用通用克利金法之測站上觀測值與估計值比較 

為確實了解通用克利金法估計溫度時之表現，茲同樣進行遮蔽測站試

驗，藉由比較測站位置上之估計值與觀測值，來評估應用通用克利金法時可

能產生之誤差。因此，仍定義差值δ 為估計值減去觀測值，並求出每一個測

站之溫度估計值後，利用 203 個測站上之δ 計算 RMS 之值，得到： 

max( ) 6.12δ = °  

min( ) 5.68= −  

 

，通用克利金法在

δ °

1.58RMS = °

RMS 的表現上較佳，大約將誤差降相較其他內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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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了 20％，而其最大及最低偏差之差距亦較小。接著將δ 對高度作圖，所得

結果如圖 4-5。不同高度上δ 的分布情況相當平均，並無往正值或負值集中

的情形，惟其中最高點（玉山站）上之偏差較大，其原因可能為在計算玉山

站之估計值時，所使用之其他 202 個測站均比玉山站低，因此該估計值係由

外插求得，所以估計誤差會較大。若將測站位置標示於台灣地形圖中，藉由

不同標記大小可觀察δ 之平面分佈情形如圖 4-6。 

0

1000

2000

3000

4000Height(m)

 -12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Bias(degree)

12

圖 4- 5 通用克利金法之偏差對高度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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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通用克利金法之估計值偏差δ 正負分佈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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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通 值偏差的

正負大小主要受到影響範圍內測站數量的影響，周圍測站數分佈稀少的測

站，出現的偏估將較為顯著。 

較能反映觀測資料特性，於溫度場存在隨高

度及緯度變化之趨勢時，以不偏估為條件進行內插計算。因此，為進一步了

解其它客觀分析方法偏差值於全域空間中分佈之情形，茲假定以通用克利金

法之內插成果為真值，將其他內插方法逐一與其相減，計算出差值場後再與

台灣立體地形套配，所得結果如圖 4-7。由圖中可以看出溫度估計值低估的

位置主要發生於高山，而溫度高估的區域則主要位於谷地或地形相對低處，

此現象再次印證使用 Poisson 方程式時會面臨之困難。 

用克利金法並無使用乾絕熱公式轉換溫度與位溫，估計

但整體而言，通用克利金法

 
距離倒數 (b)Cressman  (a)  

 
 (c)Barnes (d)普通克利金 

圖 4- 7 四種客觀分析方法與通用克利金法估計差值場分布立體圖 



 

第 5 章 第一類型方法改進 

本研究比較兩類空間內插方法，第一類方法是利用乾絕熱遞減率公式，

將不同高度的測站溫度轉換為位溫，再採用距離平方倒數權重法、Cressman

客觀分析法、Barnes 客觀分析法或是普通克利金法，在等壓面的二維空間內

插估計各網格點位溫，再利用乾絕熱遞減率公式將位溫轉換為網格點地表溫

度。第二類方法，是使用可以將地表溫度隨高度、緯度等空間變化趨勢納入

不偏估條件，直接以所有三維空間測站地表溫度，內插估計任意高度網格地

表溫度的通用克利金法。 

研究中發現去除海拔高度和緯度趨勢後半變異圖的積分長度數值很

小，約僅為 0.05 經緯度，表示測站地表溫度的空間相關性很低，接近迴歸

後資料殘差值彼此不相關的要求。為避免乾絕熱遞減率數值過大造成估計問

題，本研究另嘗試以測站地表溫度以(4-1)式直接線性迴歸，估計高度遞減率

和緯度遞減率趨勢。利用迴歸求得係數 0β 、 yβ 及 hβ ，每站地表溫度先扣除

其緯度與高度趨勢，將殘差值內插到網格點後再加上網格點的緯度與海拔高

度趨勢值，得到地表溫度推估值。 

  
 (a)距離平方倒數權重法 (b)Cressman 分析法  

 
5-1



 

  
 (c)Barnes 分析法 (d)普通克利金法 

圖 5- 1 利用(4-1)式溫度趨勢的測站地表溫度和推估網格點地表溫度

對高度的關係圖 

圖 5- 2為使用乾絕熱遞減率，和使用測站地表溫度線性迴歸趨勢，兩種轉換

方法結合Cressman客觀分析法的估計場，再計算兩者與本研究通用克利金法

估計場的差值分布立體圖。 

 

  (a) 乾絕熱公式 (b)線性迴歸趨勢 

圖 5- 2 使用(a)乾絕熱遞減率和(b)測站地表溫度線性迴歸法趨勢，兩種

轉換方法結合 Cressman 客觀分析法。其次再計算兩者分別與

通用克利金法估計場的差值分布立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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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比較圖 3-6、圖 4-4 和圖 5-1，以及圖 5- 2(a)和圖 5- 2(b)，可以看出，使

用去除迴歸趨勢法估計的地表溫度場，比利用乾絕熱遞減率轉換關係的結

果，較為接近本研究的通用克利金法的推估結果。 

利用線性迴歸趨勢作為溫度轉換關係，可以改進第一類型方法的估計，

除了普通克利金法外，其餘三種方法都仍存在影響空間內插的因素，包括：

兩相鄰測站代表單一訊息，權重卻加倍的問題；以及權重函數隨距離變化的

差異影響。圖 5- 3 三種方法權重係數隨距離變化的相對關係圖，紅線為

Barnes法，藍線為距離平方倒數，黑線為Cressman法。由圖 5- 3可知，權重

函數與參數的選擇，將影響不同距離測站權重分配之大小，距離平方倒數權

重法給予鄰近測站權重甚大，其隨影響半徑增大而平滑化之現象較不明顯；

Cressman分析法權重隨距離變化於接近影響半徑時才明顯下降，其隨影響半

徑增大而平滑現象屬於中等；而Barnes分析法之權重隨距離衰減程度則相當

緩慢，於增加影響半徑所致之平滑現象最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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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權重隨距離變化相對關係圖，紅線為 Barnes 法，藍線為距離平

方倒數權重法，黑線為 Cressman 法 



 

第 6 章 應用克利金法建立網格地面真實值 

和統計後處理模型之可行性 

本章分為兩節，6.1 節探討應用克利金法建立網格地面真實值的可行

性，探討的方式，是蒐集應用聯合克利金法整合雷達和地面觀測估計降水的

代表性文獻，利用觀測系統實驗(observing system experiment， 簡稱 OSE)

概念，設計白噪音誤差、加法性誤差、乘法性誤差、隨雷達距離線性變化誤

差以及組合誤差等，檢驗不同聯合克利金法整合策略的估計效果。此部分乃

彙整李天浩、林忠義過去的研究成果，投稿「中國土木水利工程學刊」並已

獲接受，可供後續引用參考，該文在撰寫時，即著眼於未來實際應用於建立

網格化地面降水真實值的目標，論文內容整理為附錄 C。 

6.2 節探討應用克利金法建立統計後處理模型的可行性。首先說明 MOS

法和 PP 法的模型概念，和「先推估後內插法」或「先內插後推估法」兩種

二步驟預報方法的模型概念。其次說明利用通用化半變異圖，將二步驟方法

簡化為單步驟克利金法統計後處理模型的數學概念，並檢討其可行性。本節

之目的不在於比較單步驟克利金法和 MOS、PP 兩步驟方法預報的優劣(必須

透過實際建置方能有效評估)，而在於闡釋克利金法如何利用數值天氣預報

模式輸出變數，直接估計高解析度地面網格點的方式。 

6.1 聯合克利金法整合雷達和雨量站降水估計之可行性 

本報告第一章到第五章，呈現應用通用克利金法於估計隨地面高程和緯

度變化的地面溫度時，基於(1)個案觀測數據、可以因應測站密度不一、通用

化相關係數隨距離指數遞減的空間關係；(2)採用合於物理條件和基於個案觀

測資料的不偏估條件，而不需要假設特定溫度直減率(lapse rate)；(3)結合最

小均方誤差原則和不偏估條件，導出合理的權重係數矩陣方程式等三個數理

統計理由，其可靠度勝過其他內插方法；是在現有作業化地面觀測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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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最能勝任建立統計後處理模型網格化地面真實值(Ground Truth，簡稱

GT)的內插方法。除了局部雲系遮蔽日照、降水影響土壤水分外，地面溫度

主要是由「綜觀尺度」天氣系統和「土地利用」(包含灌溉影響)所決定，前

者的尺度遠大於數值天氣預報模式的網格解析度(例如 15 公里)；在台灣後者

的異質尺度則往往小於統計後處理的目標網格解析度(例如 1 公里)。空間內

插地面溫度時，台灣本島的地面測站密度，可充分解析綜觀尺度的梯度，但

不足以呈現土地利用和土壤水分的空間異質變化；然而，因為溫度的局部擾

動幅度通常甚小，同時透過水平風和在大氣邊界層內小規模垂直對流頻繁的

熱交換，擾動量通常可予以忽略不計；僅在跨越局部降水區域、高比熱(高

土壤水分)和低比熱邊界的差異可能較大。這部分溫度差異，已經超過統計

內插方法可以處理的範疇，如無觀測站可以代表其差異，則需要比內插方法

更能結合「土地利用資料密集化」與物理化的「不偏估條件」，配合統計最

佳化權重，才能進一步改善。能整合「土地利用資料密集化」與物理化不偏

估條件的最佳化內插方法，也非克利金法莫屬。 

台灣的副熱帶、熱帶氣候和陡峻地形，使得降水空間分佈的中尺度訊號

主控，即使台灣本島有世界上密度最高的雨量站系統，在山區仍難掌握集水

區尺度強降水的空間分佈，不能滿足洪水演算的精度要求，例如莫拉克颱風

在曾文水庫集水區的入庫流量為雨量站估計降雨量體積比為 1.47 的不合理

現象。利用雷達觀測估計降水強度，存在有回波強度轉換為降水強度的不確

定性、大氣中不正常傳遞、地形回波與遮蔽效應、以及隨掃描距離遞增觀測

體積內雨滴分佈異質性導致的偏估量和不確定性等問題。在現有作業化觀測

系統中，估計降水空間分佈的最佳策略，是整合雷達和雨量站觀測。 

由於聯合克利金法的彈性，因此在過去二十多年內已經成為整合雷達和

雨量站觀測的主流方法。研究發展至今已衍生出多種類型，包含普通聯合克

利金法(Ordinary Co-Kriging)、通用聯合克利金法(Universal Co-Kriging)和析

取聯合克利金法(Disjunctive Co-Kriging)等。本節介紹普通聯合克利金法和通

用克利金法的主要概念，說明其整合地面測站觀測資料、雷達觀測和模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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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的統計方法。普通聯合克利金法和通用聯合克利金法最主要的差異，是前

者將每個變數都視為是隨機變數，後者則是將需要內插估計的變數視為是隨

機變數，其他變數都當作是趨勢變數，或是迴歸模式估計內插變數的影響變

數。析取聯合克利金法是將非常態變數轉換為常態變數的特殊作法，同時

Seo 等人(1990a,b) [C5,C6]認為，相對於普通聯合克利金法並沒有明顯的優

勢，故不討論。方法詳情和設計 OSE 試驗檢驗各方法的結果，請參閱附錄 C：

評估四種聯合克利金法整合雷達和雨量站觀測估計降雨空間分佈的誤差特

性。 

1. 普通聯合克利金法 

假設 為地面降水強度值，地面站降水強度 為 的觀測值，( )Z u

)

( )G u ( )Z u

( , ,x y h=u 代表水平位置向量。估計 時，除了地面測站觀測值 外，還

可以使用網格化的雷達遙測值

( )Z u iG

jR ，和數值天氣預報模式輸出值 kM 等不同觀

測或模式值，最佳化權重估計。線性權重組合的估計式為： 

1 1 1

ˆ ( )
G R MN N N

Gi i Rj j Mk k
i j k

Z G Rλ λ λ
= = =

= ⋅ + ⋅ + ⋅∑ ∑ ∑u M

其中， 為使用的地面測站數，

 (6-1) 

GN Giλ 為待定的權重係數。當R、M、 Rjλ 、 Mkλ

和Z 的關係分別為 +j R jR a Z r jr Rjβ β ε+= + 、 Mk+k M kM b Zβ ε= + 時，其中a、b、

Rβ 、 Mβ 為雷達遙測、模式輸出和降水的線性趨勢常數係數， rβ 為雷達遙

測隨半徑線性變化的趨勢函數， Rjε 和 Mkε 分別為趨勢函數所不能解釋、假

設為常態分布的殘差項， ( )20,Rj RNε σ∝ 、 ( )20,Mj MNε σ∝ 。假設 ( )Z u 隨高

程變化的趨勢為： [ ] 2
0 1 2h h( )E Z u = + h⋅ + h⋅β β β ，對(6-1)式取期望值可導出不

偏估條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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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2
0 0 1 0 2 0

2 2
0 1 2 0 1 2

1 1

2
0 1 2

1

( )
G M

R

h h

N N

Gi h i h i Mk M h k h k
i k
N

Rj R h j h j r j
j

E Z u h h

h h b h h

a h h r

β β β

λ β β β λ β β β β

λ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上式可以重組、改寫為： 

0
1 1 1 1 1

1 0
1 1 1

2
2

1

1
GR M R M

G R M

G

NN N N N

Rj Mk Gi R Rj M Mk
j k i j k

N N N

h Gi i R Rj j M Mk k
i j k

N

h Gi i R Rj j
i

a b b

h h h h

h h

λ λ β λ β λ β λ

β λ β λ β λ

β λ β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0

1 1

0

R M

R

N N

M Mk k
j k

N

r Rj j

h h

r

β λ

β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j=

 (6-3) 

若待定權重係數 Giλ 、 Rjλ 、 Mkλ 滿足以下各方程式，則無論未知係數a 、 、b

2hβ 的數值為何，(6-3)式的不偏估條件皆可成立。 Rβ 、 Mβ 、 rβ 、 1hβ 、0β 、

1

1
GN

Gi
i

λ
=

=∑  (6-4a) 

1

0
RN

Rj
j

λ
=

=∑  (6-4b) 

1

0
MN

Mk
k

λ
=

=∑  (6-4c) 

0
1

GN

Gi i
i

h hλ
=

=∑  (6-4d) 

1

0
RN

Rj j
j

hλ
=

=∑  (6-4e) 

1

0
MN

Mk k
k

hλ
=

=∑  (6-4f) 

2
0

1

GN

Gi i
i

h hλ
=

=∑ 2  (6-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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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0
RN

Rj j
j

hλ
=

=∑  (6-4h) 

2

1

0
MN

Mk k
k

hλ
=

=∑  (6-4i) 

1

0
RN

Rj j
j

rλ
=

=∑  (6-4j) 

利用 10 個拉格朗日乘數 lν ， 1 10~l = ，結合不偏估條件與最小誤差平

方條件，可以得到決定所有待定權重係數的矩陣方程式。最小誤差平方條件

必須計算各個變數隨空間水平距離變化的半變異圖，和變數之間交叉的協半

變異圖，包括 ( )GG dγ 、 (RR d )γ 、 ( )MM dγ 、 ( )GR dγ 、 ( )GM dγ 、 ( )RM dγ ；降

水強度 的各個半變異圖和雨量站觀測的半變異圖皆相同。利用地面測站

觀測值、數值天氣預報模式和雷達遙測估計值，估計各種半變異圖，填入決

定待定權重係數的矩陣方程式，求得權重係數後，即可最佳化估計高解低度

地面網格點的降水強度。 

( )Z u

2. 通用聯合克利金法 

通用聯合克利金法利用 n 個地面站降水強度變數 iZ ，最佳化權重估計

的線性權重方程式為： ( )Z u

1

ˆ ( )
n

i i
i

Z Zλ
=

= ∑u  (6-5) 

iZ 和兩個影響變數 iR 、 iM 的迴歸關係為 0 + +i R i M i r iZ R M r iβ β β β ε= + + ，將測

站位置和估計點的迴歸關係，都代入(6-5)式，並取期望值，得到： 

0
1 1

1 1

1

0

G G

G G

N N

i R i i
i i

N N

M i i r i i
i i

R R

M M r r

β λ β λ

β λ β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

u u
⎞
=⎟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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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待定權重係數 iλ 滿足以下各方程式，則無論未知係數 0β 、 Rβ 、 Mβ 、 rβ 的

數值為何，(6-6)式的不偏估條件皆可成立。 

1

1i
i

λ
=

=∑
n

 (6-7a) 

1

n

i i
i

R Rλ
=

=∑ u  (6-7b) 

1

n

i i
i

M Mλ
=

=∑ u  (6-7c) 

1

n

i i
i

r rλ
=

=∑ u  (6-7d) 

再利用 個地面站降水強度觀測值 ，估計地面降水強度的半變異圖n

)

iG

(GG dγ ，以 Lagrange multipliers 結合最小估計誤差平方條件方程式，和(6-7)

式的 4 個不偏估條件，求解權重係數 iλ ，即可估計u位置的降水強度。 

根據(6-7)式的不偏估條件和最小誤差平方條件，可以理解通用聯合克利

金法具有以下特性： 

 基於相關係數會隨著與估計點距離變化，距離愈遠相關係數愈低，因

此在估計點附近測站的權重係數相對較高。觀察(6-7b)、(6-7c)、(6-7d)

式可知，主要是參考估計點附近測站的雷達遙測觀測值 iR ，數值天氣

預報模式輸出值 iM 和與雷達的水平距離 ir 。 

 不偏估條件的原始目的雖然是不需要真正估計 0β 、 Rβ 、 Mβ 、 rβ 等係

數，其結果(或手段)則是利用影響變數R、M 和自變數 r的數值，調整

測站觀測值 iZ 的權重係數；調整的方式是要求觀測站的影響變數 iR 、

iM 和自變數 ir 權重組合的結果，必須等於(或還原)估計點的影響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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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u和自變數 ru，使在估計點權重結果，仍可將Ru、Mu、ru 代入

複迴歸模式而不會出現偏估問題。 

6.2 克利金法應用於統計後處理之可行性 

6.2.1 問題概述 

提供精緻化氣象預報服務的必要條件是高空間解析度預報系統，惟現階

段作業化數值天氣預報模式的解析度仍不足以達到精緻化氣象預報服務要

求的解析度。利用統計迴歸方法，以數值天氣預報模式網格變數值歷史資料

為預報子(predictor)，地面站相同時間觀測值為預報值(predictand)，可以利用

數值天氣預報模式的輸出，推估測站未來時間的變數值。 

架構在數值天氣預報模式上的這類統計後處理方法，最普遍的有「理想

預報法」(Perfect Prognosis method，縮寫為 PP 法)，以及「模式輸出統計法」

(Model Output Statistics method，縮寫為 MOS 法)。表 6-1 為此二模式的簡單

概念表示法： 

表 6- 1 PP 法和 MOS 法推估地面測站值的概念示意和比較表 

 PP 法 MOS 法 

訓練階段 ( ) ( )

 

2 1o rz t PP t ε= ⎡ ⎤ +x⎣ ⎦  ( ) ( )2 1o m tz t MOS ε= ⎡ ⎤⎣ ⎦ +x  

預報階段 ( ) ( )2 1f mẑ t PP t= ⎡ ⎤⎦x  ( ) ( )2 1f mS⎣ ẑ t tMO ⎡ ⎤⎣ ⎦x  =

上表中， 是（大氣變數）預報子向量， 是預報子的分析場向量，x 是

數值天氣預報模式輸出的預報子向量； 是地面預報值， 是地面站觀測

值，

x rx

z
m

oz

fz 是地面站預報值； 是預報子時間， 是預報值時間。根據再分析法

(Re-Analysis method，簡稱 RAN)發展者的 Marzban 等人(2005)的說法： 
1t 2t

 若數值天氣預報模式技術衰降速率比大氣變化速率快，則應使用 t t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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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建模。 

 若數值天氣預報模式技術衰降速率比大氣變化速率慢，則應使用

的方式建模。 

1 2t t=

由於需要預報值(predictand)才能建立迴歸統計模式，因此傳統上 PP

法、MOS 法，都是估計測站變數值。若要利用低解析度的數值天氣預報模

式輸出變數，經由統計後處理模式，預報高解析度網格點的地面變數場，通

常經由兩種途徑；一是「先推估後內插法」，另一是「先內插後推估法」，下

表為兩種途徑在訓練(建模)和預報階段的概念表示。 

表 6-2 PP 法或 MOS 法「先估測站後內插法」和「先內插站後估計法」

預報高解析度地面網格變數值的概念示意和比較表 

 先推估後內插法 先內插後推估法 

訓練階段 

1. ( ) ( ), 2 , 1o i r i iz t PP t ε= ⎡ ⎤ +⎣ ⎦x

(

，

) ( ), 2 , 1o i m i iz t MOS t ε= ⎡ ⎤x +⎣ ⎦

1 11 , ,i o ii=u u

 

1.  ( )= ( )ˆ nz t z tλ ⋅∑

2. ( ) ( )2 , 1ˆ rz t PP t ε= ⎡ ⎤ +⎣ ⎦u ux u ，

( ) ( )2 , 1mẑ t MOS t ε= ⎡ ⎤x +⎣ ⎦u u u  

預報階段 

1. ( ) ( ), 2 , 1ˆ f i m iz t PP t= ⎡ ⎤⎣ ⎦x

(

，

) ( )

 

, 2 , 1f i m i ⎤ẑ t MOS t= ⎡⎣ ⎦

1 ,f ii=

x  

2.  2 2( )= ( ), ,
ˆ̂ ˆn

f iz t z tλ ⋅∑u u

1. ( ) ( ), 2 , 1
ˆ̂

f mz t PP t= ⎡ ⎤⎣ ⎦u ux ，

( ) ( ), 2 , 1f m
ˆ̂z t MOS t= ⎡ ⎤x⎣ ⎦u u  

上表中， i代表地面測站，u代表高解析度網格點位置， ,iλ u為測站 內

插估計u位置高解析度網格點的權重係數。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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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應用克利金法於統計後處理的可行性 

 

1m 2

應用克利金法於統計後處理的問題，是直接利用影響變數 或

，預報地面高解析度網格點氣象變數 ；和 6.1 節利用通用克利金

法結合「相同時間」地面站降水強度觀測、雷達遙測和數值模式輸出變數的

內插問題不同。考慮在訓練階段有地面測站觀測值，統計後處理模型可計算

半變異圖、並可內插；在預報階段則無地面觀測值，不能建立地面氣象變數

間的半變異圖，也不能分析地面氣象變數和預報子之間的變異圖，故選擇採

用影響變數為趨勢指標性質的通用聯合克利金法模型。 

1( )r tx

( )tx ( )z t

為容易闡明，假設在預報範圍內，適用於所有測站(假設亦適用於所有

估計點)的通用 PP 法或 MOS 法統計後處理模型，是由 0( ),x tu 、 1( ),y tu 等兩

個再分析場或數值天氣預報模式輸出的兩種不同變數，和地面測站觀測值

2 )( ,z tu 所組成的複迴歸模型，形式如(6-8)式： 

2 0 0 1( ) ( ) ( ) ( )+, , ,x y hz t x t y t hβ β β β= + + +u u u εu  (6-8) 

其中， 為水平座標， 、 為兩預報子的時間， 為預報值的時間，h 為

地面站的海拔高度，

u 0t

0

1t 2t

β 、 xβ 、 yβ 、 hβ 是在相同氣候區內數值大致相同，但

亦會隨時間、地點而略微不同的迴歸係數值，並且 x xβ 、 y yβ 、 hhβ 的影響

皆為統計顯著。 

仿照 PP 法和 MOS 法的「訓練」與「預報」兩階段，推導通用聯合克

利金法模型如下： 

1. 訓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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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練階段有地面測站觀測值可資應用，通用聯合克利金法模型為： 

  2  (6-9) 2 1( ) ( ), ,ˆ n
i o iiz t z tλ

=
=∑u u

其中， 為 時間第 i個地面站的觀測值， 為無觀測網格點

的變數估計值，

2( ),o iz t 2t 2( )ẑ tu

,iλu 為估計u位置時第 i站的權重係數。 

 將 (6-8)式代入(6-9)式通用聯合克利金法模型中的地面測站觀測值

2( ),o iz t 和估計值 2( )ẑ tu 。對於任意未知 0β 、 xβ 、 yβ 、 hβ 係數都能不偏

估的權重係數條件為： 

   (6-10a) 1 1,
n

ii λ
=

=∑ u

  1 ,
n

i ii x xλ
=

=∑ u u

u

u

 (6-10b) 

   (6-10c) 1 ,
n

i ii y yλ
=

=∑ u

   (6-10d) 1 ,
n

i ii h hλ
=

=∑ u

 利用測站觀測值 2( ),o iz t ，建立變數 z 的半變異圖。若 z 變數為溫度變

數，則因為台灣地形在短距離內變化大，推估半變異圖參數時，必須

去除 h hβ Δ 的趨勢因素。 

 將半變異圖或協變異圖填入估計誤差變異數最小條件的部份，利用

Lagrange multipliers 結合(6-10)式的不偏估條件，計算權重係數 ,iλu ，

即構成訓練階段應用通用聯合克利金法的最佳化網格點預報模型。 

由於預報階段測站觀測值 2( ),o iz t 並不存在，必須利用 PP 法或 MOS 法

建立各地面站如(6-8)式的複迴歸預報方程式，預報時先以各測站的統計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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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模型先預報測站值 2( )iz t ，才能利用(6-9)式預報各網格點的 2( )z tu 。雖然在

導出(6-10)式的不偏估條件時，假設全域的 0β 、 xβ 、 yβ 、 hβ 係數均相同，

但那只是通用聯合克利金法引進影響變數 0( ),x tu 、 1( ),y tu 和自變數 ( )h u ，

調整權重係數的統計技巧。建立各測站如(6-8)式的複迴歸模型時，獨立決定

各測站的 0β 、 xβ 、 yβ 、 hβ 係數，各站係數可以不同，不受 0β 、 xβ 、 yβ 、

hβ 係數必須全域相同的限制。另一種思維角度是當各測站的 0β 、 xβ 、 yβ 、

hβ 係數小幅偏離(6-10)不偏估條件時，僅略為影響權重係數值，對於權重組

合預報的 2( )ẑ tu 影響不大。利用(6-8)式建立各站的複迴歸模式時，不隨時間

而變的自變數項，例如溫度隨高度變化項 h ihβ ⋅ ，以及溫度隨緯度變化項等，

在複迴歸模型中都是常數，會被吸收到 0β 之中，因此在 x、 y兩影響變數統

計顯著的假設下，各站複迴歸模型的實際形式為： 

2 0 0( )ix t 1i x y i( ) ( )+z t y tβ β β+

2 1
n

i iλ
=

ε′= +

( )ˆ =u

 (6-11) 

2. 預報階段 

 預報階段通用聯合克利金法模型 2( ), ,i o iz t 中，並無地面站

觀測值 2( ),o iz t ，必須使用各測站的 PP 法或 MOS 法預報值 2( )ˆiz t ，因此

是二步驟預報模式： 

2 1
n
i=( ) =uẑ t λ∑ u

  2( ), ẑ tu  (6-12) ẑ t i∑

 預報階段無地面站觀測值 2( ),o iz t ，不能建立地面氣象變數 z 的半變異

圖，可以採用訓練階段建模時的氣候平均半變異圖 ( )zz d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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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報階段有測站和網格點的影響變數值 x、 y 。由氣候平均半變異圖

( )zz dγ 和動態影響變數決定的不偏估條件，聯立求解計算得到的權重係

數 ,iλu 會各時間不同。 

 基於預報階段計算需求，通用聯合克利金推估法在訓練階段要建立兩

類模型，分別是氣候平均半變異圖 ( )zz dγ 和各測站的預報模型。 

3. 方法歸類 

 以上通用聯合克利金法在預報階段，首先使用各站的複迴歸後處理模

式預報測站值，其次再使用氣候平均半變異圖 ( )zz dγ 和動態影響變數決

定的不偏估條件，計算內插網格點的各站權重係數，計算網格點預報

值，因此是屬於「先推估後內插」類別的兩步驟方法。 

 若在訓練階段建立各測站預報模式的方法是 PP 法，則以上通用聯合克

利金法建立的模式，可以稱為KGPP法（Kriging for Perfect Prog Gridding 

or Kriging for Gridding of Perfect Prog）。 

 若在訓練階段建立各測站預報模式的方法是 MOS 法，則以上通用聯合

克利金法建立的模式，可稱為 KGMOS 法（Kriging for Model Output 

Statistics Gridding or Kriging for Gridding of Model Output Statistics）。 

4. 方法評估 

本節擬從統計理論架構的角度，從「氣候資料」、「統計模式」和「個案

推估」三個角度，評估傳統「先推估後內插法」和「先內插後推估法」等兩

步驟網格化 PP 模型或 MOS 模型，與本研究提出的「通用聯合克利金推估

法」建立的 KGPP 模型或 KGMOS 模型等不同後處理方法的可能優勢或缺

失。由於這類方法都是「後處理」數值天氣預報模式輸出的統計方法，所以

都會受到數值天氣預報模式解析度所能表現的天氣擾動尺度，和模式預報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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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度等前提的限制，評估時排除數值天氣預報模式前提限制，和統計後處理

方法可能存在的互補作用。 

 氣候與資料角度： 

 先推估後內插法：若測站與測站之間，存在地形、都市化熱島效應、

海陸或土地利用異質邊界等氣候因素，且假設數值天氣預報模式可以

解析該等大氣變數擾動訊息，但第二步驟內插時未使用無測站地面網

格點上方數值天氣預報模式輸出變數值，而漏失擾動訊息。 

 先內插後推估法：因為地面測站的空間解析度低，在第一步驟先以測

站內插估計高解析度地面網格點的變數值真實值（GT）時，因為不

能表現測站間的擾動訊息氣候值，因此該等擾動訊息在第一步驟內插

時即已漏失，無測站處的 GT 值乃可能會存在偏估問題。 

 通用聯合克利金推估法：雖然第一步驟預報測站 z 變數的方法和傳統

「先推估後內插法」作法相同；但是基於全域通用的複迴歸模型，通

用聯合克利金推估法在第二步驟時，透過不偏估條件，納入無測站地

面網格點上方數值天氣預報模式輸出變數值 x、y，和高程自變數h，

沒有局部資訊遺失的問題，應可表現局部大氣擾動訊息。 

 統計模式角度： 

 先推估後內插法：因為統計降尺度的過程，未能有效應用測站之間數

值天氣預報模式的預報輸出值，所以，除非地面測站已經涵蓋所有推

估變數的空間氣候峰值或谷值，否則迴歸模式不能矯正上述擾動位置

地面網格點估計值的氣候偏估問題。 

 先內插後推估法：第一步驟內插時，由測站內插地面網格點變數值產

生的氣候偏估問題，在第二步驟推估時，若數值天氣預報模式可以解

析局部擾動訊息，則建立的迴歸估計模式，可以部份矯正偏估問題。

可矯正幅度，與數值天氣預報模式能表現變數局部擾動氣候值的程度

成正比；如果數值天氣預報模式表現變數局部擾動氣候值出現空間相

位差，或模式輸出值存在偏估問題，則會造成另類偏估問題。 

 通用聯合克利金推估法：因為建模過程和統計理論中，並無可以預見

 
6-13



 

 
6-14

的偏估問題，所以亦無透過數據建立統計模式參數時修正偏估的問

題。 

 個案推估角度： 

 目前數值天氣預報模式已能充分掌握綜觀尺度氣象型態，但模式預測

的鋒面抵達時間仍然可能略有出入，中尺度降水相關氣象變數預報更

是還有改善空間。若預報子的中尺度相位誤差或偏估誤差，大於「先

推估後內插法」、「先內插後推估法」和「通用聯合克利金推估法」的

氣候差異，則在推估個案時的，仍可能出現理論上較劣方法的統計降

尺度預報，優於理論上較佳方法的統計降尺度預報。因此從個案推估

較難評估各種網格化後處理方法的可能表現，必須透過實作，再從氣

候平均的角度評估其差異。 

因為本計畫「應用克利金法建立統計後處理模型可行性」的工作範疇為

「探討可行性」，透過本節說明，證實其理論可行。並未實際利用數值天氣

預報模式輸出和地面站觀測值建置 MOS 模式、PP 模式、KGPP 模式或

KGMOS 模式。本節雖未蒐集各種類型網格化後處理統計預報方法，但是透

過「4.方法評估」的角度，應可分析文獻中不同方法的優勢或缺失。 



 

第 7 章 結論與建議 

7.1 結論 

1. 克利金法因為同時具備「測站觀測資料」和「估計點未知變數值」關係定

義，「測站觀測資料」之間關係的定義，權重總和等於 1 以外的「不偏估

條件」，或是整合「其他相關觀測值」(例如雷達)，以及整合「數值天氣

預報模式輸出的多變數迴歸方程式」等，可以避免相鄰測站權重加倍之不

合理現象，方法理論優於距離倒數權重法、逐步訂正法（Cressman、Barnes）

和最佳內插法(OI)。 

2. 於乾絕熱假設條件下，使用 Poisson 方程式求得位溫後，於 1 atm 等壓力

面上進行內插，俟完成位溫場計算，再利用 Poisson 方程式反算回原地表

高程之溫度值，倘若於回推地表溫度時，估計點之高程較鄰近測站高，將

產生低估；若估計點之高程較鄰近測站低，則會發生高估的情形。 

3. 實際上地表溫度場存在溫度隨高度及緯度遞減之兩個主要趨勢，使用通用

克利金法可同時在含有趨勢之溫度場中進行客觀分析，內插後之結果較能

與觀測資料相契合。 

4. 遮蔽測站試驗結果顯示，利用 203 個測站上溫度之估計值與觀測值計算

RMS 後，透過溫度對位溫轉換之各客觀分析方法（距離平方倒數權重法、

Cressman 分析法、Barnes 分析法及普通克利金法），其RMS 大約為 2 度，

然而使用含趨勢函數之通用克利金法時，可將RMS 降至 1.6 度。距離平方

倒數權重法、Cressman 分析法、Barnes 分析法都有新增相鄰站、權重加

倍的問題；克利金法則可以避免。 

5. 本研究提出的通用克利金法，可去除半變異圖中的趨勢影響，配合不偏估

條件，可以直接使用測站溫度內插估計三維網格點地表溫度，內插結果與

觀測資料最契合(σ≈ 1.6 度<2.+度)。去除高度、緯度趨勢後的台灣地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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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積分長度約為 0.05 度，標準偏差約為 2 度。 

6. 因為地表氣溫的空間相關距離短，直接使用多線性迴歸作為溫度遞減趨

勢，內插估計地表溫度的結果，證實和通用克利金法的分析結果接近。地

表溫度受到土地利用、含水量的影響大，是造成積分長度很短的重要原因。 

7. 評估不同通用聯合克利金法和普通聯合克利金法應用於整合雷達遙測和

地面測站降水，避免受到加法性誤差、乘法性誤差、空間性誤差等種系統

性誤差影響的能力；OSE 數據說明通用聯合克利金法整合雷達和地面能

獲得優於單一量測的結果。 

8. 本計畫建立包含測站 MOS 或 PP 多變數線性迴歸預報方程式為不偏估條

件的通用聯合克利金法，以能符合多變數線性迴歸預報方程式，和應用估

計網格點數值天氣預報模式輸出變數值，同時迴歸與內插預報網格點變數

值。 

7.2 建議 

1. 本計畫研發含高度及緯度趨勢的通用克利金法，利用遮蔽測站估計試驗，

檢驗得到的表現均相當優異，建議作為氣象局估計地表溫度場的客觀分析

方法之ㄧ。 

2. 若以多線性迴歸得到的溫度趨勢，取代乾絕熱遞減率公式，可獲得和通用

克利金法大致相同的三維網格點內插結果。因其計算方式較為簡單、內插

表現與通用克利金法大致相同，亦是可以考慮應用的客觀分析方法之ㄧ。 

3. 本研究所提克利金法於統計後處理的方法論，仍須進一步應用於實際模式

及觀測資料，始能突顯方法論之表現成果，建議延續該方法論之研究，以

獲得較明確之降尺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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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A 克利金法的半變異圖 

克利金法的「變異圖」或「半變異圖」是由觀測樣本資料的協變異數隨

距離變化情形，擬合選定的「半變異圖」函數，獲得「半變異圖」函數參數

而決定。令 ( )yxu  ,=u

122 ( ) Eγ

12

為空間位置座標，Z(u)為空間隨機變數，則「變異圖」

的定義為 ，表示變異圖在距離等於 時，所

有距離為d 的兩點變數差異平方的「期望值」。

( 2
1 2( ) ( )d Z Z⎡= −

⎣ ⎦
u u ) ⎤

12d

( )dγ 稱為半變異圖，幾種常

用的定常性半變異圖模式，包括： 

(a) 指數模型 (exponential model) 

( ) 2 1 exp dd
L

γ σ ⎡ ⎤⎛ ⎞= − −⎜ ⎟⎢ ⎝ ⎠⎥⎣ ⎦
 (A-1) 

指數模型有兩個參數，分別是空間變數的變異數 ，和表現空間相關

性質的積分距離(integral length) 

2σ
L  (>0)。定義影響範圍α為當相關係數為

0.05 的距離，則 L3≈α 。因為指數模型符合相關性隨距離梯降(cascade)的特

性、並為簡單解析形式，故最常被應用於空間資料內插分析中。 

(b) 球形模型 (spherical model) 

3
2

2

3 1           if 
2 2

                                  if     

( )
d d d

d

d

σ α
α αγ

σ α

⎧ ⎡ ⎤⎛ ⎞⎪ − ≤⎢ ⎥⎪ ⎜ ⎟= ⎝ ⎠⎢ ⎥⎨ ⎣ ⎦
⎪

>⎪⎩

 (A-2) 

其中，參數 為變異數，2σ α為影響範圍，球形模型在影響範圍以外的

兩筆資料完 全不相關。 

(c) 高斯模型(Gaussian model) 

( )
2

2
21 exp dd

L
γ σ

⎡ ⎤⎛ ⎞
= − −⎢ ⎜⎜⎢ ⎥⎝ ⎠⎣ ⎦

⎥⎟⎟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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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參數為 2σ 和L  (>0)，影響範圍α =1.73L。 

(d) 距離倒數模型(inverse-distance model) 

( ) 2
2 2

1 Ld
d L

γ σ
⎡ ⎤

= −⎢
⎢ ⎥+⎣ ⎦

⎥  (A-4) 

模型參數 和 L (>0)，影響範圍2σ 20Lα ≈ 。 

(e) 洞穴效應模型 (hole-effect model) 

( ) 2 1 1 expd dd
L L

γ σ ⎛ ⎞ ⎛= − − −⎜ ⎟ ⎜⎢ ⎝ ⎠ ⎝⎣ ⎦

⎡ ⎤⎞
⎟⎥⎠

2

 (A-5) 

 

模型參數σ 和L  (>0)， 0 88.d L= 時 0 05.ρ = ， 7 11.d L 0 05.ρ= 時 = − 。

洞穴效 模型的協變異數並非隨距離增加呈現單調衰減，適合用在模擬具有

擬週期性 pseudo-periodic)的協變異數變化的情形。 

指數模型與球型模型在距離很小時呈現線性增長，高斯模型和距離倒數

模型在接近原點的區域呈現拋物線型增長。若存在距離極接近的兩個測站，

後二者在內插時容易造成協變異數矩陣行列式值接近零，必須注意控制數值

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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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1 定常性半變異圖函數模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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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種常用的非定常性半變異圖模式，又稱為「內在假設模型」或「非定

常性模型」(intrinsic or non-stationary models) 

(a) 冪次模型 (power model) 

( ) ( )sd dγ θ= ⋅ L  (A-6) 

模型參數θ >0 且 0<s<2。 

(b) 線性模型 (linear model) 

( ) ( )d d Lγ θ= ⋅  (A-7) 

線性模型為冪次模型的特例，模型參數θ 為半變異圖的斜率。 

(c) 對數模型 (logarithmic model) 

( ) ⎟
⎠
⎞

⎜
⎝
⎛ +=

L
dd 1logθγ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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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 2 內在假設或非定常性半變異圖函數模型示意圖 

最後，還有金塊效應模型 (nugget-effect model) 

( ) 0
0

          if 0
( )

C d
d C dγ δ

>⎧
= = ⎨

=0             if 0     d⎩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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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 稱為金塊效應變異數，表現極近距離( )的隨機變數值也

不會完全相同的差值變異數。例如雨量站網中，有兩座雨量計的距離為 100
公尺，就站網距離尺度的觀點而言，可視為接近於零，但兩個雨量站的觀測

值未必相同。金塊效應模型主要與他形式的半變異圖模型相疊加

(Superposition)應用，例如與指數模型、冪次模型疊加的半變異圖模型分別

為： 

0C 0d →

( ) ( )2
0 0  1 exp dd C C

L
γ σ ⎡ ⎤⎛ ⎞= + − − −⎜ ⎟⎢ ⎥⎝ ⎠⎣ ⎦

和 ( ) 0

sdd C
L

γ θ ⎛ ⎞= + ⋅⎜ ⎟
⎝ ⎠

 

 (A-10) 



 

附錄B 資料品質控制 

目前氣象局提供初步檢覈之觀測資料依據仍有待釐清、資料管控

(Quality Assured 與 Quality Control)品管工作尚需加強落實；各觀測單位間工

作尚待加強協調；各分散資料庫資料尚需加強整合，有鑒於此：資料檢核機

制乃為進行精進統計工作之重要課題。 

B.1 觀測資料品質控制方法 

為了維持資料品質提供克利金計劃統計分析進行，本計畫嘗試進行測站

資料 QC，初步嘗試針對逐時觀測資料中的壓力分析方法如下： 

1. 刪除外島測站：由於距離過遠與熱島效應(對流狀況不同於全台屬於同一

大島嶼)，計畫進行時之所有資料內插分析應僅使用本島測站資料，若未

來對於外島測站各項資料變化有疑慮，則另以單站進行分析。 

2. 利用方盒圖概念踢除離群值：利用測站壓力觀測值 P 及高度資料 Z 迴歸

(P,Z)轉換參數 ( ) ( )expP Z a bZ= ，各站觀測壓力大於零者才進行擬合。

測站壓力觀測值P與迴歸出的理想值 'P 差值排序找出第一、二、三、四

分值，超過 1.5 倍方盒長視為離群值。 

3. 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定義為
2

1 1
i

n
d

n
σ σ −= =

−
∑

，其中n為資料筆

數， id 為測站 i之壓力距平值 ( )x x− 。通常當觀測次數多時，測量數據

的隨機分佈滿足「常態分佈  (normal distribution)」或稱「高斯分布

(gaussian distribution)」： 

( )
21

21
2
e

x x

f x σ

σ π

−⎛ ⎞− ⎜ ⎟
⎝ ⎠=  (B-1) 

 將觀測值出現在正負三倍標準差內者才視為正常值，觀測值出現在

以下範圍內的機率分別是： 

 x x xσ σ+ > > −  範圍內的機率為 68.3%。 

2 2x x xσ σ+ > > − 範圍內的機率為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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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x 3x xσ σ− 範圍內的機率為 99.7%。 + > >

4 4x x xσ σ+ > > − 範  

測量值出現在

正負三倍標準差內者視為正常值。 

對測站壓力觀測值

圍內的機率為 99.994%。

 數據落在三倍標準差外的機率應小於千分之三，選定

x 在壓力觀測值分析時，由於主要是針 與回歸式

建立出的理想值 'x 為基準進行相對差異比較，故將上式平均值 x 改
為理想值 'x 進行計算。 

B.2 

後之結果差異，在剔除外

島測站僅保留本島測站的前提下進行分析，以下兩種不同分析步驟，觀察逐

時測站平均壓力觀測值的標準偏差，在劇烈天氣狀況發生前後時期變動大小

狀況。 

無剔除離群值即計算逐時標準偏差，結果無法觀察劇烈天氣狀況發

前後時期是否有標準偏差顯著變動。藍色圈圈內為不明原因跳動。 

資料QC分析結果 

若以標準偏差的時間序列來觀看資料品質控制

(一)若自

生

 

圖 B- 1 未剔除離群值，直接計算標準偏差之時間序列 

(二)若有剔除離群值後再計算逐時標準偏差，由右而左依序紅色圓圈為莫拉

(8/5~8/10) (7/16~7/18) 2009
(6/19~6/22)

QA QC  

克颱風 ，綠色圓圈為莫拉非颱風 ，另一場於 年也

有發布颱風警報的是蓮花颱風 為桃紅色圓圈處，在圖上無顯著變

化。藍色圓圈仍為不明原因劇烈跳動，需要再經由其他 或 解決。

B-2



 

 

圖 B- 2 剔除離群值後再計算標準偏差之時間序列 

(三)若無剔除離群值，僅剔除逐時超過三倍標準偏差之測站，則得到以下結

 果，未來使用觀測測站資料時，可建議氣象局依此進行測站觀測資料檢核。

大禹嶺

桃園區農改場五峰
太平山

佳心

牡丹池山

大直

枋寮

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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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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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 3 逐時超過三倍標準偏差之測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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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 逐時超過三倍標準偏差之測站累計次數一覽表  
站號 經度座標 緯度座標 高程 中文站名 出現次數

時) (經度) (緯度) (m) (小
C  2565.00T79 121.31 24.19 大禹嶺 4502 
72D08 1208.0 桃園區農業改良

場五峰工作站 
121.15 24.62 3886 

C0U71 121.52 24.51 1810.0 太平山 3124 
C0Z05 121.20 23.35 704.00 1539 佳心 
C0R42 120.84 22.17 504.00 牡丹池山 47 
C0A9A 121.54 25.08 49.00 大直 46 
C0R38 120.59 22.37 69.00 枋寮 41 
C0R40 120.68 22.19 63.00 楓港 20 
C0E44 120.94 24.62 122.00 大河 16 
C0O81 120.49 23.22 207.00 曾文 11 
RCMQ 120.60 24.27 207.90 空白 5 
C0O91 120.31 23.29 69.00 新營 3 
C0S71 121.11 22.92 313.00 鹿野 1 
C0AC4 121.51 25.18 1098.0 大屯山 1 

B.3 資料品 目標

用之精確性，未來若於應用時建議延續進行以

下檢核工作： 

測誤差。可利用計算單一測站年平均值與標準偏差之方式找

出正常值變動範圍以協助系統踢除量測誤差。  

質管控  

為確保克利金於氣象局應

 剔除量

( ) ( )expP Z a bZ= 了解氣候狀況：踢除颱風等氣象條件的資料，計算

氣候值(標準大氣)和誤差平方值 2ε (逐時回歸之 ( )P Z 不同)。 

 有特殊氣象條件時，利用標準大氣或長時間 2ε 找到ㄧ門檻值，此門

檻值足以容納氣候條件所造成的特殊ε ，氣象為特殊天氣狀況者須

冊作為逐步進行資料品質管控的步驟說明。 

誤差小於

用以踢除的門檻值，將使該系統誤差無法因此被篩選剔除。 

被保留。 

 製作操作手

上述以外，仍有可能發生無法管控的狀況：若測站量測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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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雨量站觀測

估計降雨空間分佈的誤差特性

李天浩

關鍵字：聯合克利金法、普通克利金法、通用克利金法、降雨強度估計，雷

達觀測、雨量站觀測、資料整合、空間內插、觀測系統實驗

摘要

本研究設計無誤差雨量站和五種不同雷達誤差架構的觀測資料，評估

「普通」和「通用」兩類共四種聯合克利金法排除雷達觀測誤差影響、正確

估計空間降雨分佈的能力。五種雷達觀測誤差分別是：

及 三種誤差的綜合性誤

差

兩種普通聯合克利金法，分別是權重平均所有雨量站和估計網格雷達觀

測值的「普通聯合克利金法」（ ，以及再增加各雨量站網格之雷達觀測

值的「修正聯合克利金法」 「通用聯合克利金法」

差平方估計式只包括雨量站觀測值，基於共網格雷達觀測和真實降雨量符合

                                             

C 評估四種聯合克利金法整合雷達和 

 

1 

2     林忠義3 

 

 

(1)白噪音加法性誤差

(WN)，(2)含偏估的空間相關加法性誤差(AE)，(3)空間相關乘法性誤差

(ME)，(4)空間趨勢誤差(TE)，(5)包含 AE、ME TE
(AMTE)。 

OCK）

(MOCK)。 (UCK)的最小誤

 

投稿「土木水利工程學刊」，並已推通過審查、獲得接受。

台北市羅斯福路 段 號台

大土木所，

1  

2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副教授、水工試驗所副研究員，10617 4 1

thlee@ntu.edu.tw 

3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89521312@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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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迴歸關係的假設，導出對於迴歸方程式任意未知截距和斜率都能滿足的

不偏估式。「含空間趨勢的通用克利金法 ，是 法再增加空間趨

勢函數不偏估式的結果。

評估結果證實，當雷達觀測誤差為白噪音加法性誤差時，四種整合方法

都無法免除其影響， 法的表現略優於其他三種方法。四種方法中，僅

法整合估計不能避免受到 誤差的影響。 法和 法都可

有效避免 誤差，減輕 誤差的影響，但權重方式不同。 法

可以免除 誤差的影響，降低 及 誤差的影響。本研究設計的誤差

案例中， 法是四種方法中估計誤差變異數最小者。 和 二

法的優勢，是不需要估計雷達觀測之間的半變異圖，以及雷達和雨量站觀測

之間的半變異圖。

(UCKT)」 UCK
 

OCK
OCK AE MOCK UCKT

AE、TE ME UCK
AE ME TE

MOCK UCK UC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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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 Field Error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Co-kriging 
Strategies Integrating Radar and Gauge Observations 

Tim Hau Lee       Chung-Yi Lin 

Key Words: Co-Kriging, Ordinary Kriging, Universal Kriging, Rainrate Estimate, 
Radar Observation, Gauge Observation, Data Fusion, Spatial 
Interpolation, Observing System Experiment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use error-free rain gauge data and design five different 
error structured radar observations to examine the abilities of two ordinary 
co-kriging techniques and two universal co-kriging techniques to correctly 
estimat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The five radar observation errors are (1) 
additive white noise error (WN), (2) additive correlative error with bias (AE), (3) 
multiplicative correlative error (ME), (4) trend error varying with radar range 
(TE), (5) combined error including AE, ME and TE (AMTE). 

Ordinary co-kriging (OCK) technique utilizes the linear combination of all 
rain gauge observations and the radar observation collocated with estimated grid. 
Modified ordinary co-kriging (MOCK) technique utilizes the radar observations 
on top of all rain-gauges in addition to the data used by OCK technique. The 
minimum error variance estimate of universal co-kriging (UCK) utilizes the 
gauge data only. Based on the collocated true rainfalls and radar observations 
follows a linear model assumption, the unbiased conditions are derived. UCKT is 
a UCK technique plus satisfying the spatial trend unbiased condition. 

Case study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when radar error type is WN, all techniques 
could not avoid its influence. In this case, the estimates of OCK are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three. OCK is the only technique that cannot avoid AE error 
from going into rainfall rate estimates. Both MOCK and UCKT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AE and TE error from entering the estimates, and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ME error.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case studies, MOCK had the lowest 
root mean square error. The major advantage of UCK and UCKT is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provide the semi-variograms involving rada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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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達遙測估計降雨受到特殊氣象條件，非雷達電波，地形，觀測距離、

體積和高度等因素的影響，以及相同高回波強度

寬的非一對一對應問題等。使得雷達觀測存在白噪音加法性誤差，包含偏估

值的空間相關加法性誤差，空間相關乘法性誤差，隨觀測與雷達距離而變的

趨勢誤差等，以及上述四類誤差的組合。地面雨量站觀測值雖然也會受到風

速、大雨珠噴濺等問題影響，但相對而言準確很多。因此對於位置相同的雨

量站和雷達觀測值，多傾向於相信前者。唯雨量站網密度稀疏，雷達遙測降

雨強度有空間完整觀測的優勢；對於不包含雨量站的雷達觀測網格（本文中

所謂「雷達網格」皆是指在地面上的投影，不限定網格形狀為扇形或是方

形），常見使用「比值調整」和「聯合克利金法」兩種策略。

和 「比值調整」方法的先驅和代表，

該方法是使用共網格的雨量站觀測／雷達觀測比值，配合客觀分析法建立點

比值的空間函數，調整沒有雨量站共網格的雷達降雨強度估計值。該方法因

為統計理論不如聯合克利金法，也未證實能否避免特定雷達觀測誤差型態，

近年較少應用。

聯合克利金法是線性權重鄰近估計網格的雨量站和雷達兩種觀測值，利

用最小均方差和不偏估原理，導出最佳權重係數，計算整合估計值的方法。

按照資料整合方法的特性，聯合克利金法又可以分為：處理變數為對稱（例

如常態）分佈，不含空間趨勢的普通聯合克利金法（

；處理變數對稱分佈，含空間趨勢的通用聯合克利金法（

；和利用赫米特

常態分佈變數組合的析取聯合克利金法（ 。

等人 法整合

雨量站和雷達觀測降雨強度資料。

態分佈的真實降雨場，雷達觀測資料是將真實降雨場網格值乘上定常、等向

且空間相關的誤差，雨量站觀測資料是將真實點降雨加上空間不相關的隨機

誤差。該研究結果發現即使雷達觀測誤差較大， 法的降雨估計仍可以

有效降低雷達觀測誤差，得到與真實降雨場接近的結果。

等人

C.1 問題概述 

(Z)對應極闊降雨強度(R)帶

 

Wilson Brandes (1979)[C1]的研究是

 

Ordinary Co-Kriging，
OCK） Universal 
Co-Kriging，UCK） (Hermite)等正交函數將非常態變數轉換為

Disjunctive Co-Kriging，DCK）  

Krajewski (1987) [C2]、Creutin (1988)[C3]的研究使用 OCK
Krajewski (1987) [C2]模擬產生一組對數常

OCK
 

Schuurmans (2007) [C4]利用通用克利金法包含使空間趨勢函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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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值等於 的不偏估條件，達到估計值不偏估的目標；將雷達觀測資料視為

包含常數值加法性誤差，和固定因子乘法性誤差的降雨空間趨勢，建立最佳

化內插的限制條件估計空間降雨，該研究將其方法命名為

只須計算雨量站降雨之間的變異圖，不需計算雨量站和雷達之間的協變異

圖，可以大幅減少計算時間。該研究以設計資料證實， 法可有效降低

雷達觀測值中加法性和乘法性誤差的影響，優於簡化

法的 法估計值（

等人 、非常態分佈降雨強

度的模擬場資料，評估 法、 法（趨勢函數以空間座標為自變數，

和 等人

同）和 法。該研究認為， 法和 法明顯優於 法，且因

法需要嘗試多種趨勢函數，選擇其中最優者，過程相當耗時，不建議

採用。當雷達觀測資料較均質，且沒有明顯趨勢的狀況下， 法的表現

優於 法的運算時間約為 法的 倍。若雷達觀測資料為

非均質，例如受到地形影響，或是雷達觀測資料具有某種趨勢時， 法

和 法的估計效果都不佳。因為 法著重的是非常態變數的轉換，

例如 等人 等人

並沒有明顯的優勢，因此本論文不探討 法。

法的雷達觀測誤差型態為乘法性誤差

等人 法和 法的方式，是假設

降雨變數三種不同空間變異度的設計案例，比較兩方法的估計效果。該試驗

設計，假設雷達觀測資料隨距離而變的誤差值已經修正

探討當雷達觀測隨其與雷達距離而變的趨勢誤差

方法。以上兩研究都並未系統性的完整探討當雷達觀測存在白噪音加法性誤

差，包含偏估值的空間相關加法性誤差，空間相關乘法性誤差，隨觀測與雷

達距離而變的空間趨勢誤差等，以及上述四類誤差組合誤差時， 法和

法整合估計的正確性。

0

KED (Kriging with 
External Drift)，本文中採用慣用的名詞，稱其為 UCK。該方法的優勢，是

UCK
Krajewski (1987) [C2] 

OCK OCCK Ordinary Collocated Co-Kriging）。 

Seo (1990a,b)[C5,C6]利用兩組不同雨量站密度

OCK UCK
Schuurmans  (2007) [C5]以雷達觀測作為趨勢函數自變數的方法不

DCK DCK OCK UCK
UCK

DCK
OCK，但 DCK OCK 10

DCK
OCK DCK

Steiger (1996) [C7]，且 Seo (1990a,b) [C5,C6]認為，相對於

OCK，DCK DCK  

Krajewski (1987) [C2]檢驗 OCK
(ME)。Schuurmans (2007) [C4]檢驗 OCK UCK

(range corrected)，未

(TE)存在時的影響和處理

OCK
UCK  

C.2 研究方法 

C.2.1方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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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檢討的聯合克利金法整合估計「網格降雨量」的方法，包括兩種

普通聯合克利金法和兩種通用聯合克利金法，四種方法的詳細內容與推導，

將於 節「整合估計方法」中呈現， 節說明模擬產生真實雨量場和

雷達觀測誤差的方法。 節「案例分析」利用 節產生的真實雨量場、

雨量站觀測值和雷達觀測值，以「觀測系統實驗

，檢驗四種聯合克利金法在不同雷達觀測誤差組合下，

比較其能否避免受到雷達觀測誤差影響，正確估計網格面積降雨的能力。

應用 法時，或是估計降雨的網格包含雨量站時，因為共網格的

雨量站和雷達降雨資料相關係數很高，必須精確計算雨量站和網格真實降雨

量之間的半變異圖。附錄 由點變數值 之間的半變異圖，積分得到 和

網格真實降雨 之間、 與 之間的正確關係；附錄 則由 和 、 和

雷達誤差型式，導出 和

C.2.2 C.2.3
C.3 C.2.3

(Observing System 
Experiments; OSE)」

 

MOCK

C1
C2

iG iG

iPjP

之間的半變異圖，根據

iP jP iG jP

jP iG jR 、 和iP jR 、 iR 和 jR 之

間的半變異圖。

本節的目的是概述四種聯合克利金法，定義模擬降雨量場、點降雨量、

網格平均真實降雨量和雷達誤差型態，以利在介紹各聯合克利金法和不偏估

條件時，具備清楚的討論基礎。

，線性權重加

總所有雨量站和「估計網格」雷達觀測值的「普通聯合克利金法」

法，本研究則稱為

本研究參考

合包括 法所有觀測值外，再增加線性權重網格包含雨量站的雷達

觀測的「修正聯合克利金法」

線性權重所有雨量站觀測值，不偏估式使用估計網格的雷達觀測和網格

包含各雨量站的雷達觀測值。

二次多項式偏估趨勢，本研究提出可以避免受到雷達降雨觀測空間趨勢

誤差影響的 方法，使用資料和 法相同，但增加空間趨勢的

不偏估條件。

 

 

1. Schuurmans 等人(2007) [C4]參考 Krajewski (1987) [C2]研究

（Schuurmans等人(2007) [C4]稱其為OCCK OCK法）； 

2. Wilson 和 Brandes(1979)[C1]的「比率調整」概念，提出整

OCK
(MOCK)。 

3. Schuurmans 等人(2007) [C4]提出的通用聯合克利金法(UCK)，估計式為

 

4. 參考 Schuurmans 等人(2007) [C4]提出雷達降雨觀測包含極座標距離的

UCKT 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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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點降雨量為 ( ),G x y ，位於 ( ),i ix y

擬真實雨量場時

的觀測值為 ；並假設雨量站的點

觀測誤差可以忽略不計 ，點降雨量

iG

。模 ( ),G x y 定義為一個定

率空間函數 ( ),T x y 和序率項 ( ),z x y 的和： 

( ) ( ) (, ,G x y T x y z x y= + ),

整合方法擬估計的是雷達觀測網格在地面投影的真實降雨量網格平均

值：

 (C-1) 

 

( )1 ,
j

j A
j

P G x y
A

= ∫ dA

量，且假設雨量站觀測存在誤差，所以和網格真實降雨量 不相同。本研究

的 代表測站點降雨量，和

假設包含某種觀測誤差的雷達觀測值

             (C-2) 

Krajewski (1987) [C2]將雨量站的點雨量，都積分為網格面積平均降雨

Krajewski (1987) [C2]的定義不同。 
P

iG

jR ，和相同網格降雨量 jP 的關

係，可以寫為以下通式： 

j j j jR Pφ ε= +                        (C-3) 

1. (additive white 
noise error, 簡稱 WN)，則(C-3)式中的

若雷達觀測誤差為空間不相關的「白噪音加法性誤差」

1jφ = 、 0E jε⎡ ⎤ =⎣ ⎦ ， 2var j εε σ⎡ ⎤ =⎣ ⎦ ；

當 則

的特例。

若雷達觀測誤差為「含偏估值的空間相關加法性

i j≠ 0cov i jε ε⎡ ⎤⋅ =⎣ ⎦ 。白噪音加法性誤差是「空間相關加法性誤差」

 

2. 誤差」(additive correlated 
error with bias, 簡稱 AE)，則 1jφ = 、E j εε μ⎡ ⎤ =⎣ ⎦ ， 2var j εε σ⎡ ⎤ =⎣ ⎦ ，當 則i j≠

2cov i j ij
ε

εε ε ρ σ⎡ ⎤⋅ =⎣ ⎦ 。 

3. 誤差」(multiplicative correlated error, 
簡 稱 ME)
若雷達觀測誤差為「空間相關乘法性

， 則 0jε = ， E j φφ μ⎡ ⎤ =⎣ ⎦ ， 2var j φφ σ⎡ ⎤ =⎣ ⎦ ， 當 則i j≠
2cov i j ij

φ
φφ φ ρ σ⎡ ⎤⋅ =⎣ ⎦ 。 

4. (spatial 
trend error, 簡稱 TE)，
若雷達觀測誤差為隨觀測網格和雷達距離 而變的空間趨勢誤差

則

r
1jφ = ；若趨 ，則勢是一次函數 0 1E j ja a rε⎡ ⎤ = +⎣ ⎦ ，



 

 
C-8

若為二次函數則 2
0 1 2E j ja a r a rε⎡ ⎤ = + +⎣ ⎦ j 。TE ，在 TE也是一種加法性誤差

誤差案例中不考慮 jε 的空間相關行為。

「含偏估值

「空間趨勢誤差」

本節呈現四種聯合克利金法權重雨量站和雷達

雨空間分佈的方法，和處理不偏估條件的思維。

，

法整合雨量站和雷達觀測的權重估計方程式為：

0 0 0Rλ+

 

5. 誤差」(AE)、
(ME)、 (TE)的

簡稱為 AMTE。 

若雷達觀測誤差同時包含 的空間相關加法性 「空

間相關乘法性誤差」 「綜合性誤差」，則

觀測，最佳化整合估計降

普通聯合克利金法

法使用估計網格本身和附近數筆的雷達觀

測資料，本研究認為 估計網格以外的鄰近數筆雷達觀測資料並無效益，乃

採用 等人 ，只使用估計網

格的單筆雷達觀測降雨資料，以及所有雨量站觀測資料。 等人

法，本研究則仍將其稱為 法。

其中， 是在

C.2.2整合估計方法 

 

1. OCK (Ordinary Co-Kriging technique)： 

Krajewski (1987) [C2]的 OCK

Schuurmans (2007) [C4]整合估計網格降雨量的作法

Schuurmans
(2007) [C4]將修改後的方法稱為 OCCK OCK
OCK  

1

ˆ GN

Gi i R
i

P Gλ
=

= ∑                              (C-4) 

iG ( ),i ix y 的雨量站點觀測值； 0R 為估計網格的雷達觀測值； 為GN

雨量站個數； Giλ 、 0Rλ 分別為雨量站和雷達降雨觀測值的權重係數。

利用

 

(C-3)式的雷達觀測誤差表示式，添加空間相關的乘法性誤差係數

jφ jP，和加法性誤差 jε 變數，將網格真實降雨量

j

合成為「雷達降雨觀測值場」

，便只存在雷達降雨觀測後 R 一個隨機變數行為

算雷達降雨觀測 j

，不能再拆解還原為兩個或

三個隨機變數。計 R 的空間趨勢、半變異圖、協變異圖時，

合成後的雷達降雨觀測 jR真實值和誤差都已經包含在雷達數據中。 和真實降

程式中，乘法性誤差係數

雨量 jP (C-5)式的迴歸方程式表示；在該迴歸方兩隨機變數間的關係，可用

f ；jφ 解降為未知常數 空間相關加法性誤差 jε 和乘

極座標距離

，亦均為未知常數；

法性誤差合成的偏估量解降為偏估期望值

je 相當於迴歸誤差值。

0a ，隨 r 改變的趨勢係

數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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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
j j jR R e= + ， 0 1

ˆ
j j jR f P a a r= ⋅ + +            (C-5) 

基於 法假設變數場具有定常性，OCK jE P m⎡ ⎤ =⎣ ⎦ ， 為未知數。將

式代入 法的不偏估條件如下：

0 1 0a r

m (C-5)

(C-4)式並取期望值，可得 OCK  

[ ] [ ] [ ]0 0 01
E E EGN

Gi i Ri
P P f P aλ λ

=
⎡ ⎤= + ⋅ + +⎣ ⎦∑ ，亦即

0

對於任意未知期望值 、偏估期望值 、線性趨勢誤差係數 ，

式都能成立的條件為：

 

( )0 0 0 1 01
GN

Gi R R Ri
m m m f a a rλ λ λ λ

=
= + + +∑              (C-6) 

m 0a 1a (C-6)

 

( ) 01
1GN

Gi Ri
fλ λ

=
+ ⋅ =∑                            (C-7a) 

0 0Rλ =                                          (C-7b) 

0 0 0R rλ =    (C-7c) 

(C-7b)和(C-7c)兩式聯立， 0Rλ 必須等於 表示本研究和 等

人 法，唯有完全不參考雷達觀測，整合估計法降解

為單純雨量站觀測空間內插，才能避免受到雷達觀測中的 和 誤差的

影響，若

0， Schuurmans

(2007) [C4]簡化的 OCK
AE TE

0Rλ 數值不為

法不只使用估計網格的單一雷達觀測值，

而是使用估計網格附近多個網格的雷達觀測值，其不偏估條件為：

若加法性誤差平均值

0，則必然會受到加法性誤差和趨勢誤差的影響。

Krajewski (1987) [C2]的原始 OCK
 

，則
1

1GN
Gii
λ

=
=∑ 和

1
0RN

Rii
λ

=
=∑ ；  0 0a ≠

若加法性誤差平均值 0 0a = ，則和(C-7a)式類似，
1 1

1G RN N
Gi Rii i
λ λ

= =
+ =∑ ∑ 。  

假設 法使用估計網格的雷達降雨觀測外，再採用以估計網格為九

宮格中心的周邊

線性高度相關， ，則 個雷達觀測權重係數

容易線性相依，不偏估式

OCK
8 個網格的雷達降雨觀測，因為這 9 個雷達降雨觀測通常為

Krajewski (1987) [C2]的 91RR
ijρ ≈

9

1
0Rii

λ
=

=∑ 和(C-7b)的 0 0Rλ = 相當。

本研究使用 法時，假設加法性誤差平均值

 

OCK 0 0a = （方法假設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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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未必相同），利用拉格朗日乘數（Lagrange Multiplier）ν 整合最小誤差

平方和條件與不偏估條件 i0 1
1GN

R Gi
λ λ

=
+ =∑ ，可得到類似

求解權重係數的矩陣方程式：

0

Krajewski (1987) [C2]

 

1 1 1 1 0

0 1 0 0 0

11 1

, , ,1 0 1

1 0

00 0

1

1

1

1 0

,

, , ,

,

GG G

GR
G

GR
GNN

RR
R

γ λ

λγ

λγ
ν

⎡ ⎤

,

,

G

, ,

G

G G

G

GG GG GP
N

GG GG GP
N N N N

RG RG RP
N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8) 

f若假設雷達觀測的乘法性誤差為常數性乘數誤差，該未知乘數為 ；同

時加法性誤差平均值 。令包含乘數誤差的雷達觀測半變異圖為

、 與 ；不包含乘數誤差、無偏估雷達觀測的半變異圖

0 0=

( )

a

d( )` GR dγ

為 GR d

( )` RR dγ ` RPγ

( )γ 、 ( )RR dγ 與 RP ( )dγ ；則半變異圖的對應關係為： ，

；將此三個包含乘法性誤差的雷達半變

異圖，以及

0,

( )= )` d f dγ γ⋅ (GRGR

2 (RR dγ γ⋅( )` RR =d f )，` RP ( )= ( )RPd f dγ γ⋅

1 0

2
0 0

1

1

,

,

(C-7a)的不偏估式代入(C-8)式，得到： 

1 1 1 1 01

1 0

00 1 0 0 0

11 1 0

, , ,

, ,

, , ,

G G

GR

GR
N N

,

G

G

GG G

G

GG GG GP
N G

GG GG GP
GNN N N

RG R
RNf f f f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ν

G RR

f

f

f

f

γ λ

λγ

λγ

⎡ ⎤⋅ ⎡ ⎤⎡ ⎤⎢ ⎥ ⎢ ⎥⎢ ⎥⎢ ⎥ ⎢ ⎥⎢ ⎥⎢ ⎥ ⎢ ⎥⎢ ⎥ =⎢ ⎥
RPγ

⋅ ⎢ ⎥⎢ ⎥⎢ ⎥ ⎢ ⎥⎢ ⎥⋅ ⋅ ⋅⋅⎢ ⎥ ⎢ ⎥⎢ ⎥⎣ ⎦⎢ ⎥ ⎢ ⎥⎣ ⎦⎣ ⎦

個方程式全部除以

       (C-9a) 

f 欄係數中的 f1GN + 1GN +將第 ，再將方矩陣第 ，

移到待解權重係數中，和第 1GN + 個係數 合併為 0Rf λ⋅0Rλ ，則(C-9a)

等價改寫為： 

0

式可以

1 1 1 1 0

0 1 0 0 0

11 1

, , ,1 0 1

1 0

00 0

1

1

1

1 0

,

, , ,

,

GG G

GR
G

GR
GNN

RR
Rf

γ λ

λγ

λγ
ν

⎡ ⎤

,

,

G

, ,

G

G G

G

GG GG GP
N

GG GG GP
N N N N

RG RG RP
N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9b) 

(C-9a)式改寫為(C-9b 式，表示若雷達資料只存在常數乘法性誤差、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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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加法性誤差，則只有雷達觀測的權重係數受到影響，其值為

0 0R Rfλ λ′ = ⋅ 。(C-9b)式證實，若不存在加法性誤差，OCK 法理論上可以去除

雷達觀測中的常數乘法性誤差，得到不偏估的整合降雨估計。 

在 Krajewski (1987) [C2]的 OCK 法中，(C-8)式和(C-9)式的協變異圖，

該論文 k kriged)， 是

網格真實降雨量，

假設G 是含有加法性誤差的網格平均降雨觀測值(bloc P

R 是含有乘法性誤差的網格雷達降雨 協

變異圖關係如下： 

)，

觀測值。三者間的

( ) (cov , cov ,GG P G Gβ= (0 1),Gβ ∈                 (C-10a) 

( ) ( )cov , cov ,RR P Rβ= R (0 1)， ,Rβ ∈         (C-10b) 

Krajewski (1987) [C2]利用 OSE 的案例，以最佳化方法找出 Gβ 和 Rβ ，唯

此二參數會因案例而數值不同。 本研究的目的是評估各種克利金法避免

受到雷達觀測誤差的影響，假設雨量站觀測不包含誤差，因此和

(1987) [C2]問題特性不同，不存在

由於

Krajewski 
1Gβ ≠ 的問題。本研究在不

設誤差參數已知，直 附錄 C2

同雷

計算的雷達觀測半變異圖

達觀測誤

差狀況下，假 接使用
GRγ 、 PRγ 和 RRγ ，乃不需搜尋 Rβ 的最佳化數值。

但從本研究的目的是評估各方法整合估計的誤差特性而言，直接使用

這種作法在實務上不可行，

GRγ 、
PRγ 、 RRγ 理論值，避免利用資料估計半變異圖過程中產生額外誤差，應該

是可接受的簡化作法。 

整理 OCK 法的問題如下： 

 整合估計值不能避免受到雷達觀測中，偏估誤差和空間趨勢誤差的

影響。若不存在偏估誤差和空間趨勢誤差，則 OCK 法可避免常數

係數的乘法性誤差；若存在偏估誤差和空間趨勢誤差，則 OCK 法

將無法避免估計值受到常數係數的乘法性誤差的影響。

 權重係數方程式(C-8)式等號右邊的 和 未知，必須求解

最佳化修正係數，此修正係數會因降雨事件而不同，若每次整合雨

量場計算都搜尋最佳化參數，較為費時。 

 

( )GP dγ ( )RP d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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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正聯合克利金法MOCK (Modified Ordinary Co-Kriging technique)： 

參考 Wilson
值，建立比值空間分佈，據以調整估計網格雷達觀測值的概念；以及

Schuurma 20 利用和雨量站共網格雷達降雨觀測

作為指標；本研究提出的 MOCK 法整合估計式為： 

                           (C-11) 

其中，

和 Brandes (1979)[C1]利用共網格雨量站和雷達觀測值的比

ns 等人( 07) [C4]的 UCK 法，

Rj jRλ  0 0 0
1 1

G GN N

Gi i R
i j

P G Rλ λ
= =

= + +∑ ∑ˆ

個雨量站的雷達觀測值4
jR 是網格範圍包含第 j ； Rjλ 為雷達降雨觀測

的權重係數；其餘變數定義和OCK法相同。 

和 OCK 法推導不偏估條件的假設相同，將雷達觀測誤差方程式(C-5)代
入 MOCK 法的權重估計(C-11) 期望值後 不偏估條件要求滿足以下方

程式： 

r

⎤
⎦

⎤ =⎦

              (C-12) 

不論降雨期望值 、雷達觀測偏估值 、 三

者數值為何，都能使(C-12)式達成不偏估的三個條件如(C-13a)~(C-13c)。 

= 或 

式，取 ，

01 1

0 1 0 01 1

1

0

G G

G G

N N
Gi R Rii i

N N
R Ri R Ri ii i

a a r

λ λ λ

λ λ λ λ

= =

= =

+ ⋅ + −

⎡ ⎤ ⎡+ + + +⎣ ⎦ ⎣∑ ∑0

m f f⎡ ⋅⎣∑ ∑

m
0a 雷達觀測極座標 r 趨勢係數 1a

01 1
1G GN N

Gi R Rii i
fλ λ λ

= =
⎡ ⎤+ +⎣ ⎦∑ ∑  

1
1GN

Gii
λ

=
=∑             (C-13a) 

                     (C-13b)

i                              (C-13c) 

當(C-13b)式成立時，(C-13a)式可以簡化為

0 1
0GN

R Rii
λ λ

=
+ =∑            

0 0 1
0GN

R Rii
r rλ λ

=
+ =∑

1
1GN

Gii
λ

=
=∑ ；其意義是，透過

                                              

站，單一網格不會出現 多個雨量站，

因此，使用的雷達觀測資料個數為

4 假設在任意雷達網格內，只會出現 0 個或 1 個雨量 2 個或更

1GN + 個（估計網格範圍內無雨量站）或 GN 個（估計網格範

圍內有 1 個雨量站）。此假設的目的是符號簡單化，實務應用上並無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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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K 包含雨量站 達觀測值的權重估計方式，去除雷達觀測

的同時，不需增加額外的限制條件，即可以同時避免受到常數性

乘法性誤差

法選擇 網格雷

中偏估值 0a

f 的影響。若(C-13a)~(C-13c)等三個條件成立，則亦即 MOCK 法

的整合估計 可以避免受到雷達觀測乘法性誤差， f 、加法性偏估誤 線

性趨勢誤差 的影響，達到不偏估的目標。同理 若(C-13d)式成立，則還可

以再避免整合估計值受到雷達觀測極座標 二次趨勢的影響。 

                             (C-13d)

(C-13a) (C-13b
誤差 偏估條件 法 於以 兩項

可以充分表現統計結構的原因，在第三單元的案例分析證實，其

比 OCK 法更能避免受到雷達降雨觀測中 和 誤差的影響。 

個雨量站降雨觀測，和 和 站對應的、相對於 OCK

法彼此較為獨立的雷達觀測， 似的空間協變異矩陣

組共網格雷達和雨量站觀測值差異變異數（即半變異圖

差 0a 和

1a

N

i∑

式和

0

，

TE

r

AE

兩組類

 

下

整合估計值

2 2
0 0 1

0G

R Ri ir rλ λ
=

+ =

)式相當於 Krajewski (1987) [C2]的 OCK 法在加法性

平均值 0a 時的不 。本研究提出的 MOCK ，基

 G 個 雨量

≠

GN N

，以及每

,
GR
i iγ

透過

的金塊

；MOCK 法呈現的二階統計結構訊息，優於只利用數個鄰近、

OCK  

 法因為使用的雷達資料個數較多，同時，相對於 法使

格和鄰近網格的雷達資 ，降雨觀測值之間較為獨立，乃

能以較具彈性、最 ，調整

效應）

MOCK

彼此高度相關雷達觀測的 法。

料

小均方差程度犧牲較低的方式

OCK
用估計網

0Rλ 和 Riλ 的

數值，達成(C-13b)式和(C-13c)式要求的不偏估條件。 

利用三個拉格朗日乘數， 1ν 、 2ν 和 3ν ，整合(C-13a)~(C-13c)

估條件與最小誤差平方和條件，得到權重係數的

等三個不偏

矩陣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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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的半變異圖和 相同，計算方法詳如附錄

通用聯合克利金法

等人

降雨估計式；同時視雷達觀測為降雨的空間趨勢指標，利用可以包含趨勢的

通用克利金法，將雷達觀測值加入限制條件式中。

G

對 ，在 等人 ，假設雷

達觀測降雨隨和雷達極座標距離 而變的誤差值已經修正，在空間中具有定

常性，因此本研究簡稱其為 法。 等人

jR

0

0

0 0 0 0 0 0

0

1,1 1, 1, 1,1 1,

,1 , , ,1 ,

,1 , , ,1 , 0

1,1 1, 1, 1,1 1, 1

,1 ,

1 0 0

1 0 0

0 1

0 1

G R

G G G G G G R

G R

G R

R R G

GG GG GR GR GR
N R N

GG GG GR GR GR
N N N N R N N N

GR GR RR RR RR
R R N R R R R N

GR GR RR RR RR
N R N

GR GR
N N N

r

r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γ

0

0

0,11

0,

0,0

1 0,1

, ,1 , 0,

1

2

30 1

0 1
11 1 0 0 0 0 0 0
00 0 1 1 1 0 0 0
00 0 0 0 0

GG

RR R R R G

G

PG
G

PG
NGN

PR
RR

PR
R

RR RR RR PR
RNN R N N N N N

N

r

r r r

γλ

γλ

γλ
λ γ

λγ γ γ γ
ν
ν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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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K 法 OCK 法 C1、C2。 

3. UCK (Universal Co-Kriging technique)： 

Schuurmans (2007) [C4]使用雨量站觀測值，建立如(C-15)式的網格

 

0
1

GN

Gi i
i

P λ
=

= ∑ˆ                                       (C-15) 

(C-15)式取期望值 Schuurmans (2007) [C4]的研究中

UCK Schuurmans (2007) [C4]基於

r

0 1=jm α α+ 假設， 法採用的兩個不偏估式分別為：

嚴格來說， 法使用雷達觀測降雨值

UCK  

1 1GN
i Giλ= =∑                                  (C-16a) 

1 0
GN

i Gi iR Rλ= =∑                               (C-16b) 

UCK jR 當作趨勢指標後，就相當於

不再視 jR 為隨機變數，而是

值。因此， 等人 和

意義或許相同，但改用 ，觀念相對比較 。

(C-17a)線性迴歸方程式中的定率預報子

(predictor)，用來直接估計 Schuurmans (2007) [C4]的
(C-17a)式中的 (C-17a)式表達  

jP jm

清晰ˆ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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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 1= ˆj j Pj j PP P b b Rε ε+ = + +                          (C-17a) 

除此之外， 等人 法其實還

隱含其他假設，包括

數均相同（若且為若截距 相同，則兩個誤差

Schuurmans (2007) [C4]未直接寫出，但 UCK
(C-17b)式；(C-17a)式和(C-17b)式兩個迴歸估計式的係

0b Pjε 和 Gjε 的期望值都為 。

另一個看待 ，是 等人

量 和網格真實降雨量

Gj

0）等

UCK Schuurmans (2007) [C4]認為雨

 
法不偏估式的角度

jPjG 兩者視為相同變數（但在其論文內並未說明）。

0 1=j jG b b R ε+ +  (C-17b) 

(C-17a)式和(C-17b)式所代表的雷達觀測誤差型態，和(C-3)式與(C-5)式
(C-17a)和(C-17b)

(C-15)式，並取期望值，對於任意不確定係數

(C-17a)和(C-17b)，都能成立的條件即為(C-16a)式和(C-16b)式。 

相同，都包含乘法性誤差、加法性（偏估）誤差和隨機誤差。將

式代入 、 線性迴歸關係

整合最小估計誤差平方和與不偏估條件的 法權重係數矩陣方程式

為：

0b 1b

UCK
 

1 1 1 1 0 11

01

1

2 01

1

1

11 1 0 0
0 0

, , ,

,, ,

G

G GG G G G

G

GG GG GP
N G

GPGG GG
GN NN N N N

N

R

R

RR R

γ γ γλ

λ γγ γ
ν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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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8) 

相對於 法和 法， 。 法的計算程

序，可如附錄

圖

OCK MOCK (C-18)式的優勢很明顯 UCK
C1、C2，先利用雨量站降雨觀測值統計得到點雨量的半變異

GGγ ，再對估計網格作面積分得到 GPγ ，即可整合估計；因為雨量站降雨

觀測值的誤差較低， GGγ 和 GPγ 空間關係統計結構的正確性相對較高； GRγ 、
PRγ 和 RRγ 則包含雷達觀測誤差，尤其是趨勢誤差更可能嚴重污染空間關係

法整合估計值不受雷達

觀測誤差污染統計結構的影響；實務上也可以避免類似 法，求解時需

要找出最佳化修正係數

統計結構。不需使用雷達觀測的半變異圖，使 UCK
OCK

Rβ 的過程。 

4. UCKT (Universal Co-Kriging with Trend)：空間趨勢通用聯合克利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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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雷達觀測包含隨雷達為中心的極座標半徑 而改變的空間誤差趨勢，

為避免如 等人

雨，存在二次迴歸估計的問題；替代做法，是直接將雷達誤差空間趨勢的不

偏估式，利用拉格朗日乘數，與 法的條件整合，代入聯立求解的矩陣

方程式內。例如，雷達降雨觀測包含隨極座標半徑 改變的線性誤差趨勢，

則

Pj

r

Schuurmans (2007) [C4]先去除雷達誤差趨勢，再整合估計降

UCK

(C-17a)式和(C-17b)式可改為如下形式： 
r

0 1 2j j jP b b R b r ε= + + +  (C-19a) 

0 1 2=j j jG b b R b r Gjε+ + +                               (C-19b) 

將(C-19a)式和(C-19b)式代入(C-15)式，取期望值，整理後可以得到： 

( ) ( ) ( )0 1 0 21 1 1
1 0G G GN N N

Gi Gi i Gi ii i i
b b R R b rλ λ λ

= = =
⎡ ⎤ ⎡ ⎤ ⎡

0r ⎤− + − + −⎢ ⎥ ⎢ ⎥ ⎢⎣ ⎦ ⎣ ⎦ ⎣∑ ∑ ∑ =⎥⎦

、 和 的數值為何，都能去除

和 （偏估）誤差、乘法性誤差和空間趨勢誤

差的條件，除了必須滿足

利用三個拉格朗日乘數（ ，

 

 (C-20) 

(C-20)式中，不論三個係數 (C-19a)式

(C-19b)式雷達降雨觀測的加法性

(C-16a)式和(C-16b)式外，還要滿足： 

0b 1b 2b

01
GN

Gi ii
r rλ

=
=∑                                          (C-21) 

Lagrange Multipliers） 1ν 、 2ν 和 3ν ，整合最小

誤差平方和條件和 ，得到線

性趨勢的 法求解權重係數的矩陣方程式：

(C-16a)式、(C-16b)式、(C-21)式三個不偏估條件

UCKT  

1 1 1 1 1 1 0 1

1 0

1

21 0

3 01

1

1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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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GG GG GP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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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N N N 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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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R r

R R R
rr r

γ γ λ γ

λγ γ γ
ν
ν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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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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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說明產生 法模擬真實雨量場資料，雨量站點降雨觀測資料，

以及雷達觀測降雨資料的方法。真實雨量場資料，如 ，是合成一個非

簡單函數的定率趨勢場；和符合指數型半變異圖統計結構、無空間趨勢的點

降雨值的結果。五種包含不同誤差結構的雷達觀測，是分別合成真實雨量場

網格平均值和五種不同的觀測誤差網格場的結果。

真實雨量場是 的正方形區域，網格化的大小為 。由

式，

C.2.3模擬降雨資料 

OSE
(C-1)式

 

C.2.3.1真實雨量場 

2(50 )km
本研究模擬產生真實點雨量場

2(1 )km (C-1)
( ),G x y

；再利用克利金法產生各網格序率分量

的方式，是

場的定率分量 ；最後，

合成此二者為真實點雨量場。

趨勢場定率分量場 是疊加

的數值列於表 合成的降雨趨勢場如圖 二維高斯函數如 ：

利用函數產生降雨趨勢

( ),z x y( )y,T x

 

( ),T x y 4 組二維高斯函數的結果，此 4 組參數

C-1， C-1。 (C-23)式  

( )

( ) ( )( ) ( )
( )

( )

2 22 2

2 2 2

1
2 2

2
exp

2 1
,

2 1

X Y X Y XY X Y Y X

X Y XY

X Y XY

x x y y

x y

μ σ μ μ ρ σ σ μ σ
σ σ ρ

πσ σ ρ

⎡ ⎤− − − − + −
⎢ ⎥−

−⎢ ⎥⎣ ⎦Γ =
−

 

 (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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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合成降雨趨勢分量場C-1 ( ),T x y 的

高斯函數

編號

4 組二維高斯函數參數 

 
xμ  yμ  xσ  yσ  xyρ  

1 20 12.5 30 15 -0.7 

2 35 42.5 10 5 -0.5 

3 35 30 6 6 0 

4 15 30 8 8 -0.7 

 

圖

產生真實點雨量序率分量場的計算方法如下：

利用均勻分布的亂數產生器，在

C-1 合成的定率趨勢點雨量場 (單位：mm/hr) 

 

1. (0,50)x∈ 、 (0,50)y∈ 的範圍內，產生

個點雨量的

100

x座標和

個點雨量的空間距離和協變異圖

之間的協變矩陣 。採用

y 座標。 

2. 利用此 100 (covariogram)，計算點雨量

(C-24)式的指數型協變異圖，參數為：A
2 100σ = ( )2mm hr 、金塊效應 0 5C = ( )2mm hr 、積分距離 5公里。(C-2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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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對於 ，0d ≠ ( )=0dδ 。 

(

(0)=1δ

)0 0( )cov C d L= ⋅ − −

拆解為左下半部三角形矩陣

的乘積，即

2δ σ+( )d d expC⎡ ⎤⎣ ⎦

分解法將協變異矩陣

                 (C-24) 

3. 使用 Cholesky L  
(lower triangle matrix)及其轉置矩陣 T

A
TL =A LL 。 

4. 將 後乘一個標準常態分佈 彼此不相關的隨機變數向量 ；令上述

證實

L 、

個 原 始 點 雨 量 位 置 的 序 率 分 量 值 為

⋅ ⋅ =I L A

v 100

v ；=z L

[ ]E E⋅ =z z [T T T T⋅Lv v ] =L L =z Lv 的協變矩陣等於

，以普通克利金法數值積分，計算

個網格真實降雨量

個雨量站空間位置，以及降雨序率分量場的空

間分佈如圖

A。 

5. 利用 100
2500  

個定常的序率點降雨分量 z

P 的序率分量。

根據以上步驟產生的 100
C-2。 

 

C-2 產生 100  圖 個點雨量的空間位置及真實點降雨序率分量場

合成圖 的點降雨量序率分量，得到C-1 C-2
OSE C-3。 

的點降雨量定率分量和圖

的真實點降雨量，其空間分佈示意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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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由 的真實點降雨量，計算網格平均真實降雨量 的方式如下：

C-3 模擬產生的真實降雨量場 (單位：mm/hr) 

OSE  0P

( ) ( )0 0

0 0
0

1 , ,
y y x x

y x
P T x y z

x y
+Δ +Δ

= ⎡ +⎣ ⎦Δ Δ ∫ ∫ x y dxdy⎤

最後，參考台灣本島雨量站分佈約為每 平方公里 站的密度，從產

生真實點雨量場序率分量的 個點位置中，隨機選取 組位置座標，做

為觀測點降雨量的雨量站位置。

包含誤差的網格化雷達觀測如 ，是網格真實降雨量和某種

設計誤差場兩者合成的結果。五種誤差場設計，分別為：

差

和 的綜合性誤

差

產生空間不相關的白噪音加法性誤差

               (C-25) 

100 1

100 25

 

C.2.3.2 雷達觀測雨量場 

(C-3)式所定義

(1)白噪音加法性誤

(WN)；(2)含偏估的空間相關加法性誤差(AE)；(3)空間相關乘法性誤差

(ME)；(4)空間趨勢誤差(TE)；以及(5)同時包含 AE、ME TE
(AMTE)。 

1. ε  (WN)的方式為： 

 、長度 2500利用標準常態分佈亂數產生器，產生一組彼此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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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的隨機變數向量

誤差向量

v。 

；其中， 5εσ = mm hr 。  WN εσ= ⋅ε v、 =φ 1

2. 產生包含偏估值的空間相關加法性誤差ε  (AE)，或空間相關乘法性

誤差係數φ  (ME)的方式： 

 AE 或 ME
算 2500× 2500 B。AE 和 ME

(C-24)式的指數型，AE

使用每個網格中心點座標，由 誤差的半變異圖，計

個網格中心點之間的協變異矩陣

誤差的協變異圖型式均為 誤差的參數

為： 2 25εσ = ( )2mm hr 、 0 0C = ( )2mm hr 、 10Lε = km ；ME 誤差

的參數為： 2 0 01.φσ = ( )2mm hr 、 0 0C = ( )2mm hr 、 L 10= km。φ  

分解法，計算 矩陣的左下三角矩陣

將 後乘以標準常態分佈、彼此不相關的隨機變數向量 ，再

加上期望值向量，得到空間相關誤差值場。對於 ，

、

 利用 Cholesky L。 B

 
AE

L v

[ ]Eε= +ε L v ε =φ 1 ，其中， [ ]E =ε 5 ( )mm hr ；對於 ，

、

ME
[ ]Eφ= +φ L v φ =ε 0，其中， [ ]=E φ 1。 

產生極座標線性空間趨勢誤差ε  (TE)的方式： 3. 

 C-3 左下角(0,0)位置、極座標原點，作為虛擬的雷達位

置。 
選擇圖

計算所有 個網格中心點的極座標半徑向量 ，令各網格的

誤差值向量為

 2500
TE

r

1a= ⋅ε r 、 =φ 1，其中， 1 1a = ( )mm hr

同時包含 的綜合性誤差

兩種加法性誤差向量為

km。 

4. AE、ME 和 TE (AMTE)的方式： 

 合成 AE 和 TE 1[ ]+E aε= + ⋅ε L v ε r，各參

誤差的相同。

的空間相關乘法性誤差係數向量

數和 AE 與 TE  

 ME [ ]Eφ= +φ L v φ 和參數均與

誤差相同。

最後，將以上各種設計誤差的

ME  

φ和 向量，代入雷達誤差表示式

合成某種特定誤差設計的雷達降雨觀測值向量，

ε (C-3)，
= ⋅ +R φ P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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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使用聯合克利金法估計空間降雨分佈時，不論是使用實際降雨

觀測資料，或是模擬降雨資料，皆是利用雷達、雨量站降雨資料，直接擬合

半變異圖模式。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兩類聯合克利金法避免受到雷達觀測降

雨資料中不同類型誤差影響的能力。為避免半變異圖估計誤差，乃使用所有

個點雨量真實值和 個網格真實降雨量，分別計算100 2500 GG
ijγ 、 PP

ijγ 和 GP
ijγ 。

若雷達觀測降雨不包含乘法性誤差，則使用產生加法性誤差 趨

計結構參數，和

、 勢誤差的統
PP
ijγ 、 GP

ijγ ，合成 PR
ijγ 、 RR

ijγ 和 GR
ijγ 。若

性誤差，則使用 筆雷達資料 筆網格真實降雨量和

降雨資料， ，假

雷達觀測降雨包含乘法

PG
ij

2500 2500 100、 筆雨量站
GG
ij直接擬合各種半變異圖模式；在此過程中 設 PP

ijγ γ γ= = 、
PR GR
ij ijγ γ= 。詳細作法請見附錄 C2。 

C.3 案例分析 

本章將利用 節產生的網格或真實雨量場、雨量站點降雨值、和包含

各種設計誤差的雷達觀測降雨值場，檢驗四種不同聯合克利金法去除雷達觀

測誤差、正確估計網格面積降雨的能力。由推導四種聯合克利金法不偏估條

件的過程可知，若雷達觀測誤差不包含極座標 的空間趨勢誤差時，使用

法或 法估計的結果，理論上會大致相同；因此在檢討

三種誤差時，只顯示 法、 法和 法的整合估計結果。

唯有在雷達觀測包含空間趨勢誤差，例如 和 兩種案例時，才納入

評估 法估計的結果。

為方便定量比較各聯合克利金法的估計結果，計算每個方法估計的網格

降雨量和真實降雨量差值的均方根值

差值均方根使用

實驗的 值列於表 同時也計算各誤差設計方案合成的雷達網格降

雨誤差均方根，作為聯合克利金法估計值改進效果的參考。

2.3

UCK UCKT WN、AE、
ME OCK MOCK UCK

TE AMTE
UCKT  

r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計算

(C-26)式，各種聯合克利金法、雷達觀測誤差型態組合估計

RMSE C-2。
 

( )2

1

1 ˆ
totalN

i i
itotal

RMSE P P
N =

= ∑ −

其中， 為網格點數量， 為網格估計降雨量， 為網格真實降雨量。

                          (C-26) 

totalN îP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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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值C-2 不同雷達觀測誤差與不同聯合克利金法估計組合的 RMSE
( mm hr ) 

雷達

誤差類別

聯合克利金整合估計方法 

 

 

雷達觀測 OCK MOCK UCK UCKT 

WN 5.025 4.698 5.088 5.833 5.845 

AE 7.327 7.008 4.345 4.198 4.169 

ME 10.527 8.114 8.034 8.776 8.801 

TE 40.212 17.540 0.814 6.439 1.357 

AMTE 51.150 18.927 10.155 12.440 11.425 

C.3.1 白噪音加法性誤差(WN)案例 

圖 ，圖

法、 法及 法利用包含 誤差

的雷達觀測，整合估計降雨量場和真實雨量場差異（估計誤差）的分佈圖。

比較圖 中四個誤差分佈圖，可看出 法和 法等兩種普通聯合

克利金法整合估計的誤差，和雷達觀測誤差分佈型態相當類似；圖

法估計誤差分布，則和原始雷達降雨觀測誤差的分布型態不同，造成

此項差異的原因，與通用聯合克利金法運用雷達觀測資料方式和普通聯合克

利金法不同有關。

C-4(a)為雷達降雨觀測中所包含的白噪音加法性誤差(WN)
C-4(b)、4(c)和 4(d)分別為 OCK MOCK UCK WN

C-4 OCK MOCK
C-4(d) 

UCK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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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圖

分別為 法、 法以及 法估計得到的誤差分佈

圖，單位皆為 個雨量站的位置。

圖 為每個網格雷達降雨觀測值權重係數

C-4 雷達誤差型態為 WN，(a)雷達觀測誤差分佈圖，(b)、(c)、(d)
OCK MOCK UCK

mm/hr。圖中三角形點為 25  

C-5 0Rλ 的等值線圖，顯示：

除了鄰近雨量站的地方，雷達降雨觀測的權重係數都接近

不偏估式 i ，可知各雨量站觀測值的權重係數都接近

原因，是雷達觀測和估計網格降雨的相關係數極高 所有測站點雨量和估計

；

站

(1)

1；由 OCK 法的

0。究其

(2)若在估計網格內或其鄰近網格包含雨量

0 1
1GN

R Gi
λ λ

=
+ =∑

網格降雨的相關係數相對都很低

，則其權重係數會

，

k 0 1R Gkλ λ+ ≈

估計法

，所有其他雨量站觀測值的權重係數皆趨

和雷達觀測的 的理論，近於

以及

0。比較表 C-2 中的四種 RMSE 值，各方法

OCK 法的 0Rλ 分布，本研究得到以下看法： 

1. OCK RMSE C-4(b)和圖

C-5，在雨量站附近因為權重無誤差的雨

RMSE
差的 RMSE。 

法整合估計的 值比雷達觀測誤差值略低。由圖

量站觀測，乃降低降雨估計中

雷達觀測誤差的影響；全域面積平均的誤差 乃略低於雷達觀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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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法估計網格雷達觀測值權重係數C-5 OCK 0Rλ 數值的空間分佈圖

法整合估計的誤差 法略高，而與雷達觀測誤差的

數值大致相同。推測其原因，雖然 法最小估計誤差變異

數條件，權重雨量站和雷達觀測的二階統計結構和 法大致相同；

誤差型態並無改善效益的一階不偏估條件限制式。最小估計誤差變

異數條件增加任何限制式，通常會使得估計誤差變異數偏離最小值；

法的二個額外限制式，乃略為增加 法估計誤差的

整合估計的 法的大，

也比雷達觀測誤差的 值還高。 法的雷達觀測是

以一階不偏估條件限制式的方式，影響雨量站降雨觀測值的權重係數，

法不同；由圖

克利金法一、二階統計結構的差異 法在距離雨量站較遠處，存在

某種輕微的空間趨勢誤差，使得其 值增加。其原因說明，請見

誤差案例說明第

誤差案例綜合結論：若雷達觀測誤差型態為白噪音加法性誤差，無

法，最多都只能在雨量站附近，利

用權重方式略為降低雷達觀測誤差的影響。距離雨量站較遠的網格，則

 

2. MOCK RMSE 比 OCK
RMSE MOCK

OCK
但是 MOCK 法比 OCK 法的(C-7a)式，增加了(C-13b)與(C-13c)兩個對

WN

MOCK MOCK RMSE
值。 

3. UCK 法和 UCKT RMSE 值都比 OCK 法、MOCK
RMSE UCK 法和 UCKT

和 OCK 法、MOCK C-4(d)可以看出，因為兩種類型聯合

，UCK
RMSE

ME 3 點。 

4. WN
論使用 OCK 法、MOCK 法或 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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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傾向使用雷達觀測值，所以估計誤差和雷達原始觀測誤差數值接近。

法多增加對於 誤差無改進效益的一

階限制式，會增加估計誤差變異數，因此估計誤差

圖 因為設

計的 誤差包含

MOCK 法和 UCK 法都比 OCK WN
RMSE 值都比 OCK

法高。 

C.3.2 空間相關加法性誤差(AE)案例 

C-6(a)為雷達降雨觀測中所包含的空間相關加法性誤差(AE)，
AE [ ] 5E mmε = hr 的高偏估，所以雷達觀測誤差多為正值。圖

法、 法及 法利用包含 誤差

的雷達觀測，整合估計的降雨量場和真實雨量場差異（估計誤差）分佈圖。

因為誤差數值區間和 的圖 不同，圖 的色階也和圖 不同，但

各子圖的色階相同；後續類似的圖，原則上亦採用相同方式。

比較圖 中的四種誤差分佈圖，可看出圖 法整合估計

誤差和雷達觀測誤差分佈型態類似，高偏估值也仍然居多，無法避免受到雷

達觀測包含 誤差的影響，除了欠缺合適的不偏估條件的原因外；

法的偏估期望值，約等於圖 的雷達觀測權重係數，和雷達觀測誤差的乘

積。 法主要是由鄰近點和網格觀測的空間協變統計關係，決定點雨量

觀測和雷達觀測的權重係數，此兩類觀測的主要權重係數值，都介於

之間， 減去單一雷達觀測權重係數，即等於估計網格鄰近雨量站觀測權重

係數的和。改寫 法的式估計為：

1
GN
=

C-6(b)、6(c)和 6(d)分別為 OCK MOCK UCK AE

WN C-4 C-6 C-4
 

C-6 C-6(b)的 OCK

AE OCK
C-5

OCK
0 和 1

1
OCK  

( ) ( )

0 0 01

0 0 0 01

0 0 0 0 01

1

= +

ˆ G

G

G

N
Gi i Ri

N
Gi i R Gi Ri i

N
Gi i Ri

P G R

G R P

P G P R P

λ λ

λ λ λ λ

λ λ

=

=

=

= +

⎡ ⎤= + + − −⎣ ⎦

− + −

∑

∑ ∑

∑

             (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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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相同。

的不偏估式和網格真實平均值 的乘積，

將 法權重 和

C-6 雷達誤差型態為 AE，其餘說明與圖 C-4  

(C-27)式透過增加數值等於 0
OCK

0P

iG 0R 的方程式，轉換為估計誤差值 0 0P̂ P− ，等於各雨量站

觀測差值 和雷達觀測差值 0 00iG P− R P− 權重平均的方程式。若對

GP PP

(C-27)式取

期望值，因為雨量站不偏估（γ γ≈ ，詳見附錄 法的偏

估期望值，約等於雷達觀測權重係數

約等於圖 案例的

C2） OCK

C-6(b)
C-6(a)和圖 C-5（AE

，所以

和雷達觀測誤差的乘積。即圖

0R 分布圖和圖 0C-5 WN中 案例的λ Rλ 分

布圖不同，但差異很小）每個對應網格數值的乘積。圖 法和

法的估計誤差，顯示雷達觀測包含的高偏估值，在此二估計場已

不存在；證實此二方法可以透過不偏估公式，減輕雷達觀測資料誤差對於整

。 對 ，

法調整全域雷達偏估值的結果，和 法誤差分佈型態仍然非常類

似。表 為雷達包含 誤差的幾種誤差值線性相關係數表，得以輔助說

明以上觀察。

C-6(c) MOCK
6(d) UCK

MOCK OCK
MOCK OCK

C-3 AE
 

合估計降雨的影響 比 法和 法的估計誤差分布型態 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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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雷達觀測誤差與不同聯合克利金法估計誤差的線性相關係

數

誤差 誤差

C-3 AE
 

A B ABρ

Rε  OCKε  0.951

0
WN
R Rλ ε⋅ OCKε  0.962

OCKε  MOCKε 0.958
OCKε  UCKε  0.849

表 的誤差 值顯示，雷達觀測原始誤差變異數約為C-2 RMSE 7.33 
( mm hr，其餘單位亦相同 整合雨量站觀測的估計，比直接利用雷

達觀測估計降雨的誤差小， 值為 法、 法和

法去除雷達觀測資料中的偏估趨勢後， 值都降到 之間。

法和 法的 又比 法的略小。 法、 法和

法都仍然會受到雷達觀測加法性誤差在空間中相關性的影響。

圖 各子圖的編排方式和呈現的內容，均與圖 和圖 相同；不

同的地方，是本案例的雷達觀測降雨包含的是空間相關乘法性誤差 乘

法性係數誤差 ，是當網格真實降雨量愈大，經乘法係數放大或縮

小，造成雷達觀測和真實降雨的差異也愈大。比較圖 各子圖的誤差特徵

分布，和 法、 法、 法整合估計的理論，本文分析得到以

下看法：

)，OCK 法

RMSE 7.01。MOCK UCK UCKT
RMSE 4.0~4.5 UCK

UCKT RMSE MOCK MOCK UCK UCKT
 

C.3.3 空間相關乘法性誤差(ME)案例 

C-7 C-4 C-6
(ME)。

(ME)的特性

C-7
OCK MOCK UCK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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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圖 C-7 雷達觀測誤 ME，其餘說明與圖 C-4  差型態為 相同。

法估計誤差的空間分佈，與圖

分布型態類似，但誤差程度在絕大多數區域都有減輕。

案例中相同， 法誤差和 法誤差線性相關程度高。本

案例顯示圖 法估計誤差的極端值，包括約在

雷達高估誤差最高處，

法對應的估計誤差 在程度上都有減輕 法除

案例中，能去除 法所不能去除的偏估外；當全域偏估不

是主要問題、而是空間相關的局部區域偏估時 法能降低乘法性

誤差值，縮小誤差的絕對值。其結果使得表 法誤差的

法的略為降低。

法的兩個不偏估條件，是建立在

量和雷達觀測值兩者符合線性迴歸關係的假設之上。因此，當雷達觀測

值（而非誤差值）愈極端，則估計值同樣愈極端；

法權重雨量站和雷達觀測，等同於權重兩種觀測誤差的統計概念不相

案例都可看到， 法的誤差分布型態和雷達

法不相同，表 的相關係數亦輔助說明。因

為如此，所以 法估計誤差與圖 類似，而與

不相同。

場東部中央、東北角、西北角和西南角等四處無雨量邊界區的降雨。造

1. 圖 C-7(b)的 OCK C-7(a)雷達觀測誤差的

 

2. 與 AE MOCK OCK
C-7(b)中 OCK (40, 37)位置

以及在(10, 29)位置雷達低估誤差最深處，MOCK
，如圖 C-7(c)， 。顯示 MOCK

了如 AE OCK
，MOCK

C-2 中，MOCK
RMSE 值比 OCK  

3. UCK (C-17a)和(C-17b)兩式，真實降雨

這點和 OCK 法、MOCK

同。在 WN、AE 和 ME UCK
誤差、OCK 法、MOCK C-3

UCK C-3 7(a)的分布型態較

 

4. 如圖C-7(c)，UCK法低估圖C-3 中東北角的最大降雨區，高估了在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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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誤差型態的可能性有二， 不能有效「外插」沒有雨量站

包圍區域的降雨量（此點將在 例中詳述）；另一是表示

，去除的截距和斜率值不正確，導致系統性偏估。雖

然通用克利金法的不偏估式，理論上可以去除任意的截距值和斜率值，

但是因為本研究的 和一般通用克利金法使用空間座標為指標、去

除隨機域的空間趨勢不同

指標，是彼此間具有空間相關性的雷達資料，

一是UCK法

TE案 (C-16a)、
(C-16b)兩不偏估式

UCK法
5；UCK法承Schuurmans等人(2007) [C4]使用的

( ) 0cov ,i jR R ≠

式，影響半徑

。如附錄C2

半變異圖為球形模的圖C2-2，ME誤差型式的 20kmα =

也會進入到

，並

未遠小於雨量場範圍的 ；乘法誤差係數的空間相關性

雷達觀測的半變異圖中。透過聯立求解的隱性方式運作，低估了雷達觀

測資料間的變異數、空間相關係數、以及(C-17a)、(C-17b) ，

C-7(d)中，出現高估最小降雨、低估最大降雨的問題。 

5. 在上述降雨量數值趨近於 0 的四個邊界區，經乘法係數調整後的雷達觀

測降雨量誤差值很小 ，可予忽略。在這四區

內，因為沒有鄰近的雨量站，所以 OCK 法的推估，主要是相信雷達觀

測降雨量。基於相信雷達觀測 測誤差可予忽略，因此在此四

個無雨量站邊界區域的降雨量估計，是不偏估、且估計值相當正確的。 

6. 本研究選擇網格真實降雨強度大於 20

50km ，

式中的斜率等

因此在圖

，和空間中其他誤差值相比

，和雷達觀

mm hr 的所有網格資料，以雷達降

雨觀測值除以真實降雨量作為橫軸 估計降雨量和真實降雨量的比值

作為縱軸，繪圖 C-8。由圖 C-8 可看出斜率由高而低依序是 OCK 法、

MOCK 法和 表示方法避免受到雷達 響的

0 斜率表示不論雷達觀測誤差是大或小，整合估計的

結果都不偏估。從斜率角度來看，UCK 法最佳。但比較表 C-2 中 ME
案例的 RMSE 值，發現 MOCK 4 

，以

UCK 法；斜率愈低 觀測誤差影

能力強，0 截距、

法的 8.03 mm hr 最小，其次是 OCK 法

的 8.114 mm hr UCK 法的 8.776， mm hr 最 了可以比較

C-7(b)、7 )、7(d)外，由圖 C-8 亦可

此結果顯示 UCK

高；其原因除 圖

(c 看出，UCK 法的估計比值最為分散。

法使用雷達作為指標具有較不偏估的優勢，但是未能

                                              

5 空間座標自變數之間彼此相互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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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雷達觀測之間，及其和測站降雨觀測之間的空間關係；當雷達觀測

包含較大誤差變異數時，估計誤差變異數可能超過 OCK法和 MOCK法。 

 

圖 C-8  ME 雷達誤差結構於真實降雨大於 20 mm/hr 時，不同估計方法

計降雨與真實降雨比值分佈圖 為 OCK 法，最

下層點為 UCK 法。 

C.3.4 空間趨勢誤差(TE)案例 

圖 C-9 為 TE 型態的雷達觀測誤差，以及利用 OCK 法、MOCK 法、UCK
法及 UCKT 法 種整合估計方法得到的誤差分佈 圖 C
測誤 ,0)為原點，隨極座標 向外遞增的誤差趨勢。

1. 圖 和圖 C-9(d)顯示在雨量站附近，OCK 法、UCK 法都可以

。

如附錄 C2 的推導，TE 案例因為空間趨勢進到雷達觀測資料的半變

相對比較相信雨量站的觀測，因此產生上述

誤差分佈

2. 在此案例中， E 誤差為一種加法性、空間規律的誤差。圖 C-9(d)

的估 ，最上層點

等四 圖。 -9(a)顯示雷達觀

差是以(0  

C-9(b)

r

大幅降低估計誤差，離雨量站較遠處誤差較大，但兩者的原因不同

異圖中，導致 OCK 法

型態。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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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誤差分佈顯示，在雨量站包圍的「內插」範圍內，

距離小於影響半徑

同時雨量站間

α 的網格，UCK 法可以有效去除規律的空間內

插，並未出現如圖

C-示若雷達觀測資料未受到乘法性誤差污染，影響到(C-17a)、(C-17b)
線性迴歸係數 斜率，則只會在沒有雨量

量站距離超過影響半徑

C-7(

的

b)低估最大降雨、高估最小降雨的問題。表

式中 站包圍，或和最近雨

α 的「外插」區域，會有較大的偏估問題。 

3. 如圖 C-9(c)和 C-9(e)，MOCK 法和 UCKT 法，都可以正確去除自變

。 數極座標 r 的空間趨勢，估計誤差都接近 0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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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圖

法、 法、 法、 法估計

得到的誤差分佈圖，單位皆為 個

雨量站的位置。

是選擇真實降雨量數值介於 的所有估計網

格，以各網格和雷達距離為橫軸，各方法估計誤差值為縱軸的散佈

圖。由圖可 法的誤差最趨近於零，且與極座標距離 無

關； 法。此圖呈現的誤差變異數 中四種方

法的誤差

相當一致。比較

法的不偏估式，推測圖 法偏離

法水平線的原因，還是與 法案例的第 點看法相同，應

是因為在非雨量站包圍的「外插」偏估，或雷達觀測指標本身的空

間相關性所造成。

C-9 雷達觀測誤差型態為 TE，(a)雷達觀測誤差分佈圖，(b)、(c)、
(d)、(e)分別為 OCK MOCK UCK UCKT

mm/hr。圖中三角形點為 25
 

4. 圖 C-10 30 至 35 mm/hr

看出，MOCK
其次是 UCKT ，與表 C-2

RMSE 相同，MOCK 法 0.814 mm/hr，其次 UCKT 法 1.357 
mm/hr，UCK 法 6.439 mm/hr，OCK 法 17.54 mm/hr
MOCK 法和 UCK C-10 中 UCKT
MOCK TE 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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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雷達誤差結構於固定真實雨量區間 至

估計方法的估計降雨與真實降雨誤差分佈圖

同時包含 和 三種誤差的 的估計誤差分佈如圖

圖 雷達觀測與真實降雨的誤差分佈圖，圖中可看出雷達觀

測在分析範圍右上方有降雨嚴重高估的情形；圖

表示 及 法的估計誤差分佈圖。

法的估計

誤差和圖 。 值也顯示相同

的結果，和在前述幾種案例中的推論一致。

法可以有效去除加法性偏估和空間趨勢誤

差，因為權重雷達和雨量站觀測的原理，所以會低估最大降雨、高

估最小降雨。估計誤差變異數的

為最小值

C-10 TE  (30 35mm/hr)，不同

 

C.3.5 綜合性誤差(AMTE)案例 

AE、ME TE AMTE C-11。
C-11(a)為 AMTE

C-11(b)、(c)、(d)、(e)分別

OCK、MOCK、UCK UCKT  

1. 由圖 C-11(b)可看出，因為趨勢誤差數值主控，所以 OCK
C-9(b)的誤差分布型態一致 誤差的 RMSE

 

2. 圖 C-11(c)顯示，MOCK

RMSE，如表 C-2，在四種方法中

，10.155 mm hr；次小是 UCKT 法的 11.425 mm hr，UCK
法的 12.440 mm hr ，OCK 法的值 18.927 mm hr 最大。 

3. 圖 C-11(d)和 11(e)顯示 UCK 和 UCKT
UCKT

法的估計誤差形態類似，都

低估最大降雨，偏估無雨量站包圍的「外插」區域降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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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去除空間趨勢的效果較佳，因此估計誤差變異數的 值比

法的略低。

RMSE
UCK  

 

(a) 

   

(b)                          (c) 

   

(d)                           (e) 

圖 相同。C-11 雷達誤差型態為 AMTE，其餘說明與圖 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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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取網格真實降雨強度大於4. 圖 C-12 和圖 C-8 20 mm hr 的所有

網格降雨量，以雷達降雨觀測值除以真實降雨量作為橫軸，以估計

降雨量和真實降雨量的比值作為縱軸 顯示，斜率由高而低

法；最低是 法，後兩者

接近；四種方法都無法完全去除空間趨勢。表示當雷達觀測資料混

雜有多種型態誤差時，便無法如 案例中幾乎可以完全去除空間

趨勢的理想狀態。

類似，選擇真實降雨量數值介於

的所有估計網格，以各網格和雷達距離為橫軸，各方法估計誤差值

為縱軸的散佈圖 顯示各種方法的誤差分佈，可看出誤差分

佈型態不似圖 只有空間趨勢誤差的單純 法的散佈

明顯較廣外，其他三種方法的分布大致接近。

。圖 C-12
依序是 OCK 法、UCK MOCK 法和 UCKT

TE
 

5. 圖 C-13 和圖 C-10 30 至 35 mm/hr

。圖 C-13
C-10 。除了 OCK

 

 

圖 雷達誤差結構於真實降雨大於 時，不同估計

方法的估計降雨與真實降雨比值分佈圖

C-12 AMTE 20 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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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雷達誤差結構於固定真實雨量區間 至

不同估計方法的估計降雨與真實降雨誤差分佈圖

本研究利用 的作法，假設雨量站觀測不含誤差，在不同雷達誤差

設計型態下，使用四種不同的雷達與雨量站整合策略估計，評估各方法避免

受到雷達觀測誤差影響，正確估計空間降雨分佈的能力。

法由於僅使用一筆雷達觀測，配合地面雨量站觀測整合估計降雨

時，不能避免加法性偏估、趨勢誤差。若雷達觀測誤差型態為常數乘法係數

性誤差，則 法理論上可以除此向雷達誤差。鄰近雨量站的估計值主要

相信雨量站觀測；估計網格距離雨量站較遠時，則相信估計網格的雷達觀測

值。

法可以有效去除加法性偏估值和空間趨勢誤差，整合估計也可

以減低乘法性誤差的影響。相對於 法和 法， 法較能正確

表現雨量站觀測、雷達觀測各自之間，和相互的空間關係；在本論文的設計

案例中，估計誤差的 值經常是各方法中最低者。

C-13 AMTE  (30 35mm/hr)，
 

C.4 結論 

OSE

 

OCK

OCK

 

MOCK
UCK UCKT MOCK

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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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 法類似，兩個方法的不偏估條件，都是建立在共網格

雷達降雨和真實降雨量（或雨量站觀測值）兩者符合線性迴歸關係的假設之

上；與 法、 法權重雨量站、雷達觀測的概念不相同。 法

和 法可以避免受到雷達觀測值中加法性偏估值的影響；若雷達觀測

包含乘法性誤差，則會傾向低估無雨量站位置的最大降雨、高估無雨量站位

置的最小降雨；同時傾向偏估無雨量站包圍的降雨場邊緣「外插」區域降雨。

法和 法不需要估計雷達觀測之間的半變異圖，以及雷達觀測和

雨量站之間的半變異圖，對於包含各種誤差型態的雷達資料而言，是一項很

大的優勢。

UCK UCKT

OCK MOCK UCK
UCKT

UCK UC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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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C

本研究假設雨量站之點雨量觀測即為該點之真實雨量值，並令其為具有

定常性以及等向性的空間隨機變數，如本文

擬合點雨量的協變異函數，如

1 由點雨量協變異函數推導網格雨量協變異函數 

(C-24)式，選擇指數型協變異圖

(C1-1)式所示，各項符號和本文相同。 

( )2
0 0( ) ( )cov expGG ij ij G ijd d C C dδ σ⎡ ⎤= ⋅ + − −⎣ ⎦ L

由本文 和網

格真實降雨

 (C1-1) 

(2)式計算網格面積平均真實降雨量的定義，任意點雨量 iG

jP 之間協變異圖 的計算方式如下：( )covGP ijd  

2
01( ) ( )cov cov exp

j j

G
GP ij GG mi m mA A

C dd d dA dA
A A

σ − ⎛ ⎞= = −⎜ ⎟
⎝ ⎠∫ ∫ mi

L

其中， 為點雨量位置

 (C1-2) 

ijd ( ),i ix y 到網格 j 中心點的距離， jA 為網格面積，

imd 為點雨量位置到 mdA 之間的距離，示意如圖 C1-1。 

 

圖

同理，任兩個網格的真實降雨量 和

C1-1 網格內各點與雨量站之間距離關係圖 

之間的協變異圖， ( )covPP ijd

中， nmd 為

iP jP ，為

此二網格中所有點雨量雙重積分的結果，表示如 中

微小面積 與

(C1-3)式；其 iP

ndA jP 中微小面積 之間的距離。mdA  

2
0

2 2

1( ) ( )cov cov exp
j i j i

G mn
PP ij GG mn m n m n

A A A A

C dd d dA dA dA dA
A A

σ − ⎛ ⎞= = −⎜ ⎟
⎝ ⎠∫ ∫ ∫ ∫ L

因為雨量網格為正方形，本研究利用數值方法檢驗 非等向性偏

 

 (C1-3) 

( )covGP i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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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平均值的程度。如圖 與網格降雨C1-2，某點雨量 iG jP 中心點的方位角為

ijθ ，距離為 。假設ijd x yΔ = Δ ，點雨量正規化的積分距離為 5L xΔ = ，選擇固

定的正規化距離 ijd xΔ ，方位角 ijθ 由 算0 度變化至 180 度，分別計

( ), ijcovGP ijd x θΔ 的 計算 同方位角的 均值值；再 0 至 180 度不 平 ( )covGP ijd xΔ ；

最後，計算各方位角偏離平均值的百分比： 

( ) ( )
( )

 1 100−
cov ,

cov err %
cov

GP
GP

GP

d

d

⎡ ⎤
= ×⎢ ⎥
⎢ ⎥⎣ ⎦

,d θ or%
θ

 (C1-4) 

 

圖 點雨量和網格降雨量之間距離C1-2 ijd 和方位角θ 的示意圖

，繪各角度

 

( )  v eGP θ ( )covGP θ以方位角為橫軸，co rror%為縱軸 偏離平均

值的百分比如圖 C1-3。圖 C1-3 (a)、(b)、(c)、(d)分別是的 ijd xΔ =

的四個圖中可發

1、2、5

10 C1-3和

現

的非等向差異百分比隨角度的變化關係。由圖

，對於相同距離 ijd xΔ 值，協變異數在

顯示

45 135

0 90 180
C1-3(a)

度及

度、 度以及 度時比平均值低最多；隨著距離增加，偏離平均值

度時比平均值高最多，

在

的百分比值減小，圖 ijd xΔ = 1
0.03%，

時，最大偏差百分比約為

± ijd xΔ = 10 時， ± 0.00015%。由以上結果發現最大偏差百分比不到 ，

雖然 ( )covGP ijd xΔ

很低，將

值會隨著 iG 與 jP 的方位角改變，但偏離平均值的百分比值

( )covGP ij

雨量之間協變異圖

d xΔ 視為等向性的誤差不大。同理，網格降雨和量網格降

( )covPP ijd xΔ 值因為非等向性偏離平均值的特性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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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C1-3 (a)、(b)、(c)、(d)分別為 ijd xΔ圖 值為 ，點雨量和

網格降雨量協變異圖在不同方位角時，偏離協變異圖平均值的

百分比值

其次，檢討 和

1、2、5、10 時

 

( )covGP ijd ( )covGG ijd 差異隨距離 的變化。兩個主要長度

參數，分

ijd

別是正規化距離 ijd xΔ 和正規化積分距離 L xΔ 。圖

的正規化積分距離

C1-4(a)至 A4(d)

L xΔ 數值分別為 1、2、5 和 10；四個圖的方位角皆為

，橫軸為正規化距離0θ = ijd xΔ ，縱軸為 ( )covGP ijd 與 差異( )covGG ijd

1covGP covGG − 。 可看出：的百分比值 由圖 C1-4 (1)雨量站和網格中心點距離

ijd xΔ 愈小，以 代表( )GG ijdcov ( )ijcovGP d 的誤差百分比絕對值愈大；(2)積分

距離 L xΔ 愈小，則 0ijd xΔ → 時以 ( )ijcovGG d 代表 ( )covGP ijd 的誤差百分比值愈

大；(3)當積分距離 L xΔ 大於或等於 5 時，以 ( )GG ijdcov 代表 ，在( )covGP i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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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ijd xΔ → ，在 5ijd xΔ >時的誤差百分比絕對值已經小於1 1000 時的誤差值

可以忽略。 

   

(a)      (b) 

   

(c)      (d) 

圖 和

時，點－網格協變異圖及點－點協變異圖差異百分比，和正規

化距離的關係圖

整理以上

C1-4 圖(a)、(b)、(c)、(d)分別是正規化積分距離等於 1、2、5 10

 

( )covGP ijd xΔ 方位角非等向性偏離平均值差異，以及在不同積

分距離下 ( )covGP ijd xΔ 偏離 ( )covGG ijd xΔ 差異兩項檢討的部分數據如下：

方位角非等向性偏離平均值

 

1. ( ) ( ) 1cov , covGP GPd dθ − 百分比： 

， ijd xΔ = 1， ( ) ( ) 1cov , covGP GPd dθ − 0 03. %≤ ；  5L xΔ =

， ijd xΔ = 2， ( ) ( ) 1cov , covGP GPd dθ − 0 005. %≤ ；  5L xΔ =

 5L xΔ = ， ijd xΔ 愈大，則非等向偏離平均值的程度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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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差異2. ( )covGP ijd ( )covGG ijd 1cov covGP GG − 的百分比值： 

 ijd xΔ ≥ 2， L xΔ = 2， 1cov covGP GG − 0 01. %≤ ； 

 ijd xΔ ≥ 2， L xΔ = 5， 1cov covGP GG − 0 005. %≤ ； 

 ijd xΔ ≥ 2，L xΔ 愈大，則 ( )covGP ijd 偏離 ( )covGG ijd 的程度

根據以上檢驗結果，當正規化積分距離

愈低。 

L xΔ ≥ 5、 ijd xΔ ≥ 2 時，不論點

雨量和網格降雨量的方位角θ 為何，以 ( )covGG ijd 替代 ( )covGP ijd 產生的誤差

不會超過0 01. %，且誤差隨距離 ijd xΔ 增加而遞減。若 L xΔ ≥ 5， ijd xΔ < 2，

則誤差比率有可能超過 1 10 000, ，本研究便直接採用數值方法計算

( )ij,covGP ijd θ 的數值，避免較大的誤差影響聯合克利金法估計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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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C 半變異圖推導

本研究的真實點雨量場

2  

( ),G x y ，不只是如

的理論式，還再加上定率分量

(C1-1)式表現序率分量 ( ),z x y

( )y,T x

的

，必須利用真實雨量資料擬合半變異

圖。使用 節產生 個原始點雨量資料 ，和

均真實降雨資料

2.3 100 2500( ),z x y iG 個網格平

jP ，計算 GGγ 、 GPγ 、 PPγ 的試驗半變異圖資料，繪圖

也証實

C2-1。

C2-1 C1由圖 ；附錄 ，當積分距離較長

或是網格與雨量站距離較遠時

可看出三個試驗半變異圖類似

，假設 GG GP PPγ γ γ= = 的誤差可以忽略，

合單一半變異圖

只需擬

PPγ 。本

，擬

研究選擇

合得到的參數為

(C1-1)式的球形半變異圖模式 C2-1，擬合圖

中的試驗半變異圖資料 ： 2
Pσ =1100 2 2mm hr 、 18α = km、

0 0C = 2mm hr2 。 

[ ] ( )
3

2
0 0

2

3 11 ( )     if 
2 2( )

                                                                if      

G
GG

G

d dC d C d
d

d

δ σ α
α αγ

σ α

⎧ ⎡ ⎤⎛ ⎞− + − − ≤⎪ ⎢ ⎥⎪ ⎜ ⎟= ⎝ ⎠⎨ ⎢ ⎥⎣ ⎦
⎪

>⎪⎩

 (C2-1) 

 

圖 真實點雨量、網格真實降雨量試驗半變異圖與擬合之球型半變

異圖函數

本文中， j

C2-1 
 

(C-3)式定義包含觀測誤差的雷達降雨的通式為 =j j jR Pφ ε+

本研究利用以上擬合

。

除了乘法性係數誤差 ，(ME)和綜合性誤差(AMTE)外 PPγ

的結果，以及合成雷達觀測誤差的不同加法性誤差理論參數值

和 等誤差條件下，雷達觀測降雨量和網格真實降雨量

量

，直接推求在

WN、AE TE (或點雨

)之間的半變異圖 ( )PR GRγ γ≈ 。 和 RR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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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噪音加法性誤差

誤差參數值：

1. (WN)： 

=1jφ ，
0jE ε⎡ ⎤ =⎣ ⎦ ， ( ) ( ) 21ij ijd dεε εγ δ σ⎡ ⎤= −⎣ ⎦

2 2mm hr ，

2 25εσ = 2mm hr2 。 

( ) ( )
( )

22 2

2

1 1 1
2 2 2

0.5

WN
PR ij i j i i j i j i

PP ij

d E R P E P P E P P

d ε

γ ε ε

γ σ

⎡ ⎤⎡ ⎤ ⎡ ⎤= − = + − = − +⎣ ⎦ ⎣ ⎦ ⎣ ⎦

= +
 (C2-2) 

( ) ( ) ( )
( )

22

2

1 1
2 2

( )

EWN
RR ij i j i j i j

PP ij

d E R R P P

d i j ε

γ ε

γ δ σ

ε⎡ ⎤⎡ ⎤= − = − − −⎣ ⎦ ⎣ ⎦

= + − ⋅
 (C2-3) 

2. (AE)： 空間相關加法性誤差

誤差參數值： =1jφ 、 [ ] 5E mεε = = mm hr、 2 25εσ = 2 2mm hr 、 m、10L kε =

( ) ( )Lε
⎡ ⎤⎣ ⎦

2 1 expijεε εγ σ= − ijd d− 2 2mm hr 。 

( ) ( ) ( )

( )

22

2 2

1 1
2 2

1
2

AE
PR ij i j i j j

PP ij

d E P R E P P m m

d m

ε ε

ε ε

γ ε

γ σ

⎡ ⎤⎡ ⎤= − = − − − −⎣ ⎦ ⎣ ⎦

⎡ ⎤= + +⎣ ⎦

     (C2-4) 

( ) ( ) ( )
( ) ( )

221 1
2 2

EAE
RR ij i j i j i j

PP ij ij

d E R R P P

d dεε

γ ε

γ γ

ε⎡ ⎤⎡ ⎤= − = − + −⎣ ⎦ ⎣ ⎦

= +
       (C2-5) 

3. (TE)： 空間趨勢誤差

誤差參數值： =1jφ 、 1j ja rε = mm hr、 1 1a = ( )mm hr km。 

( ) ( )
( )

22

1

2 2
1

1 1
2 2

0.5

E ETE
PR ij i j i j j

PP ij j

d P R P P a

d a r

γ

γ

r⎡ ⎤⎡ ⎤= − = − −⎣ ⎦ ⎣ ⎦

= +
 (C2-6) 

( ) ( ) ( )

( ) ( )

22

1

22
1

1 1
2 2

0.5

TE
RR ij i j i j i j

PP ij i j

d E R R E P P a r r

d a r r

γ

γ

⎡ ⎤⎡ ⎤= − = − + −⎣ ⎦ ⎣ ⎦

= + −
 (C2-7) 

4. (ME)： 空間相關乘法性誤差

包含空間相關乘法性誤差(ME)的雷達觀測資料，乘法係數 jφ 和降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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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乘積是一個分布不同的新隨機變數 jjP j jQ Pφ= ，必須直接利用 資料擬合

半變異圖。首先，利用 個網格真實降雨量 ，和 、只包

誤差的雷達觀測值

jQ

個共網格2500 2500
ME

jP

含 j jR Q= ，計算金塊效應參數 ，得到0C

0C 110= 2 2mm hr 。其次，再利用相同的 值和 個 值，計算

，擬合

2500 2500個 jP jQ

實驗半變異圖 ( )QQ ijdγ （即 ( )j ）；擬合ME
RR idγ ( )PQ ijdγ （即 ( )ME

PR id jγ ）半變

是在金塊效應數值已知的條件下作最佳化異圖時， 。 ( )QQγ ijd 和 ( )PQ id jγ 的半

變異圖和擬合結果如圖 C2-2。 

 

圖 C2-2 ME
 

誤差型式雷達降雨觀測、網格真實降雨量之試驗半變異圖

與擬合的球型半變異圖函數

擬合得到的半變異圖參數分別為： 

1300= 2 2mma. ( )ME
PR ijdγ ( )PQ ijdγ= ：σ 2 hr 、 20α = km、C0 =110 2 2hr  mm

b. ( )ME
RR ijdγ = ( )QQ dγ ：σ 2 =1460 2 2hr km  mm 20、α =

綜合性誤差

誤差參數值：

(AMTE)： 

[ ]=1jE φ 、 2 0 01.φσ 、 [ ]= 5E mε ( )hr 、 2
εσmm 25= ( )2mmε = = hr 、

10L km= ( ) ( )ε2 1εγ σε 、 expijεε ijd d L⎡ ⎤= − −⎣ ⎦
2 2hrmm 、

1a 1= ( )mm hr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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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包含 誤差雷達降雨觀測和網格真實降雨量之間的半變異

圖，是利用包含 誤差雷達觀測資料和網格真實降雨量擬合得到的半變異

圖

AMTE
ME

( )ME
PR ijdγ 和 ( )ME

RR ijdγ ，再推導加上 和 兩部份誤差對於半變異圖的貢

獻量而得。

AE TE

 

( ) ( ) ( )

( )

22

1

2 2 2 2
1

1 1
2 2

0.5

AMTE
PR ij i j i j i i

ME
PR ij i

d E P R E P Q m m a r

d m a r

ε ε

ε ε

γ ε

γ σ

⎡ ⎤⎡ ⎤= − = − − − − +⎣ ⎦ ⎣ ⎦

⎡ ⎤= + + +⎣ ⎦

 (C2-8) 

( ) ( ) ( ) (

( ) ( ) ( )

22

1

22
1

1 1
2 2

0.5

AMTE
RR ij i j i j i j i j

ME
RR ij ij i j

d E R R E Q Q a r r

d d a r rεε

γ ε

γ γ

)ε⎡ ⎤⎡ ⎤= − = − + − + −⎣ ⎦ ⎣ ⎦

= + + −
(C2-9) 



 

附錄D 最佳內插法和克利金法的比較 

本單元分析最佳內插法，即 OI 法，與簡單克利金法的異同。簡單克

利金和 OI 法的估計式皆為： 

 

][0
1

ˆ ( ) ( )
n

i i
i

Z m zλ
=

= + −∑u u m  (D-1) 

其中， 為位置向量iu ( , , )i i ix y h ； 為估計值；z( 為觀測值； 是定

常性隨機場任意位置隨機變數的期望值；

0( )Ẑ u )iu m

iλ 是權重係數。 

利用估計誤差變異數最小化原理，導出簡單克利金法矩陣方程式： 

2
12 1 1 0

2
2 021 2

2 01 2

n

n

n nn n

c c c
cc c

cc c

σ λ
λσ

λ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D-2) 

Gandin 的 OI 法，是於協變異矩陣的主對角線上加上 2σ ，因此其矩陣

方程式的型式為： 

2
12 1 1 0

2
2 021 2

2 01 2

2
2

2

n

n

n nn n

c c c
cc c

cc c

σ λ
λσ

λ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D-3) 

將(D-3)式的每個方程式係數都除以 2，得到： 

2
12 1 01

1
2

221 2 02

2
1 2 0

1 1 1
2 2 2

1 1
2 2

1 1 1
2 2 2

n

n

n

n n

c c

c c

c c c

σ
λ
λσ

λ
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n

c

c

⎡ ⎤
⎢ ⎥
⎢ ⎥
⎢ ⎥
⎢ ⎥
⎢ ⎥
⎢ ⎥
⎢ ⎥
⎢ ⎥
⎣ ⎦

 (D-4) 

比較(D-4)式與(D-2)式，可以發現 OI 法相當於是將所有不同測站的協

變異數值均減半的簡單克利金法。若由資料計算得到的的半變異圖為： 

D-1



 

 
D-2

d2( )= ( )covij ijdγ σ −  (D-5) 

則採用 OI 法處理時，相當於改採用下式的半變異圖： 

2 1( )= ( )
2
covij ijdγ σ − d  (D-6) 

若採用指數型半變異圖模式，則(D-6)式可以改寫為： 

( ) (2 2 21 1 1
2 2

expij ijdγ σ σ σ⎛ ⎞ )d L⎡ ⎤= + − − −⎜ ⎟ ⎣ ⎦⎝ ⎠
 (D-7) 

包含金塊效應的指數型半變異圖模式如下： 

( ) ( ) ( )2
0 0= 1 expij ijd C C d Lγ σ ⎡+ − − −⎣

⎤
⎦  (D-8) 

比較(D-7)式和(D-8)式，可以發現 OI 法的協變異矩陣和協變異向量，

和採用金塊效應為 20 5. σ 的簡單克利金法的完全相同。圖 D-1 顯示不含金塊

效應的指數型半變異圖函數（藍色線），和與 OI 法等價的 50%金塊效應指

數型半變異圖函數（紅色線）。OI 法的主要影響，是犧牲掉一半的空間資

訊，估計值場將較不含金塊效應的克利金法平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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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 1 2 5σ = 、 ，金塊效應分別為 0 和1L = 2 2σ 的指數型半變異數

圖 



 

附錄E 克利金計畫工作會議備忘錄 

第 01 次工作會議 
 

會議時間：2009/06/03 AM10:00～12:30 
會議地點：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4 樓行政室 
與會人員： 
【氣 象 局】李育棋副主任、陳雲蘭技正、李清縢博士、蔡孝忠博士 
【台灣大學】李天浩教授、吳明進教授、鄭安孺博士、劉浙仁先生、鄭怡芬

小姐、林佑蓉小姐 
會議紀錄：鄭怡芬小姐  

會議目的： 

確認「使用克利金法進行高解析度網格點氣象分析之應用研究」計畫案

之工作方法、資料與技術文件需求、交付項目、下次工作會議進度、期中報

告以前進度、計畫(期末報告)目標，並討論雙方工作配合方式。 

備忘事項： 

1. 計畫工作主要目標：一、比較克利金法和其他空間分析方法的統計特

性，二、在氣象局落實克利金法的應用與技術轉移，三、提出高空解析

度 Gridded Model Output Statistics (GMOS)作法的構想。 

2. 關於工作目標一： 

 本計畫兩個可能工作方向：(一)以周博士的 LST（Land Surface 
Temperature）分析為架構，比較克利金法和其他空間內插分析法的

統計特性差異；(二)不以周博士的 LST 分析為架構，計畫團隊自行

設計驗證案例(例如使用 2009 年 4 月氣象測站溫度觀測資料)，比較

克利金法和其他空間內插分析法的統計特性差異。 

 周思運博士的 LST 分析方法，使用探空資料的溫度垂直剖面關係，

將所有溫度觀測資料轉換為位溫，進行平面空間內插後為網格位

溫，再以相同剖面關係將網格轉換為每個網格高程的 LST。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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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這樣的分析過程，因為：(1)在一大氣壓的等壓面進行空間內

插，這部份可以用來比較沒有趨勢解釋能力的算式(algorithm)；(2)
有溫度隨高程改變的趨勢，同時是觀測到的溫度趨勢而不是簡單函

數趨勢，這部份可以檢驗如通用克利金法這類具有趨勢解釋能力的

算式；(3)利用統計方法設計的 OSE，不如周博士的 LST 分析法容

易了解，且很難設計出檢驗效果如真實數據的試驗。 

 工作方法若以周博士之模式為基礎，需小幅修改周博士模式，包含

輸入資料格式、輸出資料格式，原則上以不影響原模式主要計算架

構，降低時間人力成本為主。李教授將提供本計畫基於模式驗證，

需請周博士作模式調整和輸出資料需求說明文件，以利李副主任向

周博士說明。 

 請委託單位協助，找氣象局曾經做過 Barnes 和 Cressman 空間分析

法的同仁，提供既有文件和台灣適用的參數等，或是同意計畫工作

團隊訪談。計畫工作團隊也需請吳教授或李教授事先講解其基本作

法。 

3. 關於工作目標三： 

 請陳技正提供美國 GMOS 作法的更新論文。 

 請委託單位協助，找氣象局目前在做 MOS 和 GMOS 的同仁，提供

既有文件和台灣適用的參數等，或是同意計畫工作團隊訪談。計畫

工作團隊也需請吳教授或李教授事先講解其基本作法。 

4. 期中報告時間最晚為 7/31，書面資料不重份量，適當呈現工作方法與進

度即可；氣象局將提範例格式，供台大團隊參考。 

5. 委託單位另有計畫案同時執行，亦使用 Observing System Experiment 
(OSE)方法與實驗，李教授應允屆時可以協助諮詢。遇到的主要問題是

要如何訂定校驗標準。李教授表示將提供短期會完成的聯合克利金法論

文，作為參考。 

6. 原則上每個月召開兩次工作會議，時間約為月初與月中。確切時間按每

次開會決議工作進度考量而訂定。請台大水工所王家玲小姐協助本案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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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作，包括協調會議時間、準備會議文件資料等行政事項。 

7. 下次工作會議召開時間為 6月 19日(五)，希望邀請周思運博士與會討論。 



 

第 02 次工作會議 
 

會議時間：2009/06/19 AM10:30～12:00 
會議地點：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4 樓行政室 
與會人員： 
【氣象局】李育棋副主任、陳雲蘭技正、李清縢博士、蔡孝忠博士、謝旻耕

先生 
【台灣大學】李天浩教授、吳明進教授、鄭安孺博士、劉浙仁先生、林佑蓉

小姐 
會議紀錄：劉浙仁先生  

會議目的： 

簡報計畫執行進度及預擬下階段工作方向，並檢討案內可能面臨之問題

與所需之協助。 

計畫執行成果： 

1. 已完成周思運博士 LST（Land Surface Temperature）分析方法重新實作

部份，惟其中細部設定處仍要以周博士之設定為標準，以臻較佳之模擬

結果。此部分修訂將於下次工作會議中報告。 

2. 所欲求取之溫度場中僅有高程量測資料，現為估計格點上之溫度值，可

經由高度－壓力－溫度之轉換或直接由高度－溫度之關係求得，使用前

者進行估算時，會面臨 Poisson 方程式無法合理詮釋真實大氣中溫度隨

高度變化之情形；使用後者時，將會面臨探空資料無法反應區域性差異

以及地表實際溫度值而產生偏差。案內應用「通用克利金法」進行空間

內插解析，引入各測站觀測資料及高度趨勢函式即可估計溫度場，如

此，可以避免應用 Poisson 方程式以及探空資料所會遇到之問題，所建

立之溫度場直接反應地面觀測值及溫度隨高度變化之趨勢。 

下階段工作目標： 

以周思運博士 LST 分析方法為架構，更替其中客觀分析部份，比較克

利金法和其他空間分析方法（Cressman、Barnes）的統計特性。於估計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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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插方法之誤差方面，茲先排除某一測站觀測資料，利用其他測站觀測值計

算該站之溫度估計值，再將估計值與觀測值作比較，以求得內插方法對該站

之誤差大小。 

協助事項： 

 為與周思運博士 LST 分析方法成果校驗，需以相同彩色尺標繪製地表溫

度場。 

 模擬周思運博士 LST 分析方法時，為求較佳之結果，需相同解析度之台

灣地形格網資料。 



 

第 03 次工作會議 
 

會議時間：2009/07/10 AM10:00～12:30 
會議地點：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4 樓行政室 
與會人員： 
【氣象局】李育棋副主任、陳雲蘭技正、李清縢博士、蔡孝忠博士 
【台灣大學】李天浩教授、吳明進教授、鄭安孺博士、劉浙仁先生、林佑蓉

小姐 
會議紀錄：林佑蓉小姐  

會議目的： 

簡報計畫執行進度及預擬下階段工作方向，並檢討案內可能面臨之問題

與所需之協助。 

計畫執行成果： 

1. 已完成以周思運博士 LST 分析方法為架構，更替其中客觀分析部份，比

較克利金法和其他空間分析方法（Cressman、Barnes）的統計特性。於

估計不同內插方法之誤差方面，茲先排除某一測站觀測資料，利用其他

測站觀測值計算該站之溫度估計值，再將估計值與觀測值作比較，以求

得內插方法對該站之誤差大小。 

2. 利用遮蔽測站試驗概念，計算 203 個測站地表溫度估計值與觀測值差異

的 RMSE；發現使用乾絕熱遞減率轉換公式時，4 種水平內插方的 RMSE 值

均約 2 度；使用本研究導出的通用克利金法，通用克利金法的估計值與

觀測值的趨勢特性相同，RMSE 值降為 1.6 度，證實通用克利金法的優勢。 

下階段工作目標： 

 撰寫期中報告。 

 進行長期資料估算溫度場。 

 將 Fortran 程式由 Windows 系統轉為 linux 系統上執行測試。 

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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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測站資料，其中有兩站經緯度相同，其測站資訊如下： 

number code lon lat height level group code2 chinese name address 

150 C0T9A 121.5317 23.8117 511 A 2 290 月 眉 山 花蓮縣壽豐鄉

156 C0T9E 121.5317 23.8117 281 A 2 320 大    坑 花蓮縣富里鄉

備忘事項： 

 期中報告繳交日期為 7 月 14 日，並請至國科會網站填寫計畫其中摘要

報告。 

 期中簡報為 7 月 24 日。 



 

第 04 次工作會議 
 

會議時間：2009/09/25 AM10:00～12:30 
會議地點：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4 樓行政室 
與會人員： 
【氣象局】李育棋副主任、陳雲蘭技正、李清縢博士、蔡孝忠博士 
【台灣大學】李天浩教授、吳明進教授、鄭安孺博士、劉浙仁先生、林佑蓉

小姐 
會議紀錄：林佑蓉小姐  

會議目的： 

簡報計畫執行進度及預擬下階段工作方向，並檢討案內可能面臨之問題

與所需之協助。 

計畫執行成果： 

已按照合約取得測站長期觀測資料，使用高度趨勢函數的通用克利金法

(Universal Kriging)完成地表溫度場內插：呈現應用克利金方法於一年中之地

表溫度場客觀分析成果。 

提出克利金方法於高解析度網格點統計降尺度預報模式的可應用性或

方法論供氣象局參考。 

下階段工作目標： 

1. 逕行選擇時間段進行不同天氣型態之五種不同方法 (Inverse 

Distance, Barnes, Cressman, Ordinary Kriging and Universal Kriging)
分析比較。比對降雨（測站內插）與溫度空間圖形分布的關聯性，

了解降雨對於溫度變化的影響；由於雨量站密度比地面溫度站密度

高，檢討以及不同內插方法對於高解析度降雨分布反映能力的差

異。 

 8 月 1 日~8 月 15 日，包含莫拉克颱風─評估海面氣壓空間梯度

對於溫度空間梯度的影響，分析降雨分布對於溫度分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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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6 月 15 日的梅雨期─6 月 4～5 日和 6 月 11～14 日的

局部降雨對於溫度分布的影響。 

2. 本計畫將於期末報告中介紹不含空間趨勢的普通聯合克利金法

（Ordinary Co-Kriging，OCK）以及處理變數對稱分佈，含空間趨

勢的通用聯合克利金法（Universal Co-Kriging，UCK），並據此研擬

GMOS 之方法論。 

協助事項： 

模擬周思運博士 LST 分析方法時，為求較佳之結果，需相同解析度之

台灣地形格網資料，需另請氣象局提供確切的地形格網資料(之前提供的資

料有問題)。 

備忘事項： 

進行程式技術移轉事項，10 月底前須交付可於 linux 平台上運作之

fortran 程式原始碼，並於 11 月初後召開三次克利金計畫技術轉移會議。 



 

第 05 次工作會議 
 

會議時間：2009/11/20 AM10:00～12;30 
會議地點：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4 樓行政室 
與會人員： 
【氣象局】李育棋副主任、張保亮課長、陳雲蘭技正 
【台灣大學】李天浩教授、吳明進教授、鄭安孺博士、劉浙仁先生、林佑蓉

小姐 
會議紀錄：林佑蓉小姐  

會議目的： 

簡報計畫執行進度及擬定期末報告繳交重點，檢討案內面臨之問題與研

究過程觸發之想法，提出克利金於高解析度網格點真實值與統計降尺度預報

模式分析之可應用性。 

討論事項： 

1. 地形檔案由解析度 200*400 置換為解析度 200*360(網格為 0.01 度)
之展示，確定地形檔案無誤。 

2. 為能了解通用克利金法中之趨勢係數是否有週期變化行為，進行以

下分析：利用移動平均法進行高度趨勢係數 hβ ，緯度趨勢係數 yβ 的

趨勢分析，選擇平均的時間跨度長，須能去除各種氣象因素的影

響。得知「直接線性迴歸」與「同時尋找半變異圖參數和趨勢係數」

緯度趨勢係數時間序列變動相似。 

3. 提出克利金法於高解析度網格點統計降尺度預報模式 (Gridded 
MOS)之可應用性或方法論供氣象局參考。 

4. 提出克利金方法於高解析度網格點統計降尺度預報模式(Ground 
Truth)的可應用性或方法論供氣象局參考。 

下階段工作目標： 

1. 综合計畫執行期間成果繳交期末報告，並準備期末審查簡報。 

 

 

E-10



 

 

 

E-11

2. 預定於 12 月初進行程式碼與技術文件移轉，並召開克利金計畫技術

轉移會議，安排約三週課程進行討論。 

備忘事項： 

1. 期末報告繳交期限為 12 月 5 日為週六非工作日，請提前至 12 月 4
日繳交。 

2. 建議提交氣象局的資料或文件，若需經過壓縮應存成格式*.zip，勿

使用格式*.rar。 

3. 技術文件格式自訂，惟應盡量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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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98 年度政府部門科技計畫期末摘要報告 
計畫名稱：衛星估算台灣地區大氣潛勢之應用  
 
審議編號： X 部會署原計畫編號： MOTC-CWB-98-2M-04 
主管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執行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劉振榮 聯絡人： 袁怡婷 
電話號碼： (03)4227151 #57634 傳真號碼： (03)4220842 
期程： 98 年 2 月 09 日至 98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全程）        730 仟元 經費(年度)     730  仟元 

 

執行情形： 

1.執行進度： 

 預定（％） 實際（％） 比較（％） 
當年 100 100 100 
全程 100 100 100 

2.經費支用： 

 預定 實際 支用率（％） 
當年 730000 730000 100 
全程 730000 730000 100 

3.主要執行成果： 

(1) 客觀潛力指數 OPI 參數的更新。 

(2) OPI 計算系統之安裝與測試校驗。 

(3) MTSAT 反演海面溫度。 

4.計畫變更說明：  無 

5.落後原因：  無 

6.主管機關之因應對策（檢討與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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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執行成果： 

計畫摘要 

    台灣地區梅雨期間經常出現伴隨鋒面雲帶的組織性中尺度對流

系統(MCS)，這種 MCS 往往是在海面上發展，然後移進台灣地區造

成災害，因此這種大環境海氣之間的交互作用可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由於目前海上傳統觀測資料的嚴重不足，劉和劉(2000、2001) 便

利用各種衛星觀測資料反演的海氣參數，定性地探討梅雨期海上中尺

度對流系統與海氣交互作用的關係。Liu et al. (2002) 更利用衛星資料

反演出來的各種海氣參數，發展出一套可以應用在梅雨期海上中尺度

對流系統發展與否的客觀預估法，這方面的研究初步看來結果還算不

錯，惟仍需拓展其適用性及作業化程序，以發揮其最大之研究成效。 

在前期的研究中，我們選取三個獨立的實驗區域，分別計算區域範圍

內平均之海氣交互作用客觀潛力指數(Objective Potential Index ; OPI)

與 MTSAT  IR1 頻道亮度溫度值，並做時間序列的相關分析。 結果

顯示：OPI 與 MTSAT  IR1 頻道的亮度溫度確實呈現反比的關係，以

及時間延遲的現象。此一時間的延遲量如可歸納出其規則性，豪大雨

的預報作業上非常具有應用價值。 

    本期計畫共為三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除了繼續收集衛星及海

上船舶觀測資料外，還將更新適合台灣地區附近海域使用的各種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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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反演方法 (海面溫度、近海面空氣溫度、近海面空氣濕度、近海

面風場以及潛熱與可感熱通量等參數)。第二個階段將透過各種反演

之海氣參數反演的新方法，建立 OPI 指數並進行海氣能量交互作用之

估算，並與中尺度對流系統之生成與發展進行相關性之探討。第三個

階段則綜整前一階段的研究成果，建立 OPI 作為中尺度對流系統消長

環境場之分析，最後引入氣象局(CWB)相關的作業單位進行測試，以

期成為作業上的一個天氣診斷與預報參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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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 1  2003 年至 2006 年，符合 SSM/I 衛星資料與船舶資料之匹配取樣標準且      

     晴空的資料點位置(資料量：2700)。 

圖 2  2006 年符合 MTSAT 衛星資料與船舶資料之匹配取樣標準且晴空的資料  

     點位置(資料量：558)。 

圖 3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新方法迴歸樣本組)。 

圖 4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新方法測試樣本組)。 

圖 5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舊方法迴歸樣本組)。 

圖 6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舊方法測試樣本組)。 

圖 7  SSM/I 迴歸樣本以新、舊海面溫度反演方程式反演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圖 8  SSM/I 測試樣本以新、舊海面溫度反演方程式反演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圖 9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方法反演海面溫度方法所計算  

      之年平均海面溫度分布圖。(單位 K) 

圖 10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舊方法反演海面溫度方法所計算

之年平均海面溫度分布圖。(單位 K) 

圖 11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分別以新、舊方法反演海面溫度 

      所得到的平均海面溫度差值(以新法減舊法)。(單位 K) 

圖 12  MTSAT 紅外線衛星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迴歸樣本組)。 

圖 13  MTSAT 紅外線衛星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驗證樣本組)。 



 

  IV 

圖 14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濕度的  

      相關圖(新方法迴歸樣本組)。 

圖 15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濕度的 

      相關圖(新方法測試樣本組)。 

圖 16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濕度的 

      相關圖(舊方法迴歸樣本組)。 

圖 17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濕度 

      的相關圖(舊方法測試樣本組)。 

圖 18  SSM/I 迴歸樣本以新、舊近海面空氣濕度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氣濕 

      度的相關圖。 

圖 19  SSM/I 測試樣本以新、舊近海面空氣濕度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氣濕 

      度的相關圖。 

圖 20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所計 

      算之年平均近海面空氣濕度分布圖。(單位 g/kg) 

圖 21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舊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所計 

      算之年平均近海面空氣濕度分布圖。(單位 g/kg) 

圖 22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分別以新、舊方法反演近海面空 

      氣濕度所得到的平均近海面空氣濕度差值(以新法減舊法)。(單位 g/kg) 

圖 23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風速與船舶觀測近海面風速的相關圖 

      (新方法迴歸樣本組)。 

圖 24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風速與船舶觀測近海面風速的相關圖 

      (新方法測試樣本組)。 

圖 25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風速與船舶觀測近海面風速的相關圖 

      (舊方法迴歸樣本組)。 

圖 26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風速與船舶觀測近海面風速的相關圖 

      (新方法測試樣本組)。 



 

  V 

圖 27  SSM/I 迴歸樣本以新、舊近海面風速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風速的相關 

      圖。 

圖 28  SSM/I 測試樣本以新、舊近海面風速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風速的相關 

      圖。 

圖 29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方法反演近海面風速所計算之年 

      平均近海面風速分布圖。 (單位 m/s) 

圖 30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舊方法反演近海面風速方法所計算 

      之年平均近海面風速分布圖。 (單位 m/s) 

圖 31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分別以新、舊方法反演近海面風速所 

      得到的平均近海面風速差值(以新法減舊法)。(單位 m/s) 

圖 32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溫度的 

      相關圖(新方法迴歸樣本組)。 

圖 33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溫度的 

      相關圖(新方法測試樣本組)。 

圖 34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溫度的 

      相關圖(舊方法迴歸樣本組)。 

圖 35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溫度的 

      相關圖(舊方法測試樣本組)。 

圖 36  SSM/I 迴歸樣本以新、舊近海面空氣溫度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氣溫 

      度的相關圖。 

圖 37  SSM/I 測試樣本以新、舊近海面空氣溫度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氣溫 

      度的相關圖。 

圖 38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所計算 

      之年平均近海面空氣溫度分布圖。(單位 K) 

圖 39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舊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所計算 

      之年平均近海面空氣溫度分布圖。(單位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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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分別以新、舊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溫 

      度所得到的平均近海面空氣溫度差值(以新法減舊法)。(單位 K) 

圖 41  新方法反演潛熱通量 2003~2006 年的平均值分佈圖。(單位 w/m^2) 

圖 42  以舊方法反演潛熱通量 2003~2006 年的平均值分佈圖。(單位 w/m^2) 

圖 43  SSM/I 新、舊方法反演潛熱通量之差值。(新法減舊法)。(單位 w/m^2) 

圖 44  新方法反演可感熱通量 2003~2006 年的平均值分佈圖。 (單位 w/m^2) 

圖 45  舊方法反演可感熱通量 2003~2006 年的平均值分佈圖。(單位 w/m^2) 

圖 46  SSM/I 新、舊方法反演可感熱通量之差值(新法減舊法)。(單位 w/m^2) 

圖 47  2003 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方法反演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 

圖 48  2003 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舊方法反演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 

圖 49  2003 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舊方法反演客觀潛力指數之差(新 

   法減舊法)。 

圖 50  2009 年 8 月 15 日 2217 LTC，SSM/I 的掃描路徑與掃描範圍內分別以 

      新(左)舊(右)法建立 OPI 指數的大小分布情形。 

圖 51  2009 年 8 月 15 日 22 時至 8 月 16 日 20 時(LTC) MTSAT IR1 紅外線衛星 

      雲圖。 

圖 52  2009年 8月 27日 2246 LTC，SSM/I的掃描路徑與掃描範圍內分別以新(左) 

      舊(右)法建立 OPI 指數的大小分布情形。 

圖 53  2009 年 8 月 27 日 20 時至 8 月 28 日 16 時(LTC)MTSAT IR1 紅外線衛星

雲圖。 

圖 54  2008 年 5 月 5 日 SSM/I (a)及 QuikSCAT (b) 近海面風場資料反演近 

       海面風速。 

圖 55  2008 年 5 月 5 日 SSM/I (a)及 QuikSCAT (b)近海面風場資料計算客觀潛力 

      指數之結果 

圖 56  2008 年 7 月 17 日 SSM/I (a)及 QuikSCAT (b) 近海面風場資料反演近海面 

      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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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2008 年 7 月 17 日 SSM/I (a)及 QuikSCAT (b)近海面風場資料計算客觀潛 

      力指數之結果。 

圖 58  客觀潛力指數之自動化系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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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背景說明： 

    臺灣地區常常受到中尺度對流系統(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 

MCS)的影響而出現豪大雨。一般而言，在不穩定度高、水氣量充足

且有舉升機制的環境下，是有利於對流系統的發生。事實上影響台灣

地區天氣之 MCS 往往是在海面上生成，然後才移向台灣造成災害。

根據 Liu et al.(2002)的研究指出，利用 SSM/I 衛星資料反演的海氣參

數(包含海水表面溫度、近海面空氣的溫溼度、風速、海氣間的潛熱

與可感熱通量)所建立的客觀潛力指數(Objective Potential Index ; 

OPI)，可以有效的掌握海上中尺度對流系統之消長情形。然而礙於傳

統觀測資料容易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導致獲取的資料有限，倘若

能應用衛星觀測資料進行研究，不僅能克服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相

信也可獲得較廣泛的資訊。 

    臺灣地區除了因梅雨期中尺度對流系統產生的豪大雨外，颱風亦

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天然災害，雖說對臺灣地區而言，颱風亦是主要的

降水來源，但登陸時帶來的強風豪雨，往往造成生命與財產的損失，

因此假使能提早偵測到颱風是否形成，不僅能使防颱措施的準備時間

充裕，亦可增加對其強度與降雨大小變化的預測能力。根據 Gray(1968)

提出有利熱帶氣旋形成的環境條件來看，2001 年的畫眉颱風，生成

的位置是在南北緯 5 度內，理論上是不適合颱風生成的環境，但在 

Chang et al.(2003)的研究中指出，畫眉颱風形成前夕，婆羅洲渦漩上

游有強烈且持續的寒潮存在，這證明了當時的動力條件是支持颱風發

展的。不過 1999 年也有相同的動力條件產生，但卻無法形成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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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nuel(1986)曾經提出海氣之間的能量交互作用對於颱風生成扮演

很重要角色。因此利用 SSM/I 資料反演海氣參數(海氣間的可感熱通

量、海氣間的潛熱通量、潛熱釋放量)來分析環境場提供的能量差異，

相信對颱風在海洋上形成的機制與發展研究，以及後續的分析或預報

都會是相當好的參考資料。 

本計畫將利用衛星的觀測資料，配合海氣參數遙測技術之研發與

改進，期能藉由衛星觀測方式之優點，即時提供海面上大範圍區域的

各項環境參數，以利天氣系統之即時分析與研判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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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氣參數反演之更新 

  2.1  資料收集與處理 

    2.1.1  SSM/I 衛星資料  

    裝載 SSM/I 微波輻射計的衛星為一太陽同步衛星(近似繞極

軌道)，軌道高度約為 833km，以傾角 98.8 度繞地球飛行(Hollinger 

et al., 1990)。除了南北極半徑 280km 之圓形區域外，其餘均可在

72 小時內為衛星所掃瞄。至 2006 年 11 月已發射了 F-9~F-17 衛

星，其中 F-9 並未搭載 SSM/I 儀器，F-12 的 SSM/I 儀器故障無

法運作，而 F-8、F-10、F-11 已停止回傳資料，目前正常運作的

是 F-13、F-14、F-15、F-16、F-17，但有 SSM/I 資料傳送的為 F-13、

F-14、F-15 (F-16 及 F-17 傳送的為 SSMI/S，因 SSMI/S 與 SSM/I

儀器不同、頻道也有不同，故目前以 SSM/I 資料作為本計畫之研

究資料來源)。SSM/I輻射計共包含 19.35GHz、22.23GHz、37.0GHz

及 85.5GHz 等四個微波頻道(分別以 19GHz、22GHz、37GHz 及

85GHz 來表示)，其中 19GHz、37GHz 及 85GHz 三個頻道又各分

為 垂 直 極 化 (vertical polarization) 及 水 平 極 化 (horizontal 

polarization)兩個分量，不過 22GHz 則只提供垂直極化分量。

SSM/I 頻道的掃瞄方式分為 Scan A 及 Scan B 兩種，Scan A 包含

了所有頻道的亮度溫度資料，Scan B 則只有 85GHz 的資料，在

此為了資料解析度的一致性，故只採用 Scan A 之各頻道資料。

目前已收集的資料期間為 1998~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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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M/I 衛星資料可由 NOAA 網站(http://www.class.noaa.gov/)

下載，或是由 FTP(ftp.class.noaa.gov)下載，總共有 F-13、14 和

15 等 3 顆衛星資料，於本期計畫中所使用的資料範圍為北緯

10~30 度、東經 105~135 度。所使用衛星觀測資料期間為 2003

至 2006 年。下載後的衛星資料經過前期處理後可得到*.txt1、

*.txt2、*.dat 三種檔案，其中包含了衛星實際掃描時間與儲存檔

案的時間、經緯度範圍，各頻道的亮度溫度值及地表特性。 

 

    2.1.2  MTSAT 衛星資料 

        日本地球同步衛星 MTSAT 是在 2005 年 2 月 26 日發射成

功，並於 3 月 9 日進入預定之飛行軌道(東經 140 度的赤道上空)，

同年 6 月 28 日正式作業提供觀測資料。2006 年 2 月 18 日成功

發測 MTSAT-2 為備用衛星，其放置在東經 145 度，以備在

MTSAT-1R 失效後接替觀測任務的作業，此外 MTSAT 還新增了

航空導航的功能。在氣象觀測功能方面，MTSAT 共有五個觀測

頻道，一個可見光頻道 (0.55~0.90 微米 )、兩個紅外線頻道

(10.20~11.20 微米、11.50~12.50 微米)及一個水氣頻道(6.50~7.00

微米)，及短波紅外線窗區頻道(3.7 微米)。可見光頻道解析度為

一公里，其他四個頻道解析度皆為四公里，利用這些頻道可提供

觀測包括太陽輻射及地球輻射兩個部分的能量，有助於地球能量

收支的分析。而紅外觀測頻道則可應用於夜間雲、霧觀測及相關

天氣現象之分析。此外，MTSAT紅外線資料的色階也從原GM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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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56 色階(8bits)提高到 1024 色階(10bits)，可提供更精確的量

度。    

 

    2.1.3  船舶或浮球觀測資料 

    本期計畫應用衛星資料反演各種海氣參數，以 美國大學大

氣研究聯盟 (UCAR)網站之研究資料庫  (Computational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Laboratory；CISL，http://dss.ucar.edu/)所提

供的資料為參考値，主要為海面上船舶的觀測資料。目前已使用

2003 年至 2006 年船舶資料，預期未來將持續納入 2007~2008 年

的資料。船舶資料內容主要包含：空氣溫度 (Air Temperature)、

露點溫度  (Dew Point Temperature)、降雨量  (Precipitation 

Amount)、海面溫度  (Sea Surface Temperature)、風速 (wind 

speed)......等等。船舶觀測資料可能因為非專業觀測人員的操作

而造成觀測疏失，若是顯而易見的錯誤可透過人工的方式挑除，

但大部分的錯誤皆為潛藏疏失，較難以人工的方式除去，而這些

潛藏的疏失若是被納入迴歸分析中，便會影響迴歸方程的準確

性。 

  為了提高迴歸分析的準確性，本計畫首先以任意接受檢定的

某船舶觀測為圓心，取 50 公里為影響半徑，假若該船測資料和

影響半徑內資料平均的差值大於該同心圓內所有觀測資料的標

準差值，那麼此接受檢定的觀測資料即為錯誤的，便予以去除。

假若在半徑為 50 公里的同心圓中，觀測資料少於 10 筆，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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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徑向外擴張 50 公里，直到觀測資料大於 10 筆為止。應用此檢

定方式將過濾潛藏的錯誤資料，以確保研究資料之品質。亦即分

別對海面溫度(SST)、近海面空氣溫度(Ta)、露點溫度(Td)、海平

面氣壓(Ps)四種船測資料作上述之資料檢驗，且若上述四種資料

不完整時(任一有缺少時)，則此資料將不採用。 

 

    2.1.4  衛星資料與海面觀測的匹配取樣 

    本期計畫對於 SSM/I 衛星資料與船舶觀測資料的匹配取

樣，採平均取樣代替單點取樣，使異常的亮溫資料所造成的反演

誤差減到最低。方法如下：首先以船舶觀測的位置與時間作為基

準，檢視距離小於 50 公里，時間差距ㄧ小時內的所有 SSM/I 觀

測像元，並歸納成為同一組的觀測資料。 

    雖然微波頻道具有較佳的透雲性，但 SSM/I 部份高頻仍然

會受到降水的影響。為避免將降水及冰晶粒子所造成的影響，本

計畫也對微波頻道資料進行雨區之濾除，主要是根據 Goodberlet 

等人(1992)所提出的雨標閾值作為標準，凡是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的像元都視為受雨影響而予以刪除： 

       K 165 (19V)Tb >  

      K 50(37H)] T-(37V)[T bb <  

經過此篩選後的船舶資料共 2700 組，圖 1 即為所有通過篩選的

SSM/I 資料點的位置分布情形。 

    另外，MTSAT 資料經濾除雲的影響後，與篩選過的船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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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匹配的總組數為 558 組，資料組在研究試區的位置分部則如圖

2 所示。 

 

  2.2 迴歸方法                               

    本計畫應用衛星資料所建立的海氣參數之反演模式，利用迴

歸統計法，以獲得反演模式之各項係數。 

  「逐步迴歸法」(stepwise regression)是統計學上多重迴歸

(multiple regression)中的方法，利用選取最適合的頻道來建立最

佳的迴歸方程式。此方法的概念為使用多個解釋變數進行迴歸，

再由各變項(各 SSM/I 頻道)的相關性決定每ㄧ個預測變數是否納

入迴歸方程或可忽略不用，最後將獲得一個最好的解釋變項組合

(各 SSM/I 頻道)解釋依變項(觀測真値)變異量的最佳迴歸方程

式。也就是先將與依變項(觀測真値)相關性最佳的解釋變項(各

SSM/I 頻道)優先選用，其次為未被選入的解釋變項與依變項(觀

測真値)有較大的相關者納入。依此原則反覆進行檢驗，直到沒

有任何變項(各個 SSM/I 頻道)可以被選入或捨棄時，即可得到最

後的迴歸方程。因進行納入變數的方式為逐步檢驗納入，故稱「逐

步迴歸」 法。 

 

  2.3  海面溫度之反演分析 

關於海面溫度的反演，本計畫的研究區域設定在台灣及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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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海域，而所選用的資料則為 SSM/I 資料。主要原因有二：首

先，本計畫除了建立海面溫度的反演方法之外，也要建立其他海

氣參數的反演方法(例如，近海面空氣溼度、溫度及風速)，並就

各種海氣參數進行整合性的應用。因此，假如各個海氣參數可以

由同一衛星觀測資料來獲得，那麼將可避免因觀測時間及空間上

的差異所造成的可能誤差。此外，衛星反演各種海氣參數是否具

備合理的空間分布與時間的連續性也相當重要，而利用 SSM/I 

衛星資料來進行海水表面溫度的反演正可以符合這樣的要求。 

由微波理論推導可知，利用衛星微波資料進行海面溫度及近

海面空氣溼度的反演，基本上是可行的。不過在實際的反演中，

為了減少受到降水或冰晶粒子的影響，我們首先收集北緯

10°N~32°N、東經 105°E~130°E 範圍內之 SSM/I 資料，並參考

Goodberlet 等人(1992)的做法只保留非降水的微波觀測樣本(rain 

flag=0)，然後再選擇與船測資料所對的位置及時間之各微波頻道

亮度溫度做為統計樣本。最後則利用隨機選出的 2/3 的資料組，

根據各頻道亮度溫度與海面溫度之間的相關特性，透過統計學上

的「逐步迴歸法」(詳見 2.2 節之迴歸方法)進行迴歸方程的建立。

其餘的 1/3 資料組則用來檢驗所建立迴歸方程式的精確度。 

        經過逐步迴歸法進行頻道篩選後，應用於海溫反演模式之頻

道為 19GHz、37GHz 及 85GHz 的水平及垂直極化頻道資料，其

反演方程式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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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5(      
)37()37()19()19(

65

43210

HTaVTa
HTaVTaHTaVTaaT

bb

bbbbs

++
++++=

   (1) 

 

    表 1 為利用 2003 年至 2006 年間共計 48 個月 SSM/I 微波資

料與船舶觀測匹配資料所建立新的海面溫度反演方程式係數。其

中建立海溫之反演方程的資料量為 1800 組，而驗證資料組則為

900 組。SSM/I 迴歸樣本及驗證的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

的相關分佈如圖 3 及圖 4，其中迴歸樣本與船舶觀測資料之相關

係數、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82、1.52(K)；測試樣本與船舶觀測資

料之相關係數、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82、1.58(K)。由圖中顯示

SSM/I 在海面溫度的反演結果頗佳，唯低溫的部分差異較大，主

要的原因為 SSM/I 所使用的觀測頻道。一般而言，最適合反演海

面溫度的微波頻道為 5.6GHz，其次為 10GHz，而 SSM/I 的觀測

頻道則未使用此二頻道。 

    圖 5 及圖 6 則是 SSM/I 迴歸(驗證)樣本以 Lin(2002)等人所建

構之反演方程(以下簡稱舊反演方程式)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

海面溫度的相關分佈，其中迴歸(驗證)樣本與船舶觀測資料之相

關係數及其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74 及 2.38K (0.77 及 2.22K)。由

圖 3, 4, 5, 6 可看出本計畫所建構之反演方程(以下簡稱新反演方

程式)所反演海溫結果之相關係數及均方根誤差均較以舊反演方

程式反演結果佳，且新反演方程之建構資料包含 2003 年至 2006

年共四年度的觀測資料，除具有較佳的適用性外，迴歸(驗證)樣

本相關係數由 0.74(0.77)提升至 0.82(0.82)，均方根誤差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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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2.2)K 減少為 1.52 (1.58)K。圖 7 及圖 8 分別表示 SSM/I 迴歸

及驗證樣本以新反演方程式反演海面溫度與 SSM/I 以舊反演方

程式反演海面溫度的相關圖。由圖 7、8 可知 SSM/I 迴歸(驗證)

樣本的相關係數為 0.90(0.91)，表示新、舊方法之海面溫度反演

結果極為相似，惟在局部低溫及局部高溫處有些微的差異。 

    圖 9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方法反演海面

溫度所計算之年平均海面溫度分布圖。圖 10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舊方法反演海面溫度所計算之年平均海面

溫度分布圖。圖 11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分別以

新、舊方法反演海面溫度所得到的平均海面溫度差值(以新法減

舊法)。由圖 11 顯示，二者之分佈型態及數值大小都非常接近。 

    

    根據輻射傳送原理，衛星所觀測地表紅外輻射強度可以寫為

下式來表示： 

τ
τ∂

µτ∂τµτµ ν
τ νννν ′

′
′ℑ′+ℑ= ∫ d)/()](T[B)/(]T[B)(I s

0
1

1
  (2) 

其中B Tν [ ] 是當波數為ν、溫度為 T 時的黑體輻射強度， Ts 為

地表溫度， νℑ 為透射函數，µ為衛星天頂角的餘弦，τ為光程，τ1

為全氣柱光程。(2)式中，等號右邊的第一項代表地面的幅射強

度，第二項則代表整層大氣的幅射貢獻，亦即，衛星所觀測之紅

外幅射強度包含了地表及大氣的幅射貢獻。在此為了讓(2)式看

起來更為簡潔，而又不影響各項所代表的物理意義，我們可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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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衛星往正下方觀測，也就是假設 1=µ ，如此一來(2)式便可

表示為 

    ∫ℑ ℑ+ℑ= 1

)(ss s
)(d)T,(B)()T,(B)(I

ν
ννννν              (3)  

假設大氣平均溫度為Ta ，(3)式更可簡化為下式 

    )]()[T,(B)()T,(B)(I sass ννννν ℑ−+ℑ= 1             (4) 

其中B Ta( , )ν  可寫成下式 

∫∫ ℑℑ
ℑℑ=

11
)(/)(),(),(

ss

ddTBTB a νννν                      (5) 

另外由於大氣窗區之吸收非常微小，即τ << 1，因此透射率 ),( τνℑ

近似於 )(1 ντ− ，所以(4)式可寫成 

)]()[T,(B)]()[T,(B)(I sass ντνντνν +−= 1                (6) 

若有兩窗區頻道其波數為ν1及ν2，則(6)式可分別寫成 

)]()[T,(B)]()[T,(B)(I sass 11111 1 ντνντνν +−=             (7) 

)]()[T,(B)]()[T,(B)(I sass 22222 1 ντνντνν +−=             (8) 

因為 MTSAT 兩紅外分裂窗區頻道位於相鄰的大氣窗區，所以我

們可以假設此兩不同波數之頻道具有相近之黑體輻射強度

(McMillin, 1975)，故(8)式便可寫成 

)]()[,()](1)[,()( 21212 ντνντνν sass TBTBI +−≈                 (9) 

再由(7)及(9)式中消去 ),( 1 aTB ν ，便可以很容易的推導出

),( 1 sTB ν ，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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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T,(B s 21
12

1
11 νν

ττ
τ

νν −⋅
−

+≈                 (10) 

由(10)式可知，任一個大氣窗區頻道的黑體輻射強度值，可以用

該頻道實際觀測的輻射值及與其相鄰窗區頻道輻射差值的線性

組合來計算得到。此外由於兩個位於大氣窗區的相鄰頻道受大氣

水氣影響而衰減(attenuation)的程度不同，故可藉此差異來進行大

氣中之水氣訂正。如果我們進一步將這種特性應用到海水溫度的

反演之上，那麼海面溫度 sT 與兩窗區頻道亮度溫度 1bT 、 2bT 便應

該具備有類似(9)式的形式。 

    在建立紅外線海水表面溫度反演方法的過程中，我們由2006

年 1 月至 12 月之 MTSAT 在研究試區的觀測資料中，根據船測

資料的時間及位置，選取晴空(cloud-free)視場之亮度溫度 1bT 、 2bT

做為分析樣本。接著在所有的樣本中，隨機將其中 2/3 的樣本利

用雙頻道線性迴歸方法建立海溫反演式，其餘 1/3 的樣本則用來

測試此回歸方程式的精確度。 

    至於反演方程式的形式方面，是利用泰勒多項式將(10)式展

開，應用至實際的觀測資料組，因此，船側的海面溫度與 MTSAT

兩宏外窗區頻道亮度溫度 1bT 、 2bT 的關係便可以寫成下式 

            )TT(aTaaT bbbs 212110 −++=                 (11)       

    表 2 即為 MTSAT 反演海面溫度之反演方程式係數。MTSAT

迴歸樣本及驗證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分佈

如圖 12 及圖 13，其中迴歸樣本與船舶資料之相關係數、均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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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分別為 0.75 及 1.5(K)；驗證樣本與船舶資料之相關係數及

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7 及 1.32 (K)。 

 

  2.4 近海面空氣濕度反演與分析 

由微波輻射理論可知，衛星微波資料可以用來遙測大氣的總

水氣含量(也就是可降水量)，進而推求近海面空氣的濕度。經過

逐步迴歸法進行適當頻道的篩選後，應用於近海面空氣濕度反演

模式之頻道為 19GHz垂直頻道及 37GHz與 85GHz的水平和垂直

極化頻道資料，其反演方程式如下所示： 

 

    )85(       
)85()37()37()19(

5

43210

HTa
VTaHTaVTaVTaaq

b

bbbba

+
++++=

     (12) 

 

    建立反演方法過程中，隨機選取 2/3(資料量：1800)的資料組

供擬合多頻道線性迴歸反演方程式之用，其餘 1/3(資料量：900)

的資料組進行迴歸方程的精確度測試。表 3 為以 SSM/I 反演近

海面空氣濕度之新反演方程式係數。其中建立此方程式資料為迴

歸資料組—為全部資料量的 2/3，資料量為 1800筆，驗證資料組—

為全部資料量的 1/3，資料量為 900 筆。SSM/I 迴歸樣本及驗證

的近海面空氣濕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濕度的相關分佈如圖

14 及圖 15，其中迴歸樣本與船舶資料之相關係數、均方根誤差

分別為 0.93 及 1.43(g/kg)；驗證樣本與船舶資料之相關係數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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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根誤差分別為 0.92 及 1.50 (g/kg)。由圖中結果分析可知，新方

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的能力頗佳。圖 16 及圖 17 分別為 SSM/I

迴歸及驗證樣本以舊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與船舶觀

測近海面空氣濕度的相關分佈，其中迴歸及驗證樣本之相關係數

及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93 及 1.55 (g/kg)；驗證樣本與船舶資料之

相關係數及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92 及 1.60 (g/kg)。將新舊反演方

法作比較，二者的結果極為相似，圖 18 及圖 19 分別為 SSM/I

迴歸及驗證樣本以新、舊近海面空氣濕度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

空氣濕度的相關圖。由圖中顯示：新、舊反演方法二者之相關性

極高。 

    圖 20 及圖 21 分別表示以新、舊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於

2003~2006 年的平均圖。圖 22 是新、舊法 SSM/I 反演近海面空

氣濕度之差值，由圖 22 顯示：新、舊方法在反演近海面空氣濕

度之分佈型態及數值大小相當一致。 

          

  2.5 近海面風速反演分析 

    一般而言，近海面的風速大小，會直接影響海面上波浪的高

低，而該波浪的高低又會改變海水表面的微波頻道發射率，因此

衛星微波頻道所接收到的亮度溫度值，間接會受到海面風速大小

的影響。國際上許多微波頻道的近海面風速反演方法，都是建立

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之上。為了降低反演的誤差，我們仍然先取非

降水觀測進行測試，首先是利用 Goodberlet 等人(1989)提出的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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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雨標)將非降水的樣本收集起來，然後應用 SSM/I 19GHz、

37GHz 及 85GHz 垂直和水平極化亮度溫度與 22GHz 垂直極化亮

度溫度與相對應的船舶觀測風速，建立一套適合台灣及南海附近

海域使用的近海面風速( sW  )的線性迴歸反演方程式，可表示如

下： 

 

)85()85()37(       
)37()22()19()19(

765

43210

HTaVTaHTa
VTaVTaHTaVTaaW

bbb

bbbbs

+++
++++=

        (13) 

 

表 4 為 SSM/I 反演近海面風速之新反演方程式係數。其中建

立此方程式資料為迴歸資料組—全部資料的 2/3，資料量為 1800

組，驗證資料組—全部資料的 1/3，資料量為 900 組。圖 23 及圖

24 分別為新方法 SSM/I 迴歸樣本及驗證樣本的近海面風速與船

舶觀測近海面風速的相關分佈，其中迴歸樣本與船舶觀測資料之

相關係數、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70、2.91(m/s)；驗證樣本與船舶

觀測資料之相關係數、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73、2.80(m/s)。圖 25

及圖 26 分別為舊方法 SSM/I 迴歸樣本及驗證樣本的近海面風速

與船舶觀測近海面風速的相關分佈，其中迴歸樣本與船舶觀測資

料之相關係數、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68、3.26(m/s)；驗證樣本與

船舶觀測資料之相關係數、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71、3.16(m/s)。

圖 27及圖 28分別表示 SSM/I迴歸及驗證樣本以新反演方程式反

演近海面風速與 SSM/I 以舊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風速的相關

圖。由圖所示：SSM/I 迴歸(驗證)樣本的相關係數為 0.9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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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新、舊反演方法二者相關性高，惟在局部風速高值處舊方法

有低估的情形，而在局部風速低值處舊方法略有高估的情形。造

成此原因為舊方法建立反演方程式使用浮標觀測資料，而新方法

建立反演方程式使用船舶觀測資料，而此兩種資料的特性有所不

同。 

圖 29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方法反演近

海面風速所計算之年平均近海面風速分布圖。圖 30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舊方法反演近海面風速所計算之年平

均近海面風速分布圖。圖 31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

料分別應用新、舊方法反演近海面風速所得到的平均近海面風速

差值(以新法減舊法)。由圖 31 中顯示，新、舊方法分佈型態及

數值大小非常接近，惟新法近海面風速平均值高估約 1.2m/s。因

2003~2006 年全年度完整之浮標觀測資料不全且少，故暫無利用

浮標觀測資料建立新的反演方法。 

 

  2.6 近海面空氣溫度反演與分析 

關於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首先透過通量垂直剖面分布的關

係 (flux profile relationship)將可感熱通量 (sensible heat flux; 

SHF  )及潛熱通量(latent heat flux; LHF  )分別寫為 

        )( z
Tkc SHF hp ∂
∂−= ρ                                (14) 

        )( z
qk lLHF e ∂
∂−= 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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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 表示溫度， z 是高度，q為溼度，ρ表示空氣的密度，

l表示蒸發潛熱， pc 為定壓比熱， hk 及 ek 則分別為可感熱及潛熱

的擴散係數。因此 Bowen 比( β )便可寫成 

      
q
T

k
k

l
c

LHF
SHF

e

hp

∂
∂

==β                   (16) 

在此假設空氣中的可感熱及潛熱的擴散能力約略相同，也就

是說其擴散係數相等，那麼(16)式便可進一步簡化為 

     
q
T

l
c

LHF
SHF p

∂
∂

==β                  (17) 

另一方面本計畫也透過總體參數公式將可感熱通量及潛熱通量

分別寫成 

         uTTcc SHF ashp )( −−= ρ                            (18) 

         uqqc lLHF ase )( −−= ρ                             (19) 

其中 hc 和 ec 分別表示可感熱及潛熱的總體係數，下標 s表示位於

海平面之量場值，下標a表示近海面 10 公尺參考層之量場值，u

則為近海面 10 公尺參考層之風速。此時 Bowen 比( β )便可寫成

下式 

       
u)qq(
u)TT(

c l
cc

LHF
SHF

as

as

e

hp

−
−

==β                   (20) 

由(17)及(20)可得 

      
)TT(
)qq(

cc
c l

T
q

c
l

as

as

hp

e

TTp
a

−
−

=






∂
∂

=

                (21) 

 



 

  - 18 - 

因為溼度 q為氣溫的函數，並且可以用相對溼度α和飽和比溼 *q

表示為 )(* Tq q α=  ，所以(21)式可進一步寫成 

    
)(
)(

))(())(
)(

( *
*

* as

as

hp

e

TT

a
pa

a

p TT
qq

cc
c l

T
Tq

c
l

T
Tq

Tq
q

c
l

a
−
−

=






∂
∂

+
∂

∂

=

α
       (22) 

 

由於相對溼度隨溫度的變化會遠小於飽和比溼隨溫度的變化量

(Priestly, 1996)，因此(22)式等號左邊第二項可以忽略不計，並且

經過簡化以後可寫成 

    




















−−=

=∂
∂

aTTT
q

a
as

h

e
sa q

Tqqq
c
cTT

*
1* )()(              (23) 

 

首先應用衛星資料所反演之海面溫度 sT 及近海面空氣的溼度

aq ，代入 Teten 的公式計算，可分別計算水氣壓es 及飽和溼度 sq ，

如下式 

     
)bT(

).T(aexp.es −
−

=
16273116                                (24) 

     
e

eq
s

s
s p 378.0

622.0
−

=                                    (25) 

 

(24)式中T 是溫度，a和b 為常數(分別為 17.26 及 35.86)，(25) 式

中 p 為海平面氣壓值。在此必須特別提出說明的是，本計畫將

海平面氣壓視為常數，並以 1013hPa 代入(25)式計算，雖然海平

面氣壓高(低)估會造成溼度的低(高)估，不過這種誤差相當小。

如此(23)式剩下來的未知數便只有近海面空氣溫度 aT 及總體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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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 和 ec 。為了避免總體係數的不確定性以及使其更具有實驗區域

的代表性，本計畫另外定義一常數κ  ，並表示如下 
h

e
c

c=κ ，

接著暫時先假設κ 值為已知，並且由 0 到 1，每間格 0.01(共 100

個)給出一個定值當作κ。隨後將已知的κ 值及衛星資料同時代入

(23)，如此一來對每ㄧ個κ 值而言，都可以得到一組近海面空氣

溫度衛星估算值與和船舶觀測值。最後在 100 組資料當中取均方

根誤差最小、相關係數最大的一組，當作最佳κ 值。而(23)式中

剩下來的未知數便只有近海面空氣溫度 aT ，所以我們已經可以很

容易地利用衛星資料所估算出來的海面溫度與近海面空氣的溼

度來進行近海面空氣溫度的反演了。 

    同樣將資料分成 2/3(1800 組)及 1/3(900 組)資料組，SSM/I

迴歸及驗證樣本的近海面空氣溫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溫度

的相關分佈，如圖 32 及圖 33。其中迴歸樣本與船舶觀測資料之

相關係數、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92、1.46(K)；測試樣本與船舶觀

測資料之相關係數、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92、1.44(K)。由圖中顯

示，雖然 SSM/I 資料在海面溫度局部低溫處的反演能力略有差

異，不過近海面空氣溫度的反演方面則十分良好。 

    圖 34 及圖 35 為 SSM/I 迴歸(驗證)樣本以舊反演方程式反演

近海面空氣溫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溫度的相關分佈，其中迴

歸(驗證)樣本與船舶觀測資料之相關係數及其均方根誤差分別

為 0.89 及 1.81K (0.89 及 1.85K)。由圖 32、33、34、35 顯示：

以新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結果之相關係數及均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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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均較以舊反演方程式反演結果佳，且新反演方程之反演資料

包含 2003 年至 2006 年全年度資料，其適用性廣。圖 36 及圖 37

分別表示 SSM/I 迴歸及驗證樣本以新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

氣溫度與 SSM/I 以舊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的相關

圖。由圖顯示：SSM/I 迴歸(驗證)樣本的相關係數為 0.96(0.96)，

表示新、舊反演方法的結果有相當高的一致性。 

    圖 38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應用新方法反演

近海面空氣溫度所計算之年平均近海面空氣溫度分布圖。圖 39

為 2003年至 2006年 SSM/I衛星資料應用舊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

溫度所計算之年平均近海面空氣溫度分布圖。圖 40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以 SSM/I 衛星資料分別應用新、舊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

溫度所得到的平均近海面空氣溫度差值(以新法減舊法)。由圖 40

中顯示，二者之分佈型態及數值大小都非常接近。 

 

  2.7  可感熱及潛熱通量反演 

    利用衛星微波資料可將海面溫度、近海面空氣溫濕度、近海

面的風速反演出來，接著可以透過總體參數公式將海氣之間的可

感熱通量及潛熱通量計算出來。其中海面溫度 sT 、近海面空氣的

溫度 aT 、近海面空氣的濕度 aq 以及近海面風速 sW 可先利用 SSM/I

衛星資料或 MTSAT 紅外線資料反演出來，另外 sq 是將海面溫度

sT 代入 Teten 公式計算得到。 

    將 2/3(1800 組)及 1/3(900 組)資料組代入總體參數公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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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海氣之間的可感熱通量及潛熱通量。圖 41 及圖 42 表示

2003~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分別應用新、舊方法反演潛熱通量

的平均值分佈圖。圖 43 為 SSM/I 衛星資料應用新、舊方法反演

潛熱通量之差值，由圖 44 顯示：二者之結果相當一致。圖 44 及

圖 45 為 2003~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分別應用新、舊方法反演

可感熱通量的平均值分佈圖。圖 46 為 SSM/I 衛星資料應用新、

舊方法反演可感熱通量之差值，由圖 46 示：二者結果相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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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觀潛力指數之建立與應用分析 

  3.1 客觀潛力指數之建立 

    理論上，各種海氣參數應該都具有空間及時間上的分布特性

(圖略)。海水表面溫度基本上呈現南高北低(緯度較低溫度較高)

的分布情形；近海面空氣溫度、近海面空氣溼度及近海面風速的

平均空間分布，都有這種明顯南北向的區域分布特性，而其他幾

個海氣參數的分布此現象則不明顯。雖然海上中尺度對流系統的

消長，和海氣交互作用可能具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但由於各種

海氣參數本身已具有空間分布的差異特性，因此無法藉由歸納一

組海氣參數的絕對閾值，作為分析目標區域內有利系統發展與否

的海氣交互作用客觀參考指標，取而代之的是一組不受緯度或區

域限制，又能夠包含時間序列變化趨勢資訊在內的海氣交互作用

客觀參考指數。因此本計畫利用各種海氣參數設計了一個新的參

考指標，基本上這個指標除了隱含各種海氣參數值的訊息之外，

另外也包含了該參數在時間序列變化趨勢的資訊在內。 

    首先，本計畫將 1997 年到 1999 年，範圍在經度 110°到

125°E，緯度 15°到 30°N 之研究試區中，所有五、六月份網格點

上各種海氣參數的資料計算出來，並利用統計的方法，繪製對應

各種海氣參數值所出現次數的頻率直方圖，然後再利用高斯函數

來做該直方圖的曲線擬合(圖略)。由於各種海氣參數的擬合高斯

函數之最大值所在的位置可以視之為該參數的平均值，而該函數

標準差值的大小可以用來決定該函數由中央鋒值向左右兩側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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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程度，一般來說幾乎所有的樣本都會落在以平均值為中心之

正負三倍的標準差範圍內( σ3± ；Wilks, 1995)，所以在此本計畫是

以平均值加上 3 倍的標準差值做為最大值，以平均值減去 3 倍的

標準差值做為最小值。其次將所有參數及其日變化的最小及最大

值分別映射至 0 與 1，至於實際的衛星估算值則再透過線性差分

的技巧，得到一個無因次的數值。在此將任一參數的無因次數值

表示為 a，該參數的日變化無因次數值表示為 b，那麼當 a 和 b

都趨近於 1 的時候，表示海氣參數值接近最大值，並且有明顯增

大的趨勢，將可以預期有利海上對流系統的生成或發展；當 a 或

b 都趨近於 0 的時候，表示海氣參數值接近最小值，並且有明顯

減小的趨勢，將可以預期不利海上對流系統的生成或發展。因此

數值 a 乘以數值 b(即合成指數)，便同時包含各種海氣參數值及

其變化趨勢的資訊在內。假如以 0.5 做為一個標準來說明的話，

當 a 大於 0.5 時表示海氣參數值大於氣候平均值，當 a 小於 0.5

時則表示海氣參數值小於氣候平均值，同理當 b 大於 0.5 時表示

海氣參數值的日增加量大於氣候平均增加值，當 b 小於 0.5 時則

表示海氣參數值的日增加量小於氣候平均值的增加；對合成指數

來說，假如合成指數大於 0.25 則有三種可能的情況，第一種是

海氣參數大於氣候平均值，而且正逐漸增加當中，第二種情況是

海氣參數顯著的大於氣候平均值，但是稍微的有減小的趨勢，第

三種情況是海氣參數稍微低於氣候平均值，但有顯著的增加趨

勢。以上三種情形基本上對於海氣間的正向交互作用(由海面向

空氣中傳遞能量)都有增強的貢獻。同理假如合成指數小於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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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也有三種可能的情況，第一種是海氣參數小於氣候平均值，而

且正逐漸減小當中，第二種情況是海氣參數顯著的小於氣候平均

值，但是稍微的有增加的趨勢，第三種情況是海氣參數稍微高於

氣候平均值，但有顯著的減小趨勢。以上三種情形基本上對於海

氣間的正向交互作用都有減弱的影響。 

接著將就各種海氣參數的合成指數與雲系發展的相關進行

初步的相關性分析。為了將正向海氣交互作用顯著的區域標示出

來，這裡的做法是將所有衛星反演出來的各種日平均海氣參數合

成指數大於 0.5 的衛星反演值都設為旗標 1，否則定為旗標 0；

類似的做法用在 GMS-5 IR1 亮度溫度的衛星逐時觀測之上，凡

是一天之內亮度溫度曾經小於 235K 的衛星觀測都設定為旗標

1，否則便定為旗標 0。到此為止本計畫已經可以推導出逐日的

各種海氣指數旗標以及紅外線亮度溫度旗標的分布情況。最後本

研就以各種海氣參數的合成指數與紅外線亮溫值(代表雲系發展

的高低)的相關係數，並做為各海氣參數的權重係數，建立 OPI

如下： 

     ∑
=

=
8,1n

xx IOPI ω                                 (26)         

其中ω是標準化後的權重係數，I 為各種海氣參數的合成指數，x

則代表不同的海氣參數。 

   

 



 

  - 25 - 

  3.2 客觀潛力指數之應用分析 

    本研究應用本期計畫所發展出來的各種海氣參數反演方

法，進行 OPI 指數之計算，圖 47 及圖 48 分別表示以新舊方法反

演海氣參數並建立 OPI 指數 2003~2006 年的平均值及等值線

圖。圖 49 是 SSM/I 反演海氣參數建立客觀潛力指數—新舊法之

差值結果，由圖中可知，各種海氣參數更新前後的 OPI 指數整體

的分布型態極為相似。 

 

    3.2.1  2009 年 8 月 15 日 個案分析 

    2009 年 8 月 15 日 2217 LTC，有一個 SSM/I 的掃描區域開

始涵蓋本計畫 SSM/I 資料收錄範圍，圖 50 是掃描範圍內分別以

新、舊法建立的 OPI 指數大小分布情形。當 OPI 指數大於 0.5 時，

則可預期有顯著(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假若單獨考慮海洋與大

氣之間能量交換為影響的因子，此時基本上是有利海上對流系統

的生成與發展。由 8 月 15 日 22 LTC(圖 51)，上述 OPI 的高值區

域(北緯 20 度、東經 118 度；北緯 14.5、東經 118 度等)內(大於

0.5)，並無對流雲系出現。此時鋒面位置約略在大陸東南沿海一

帶，並持續地往東的方向移動出海，雲系出海後逐漸有消散的狀

況，但在 8 月 16 日 02 LTC 開始逐漸有雲系於台灣西南部外海逐

漸發展，直至 16 LTC。另一地區(菲律賓呂宋島西側沿海) ，雲

系於 16 日 04 LTC 逐漸發展至 16 日 16 LTC 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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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2009 年 8 月 27 日 個案分析 

    2009 年 8 月 27 日 2246 LTC，有一個 SSM/I 的掃描區域開

始涵蓋本計畫 SSM/I 資料收錄範圍，圖 52 是掃描範圍內分別以

新舊法建立的 OPI 指數大小分布情形。當 OPI 指數大於 0.5 時，

則可預期有顯著(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由 8 月 27 日 20 LTC(圖

53)的紅外線衛星雲圖可看出，上述 OPI 的高值區域菲律賓呂宋

島西部外海地區有零星且範圍不大的對流胞。至 8 月 27 日 22 

LTC 有原零星雲系有消散的趨勢，8 月 28 日 04~16 LTC 開始又

逐漸發展起來。 

    新舊法於皆有顯示對流雲系發展的區域，惟新法 OPI 指數

呈現較不明顯。 

此外，本計畫針對 2009 年 5~8 月 OPI 及 TB 值作相關的統

計分析。表 5 是 2009 年 5~8 月以 OPI 值 0.5 為標準，分別出現

亮度溫度小於或大於 235K 的百分比，由表中可知，OPI 值大於

0.5 時有 59.24%的機會 IR1 亮度溫度會小於 235K，當 OPI 值小

於 0.5 時則有 89.43%的機會 IR1 亮度溫度會高於 235K。 

    再者，本計畫也使用以 QuikSCAT 計算出來的近海面風場資

料應用於客觀潛力指數之計算，並與 SSM/I 反演的風速資料計算

客觀潛力指數之結果進行比較與分析。圖 54 為應用 2008/05/05 

SSM/I 衛星資料反演之近海面風速圖及 QuikSCAT近海面風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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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圖 55 則是分別用 SSM/I 及 QuikSCAT 近海面風場資料所計

算的客觀潛力指數結果。圖 56 為應用 2008/07/17 SSM/I 衛星資

料反演之近海面風速圖及 QuikSCAT 近海面風場資料。圖 57 則

是分別用SSM/I及QuikSCAT近海面風場資料所計算的客觀潛力

指數結果。由圖  中可看出由 SSM/I 衛星資料建立的客觀潛力指

數與 QuikSCAT 應用在客觀潛力指數的結果差異並不明顯，也就

是說二者呈現出來的結果一致性極高。再由圖中分析出，SSM/I

衛星資料建立的客觀潛力指數>0.5 的區域，同樣的於 QuikSCAT

也明顯的呈現出來。故此，可以瞭解用 SSM/I 衛星資料或

QuikSCAT近海面風場資料應用在建立客觀潛力指數具有相同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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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氣象局 OPI 系統安裝與測試 

    客觀潛力指數自動化作業系統每五分鐘檢查比對來源網站

(ftp.class.noaa.gov)中最新資料與 SSM/I 資料庫資料是否一致，若

SSM/I 資料庫中資料為最新的，程式中止並待五分鐘後再次檢查

比對。若 SSM/I 資料庫中資料非最新資料，立即至來源網站

(ftp.class.noaa.gov)載入最新資料，之後解開 SSM/I 資料並計算各

種海氣參數及客觀潛力指數。 SSM/I 衛星資料計算客觀潛力指

數日平均值之自動化系統流程為每日上午八時執行前一日(時間

為世界時)所有海氣參數的日平均以及日變化值，接著便可以計算

客觀潛力指數值並繪製分布圖。每日上午十時再次檢查確認是否

有 SSM/I 資料更新，若有則再次更新各種海氣參數及客觀潛力指

數。圖 58 為其自動化作業系統之流程圖。氣象局 2009 年 7~10

月客觀潛力指數系統測試校驗結果如附錄三。 

 

 

 

 

 

ftp://ftp.class.noaa.gov/�
ftp://ftp.class.noa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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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台灣地區附近海域，每年在梅雨期間，常常有中尺度對流系統在

海面上生成與發展。而這些中尺度對流系統有的是伴隨在梅雨鋒面雲

系之內，由華南一帶向東移至海上，然後在海面上逐漸發展；有的則

純粹直接在海面上生成並發展，然後移向台灣造成豪雨。由於許多的

研究都證明，海氣之間的交互作用和海上中尺度對流系統的生成與發

展關係可能非常密切。不過由於海面上傳統觀測資料實在太少，除非

大型的實驗計畫，一般來講很難有足夠的資料進行分析。本計畫是利

用衛星資料建立一套各種海氣參數(包括海水表面溫度、近海面空氣

的溫/溼度、風速、海氣間的潛熱與可感熱通量)的反演方法與流程，

並利用衛星反演出來的各種海氣參數，建立一個可以描述海氣交互作

用強弱程度與其趨勢的客觀潛力指數。 

在 SSM/I 微波資料的海溫反演方面，整體而言，反演結果相當不

錯，不過當海溫小於 290K 時，存在有系統性的高估，而造成這種高

估的情形可能歸因於緯度太高，海溫相對較低。由於對微波而言海面

發射率本來就不高(約 0.5)，所以微波亮溫值對此時的海水溫度而言

不夠敏感所致。假如要利用 SSM/I 頻道建立全區域海溫反演方程式，

未來須就不同區域與季節分別建立之。由於本計畫的主要研究區域是

在台灣及南海附近海域，因此可以用單一的反演方程式來計算。本計

畫 SSM/I 海面溫度迴歸樣本的反演值與船舶觀測的相關係數及均方

根分別為 0.82、1.52(K)；測試樣本的反演值與船舶資料的相關係數、

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82、1.58(K)。應用新法後比較應用舊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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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驗證)樣本相關係數由 0.74(0.77)改進至 0.82(0.82)，均方根誤差

也從 2.38(2.2)K 改進至 1.52 (1.58)K。而應用 MTSAT 衛星資料反演海

面溫度的部分，初步以 2006 年建立的成果：迴歸樣本的反演值與船

舶觀測的相關係數及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75、1.5(K)；測試樣本的反

演值與船舶資料的相關係數、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7、1.32(K)。應用

SSM/I 近海面空氣濕度迴歸樣本的反演值與船舶觀測的相關係數及

均方根分別為 0.93 及 1.43(g/kg)；驗證樣本與船舶資料之相關係數及

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92 及 1.50 (g/kg)。本計畫所更新的近海面空氣濕

度與之前的反演方法的反演能力十分相近，但略有增進其反演能力。

在 SSM/I 微波頻道的近海面風速反演方面，SSM/I 近海面風速迴歸樣

本的反演値與船舶觀測的相關係數及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70、

2.91(m/s)；驗證樣本與船舶觀測資料之相關係數、均方根誤差分別為

0.73、2.80(m/s)。應用新法比較舊法之結果，迴歸(驗證)樣本相關係

數由 0.68(0.71)改進至 0.70(0.73)，均方根誤差也從 3.26(3.16)m/s 改進

至 2.91 (2.80)m/s。在 SSM/I 微波頻道的近海面空氣溫度反演方面，

SSM/I 近海面空氣溫度的反演値與船舶觀測的相關係數及均方根誤

差分別為為 0.92、1.46(K)；測試樣本與船舶觀測資料之相關係數、均

方根誤差分別為 0.92、1.44(K)。應用新法比較舊法之結果，迴歸(驗

證)樣本相關係數由 0.89(0.89)改進至 0.92(0.92)，均方根誤差也從

1.81(1.85)K 改進至 1.46 (1.44)K。   

海氣交互作用和海上天氣系統的發展關係已經受到國內外氣象

學者的高度重視，這樣的主題值得繼續進行研究，未來除了持續更新

各種海氣參數反演的資料庫，其中包括 MTSAT 兩紅外頻道 SSM/I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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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資料及船舶或浮球觀測資料，並建立及更新更適合的反演方法。此

外 SSMI/S 頻道的反演方法也值得進行研究。再者，更多的客觀潛力

指數(OPI)個案分析，對於了解海氣交互作用和海上天氣系統發展的

關係也是非常重要，也可以充分探討客觀潛力指數的優勢及其限制，

期能提升 OPI 之適用性及準確性。再嘗試將大氣不穩定度納入客觀潛

力指數，進行其效應之探討。另外，可進行客觀潛力指數應用於颱風

個案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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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的 SSM/I 海面溫度反演方程式係數 

 
 
         表 2  MTSAT 反演海面溫度之反演方程式係數 

 

 

表 3  新的 SSM/I 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之反演方程式係數 

Qa 0a  1a  2a  3a  4a  5a  6a  7a  
New -114.076 0.448 0 0 -0.533 0.003 0.794 -0.24 

 

表 4   新的 SSM/I 反演近海面風速之反演方程式係數。 

Ws 0a  1a  2a  3a  4a  5a  6a  7a  
New 170.696 0.393 0 -0.215 -1.464 0.79 0 0 

 

表 5  2009 年 5 至 8 月份期間，以 OPI 值 0.5 為標準，分別出現亮度溫度小於或 

   大於 235K 的百分比。 

New OPI>0.5 OPI<0.5 
TB<235 59.24 10.57 
TB>235 40.76 89.43 

 

 
 

Ts 0a  1a  2a  3a  4a  5a  6a  7a  
New 206.288 1.082 -0.421 0 -0.793 0.255 0.386 -0.161 

Ts 0a  1a  2a  
New 178.744 0.407 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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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3 年至 2006 年，符合 SSM/I 衛星資料與船舶資料之匹配取樣標準且     
      晴空的資料點位置(資料量：2700)。 

       
圖 2   2006 年符合 MTSAT 衛星資料與船舶資料之匹配取樣標準且晴空的資料  
   點位置(資料量：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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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新方法 

    迴歸樣本組)。 

 

圖 4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新方法 

     測試樣本組)。 



 

  - 37 - 

 

圖 5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舊方法 

    迴歸樣本組)。 

 

 

圖 6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舊方法 

    測試樣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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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SSM/I 迴歸樣本以新、舊海面溫度反演方程式反演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圖 8  SSM/I 測試樣本以新、舊海面溫度反演方程式反演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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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用新 SSM/I反演海面溫度方法所計算之年平均海面溫 
     度分布圖。(單位 K) 
 

 
圖 10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用舊 SSM/I 反演海面溫度方法所計算之年平均海面 
      溫度分布圖。(單位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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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分別使用新、舊 SSM/I 海面溫度反演方法所得到的 
      平均海面溫度差值(以新法減舊法)。(單位 K) 
 
 

            

圖 12  MTSAT 紅外線衛星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迴歸樣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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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MTSAT 紅外線衛星資料反演海面溫度與船舶觀測海面溫度的相關圖 

      (驗證樣本組)。 

 

 

圖 14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濕度的  

      相關圖(新方法迴歸樣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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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濕度的 

      相關圖(新方法測試樣本組)。  

         

 

圖 16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濕度的 

      相關圖(舊方法迴歸樣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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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濕度的 

      相關圖(舊方法測試樣本組)。 

         

 

圖 18  SSM/I 迴歸樣本以新、舊近海面空氣濕度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氣濕 

      度的相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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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SSM/I 測試樣本以新、舊近海面空氣濕度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氣濕 

      度的相關圖。  

 
圖 20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所計算 
   之年平均近海面空氣濕度分布圖。(單位 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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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舊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濕度所計算 
      之年平均近海面空氣濕度分布圖。(單位 g/kg) 
 

 
圖 22  為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分別以新、舊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 
      濕度所得到的平均近海面空氣濕度差值(以新法減舊法)。(單位 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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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風速與船舶觀測近海面風速的相關圖 

       (新方法迴歸樣本組)。 

 
圖 24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風速與船舶觀測近海面風速的相關圖 

     (新方法測試樣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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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風速與船舶觀測近海面風速的相關圖 

       (舊方法迴歸樣本組)。 

 

圖 26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風速與船舶觀測近海面風速的相關圖 

       (舊方法測試樣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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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SSM/I 迴歸樣本以新、舊近海面風速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風速的相關

圖。 

 

圖 28  SSM/I 測試樣本以新、舊近海面風速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風速的相關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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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方法反演近海面風速所計算之年 
      平均近海面風速分布圖。 (單位 m/s)  

 
圖 30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舊方法反演近海面風速所計算之年 
      平均近海面風速分布圖。 (單位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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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分別以新、舊方法反演近海面風速所 
      得到的平均近海面風速差值(以新法減舊法)。(單位 m/s) 

 

圖 32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溫度的 
      相關圖(新方法迴歸樣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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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溫度的 
      相關圖(新方法測試樣本組)。 

 

圖 34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溫度的 
      相關圖(舊方法迴歸樣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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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SSM/I 衛星微波資料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與船舶觀測近海面空氣溫度的 
      相關圖(舊方法測試樣本組)。 

 

圖 36  SSM/I 迴歸樣本以新、舊近海面空氣溫度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氣溫 
度的相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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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SSM/I 測試樣本以新、舊近海面空氣溫度反演方程式反演近海面空氣溫 
度的相關圖。 

 

圖 38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所計算 
      之年平均近海面空氣溫度分布圖。(單位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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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舊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溫度所計算 
      之年平均近海面空氣溫度分布圖。(單位 K) 

 

圖 40  2003 年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分別以新、舊方法反演近海面空氣溫 
      度所得到的平均近海面空氣溫度差值(以新法減舊法)。(單位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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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新方法反演潛熱通量 2003~2006 年的平均值分佈圖。(單位 w/m^2) 
 
 

 
圖 42  以舊方法反演潛熱通量 2003~2006 年的平均值分佈圖。(單位 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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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SSM/I 新、舊方法反演潛熱通量之差值。(新法減舊法)。(單位 w/m^2) 

 

 

 
圖 44  新方法反演可感熱通量 2003~2006 年的平均值分佈圖。 (單位 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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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舊方法反演可感熱通量 2003~2006 年的平均值分佈圖。(單位 w/m^2) 
 

 
圖 46  SSM/I 新、舊方法反演可感熱通量之差值(新法減舊法)。(單位 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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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2003 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方法反演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 
 

 

圖 48   2003 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舊方法反演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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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2003 至 2006 年 SSM/I 衛星資料，以新、舊方法反演客觀潛力指數之差 
       (新法減舊法)。 
 
 

 

圖 50  2009 年 8 月 15 日 2217 LTC 時，SSM/I 的掃描路徑與掃描範圍內分別以 
      新(左)舊(右)法建立 OPI 指數的大小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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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2009 年 8 月 15 日 22 時至 8 月 16 日 20 時(LTC) MTSAT IR1 紅外線衛星 

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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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2009 年 8 月 27 日 2246 LTC 時，SSM/I 的掃描路徑與掃描範圍內分別以 
      新(左)舊(右)法建立 OPI 指數的大小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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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2009 年 8 月 27 日 20 時至 8 月 28 日 16 時(LTC) MTSAT IR1 紅外線衛星 

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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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2008 年 5 月 5 日 SSM/I (a)及 QuikSCAT (b) 近海面風場資料反演近 
       海面風速。 
 

  

圖 55  2008 年 5 月 5 日 SSM/I (a)及 QuikSCAT (b)近海面風場資料計算客觀潛力 
      指數之結果。 

(a) 

(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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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2008 年 7 月 17 日 SSM/I (a)及 QuikSCAT (b) 近海面風場資料反演 
      近海面風速。 

  

圖 57  2008 年 7 月 17 日 SSM/I (a)及 QuikSCAT (b)近海面風場資料計算客觀潛 
      力指數之結果。 
 
 

 

(a) 

(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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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客觀潛力指數之自動化系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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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期中審查問題回覆及討論 

(1) 2003~2006 年船測資料經過篩選，並與衛星資料匹配後剩

2007 筆，是否太少了? 建議：船測資料可試向 ＂大氣海洋局──

海均單位＂索取 

回覆船測資料的準確性不好掌握，需經品質檢驗(水平檢定)

後，再與衛星觀測資料匹配，因此符合的資料筆數就相對較少。

然所剩約 2700 組的資料應用於回歸方程應具有其統計的意義。

未來可採納貴局的建議，嘗試向”大氣海洋局—海軍單位”索取相

關的船測資料。 

(2)    SSM/I 資料在反演不同的海氣參數為甚麼特性不同，如：海

溫、濕度、風速所反演出來的結果與船測資料的相關性不一樣。 

回覆此一結果與 SSM/I 衛星微波頻道的特性有關，例如遙測海

溫的較佳頻道為 10GHz，但 SSM/I 並未使用此一頻道，因此所

反演的海面溫度相對於其他參數(如溼度)的結果稍差。 

(3) SSM/I 微波資料是否可以計算”可降水量”?是否有現成的公式?

可否將此現成的公式資料交流？ 

回覆可，國際上目前皆有現成的公式可用，之後回應。

(2009/07/30 已回應) 

(4) 各海氣參數在 OPI 之權重是如何建立？ 

回覆 OPI 各參數的權重主要是利用其與紅外頻道亮溫的相關

性，經標準化過程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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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期末相關問題回覆與討論 

(1) 一般狀況下，由 pass 接收時間到 OPI 產品產生約需 3 至 3.5 小

時(有時會較快)，可以跟 NOAA 協調讓時間更快嗎 ?   

回覆：我們會寫信給 NOAA，但是產品產生的時間可能不是我

們能決定的了。 

(2) 請問 dmsp16、dmsp17 資料是不是已經加入 OPI 指數的計算？

甚麼時候會加入？ 

回覆：當時在建立客觀潛力指數 OPI 時所用的衛星資料即為

DMSP13、14、15，即 SSM/I 資料，而 DMSP16、17 衛星資料

(SSMIS)，因 sensor 不同，且頻道也不同，若要應用於 OPI 的

計算需重新建立、測試及校驗。 

(3) 請問客觀潛力指數用前一天變化梯度當作未來變化趨勢有時候

是不是會有不確定性 ? 

回覆：有。 

(4) 客觀潛力指數是否適用於夏季時颱風的生成，發展的診斷 ? 

回覆：客觀潛力指數之建立為針對中尺度對流系統，所以不適

用於夏季時颱風生成、發展的診斷。若是需要針對夏季時颱風

生成發生的診斷，需要重新建立，且必須考慮總熱力能量及總

動能等參數。 

(5) dmsp16、dmsp17 已經作業一些時間了，我們希望能有較連續的

資料，且擔心如果 dmsp13 、dmsp15 儀器故障將面臨沒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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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 的窘境，是不是可以幫我們把 dmsp16 、dmsp17 資料加

入 OPI 指數的計算 ?  

回覆：DMSP16、17 的觀測資料與原有資料的內涵不同，無法

直接應用於現有的 OPI 計算模式，其處理方式及各項參數反演

必需重新建構！ 

(6) 之前有請問客觀潛力指數用前一天變化梯度當作未來變化趨

勢，有時候是不是會有不確定性，你們的回答是有，如果不考

慮較上層大氣狀況，還有其他原因造成不確定性嗎 ? 為什麼用

前一天變化梯度當作 未來變化趨勢而不用半天、 一天半、或

是兩天變化梯度，或是它們綜合的結果 ？ 

回覆：使用 DAILY 主要是因為 SSMI 資料時間解析度不足，無

法做幾個小時或半天的變化梯度。事實上很多的天氣系統生命

期只有數小時，所以現階段的 OPI 當然會有不確定性！ 另一方

面，在測試半天、一天半、或是兩天的梯度變化結果，DAILY

表現出的結果最好，因此選用 DAILY! 

(7) 你們建立的資料庫主要是在五、六月，所以目前客觀潛力指數

不能適用於颱風或是夏季午後對流嗎 ？ 

回覆：目前所建立的 OPI 計算模式是使用整年度的資料，理論

上應可應用於各季節，但仍需後續長時間測試及修正，才可以

放心使用！關於颱風個案的應用，目前的模式並不合適，必須

針對颱風的相關特性重新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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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氣象局客觀潛力指數系統測試校驗報告 
 
 日期：2009/07/01(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滯留鋒面自日本東部外海，向西南西延伸至華中華南一帶；高氣壓位於關島

北方外海；低氣壓中心位於黃河上游。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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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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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由於 SSM/I 衛星觀測資料不足，故只在台灣東部外海出現較強的海氣交互

作用區(OPI>0.5)；再由紅外線衛星雲圖可知，台灣北部外海雖有雲系出現，

但無明顯發展，因此可以推測，雖然海氣交互作用有利於對流雲系發展，但

其他動力環境可能不利系統發展。 
 
 日期：2009/07/02(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滯留鋒面自日本北部東方外海向西南(後向西)延伸至華中一帶；高氣壓位於

日本南方外海；低氣壓中心位於黃河中上游一帶，緩慢向東前進。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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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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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衛星觀測資料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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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03(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滯留鋒面由日本東北外海域向西延伸至日本，再向西南延伸至台灣北部，至

大陸華中一帶；一低壓為於大陸西南地區。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 76 -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 77 - 

    
 整體分析： 
 由於 SSM/I 衛星觀測資料不足。 
 
 日期：2009/07/04(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一低壓至日本中部往東移動，滯留鋒面由日本中部往西南延伸至台灣北部至

大陸華南地區。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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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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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由地面天氣圖可知有滯留鋒面通過台灣北部，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

台灣東北部海域及西部海域有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再由紅外線衛星雲圖看

出：東部雲系有一直發展的狀況，其他地區大至呈現海氣交互作用較弱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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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05(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分裂高壓位於日本南方洋面，其勢力向西伸展至宮古島附近，台灣地區的主

要天氣系統為偏南氣流。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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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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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雖然部分衛星資料缺失，但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中顯示，海南島西側海域

有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再由紅外線衛星雲圖可看出，其雲系逐漸增強及發

展。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台灣東南側海域及菲律賓東側海域和台灣東北

東外海皆有呈現稍強及稍弱的海氣交互作用，可見其雲系有滯延或緩慢消散

之狀況，再由紅外線衛星雲圖可知，其確實有緩慢消散之狀況。 
 
 日期：2009/07/06(一) 
 地面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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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黃河中游一帶，向東前進；低氣壓中心位於蒙古一帶，向東前進；

高氣壓中心位於日本東部外海；滯留鋒面位於日本南部海域。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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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分布圖中顯示：台灣附近海域皆為 OPI 較弱區域，顯示皆為

弱海氣交互作用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台灣東南部外海有對流雲

系發展，因此除海氣交互作用外，研判還有其他有利對流系統發展的條

件因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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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07(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氣旋波中心位於韓國，鋒面自此中心向西南延伸至華中。另一低氣壓位於菲

律賓東側外海，緩慢向西北西前進；高氣壓中心位於日本東部外海，其勢力

向西伸展至台灣東部外海，台灣地區的主要天氣系統為偏南氣流。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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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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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台灣附近海域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顯示

此區為較弱的海氣交互作用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並無明顯之雲

系在此區發展。 
 
 日期：2009/07/08(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壓位於菲律賓東部海域，向西北移動；低氣壓位於長江中游一帶；高氣壓

位於日本東部外海，逐漸向東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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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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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台灣附近海域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顯示

此區為較弱的海氣交互作用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並無明顯之雲

系在此區發展。 
 
 
 
 
 
 
 
 
 
 
 
 
 
 
 
 



 

  - 90 - 

 日期：2009/07/09(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壓自菲律賓呂宋島東側海域向西北前進；低氣壓位於長江中游一帶及韓國

西側海域向東前進；滯留鋒面自日本東北外海向西南延伸至長江中游一帶。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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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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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台灣附近海域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顯示

此區為較弱的海氣交互作用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除呂宋島東北

邊之低壓雲系外，並無明顯之雲系在此區發展。 
 
 日期：2009/07/10(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北側海域的低氣壓，已發展成為熱帶性低氣壓，目前

位於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向西北前進；另一低壓位於關島東南方海域；低壓

位於日本北部，向東北東前進，滯留鋒面向西南延伸至華中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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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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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台灣東南部外海及呂宋島附近海域為較高

OPI 值分佈區域，為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

除熱帶低壓雲系之外，台灣東南部外海有對流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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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11(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性低氣壓位於南海，向西北西前進；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向西

北前進；低氣壓位於長江中游一帶。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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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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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顯示：台灣西南側外海及南海北部為高 OPI 值分布

區域，為強海氣交互作用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熱帶低壓雲系外，

並無其他雲系在此發展。 
 
 日期：2009/07/12(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位於南海的熱帶性低氣壓已發展成為輕度颱風蘇迪勒(Soudelor)，目前位

於海南島；原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海域之低壓，已發展成為熱帶性低氣

壓，並朝西北前進；低氣壓位於北韓西側海域，滯留鋒面向西南延伸至華中

一帶；高氣壓位於長江黃河中游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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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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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台灣附近海域皆位於 OPI 較低值區，為弱

海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除颱風及熱帶低壓雲系外，並

無其他雲系在此區域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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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13(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性低氣壓位於台灣東南部，並向西北前進；低氣壓中心位於蒙古，向東

北東前進。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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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溼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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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台灣東部及菲律賓呂宋島附近海域顯為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為較強之海氣交互作用區域，另外台灣西南側外海及

南海北部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為較弱之海氣交互作用區域；紅外

線衛星雲圖顯示：除熱帶性低氣壓雲系持續發展外，無其他明顯之雲系

發展。 
 
 日期：2009/07/14(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性低氣壓位於廣東沿海；低氣壓位於南海地區；高氣壓位於黃河中遊一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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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溼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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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除台灣海峽外，其餘各地皆位於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內，為較弱的海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除熱

帶低壓雲系外，台灣附近海域無明顯之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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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15(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南海，向西北移動；熱帶性低氣壓位於菲律賓東側海域，向西北

移動。高氣壓位於日本南方海面其勢力向西延伸至台灣東部外海。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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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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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除海南島東部外海為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

為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區域外，其餘台灣附近海域為較弱 OPI 值區，

為較弱海氣交互作用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除海南島東部外海有

對流雲系發展外，台灣附近海域並無明顯雲系發展。 
 
 日期：2009/07/16(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性低氣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沿海，向西北移動；低氣壓位於海南島

西南方；高氣壓位於日本中部南方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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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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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台灣及南海北部附近海域為較弱 OPI 值區，

為較弱海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台灣及南海附近海域無

明顯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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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17(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沿海的熱帶性低氣壓已發展成為輕度颱風莫拉菲

(Molave)；滯留鋒面位於日本韓國一帶。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 111 -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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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除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外海為較高 OPI 值區域(強

海氣交互作區)，台灣附近海域為較低 OPI 值區域(弱海氣交互作用區)；
紅外線衛星雲圖：除莫拉菲颱風雲系外，台灣附近海域並無明顯雲系發

展。 
 
 日期：2009/07/18(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莫拉菲位於台灣西南方海域；低氣壓位於黃河出海口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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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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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西南至菲律賓沿海一帶為較高 OPI 值分布

區域(較強的海氣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輕度颱風莫拉菲的

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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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19(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莫拉菲位於華南沿海；高氣壓位於琉球東側海域；低氣壓位於日本

北海道一帶，滯留鋒面自此向西南西延伸至南韓。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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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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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華南沿海一帶至南海地區為較高 OPI 值分布區

域(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北部區域有對流雲

系發展。 
 
 日期：2009/07/20(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菲律賓東側海域，向西北移動；高氣壓位於台灣東側外海；低氣

壓位於日本北海道東側海域，向北北東移動，滯留鋒面自此向南（西南西）

移動至華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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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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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附近海域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較弱的

海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南部外海有短暫零星對流雲

系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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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21(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海南島南方海域；高氣壓位於台灣東側外海；低氣壓為於黃河中

由一帶，向東北東移動；低氣壓為於北韓北部，向東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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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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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附近海域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較弱的海

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附近海域無雲系出現。 
 
 日期：2009/07/22(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高氣壓位於關島西北方海域；低氣壓位於長江中游一帶及日本北海道，逐漸

向東北移動，滯留鋒面自此向西南延伸至長江出海口附近。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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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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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附近海域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較弱的海

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附近海域無雲系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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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23(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壓位於日本北海道東側，滯留鋒面自此向西南延伸至長江出海口。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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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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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附近海域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較弱的海

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附近海域無雲系出現。 
 
 日期：2009/07/24(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長江出海口，緩慢向東移動，滯留鋒面向東西延伸。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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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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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除巴士海峽外，台灣附近海域為較低 OPI 值分

布區域(較弱的海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巴士海峽有零星雲

系生成，台灣附近海域無雲系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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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25(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日本東部地區，滯留鋒面自此向西南延伸至華中一帶。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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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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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東部及南部外海為較稍高 OPI 值分布區域

(稍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西南外海出現對流雲系。 
 
 日期：2009/07/26(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高氣壓位於黃河中上遊一帶，向東緩慢移動；滯留鋒面自日本北部東北方海

域向西南延伸至華中南一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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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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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東北部海域及菲律賓東側海域位於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內，有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其他地區皆為較低 OPI 值分

布區域，較弱的海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菲律賓附近雲系有

持續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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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27(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關島附近海域，緩慢向西北移動；高氣壓位於北韓北部；低氣壓

位於日本北部，滯留鋒面自此向西南延伸至華中一帶。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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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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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分布圖：台灣東北部外海及菲律賓西側沿海皆位於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為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星雲圖：台灣東北部外海

及菲律賓西側皆有對流雲系發展。 
 
 日期：2009/07/28(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高氣壓位於北韓東北部；低氣壓位於南海地區；滯留鋒面位於日本南部及華

中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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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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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分布圖：台灣附近海域位於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顯示弱的

海氣交互作用，不利於雲系發展；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附近並無明顯

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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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29(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關島西側海域，緩慢向西北移動；低氣壓位於日本南部，向東移

動，滯留鋒面自此向西南西延伸至華中南一帶。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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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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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除南海南部一帶為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較強海

氣交互作用區)，台灣附近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較弱海氣交互作用

區)；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南部地區的雲系有持續發展趨勢。 
 
 日期：2009/07/30(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菲律賓東側外海，緩慢朝西北西移動；高氣壓位於北韓東方海

域，向東移動；低氣壓位於日本東北方外海，向東北移動，滯留鋒面自此向

西南延伸至日本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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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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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除南海南部一帶為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較強海

氣交互作用區)，台灣附近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較弱海氣交互作用

區)；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南部地區的雲系有持續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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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7/31(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菲律賓東側海域，向西移動；高氣壓位於北韓東側海域。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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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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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菲律賓東側外海位於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為

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菲律賓東側海域的低壓雲系逐

漸發展，台灣附近海域則無明顯雲系發展。 

 

 日期：2009/08/01(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外海，緩慢朝東北前進。 
 
 



 

  - 148 -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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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衛星資料缺失。 

 
 日期：2009/08/02(日) 
 地面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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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西側，向西北行進；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

外海，向北前進。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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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南海地區為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較強的海氣交互作

用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熱帶低壓雲系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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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03(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南海北部，向北前進。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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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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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海南島東部外海及廣東外海位於較高 OPI 值分布區

域(強的海氣交互作)；紅外線衛星雲圖：熱帶低壓雲系持續發展，廣東外海

也有對流雲系出現。 
 
 日期：2009/08/04(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位於菲律賓呂宋島西側外海的熱帶低壓，已發展成輕度颱風柯尼(Goni)並
已行進至海南島東側海域；原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外海的熱帶低壓，已發

展成輕度颱風莫拉克(Morakot)，並已行進至台灣東部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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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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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儘海南島東側外海為較高 OPI 值區(較強海氣交互作

用區)；由紅外線衛星雲圖：海南島東部外海雲系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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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05(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柯尼(Goni)位於華南沿海一帶；輕度颱風莫拉克(Morakot)位於台灣

東部外海。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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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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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除海南島東部外海為較高 OPI 值區域外，其餘台灣

份近海域皆為低 OPI 值區。紅外線衛星雲圖：除颱風環流雲系外，無雲系

發展。 
 
 日期：2009/08/06(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柯尼(Goni)位於華南沿海陸地；原輕度颱風莫拉克(Morakot)已增強

為中度颱風，並行進至台灣東部外海。 
 



 

  - 160 -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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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東南部外海為較高 OPI 值區域；紅外線衛

星雲圖：除颱風環流雲系外，無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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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07(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位於華南沿海一帶的輕度颱風柯尼(Goni)已減弱為熱帶低壓，並位於海南

島上方；中度颱風莫拉克(Morakot)位於東部海域。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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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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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雖部分衛星資料缺失，但仍可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看出，颱風所在地

區為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颱風雲系持續發展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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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08(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海南島西南方海域；中度颱風莫拉克(Morakot)中心位於台灣

北部。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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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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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雖部分衛星資料缺失，但仍可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看出，颱風所在地

區為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颱風雲系持續發展增強。 
 
 
 
 日期：2009/08/09(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中南半島沿海地區；中度颱風莫拉克(Morakot)已減弱為輕度

颱風，其中心位於台灣西北部外海；另一熱帶低壓位於日本南方外海，向西

北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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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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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雖部分衛星資料缺失，但仍可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看出，颱風所在地

區為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颱風雲系略為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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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10(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位於中南半島沿海一帶的熱帶低壓已減弱為低壓，位於海南島東方海域；

輕度颱風莫拉克(Morakot)位於華中沿海一帶；輕度颱風艾陶(Etau)位於日本

南部外海。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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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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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南部外海地區有較高的 OPI 值，為稍強的

海氣交互作用；由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南部外海有對流雲系發展。 
 
 
 日期：2009/08/11(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壓位於海南島北部；熱帶性低氣壓位於長江出海口，向東北前進；輕度颱

風艾陶(Etau)位於日本南部；高壓中心為長江黃河中游一帶；另一高壓中心

位於太平洋海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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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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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華南沿海一帶及菲律賓東側外海位於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內，有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華南沿海一

帶地區有雲系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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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12(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壓位於菲律賓東側海域上，向西北行進；輕度颱風艾陶(Etau)位於日本東

側外海；低壓中心位於南韓西南部沿海，向東北行進；高壓中心位於長江黃

河中游一帶。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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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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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微波衛星資料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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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13(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海域，向西北行進；高壓中心位於長江中游一

帶；低壓中心位於日本北海道，向東行進，滯留鋒面自此向西南延伸至南韓

南部；輕度颱風艾陶(Etau)位於日本東側外海。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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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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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部分微波衛星資料缺失。 
 
 日期：2009/08/14(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北部，向西北西行進，高氣壓中心位於台灣東部

外海；原位於日本東部外海的輕度颱風艾陶(Etau)已漸弱為低壓；低壓中心

位於蒙古，向東行進；另一低氣壓位於蒙古東側，向東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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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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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南海地區皆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顯示較弱

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無雲系明顯生成及發展。 
 
 
 
 
 
 
 
 
 
 
 
 
 
 
 
 
 
 



 

  - 183 - 

 日期：2009/08/15(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向西北移動；高氣壓中心位於台灣東部外海。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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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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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附近海域為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內，有弱

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菲律賓東側海域有明顯的雲系發

展，台灣東部外海也有雲系發展，其他地區則為穩定且沒有雲系發展之

狀況。 
 
 日期：2009/08/16(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台灣南部海域，向西北西移動；高氣壓位於台灣東北部海域，

壟罩全台灣；低氣壓中心位於長江中游；高氣壓中心位於蒙古，緩慢向東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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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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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西南部海域有稍高 OPI 值顯示，為稍強的

海氣交互作用，其他地區則顯示較弱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

圖：台灣西南部海域有對流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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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17(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高氣壓位於台灣東北部外海；低氣壓中心位於長江中游。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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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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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大部分地區皆位於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內，較

弱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附近海域僅零星雲系發展。 
 
 日期：2009/08/18(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台灣東部外海；輕度颱風梵高(Vamco)位於關島東北外海；低氣

壓位於長江中游及黃河出海口，向東移動；高氣壓位於日本西部；高氣壓中

心位於黃河中上游及蒙古，向東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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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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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大部分地區皆位於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內，較

弱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東南部附近海域有對流雲系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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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19(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高氣壓位於華南一帶；低氣壓位於台灣東部外海，緩慢向西行進；原輕度颱

風梵高(Vamco)已發展為中度颱風；高氣壓位於日本西方。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 194 -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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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大部分衛星資料缺失，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大部分區域皆位於

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內，稍弱的海氣交互作用。 
 
 日期：2009/08/20(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台灣東部外海，緩慢朝西移動；中度颱風梵高(Vamco)位於關島

東北方外海；低氣壓中心位於蒙古，滯留鋒面自此向南(後向西南)延伸至華

中一帶；高氣壓中心位於黃河中游一帶，向東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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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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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海南島東部外海 OPI 值較高，為強的海氣交互

作用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海南島東部外海對流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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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21(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台灣東部外海，朝西前進；中度颱風梵高(Vamco)位於關島東北

方外海；低氣壓中心位於蒙古東方，滯留鋒面自此向東南(後向西南)延伸至

南韓西南海面；高氣壓中心位於黃河中上游一帶，向東南東前進。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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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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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有衛星資料皆位於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較弱

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除了台灣東北部略有雲系以外，其他

地區無。 
 
 日期：2009/08/22(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台灣東部外海，朝西前進；中度颱風梵高(Vamco)位於關島東北 

方外海；低氣壓中心位於日本北部，向西移動，鋒面自此向東北(後向南及西

南延伸)至日本中部；高氣壓中心位於黃河中上游一帶，向東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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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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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有衛星資料皆位於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較弱

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除了台灣東部外海有對流雲系以外，

其他地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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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23(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台灣東南方海域；低壓中心位於日本北部外海，中度颱風梵高

(Vamco)位於日本東南東外海。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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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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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東南部外海位於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較

強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除了台灣東部外海有對流雲系以

外，海峽中部及南海北部也有零星雲系發展。 
 
 日期：2009/08/24(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關島西側海域；高氣壓中心位於北韓北部，向東前進；中度颱風

梵高(Vamco)位於日本中部東方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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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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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附近海域皆位於較低 OPI 值分布區域，較

弱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北部有對流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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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25(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菲律賓西部海域；另一低氣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外海；高氣

壓中心位於北韓東部海域，向東前進；低氣壓中心位於長江黃河中游一帶；

中度颱風梵高(Vamco)位於日本東部外海。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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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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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可看出，台灣東部外海為較低 OPI 值，較弱的海

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一帶有對流雲系發展。 
 
 日期：2009/08/26(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關島西北方，低壓位於關島東方海域；高氣壓中心位於黃河中

上游；低壓中心位於蒙古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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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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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可看出，台灣東部外海為較低 OPI 值，較弱的海

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一帶有對流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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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27(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關島附近海域；熱帶低壓位於關島東北外海，緩慢朝西北行進；

低壓中心位於蒙古東部，向東北行進；高壓中心位於西伯利亞向東漸進。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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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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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部分衛星資料缺失。 

 
 日期：2009/08/28(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壓位於關島附近海域；熱帶低氣壓為於關島東北方外海，朝西北緩慢前

進；低壓中心位於蒙古東部，向東北行進；高壓中心位於西伯利亞向東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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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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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南海地區為較低 OPI 值，較弱的海氣交互作用；

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一帶無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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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29(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關島東部海域，緩慢向西行進；輕颱科羅旺(Krovanh)位於北緯

26 度，東經 147.9 度；低壓中心位於長江中游；高壓位於蒙古；氣旋波位於

日本北海岸北部，鋒面自此向西南延伸至日本福岡長崎。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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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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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南海地區位於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為強的海

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地區對流雲系持續發展。 
 
 日期：2009/08/30(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壓位於關島附近；輕度颱風科羅旺(Krovanh)位於日本中部南方；低壓中

心位於華中一帶，向東緩慢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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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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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南海地區位於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為強的海氣

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地區對流雲系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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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8/31(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西側沿海，向西移動；低壓位於關島附近，緩慢朝

西移動；輕度颱風科羅旺(Krovanh)位於日本中部南方。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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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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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南海地區位於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為強的海

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地區對流雲系持續發展。 
 
 日期：2009/09/01(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南海，緩慢向西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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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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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東部外海為較低 OPI 值區域(弱海氣交互作

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地區有對流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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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02(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壓位於南海；熱帶低壓位於關島西方海域，緩慢向西前進；高壓中心位於

日本北海道附近，向東行進；氣旋波中心為於日本北部東側外海，滯留鋒面

自此向西南延伸至日本中部東側外海。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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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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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衛星資料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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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03(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方外海，緩滿朝西前進；低氣壓位於南海；低

壓中心位於黃河中上游，向東北行進；高壓中心位於日本東北外海，向東北

前進。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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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 233 - 

    

 整體分析： 
 衛星資料缺失。 

 
 日期：2009/09/04(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中南半島沿岸；輕度颱風杜鵑(Dujuan)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部

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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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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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南海地區屬 OPI 值較低的地區，即弱的海氣交互

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地區無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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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05(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南海附近；輕度颱風杜鵑(Dujuan)位於台灣東部外海；低壓中

心位於華中一帶。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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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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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南海地區屬 OPI 值較低的地區，即弱的海氣交互

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地區無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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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06(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杜鵑(Dujuan)位於琉球東方海面；熱帶低壓位於中南半島沿海；低

壓中心位於長江中上游。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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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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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附近海域屬 OPI 值較低的地區，即弱的海氣

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此區無雲系發展。 
 
 
 
 
 
 
 
 
 
 
 
 
 
 
 
 
 
 



 

  - 242 - 

 日期：2009/09/07(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杜鵑(Dujian)位於日本南方外海；熱帶低壓位於中南半島沿海地

區；低壓中心位於長江中上游。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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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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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東部海面屬 OPI 值較低的地區，即弱的海氣

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此區無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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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9/8(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杜鵑(Dujuan)位於日本南方海域；熱帶低壓位於中南半島沿海；低

壓位於菲律賓西側沿海；低壓中心位於長江中上游。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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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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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東部海面屬 OPI 值較低的地區，即弱的海氣

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此區無雲系發展。 
 
 
 
 日期：2009/09/09(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中南半島沿海，另一熱帶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西側沿海；輕

度颱風杜鵑(Dujuan)位於日本東方外海；低壓位於日本北海東側海域，滯留

鋒自此向西南延伸至颱風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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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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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SSMI 資料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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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10(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莫吉給(Mujigae)位於海南島東側外海；低壓中心位於長江中游；高

壓中心位於河北地區。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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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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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海南島東部外海為較高的 OPI 值區域，為強的海

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海南島東部及台灣南部外海有對流雲系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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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9/11(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莫吉給(Mujigae)位於海南島；低壓位於菲律賓外海，向西北行進：

低壓中心位於長江中游；六一低壓中西位於蒙古地區向東北行進。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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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 255 -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海南島東部外海屬較高的 OPI 值區域範圍內，

為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較利於雲系發展；衛星雲圖：此區的雲系發展。 
 
 日期：2009/09/12(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海域，向西北行進；另一熱帶低壓位於關島

東側外海，向西前進；熱帶低壓位於中南半島沿海，向西北移動；低壓中心

位於北韓東側海域，向東緩慢行進，滯留鋒面起自日本北海向西南延伸至日

本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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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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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南海地區為 OPI 值較高的區，即較強的海氣交

互作用，利於雲系發展；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地區有對流系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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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13(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台灣南部外海，菲律賓呂宋島西部海域，向西行進；輕度颱風

彩雲(Choi-Wan)位於關島東側外海；一高壓位於黃河河套平原向東行進，低

壓中心位於日本東側外海，滯留鋒面自此向西南延伸至琉球外海。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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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 260 -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東南部外海及南海地區為 OPI 值較高的區，

即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利於雲系發展；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地區有

對流系統發展，台灣東南部外海也有零星對流雲系發展。 
 
 日期：2009/09/14(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柯普(Koppu)位於南海；中度颱風彩雲(Chou-Wan)位於關島東方海

域；高壓中心位於日本上方向東前進；另一高壓中心位於內陸向東前進。 
 
 



 

  - 261 -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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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東北部海域為較強的 OPI 值區，即有較強

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東北部海域有對流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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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15(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柯普(Koppu)位於中國西南沿海，一滯留鋒面帶延伸至台灣東北部 
外海；中度颱風彩雲(Choi-Wan)位於關島西方外海。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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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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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SSMI 衛星資料不足。 

 
 日期：2009/09/16(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中度颱風彩雲位於北緯 18.6,東經 148.4；低壓位於日本東側海域，其滯留鋒

面向西南延伸至琉球外海；一熱帶低壓位於中國大陸西南部，向西移動；一

高壓位於中國東北向東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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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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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SSMI 資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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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9/17(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強烈颱風彩雲(Choi-Wan)位於北緯 20.3,東經 140.9；高壓位於北韓上方，緩

慢向東前進；另一高壓位於日本北海西方海域，向東前進。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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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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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SSMI 資料不足，惟南海地區屬較低 OPI 值區域，

為弱的海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地區無雲系發展。 
 
 日期：2009/09/18(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強烈颱風彩雲(Choi-Wan)位於北緯 23.2,東經 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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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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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SSMI 資料不足，惟南海地區屬較低 OPI 值區域，

為弱的海氣交互作用區；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地區無雲系發展。 
 
 
 
 
 
 
 
 
 
 
 
 
 
 
 
 
 
 
 
 



 

  - 273 - 

 日期：2009/09/19(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強烈颱風彩雲(Choi-Wan)位於日本東南方；低壓位於長江中游向東緩慢前

進。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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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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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菲律賓西南側海域為較高的 OPI 值區，即有較

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有對流雲系持續發展。台灣海峽

為稍高 OPI 值區，紅外線衛星雲圖：有對流雲系在台灣海峽南部發展。 
 
 日期：2009/09/20(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北外海，緩慢向西南前進；中度颱風彩雲

(Choi-Wan)位於日本東側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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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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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巴士海峽附近地區少部分顯示較高的 OPI 值區，

即有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零星雲系在呂宋島附近海

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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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21(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北海域，向西南前進；低壓位於北韓東側海域，鋒

面向西南延伸至華中地區；高壓位於日本。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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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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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部分衛星資料缺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巴士海峽附近地區少部分顯

示較高的 OPI 值區，即有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零

星雲系在呂宋島附近海域發展。 
 
 日期：2009/09/22(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一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上，向西南西移動；另一低壓位於關島西南方；一

低壓位於日本北海往東北方向移動，鋒面帶由此向西南延伸至台灣北部外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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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 282 -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雖由部分衛星資料缺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巴士海峽附近地區少部

分顯示較高的 OPI 值區，即有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

零星雲系在呂宋島附近海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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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23(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一低壓由南海持續往西前進；另一低壓位於關島西方海面，緩慢朝西前進；

滯留鋒面由日本北海向西南延伸至長江出海口。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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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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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SSMI 衛星資料不足。 
 
 日期：2009/09/24(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位於南海上，朝西方前進；另一熱帶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外海

上，向西前進；高壓位於北韓上方，往西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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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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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SSMI 衛星資料不足，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海南島東部外海為較高 OPI
值區域，顯示其海氣交互作用較強；紅外線衛星雲圖：海南島東部外海

有對流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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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25(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外海上，持續向西前進；一熱帶低壓日本中

部南方外海，朝日本前進；一低壓位於中南半島。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 289 -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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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SSMI 衛星資料不足，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海南島東部及廣東外海為

較高 OPI 值區域，顯示其海氣交互作用較強；紅外線衛星雲圖：海南

島東部及廣東外海有對流雲系發展。 
 
 日期：2009/09/26(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低壓位於菲律賓呂宋島東側沿海上，持續向西前進；一熱帶低壓日本中

部南方外海，朝東北方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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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 292 -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除南海及菲律賓呂宋島東北沿海為較高 OPI
值分布區域，為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區域外，其餘台灣附近海域為較弱

OPI 值區，為較弱海氣交互作用區域；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除南海地

區雲系發展外，台灣附近海域並無明顯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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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27(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凱莎娜(Ketsana)位於菲律賓呂宋島西方海域上，持續向西移動：關

島東方海面有熱帶性低氣壓持續朝東前進。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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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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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南海地區為強海氣交互作用區(OPI>0.5)：紅外線

雲圖：颱風及其外圍環流雲系持續發展。 
 
 日期：2009/09/28(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一道滯留鋒面由日本北岸，向西南延伸至台灣北部海域；南海地區輕度颱風

凱莎娜(Ketsana)持續向西移動；關島東方海面有二個熱帶性低氣壓持續朝東

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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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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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周圍海域為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區

(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有零星雲系在台灣附近海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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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09/29(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滯留鋒面起自日本南方海面，向西延伸至台灣北部海面。原位於關島

東方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已於 29 日 8 時發展為輕度颱風芭瑪(Parma)。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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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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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台灣東北部及東部外海為較大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5)；衛星雲圖：對流雲系在此區域發展。 
 
 日期：2009/09/30(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滯留鋒起自韓國南方海面，向西南西延伸至台灣北部海面。輕度颱風凱莎娜

(Ketsana)在中南半島、芭瑪(Parma)位於關島西方海面、輕度颱風米勒(Melor)在
關島東方海面上。原為於韓國附近的高壓逐漸往東方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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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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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SSMI 資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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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1(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在東海南部海面，向東北東移動，此鋒面由此中心向西南延伸至台灣

北部海面；原位於中南半島的輕度颱風凱莎娜(Ketsana)已減弱為低壓持續往

西行進；原位於菲律賓東方外海域上的中度颱風芭瑪(Parma)已增強為強烈

颱風；關島東方海域的輕度颱風米勒(Melor)以增強為中度颱風；另一低氣

壓於關島西北方海面向西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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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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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南海地區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可知呈現較弱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5)，再由紅外線衛星雲圖可看出雲系至此的消散，不利於雲系的

發展。 
 
 日期：2009/10/2(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低氣壓於日本海向東北移動，鋒面由此中心向西南延伸至台灣北部；強烈颱

風芭碼(Parma)位於關島西方海面上；中度颱風米勒(Melor)位於關島東方海

面上；原位於關島西北方海面的低氣壓已納入強烈颱風芭瑪成為其外圍環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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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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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SSMI 衛星資料不足，但仍可有客觀潛力指數看出，南海地區為較弱的

海氣交互作用(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地區無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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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03(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強烈颱風芭瑪(Parma)位於巴士海峽東南方，其外圍環流已接觸台灣南部；

強烈颱風米勒(Melor)位於關島東北方外海上，向西北西前進；低氣壓位於

日本東北方海面，向東北移動，其滯留鋒面至此向西南延伸至琉球。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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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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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看出菲律賓呂宋島附近及台灣西南部外海皆屬較高的

OPI 值區，具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除颱風雲系外無

其它雲系。 
 
 日期：2009/10/04(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強烈颱風芭瑪(Parma)已減弱為中度颱風，位於台灣南部海域上；強烈颱

風米勒(Melor)位於關島西北方海面上，向西北西前進；滯留鋒起自日本東

方海面，向西南延伸至琉球海面；高氣壓位於蒙古，向東南東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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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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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可知，南海北部及呂宋島西側海域呈現高的 OPI
值區，為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強烈颱風芭瑪雲系持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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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05(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滯留鋒面帶由日本東方海面，向西延伸至琉球海面；高氣壓於中國大陸山

西，向東南移動；輕度颱風芭瑪(Parma)位於巴士海峽；強烈颱風米勒(Melor)
位於琉球東南方外海上。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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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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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SSMI 衛星資料不足，但仍可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看出台灣東北部及

東南部外海顯示較高的 OPI 值，即稍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

圖：台灣東北部海域有雲系帶發展。 
 
 日期：2009/10/6(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滯留鋒起自日本東方海面，向西延伸至日本南方海面；高氣壓在西伯利亞向

東南移動；強烈颱風米勒(Melor)在琉球東南方外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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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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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SSMI 衛星資料不足，但仍可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看出台灣東部外海

顯示較高的 OPI 值，即稍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除颱風

雲系外，無其他雲系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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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07(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中度颱風米勒(Melor)位於琉球東北東海面上；輕度颱風芭瑪(Parma)位於馬

尼拉北東方向；高氣壓位於東北，向東南移動；低氣壓在關島東南方海面，

向西緩慢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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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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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衛星觀測資料有部分缺失，不過仍可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中可見，米

勒颱風附近仍為較高的 OPI 值區，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及菲律賓呂宋

島東部外海也有小範圍強的海氣交互作用(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

除颱風雲系外，律賓呂宋島東部外海也有出現小範圍雲系。 
 
 日期：2009/10/08(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芭瑪(Parma)位於馬尼拉北北東方；輕度颱風米勒(Melor)位於東經

北北東方；高氣壓位於大陸東北，向東南移動；熱帶性低氣壓位於關島東北

方海面，向北緩慢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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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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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中可見，菲律賓西側海域有稍弱至稍強的海氣交

互作用(OPI~0.4.0.5)，其他地區大至皆為稍弱及弱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颱風雲系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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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9(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芭瑪(Parma)位於馬尼拉北北西方海面上；高氣壓位於蒙古，向東

南東移動；熱帶性低氣壓位於關島北方海面，向北移動，有發展為輕度颱風

的趨勢；低氣壓位於日本東方海面，向東北東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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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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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菲律賓西方海面及南海南側屬較高的 OPI

值區，強的海氣交互作用，此海氣交互作用可由紅外線衛星雲圖中可觀

察出，輕颱芭瑪的雲系有增長的趨勢。 
 
 日期：2009/10/10(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芭瑪(Parma)馬尼拉西北方；原位於關島北方海面的熱帶性低壓已

發展為輕度颱風伯尼(Nepartak)，目前位於硫磺島南南東方之海面上；高氣

壓中心位於蒙古，向東南東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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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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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菲律賓西側海域及台灣東北部外海為強的

海氣交互作用(OPI>0.5)，其他地區皆為弱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

雲圖：除輕颱芭瑪雲系外，台灣東部地區也有雲系發展。 
 
 
 
 
 
 
 



 

  - 328 - 

 
 日期：2009/10/11(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芭瑪(Parma)位於海口東南方海面上；輕度颱風伯尼(Nepartak)位於

硫磺島南南東方海面上；高氣壓位於黃海，向東南東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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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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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衛星資料有缺失，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可見台灣東北部也有稍強的海

氣交互作用(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輕颱芭瑪略有增強並向西前

進，台灣東北部有雲系滯留。 
 
 日期：2009/10/12(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芭瑪(Parma)位於海南島；輕度颱風伯尼(Nepartak)位於硫磺島南南

東方海面上；高氣壓位於黃海，向東南東移動；高氣壓位於日本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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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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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部分衛星資料缺失，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海南島附近海域有稍

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台灣東北部海域也同時顯示稍強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輕颱芭瑪有滯留及稍微發展的現象，台

灣東北部的雲系也有滯留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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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13(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芭瑪(Parma)位於海口西方海面；輕度颱風伯尼(Nepartak)位於硫磺

島東北東方海面上；低氣壓位於菲律賓東側海域，向西前進；高氣壓位於蒙

古，向東南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 334 -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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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衛星資料有部分缺失，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中得知，菲律賓東側海域

顯示較高的 OPI 值區，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反應；紅外線衛星雲圖：除菲

律賓低壓雲系外，無其它雲系發展。 
 
 日期：2009/10/14(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芭瑪(Parma)位於海口西北西海面上；熱帶性低氣壓位於關島東南

東方海面上，向西移動；低氣壓位於菲律賓，向西北西移動；高氣壓位於山

西，向東南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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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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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有部分衛星資料缺失，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看出，菲律賓東側海域有

強的海氣交互作用(OPI>0.5)，海南島西側海域及台灣東北部外海皆顯示

稍弱的海氣交互作用(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位於菲律賓知低壓有

持續發展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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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15(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熱帶性低氣壓位於關島南方海面，向西移動，有發展成輕度颱風的趨勢；高

氣壓位於江蘇，向東南東移動；熱帶性低氣壓位於越南，向西緩慢移動；低

氣壓位於南沙島海面，向西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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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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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可見，南海地區及菲律賓東側零星地區為較高的

OPI 值區，為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另外位於台灣東北部外海有顯示較

低的 OPI 值區，稍弱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觀察：南海及菲

律賓東側海域皆有雲系逐漸發展，台灣東北部外海有雲系滯留。 
 
 日期：2009/10/16(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本位於關島南方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已發展成為輕度颱風盧碧(Lupit)，
目前位於關島西方海面上；高氣壓位於東海北部海面，向東移動；低氣壓位

於南沙島海面，向西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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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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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中顯示：南海地區、菲律賓北部海域及菲律賓東

部外海有強的海氣交互作用(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南海低壓雲

系逐漸發展，菲律賓呂宋島北部海域雲系有滯留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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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17(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輕度颱風盧碧(Lupit)已發展成為中度颱風，目前位於馬尼拉東方海面上；

原位於南沙島海面的低氣壓已發展成為熱帶性低壓，且目前位於南沙島海面

向西移動；高氣壓位於湖北向東移動；低氣壓位於北韓東北部，滯留鋒面自

此向南延伸至台灣東部外海。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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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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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南海地區及台灣東北部海域有零星稍強的

海氣交互作用(OPI>0.5)，菲律賓東側海域有稍弱至稍強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4.0.5)；此現象皆可由紅外線衛星雲圖觀察得知。 
 
 日期：2009/10/18(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中度颱風盧碧(Lupit)目前位於馬尼拉東北東方海面上，熱帶性低氣壓位於中

西沙島海面上，緩慢向西移動；高氣壓位於東海南部海面，向東緩慢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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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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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部分衛星資料缺失，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菲律賓東側外海、菲

律賓呂宋島西北部海域和台灣東北部海域有強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菲律賓呂宋島附近皆有零星雲系發展，台

灣東北部海域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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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19(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位於馬尼拉東北東方海面上的中度颱風盧碧(Lupit)已增強為強烈颱風，目

前位於馬尼拉東北東方海面上；熱帶性低氣壓位於中西沙島海面，向西移

動；高氣壓位於琉球海面，向東北東緩慢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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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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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強烈颱風盧碧顯示有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5)，熱帶性低氣壓也顯示有稍強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

圖中觀察：除颱風及低壓雲系外，無其他雲系發展。 
 
 日期：2009/10/20(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強烈颱風盧碧(Lupit)目前位於馬尼拉東北方海面上；熱帶性低氣壓位於中西

沙島海面，向西移動；高氣壓位於花鳥山海面，向東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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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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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菲律賓呂宋島東側外海屬較高的 OPI 值區，

為強的海氣交互作用，台灣東部海面皆有稍弱至稍強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4.0.5)；紅外線衛星雲圖觀察：除颱風雲系外，無其他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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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21(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強烈颱風盧碧(Lupit)已減弱為中度颱風，目前位於馬尼拉東北方；熱帶性

低氣壓位於中西沙島海面，向西移動；高氣壓位於東海，向東北東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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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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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有部分衛星資料缺失，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知，菲律賓呂宋島東北部

海面、台灣東北部外海及海南島東側海域顯示屬較高的 OPI 值區，較強

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觀察：除颱風雲系外，海南島東側海

域之雲系同樣略有發展的現象。 
 
 日期：2009/10/22(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中颱風盧碧(Lupit)位於鵝孿鼻東南方海面上；高氣壓位於朝鮮半島，向東移

動；低氣壓位於海南島南方海域；高氣壓位於黃河中遊一帶，向東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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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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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衛星資料有部分資料缺失，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中看出，菲律賓東側

海域、台灣東北部外海及海南島東側海域有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除颱風及低壓雲系外，無其它雲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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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23(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中度颱風盧碧(Lupit)位於鵝孿鼻東南方海面上；高氣壓位於日本，並向東移 
  動；高氣壓位於黃河中游一帶，向東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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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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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有部分衛星資料缺失，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可知，菲律賓呂宋島東側

沿海部、台灣東北部外海及海南島南海一帶有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觀察：台灣東北部一帶有雲系帶增強，海南

島及南海一帶的雲系也有增強的現象。 
 
 日期：2009/10/24(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盧碧(Lupit)位於台灣東南部海面；高氣壓位於日本北部西北方外

海，向東南東移動；低氣壓位於長江中游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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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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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中顯示：台灣東南東沿海一帶皆顯示稍強的海氣

交互作用，台灣東北部一帶及南海顯示屬較高的 OPI 值區，較強的海

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東北部有雲系持續發展，位於海南

島的雲系也有持續發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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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25(日)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盧碧(Lupit)位於琉球一帶；高氣壓位於日本北部，向東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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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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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琉球一帶有較強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可觀察：輕度颱風盧碧滯留及外圍雲系發展。 
 
 日期：2009/10/26(一)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輕度颱風盧碧(Lupit)位於日本南部南方海面一帶；高氣壓位於日本北部，向

東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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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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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得知，台灣東北部外海及西南部沿海有稍強

的海氣交互作用(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東北部沒有明顯的雲

系發展，東北部外海稍有些雲系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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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27(二)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高氣壓位於浙江，向東移動；熱帶性低氣壓位於關島東方海面，向西北西移

動，有發展為輕度颱風的趨勢。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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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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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由地面天氣圖可見，高氣壓位於華中沿海一帶，較為穩定的天氣狀況，

再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大部分地區皆為較低 OPI 值區，為較弱的

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雲圖觀察得見：天氣系統穩定且沒有雲系之

發展。 
 
 日期：2009/10/28(三)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原在關島西北西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已發展成為輕度颱風，現已增強為中度

颱風米瑞內(Mirinae)；高氣壓位於韓國南方海面，向東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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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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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可見，除台灣東部外海為稍強的 OPI 值區外，其

他地區皆屬於較低的 OPI 值區，即為較弱的海氣交互作用；紅外線衛星

雲圖：海南島附近海域有些許薄雲漸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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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29(四)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中度颱風米瑞內(Mirinae)位於馬尼拉東方海面；高氣壓位於日本東方海面，

向東移動。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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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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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可見，南海地區顯示稍弱的海氣交互作用

(OPI<0.5)，台灣東部外海顯是稍強的海氣交互作用(OPI>0.5)；由紅外

線衛星雲圖：除颱風米瑞內發展外，無其它雲系發展。 
 
 日期：2009/10/30(五)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中度颱風米瑞內(Mirinae)位於馬尼拉東方海面。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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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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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台灣及菲律賓西北部海域呈現稍弱的海氣交

互作用(OPI<0.5)；紅外線衛星雲圖：台灣及菲律賓西北沿海皆無雲系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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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9/10/31(六) 
 地面天氣圖： 

 

 天氣概況： 
颱風米瑞內位於菲律賓；低氣壓位於黃河出海口，滯留鋒面自此想西南延伸

至長江中上游一帶。 
 

 各種海氣參數分布圖： 
 
 海面溫度 

 

 近海面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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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面空氣濕度 

 

 近海面風速 

 
 可感熱通量 

 

 潛熱通量 

 
 客觀潛力指數： 

 
 紅外線衛星雲圖 M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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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分析： 

 由客觀潛力指數分布圖顯示菲律賓沿海地區呈現較強的海氣交互作

用，而台灣沿海地區呈現稍弱的海氣交互作用(OPI<0.5)；紅外線衛星雲

圖觀察：台灣沿海地區的雲系逐漸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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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壤水分是氣象學和水文學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參數，也是全球

水迴圈中的重要成分，監測季節性覆蓋的範圍以及堆積和消融地帶，

對於理解全球水迴圈是十分必要的。依賴于氣溫升高的幅度以及流域

海拔高度，蒸散發量以及固態、液態降水的變化量是不同的。由於缺

乏不同尺度大範圍、高精度氣象及水文觀測資料，這一地區氣候變化

的時間和空間演變特點還不清楚，需要用新的科學手段加以研究解

決。地表土壤水分等參數是氣候及水文模型中的重要參數，而其中的

參數只是來自于傳統的點觀測的氣象站的資料，或者是理論上的經驗

參數值，因此這些模型的應用只涉及了有限的地區和相對簡單的系

統。然而對於氣象臺站的點數據，明顯的問題是離散點的氣象觀測和

資料的空間分佈與模型的尺度性不僅具有很大的不確定性，理論上的

經驗值往往來自一個很小的尺度範圍(NMP)或只有很低的空間尺度

(GCM)，而且這種方法繁瑣、耗資大。因此，傳統的方法很難在大範

圍、高效率和全過程地對氣候及水文模型中的重要參數進行常規測

量。 

台灣全區的土壤含水量目前雖無法立即由地面觀測取得，但可透

過氣象衛星之先進遙測技術及其觀測資料具備廣大覆蓋面之特性取

得最新之土壤含水量資訊。透過遙感求取土壤含水量的目前一般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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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方式反演，應用光學感測器計算土壤含水量較少。利用光學感測

器計算土壤含水量大多以計算出蒸發散量後，再根據蒸發散量與土壤

含水量之間關係推演而得，亦可利用考慮土壤因子與未考慮土壤因子

之植生指標反演而得。其中，MODIS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又稱中尺度影像光譜儀，密集觀測地表，一天過境

達四次、且擁有 36 光譜波段，對於地表光譜變化相當敏感，原始設

計用途即為監測地表生物、物理現象，並利用以建立長期觀測資料

庫，供後續各領域分析研究之用。近年來 MODIS[1,2,3]已能提供一定

精度上的蒸發散資料，再配合整合蒸發散資料改善預測逕流的方式，

利用蒸發散資料可取得土壤含水狀況。綜上，若能使用 MODIS 衛星

資料來獲取土壤含水量，配合地面氣象站降水資料進一步在空間及時

間上分析台灣地區降水量及土壤含水量之交互關係，必能對土石流防

災或預警提供一定程度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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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目的與工作項目 

1.1 計畫目的 

本計畫目的為配合中央氣象局接收之 MODIS 衛星資料進行地表

土壤含水量之演算並分析台灣地區的各時間分佈，透過逕流分析及水

平衡關係進而開發遙測觀測土壤含水量與降水量關係。 

有鑑於目前土壤含水量在台灣地區的監測只限制於部份特定地

區(經濟部水利署設置於石門水庫及曾文水庫集水區，共 15 站)，本

計畫目標以 MODIS 光學衛星資料配合台灣土壤分佈特性來推演全台

灣土壤含水量，再利用中央氣象局降雨量觀測資料配合類神經網路

（neural network）方法建立相互關係，以利推求降雨量與土壤含水

量兩者關係式。 

預期可完成分析台灣地區土壤含水量的時間變化，MODIS 衛星

影像獲取與處理土壤含水量估算(Soil Moisture)，並針對所得結果進行

衛星影像準確度與相關統計量分析，將資料輸出與地面測站降水資料

整合，提供各項相關資訊，並建構一完整演算流程。 



中央氣象局「衛星遙測台灣地區土壤含水量與降雨量之研究」                    成果報告書 
 

    國立中央大學通訊系統研究中心 

4 

1.2 工作項目 

本計畫應用 MODIS 衛星感測器觀測資料並結合中央氣象局之氣

象觀測站觀測資料，以中央氣象局為資料運行、處理，中央大學為研

發所需相關技術，以獲取數個可有效涵蓋空間變異之重要觀測參數，

如地表溫度、蒸發量與測試應用遙測資料獲取實際土壤含水量之可行

性，建構一資料接收處理之演算流程，再配合整合地面降雨觀測探討

台灣地區降雨入滲行為及降雨和未飽和層含水量變化之關係，提供防

災單位必要資訊。 

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利用 MODIS 衛星資料進行地表土壤含水量演算 

(2)分析台灣地區土壤含水量的時間分佈圖 

(3)導出土壤含水量與降雨量的關係式 

(4)提出技術文件及資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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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2.1 蒸發散量計算 

透過 MODIS 推演蒸發散及土壤含水量等水文參數能反映出地表

水勢的變異情形，透過地溫、蒸發散、土壤含水量等水文及地文產品

的應用分析，能藉此反應台灣地區多元地物、地貌型態的水文概況，

以及在時序上的變遷情形，提升水文產品在水資源規劃等相關決策的

應用價值。本計畫首先利用 MODIS 估算蒸發散比後，在配合台灣地

區飽和土壤水含量分佈圖帶入此演算法來計算土壤含水量。關於地

溫、蒸發散比、蒸發散量估算方法，由圖 1 表示。 

圖 1 MODIS 演算蒸發散量流程 

蒸發散係指地表上水份轉變成大氣水汽之歷程，其中包含河川、

海洋、祼露土壤以及植物表面等液態水之蒸發現象，以及經由植物根

系吸收水份，而後於葉面散失之蒸散現象，故各地貌類別呈現出不同

程度的蒸發或蒸散機制，在陸域系統的水文(降雨、逕流、入滲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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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情形)及能量(可感熱、潛熱能量分配)收支平衡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並間接的影響植生生長及全球碳循環系統的動態平衡。本計畫蒸發散

量估算主要採用 MODIS 觀測資料進行蒸發散比演算，此方法源自於

Nemani et al.(1989)，藉由地表輻射熱與植生指標的關係 (VI-Ts 

Diagram)，量化地表蒸發阻抗，推導地表可感熱(sensible heat)與潛熱

(latent heat)的能量分配情形，而蒸發散比演算主要基於雙來源線性模

型(two-source linear model)的假設，亦即陸域系統上的蒸發散比為植

生區域及裸土區域蒸發散比的線性組合(Nishida et al, 2003)。MODIS

演算蒸發散量輸入參數如下： 

 Radiance (MOD02) (MYD02)–MODIS level 1B 等級資料，包含已

進行幾何及輻射校正的 36 波段輻射值資料(W/m2-sr)；藉由太陽

入射輻射(solar irradiance)觀測值，可演算 1-19 及 26 波段的反射

率(Reflectance)。其中 MOD 及 MYD 分別為 Terra MODIS 及 Aqua 

MODIS 的縮寫，02 則為產品代碼。 

 Geolocation (MOD03)-- Geolocation Dataset 包含每一公里網格的

拍攝高程、太陽與衛星天頂角及方位角、以及大地座標等資訊，

藉由衛星載具所處高度及軌道位置、儀器感測、以及數值高程模

型所推得，此產品提供 Level 1B 及 Level 2 等級資料處理所需的

空間幾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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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ospheric Profile (MOD07) --大氣剖面產品包含臭氧含量、大

氣穩定性、溫度及溼度剖面、以及水氣含量等參數，藉由衛星所

處軌道位置與地表間的大氣柱觀測，取得此大氣剖面資訊。 

 Snow Cover (MOD10) 雪覆蓋--雪覆蓋產品包含雪覆蓋比例、雪

地反照率等資訊，可作為氣象研究及水文模式輸入參數，或與全

球循環模型(GCM)模擬資料進行比對驗證。 

 Cloud Mask (MOD35) --雲層遮蔽產品提供衛星與觀測地表間的

雲覆蓋情形，包含 MODIS 19 個光譜波段對於每一公里網格資料

的測試結果，可作為衛星遙測資料反演地表參數所需的篩選依

據。 

 Land Cover (MOD12) --地表覆蓋產品包含全球地表覆蓋型態分

類以及季節性變化 (global land cover dynamics)，作為地表溫度、

蒸發散量、植生量等地表參數演算所需的地表屬性資料。 

 Bidirectional Reflectance Distribution Function, BRDF/Albedo 

(MOD43)--MODIS 雙向反射分配函數/反照率產品提供地表非均

向性的反射輻射資訊，為地球系統能量收支模擬中重要的輸入參

數，藉由晴空狀況下經大氣輻射校正的地表反射率資料、以及

BRDF 模型推演而得，並作為 MODIS 演算地表覆蓋及地表溫度

所需的上游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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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 Emissivity (MOD11) -- 地表溫度

推演採用分裂視窗法(split window)，藉由第 31 及 32 熱紅外光波

段對大氣水氣吸收影響的特性不同，經由兩波段亮溫進行線性混

合，消除或降低水氣的影響，並配合衛星觀測角度以及地表發射

率，求取出地表溫度，作為蒸發散量演算所需的輸入資訊。詳細

地溫計算過程請參考附錄 A。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MOD13) --常態化

差異植生指標反映出地表植生生理特徵，其變化則受到植物水

勢、外在生長環境的影響，在 MODIS 蒸發散演算中作為溫暖邊

界求取以及植生比例演算所需的輸入參數，並提供乾旱指標研究

所需的植生健康資訊。 

 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 數值地型模型提供地表高程資訊，

為蒸發散量演算及水文資料分析所需資料，以農林航空測量所測

製全台 40*40m 解析度數值地型模型進行分析。 

 Evapotranspiration, ET-蒸發散量包含地表上所有液態或固態水轉

變成大氣中水汽之歷程，亦即蒸發及蒸散機制，在本計畫中蒸發

散的推演主要以能量收支平衡觀點，藉由地表輻射熱與植生指標

的關係，量化地表蒸發阻抗，推導地表可感熱(sensible heat)與潛

熱(latent heat)的能量分配情形；Evapotranspiration Fraction, EF 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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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散比則為實際蒸發散(Actual ET)與潛勢蒸發散量的比值。 

在估算蒸發散量時，由於其本身包含了可用能量，因此透過引入

與地表特性相關的蒸發散指數因子，將可比較容易估算與代表該地表

特性的蒸發散效應。蒸發散比率(Evaporation Fraction, EF )即為一種

蒸發散指數，以下是 EF 的定義： 

                  QETEF /≡                        (1) 

上式中ET 為蒸發散量，Q 則是可用能量（Available Energy），單

位為 W m-2。Q 能以可感熱（Sensible Heat, H ），單位為 W m-2，或潛

熱（Latent Heat, ET ），單位為 W m-2，形式被轉換至大氣中，EF 、Q

與H 的關係式如下 

                  ETHQ +≡                        (2) 

 根據能量守恆，Q 亦可描述為淨輻射量（ nR ，單位為 W m-2）與

土壤熱通量（G ，單位為 W m-2）的差值 

                  GRQ n −=                         (3) 

在討論蒸發散量時，亦可用潛勢蒸發散量（Potential Evaporation, 

簡稱 PET）作為蒸發散指數，PET 代表在某氣候與地表條件下所能

達到的最大ET值。雖然有許多類型的PET已被提出，但Penman’s PET

（PETPM）與 Priestley and Taylor’s PET（PETPT） [Priestley and Taylor，

1972] 這兩種形式的 PET 最被大家接受，其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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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δ

ρΔ
+

−+
≡ ap

PM

reeCQ
PET

/)( *

                 (4) 

                 QPET PT γδ
δα
+

≡                       (5) 

在(4)及(5)方程式中 

Δ：飽和水氣壓隨溫度變化的梯度（Pa K-1） 

γ：濕度常數（Pa K-1） 

ρ：空氣密度（kg m-3）(kg m-3) 

pC ：固定壓力下的空氣比熱（J kg-1K-1） 

e*：空氣溫度下的飽和蒸氣壓（Pa） 

e：大氣蒸氣壓（Pa） 

ra：空氣動力阻抗（s m-1） 

e*-e： VPD，蒸氣壓差（Pa） 

α：Priestley-Taylor’s 參數，建議值 1.26  [e.g., De Bruin, 1983] 

由於 PET 與 Q 都能表示 ET 的參考上限，可用來標準化 ET 的強

度，所以也有許多研究利用 ET / PET 的比值取代 EF，如 Granger and 

Gray [1989]使用 ET / PETPM 的關係建立 ET 與水氣壓差（Vapor 

Pressure Deficit, 簡稱 VPD）的關係；Choudhury et al . [1994] 使用 ET 

/ PETPT建立植生指數（VI）與 ET 的關係；Jiang and Islam [2001] 則

利用 PETPT當作 ET 的標準化因子。不過因為 PET 與許多氣象參數相

關，如溫度，VPD，跟風速。就算得到準確 PT / PET 的值，也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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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上述地面氣象參數下轉換成 ET，這是為什麼在演算法中用 EF

的主要原因。 

根據式子(5)，ET、PETPT與 EF 的關係為 

                EF
PET

ET

PT Δ
+Δ

=
α

γ                     (6) 

因為 Δ與 γ主要取決於溫度，當有溫度的資料時 EF 可用此式轉

換成 ET / PETPT。依據 Brutsaert and Stricker [1979] 所述，ET、PETPT

與 PETPM的關係式為 

               PTPM PETPETET 2=+                    (7) 

透過式子（5）與（6）可得到 PETPM、ET 與 EF 的關係式如下 

              
EF

EF
PET

ET

PM )(2
)(
γα

γ
+Δ−Δ

+Δ
=                  (8) 

在蒸發散演算法中，蒸發散比計算採用雙線性來源法。先將蒸發

散分為植被蒸發散（ETveg）以及裸露土蒸發散（ETbare）兩種，另外

描述兩者比例關係則使用介於 0-1 之間的植被覆蓋率（fveg）表示，下

標 soil 與 veg 分別表示裸露土與植被。假設忽略兩者之間能量轉換的

耦合效應，則蒸發散模型將如下式所述： 

                       soilvegvegveg ETfETfET )1( −+=                  (9) 

根據式子(5)可把 ETveg與 ETsoil做以下代換 

                      vegvegveg EFQET =                         (10) 

                      soilsoilsoil EFQET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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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0)、(11)帶入(9)可得到 

              soil
soil

vegveg
veg

veg EF
Q

Q
fEF

Q
Q

f
Q
ETEF )1( −+==          (12) 

(12)中的 EFveg、EFsoil、與 fveg為最重要的變數，稱為核心變數。

估計這三個參數大部分的式子就算有輔助資料都不能做更改。估計核

心變數的時候還需要其他的參數做運算，像是大氣溫度，風速，入射

輻射等，這些變數稱為基本變數，可由其他的資料來源提供，在附錄

A 中會說明詳細的求法。求得蒸發散比再已瞬時蒸發散演算日累積蒸

發散基本理論進行估算日累積蒸發散量；MODIS 衛星觀測資料屬於

一種地表瞬時信息，由此反演的參數以及估算的輻射和熱通量，也只

是代表瞬間的狀態，而生態、水文及水資源等領域研究採取的時間多

以「天」以上的時段來計算；因此將瞬時擴展至長時間(24 小時)累積

值尤為關鍵。Jackson 等(1973)提出由時間上擴展的方法，其基本方法

是對地表能量平衡方程做 24 小時分種，忽略土壤熱通量。Seguin 等

(1983)透過地表(田野)實際觀測數據來進行驗證，該方法在水份充

足，沒有平流影響的大面積觀測數據中估算的結果精度非常高。其方

法最大優點為只需要中午一次的熱紅外溫度觀測就可以計算整天的

蒸發散量，非常適於大範圍觀測應用，尤其是在只需要知道蒸發散量

相對分布，在絕對精度要求不高的情況下。Jackson 的方法假定晴天

瞬間太陽輻射與正午太陽輻射呈一正弦曲線關係存在，爾後又可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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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瞬時蒸發散量與整天累積蒸發散量也呈一正弦曲線關係。假設蒸

發散比不變的條件下，能量通量組成的相對比例在白天穩定不變，以

能量平衡的觀點來描述，可表示如下式(13) 

ER
F
E

F
E

d

d =
λ

=
λ

                      (13) 

其中 dEλ 為白天累積蒸發散量， dF 為白天累積蒸發散量之某分

量， Eλ 為瞬時蒸發速率，F 為瞬時能量通量，ER為蒸發通量比率，

式中的 F 取為有效能量（ nR G− ），其中 nR 為日淨輻射通量，G 為土壤

熱通量時，ER即為蒸發散比EF。 

由於夜間蒸發很小，或為負值（有凝結發生），能量通量的各分

量在夜間很不穩定，所以ER在夜間的變化也很不穩定，所以此計算

方法只適用白天的蒸發散量。在實際計算中，夜間的蒸發往往被忽

略，不過對於長期的計算而言，每天的誤差不會對其他天產生影響，

這種誤差不是累積性的。 

利用蒸發比法的關鍵是日通量 dF 的計算，也就是日總有效能量

（ nR G− ）的計算，其中日淨輻射通量分為入射、出射長波輻射通量

及入射、出射短波輻射通量。 

一般來說，可用能量是由入射的短波輻射 Rd、出射的短波輻射

Ru、入射的長波輻射 Ld、出射的長波幅射 Lu以及土壤熱通量 G 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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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透過各參數計算代入(13)式（蒸發比法假設），可以由一個或多

個瞬時的蒸發散速率來求得白天累積蒸發散量。圖2為2008年及2009

年蒸發散量參數演算成果。 

   
(a)2008/1/5 (b)2008/2/17 (c)2008/3/27 (d)2008/4/6 (e)2008/5/12 (f)2008/6/10 

   
(g)2008/7/24 (h)2008/8/26 (i)2008/9/24 (j)2008/10/23 (k)2008/11/29 (l)2008/12/11 

   
(m)2009/1/16 (n)2009/2/13 (o)2009/3/17 (p)2009/4/11 (q) 2009/5/10  

圖 2 蒸發散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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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壤含水量計算 

土壤含水量(soil moisture)控制了降雨時，土壤部份可吸收的水量

多寡，亦控制了逕流大小，為提供土石流及洪水預報之重要參數之

一。然土壤含水量由於測定不易，資料常由少數點資料經由各統計方

式推估而成，藉由少數單站的土壤含水量測定，配合利用遙感探測可

獲取區域尺度支土壤含水量變化梯度情形，可增加土壤含水量變化分

布之信度，亦可使水文收支、逕流計算更為準確。本計畫目的即為應

用 MODIS 遙測資料計算土壤含水量梯度分布狀況，可與地面降水觀

測相互配合，探討其相互關係。土壤含水量計算利用熱波段計算土壤

含水量可計算其白天晚上溫度差異，由於熱慣性(Thermal Inertia)作

用，若溫度差較小，土壤含水量較大，溫度差較大，土壤含水量較小，

但會因當地土壤成分及土壤質地而異。 

土壤含水量在土壤的物理、生物、及化學過程上皆扮演重要角

色，透過土壤水分，土壤內的物質成分得以在不同剖面中進行傳播，

進而影響到土壤質地及酸鹼值，並決定了植生的種類及植生根系的發

展；在物理過程上，土壤含水量為水文循環的ㄧ部分，影響到降雨的

逕流、入滲、蒸發散作用，進而關係到土壤侵蝕及水災的發生，為提

供洪水預報的重要參數之一。以光學遙測資料演算土壤含水量，多透

過蒸發散量與土壤含水量之間關係進行推演求得，Bastiaanss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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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drapala(2003)提出一整合蒸發散資料改善預測逕流的方式，本計

畫透過 MODIS 演算蒸發散參數，並藉由土壤圖資的土壤質地資訊，

推演飽和土壤水含量，並配合經驗式演算土壤含水量參數。由

（Bastiaanssen & Chandrapala, 2003）提出一個整合蒸發散資料改善預

測逕流的方式，利用蒸發散資料取得土壤含水狀況，詳述如下。 

表面逕流應等於多餘降水加上土壤飽和含水，如下式： 

                 unsatp WSR Δ+=                      (14) 

其中，R 為表面逕流， pS  為多餘降水（多餘降水定義為 actp ETPS −= ，

P 為降水量， actET  為實際蒸發散量，其中 pS  單位為 cm）， unsatWΔ 反

應當時土壤含水飽和狀況，可定義為： 

         ( ) ( )∫∫ −Δ+=Δ
100

0

100

0
,, dztzdzttzWunsat θθ              (15) 

其中θ為單位體積土壤水含量，z(cm)為土壤深度，t(days)為時間。上

式中的土壤濕度由土壤表面向下積到 100cm 處，以計算到植被的根

區。一般認知林木根系生長超過 100cm，但 100cm 可視為平均值使

用。由於應用遙測技術無法確知土壤深度，(15)式便可簡化成為： 

         ( ) ( )100100 tttW avgavgunsat θθ −+= ΔΔ                (16) 

其中 avgθ 為 0~100cm 的平均土壤水含量。因此，只要能夠求取 avgθ ，

就可以進一步利用蒸發散資料增進表面逕流預測能力。求取方法如下  

        ( )[ ]
⎭
⎬
⎫

⎩
⎨
⎧ −+

=
421.0

28.1/exp
51.0

HETETsat
avg

θ
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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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atθ ( 33 −cmcm  )為飽和土壤水含量，依不同土壤質地而異、 為蒸

發散量、 為潛熱， 即為可用能量，比值 可視為一新參數『蒸發散

比，Evaporation Fraction』。此方法是採用水文平衡方法但仍建構在水

平衡中潛熱分離的基礎上為一半經驗式，其中飽和土壤水含量必須通

過土壤成份圖經過計算所率定。 

   
(a) 2008/1/5 (b)2008/2/17 (c)2008/3/27 (d)2008/4/6 (e)2008/5/12 (f)2008/6/10 

   
(g)2008/7/24 (h)2008/8/26 (i)2008/9/24 (j)2008/10/23 (k)2008/11/29 (l)2008/12/11 

   
(m)2009/1/16 (n)2009/2/13 (o)2009/3/17 (p)2009/4/11 (q)2009/5/10  

圖 3 土壤含水量參數演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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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成果 

水是地球生物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之一，以整個地球系統而言，

水所佔的質量相當的少。其中約有 97%留在海洋中，其餘的 3%大部

份儲存於冰河與冰層之中( 75% )，地下水約佔 24%，其餘的 1%則分

別存在於湖泊( 20% )，河流( 20% )，土壤( 38% )，大氣( 22% )。若扣

除冰層中的含水量，可供使用的最大淡水量不到總量的 0.8%。整體

而言，大氣所含水量只佔了可用水量的 0.35%。但是這微小的量，卻

是大氣中形成雲及降水的主要來源，而且對氣候變化有相當顯著的影

響。水在海洋、大氣、陸地三大「儲存槽」之間移動，大氣中水汽的

主要來源是地表土壤、水體的蒸發及植物的蒸散作用。在大氣中，水

汽被大氣環流所傳送，凝結成液態或固態水形成雲，在適當狀況下，

降至地面，成為降水，是大氣水汽含量的匯（sink）。在降水過程中，

大部分的水滴或冰晶，再度蒸發成為氣態水，只有少數較大的水滴或

冰晶，降至地面。因此，許多水汽仍留在大氣中未被利用。降水則貯

於湖泊、高山積雪、土壤之中，部份成為地下水，部份為生物吸收利

用，剩餘則逕流入海。水之所以可以被永續利用，完全拜水循環之賜。

如果水循環中的任一環結有所變化，勢必影響整體水循環的運作。 

本計畫探討台灣地區降雨入滲行為及降雨和土壤未飽和層含水

量變化之關係。先期研究透過遙測資料推算出來土壤含水量可具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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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豐枯時期之土壤含水量變化範圍及植生指數 NDVI 等資料，再透過

類神經網路建立其相互關係。在未來如能配合氣象局降雨預報，即能

輔助及改善在土石流防災預警上之精度。 

3.1 土壤含水量特性分析 

3.1.1 土壤含水量資料分析-空間分佈(高度變化) 

土壤含水量反應地面水勢狀況，控制降雨逕流、入滲、及土壤內

根系的水分吸收，進而影響植生蒸散作用，為水文平衡分析的重要參

數；透過與數值地形模型的套疊分析，能呈現不同海拔高度的土壤水

勢狀況，圖 4 為 2009/1/16 Terra MODIS 土壤含水量圖資(像元大小為

1 平方公里)，顯示與蒸發散量高度變化近似的變遷趨勢，高含水土壤

主要位於麓山地區，尤以中西部低、中海拔山區較為明顯，整體而言，

平地及低海拔區域由於土地利用複雜，土壤水分變異較大，低中海拔

山區則由於森林植生的分層阻斷效應，對土壤產生保濕作用，且中海

拔山區為主要的雲霧帶地區，故土壤含水量隨高度上升而逐漸向上提

升，但在高海拔山區，受到土壤弱育、有機腐質層較少、較強的風場

動力、及地形坡度對地表逕流產生的影響，土壤水分與高度間呈現反

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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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土壤含水量高程變化 

3.1.2 土壤含水量資料分析-時間分佈(各地表覆蓋土壤含水量時續性

變化) 

此小節中同時探討不同時間下各地物土壤含水量變化情形；透過

持續的土壤水分資料分析，並針對主要地貌進行探討，能呈現季節性

的土壤水勢變遷，圖 5 為以 2008 年各月份最佳晴空影像(1/5、2/17、

3/27、4/6、5/12、6/10、7/24、8/26、9/24、10/23、11/29、12/11)演算

的土壤含水量資料，配合分類圖資選取闊葉林(bf)、針葉林(nf)、作物

區(cr)、及都市(ur)等地貌均質測區(表 1)，進行土壤水份的時序性分

析，顯示建地類別保持較低的土壤含水，以及較小的季節性變異，而

植生區域的季節性變化較為明顯，冬季的土壤水份普遍較低，在各類

別中，闊葉林地具有較高的土壤水分，高海拔針葉林及平地作物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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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較低，其中作物區的變異狀況反映出西部地區二期作物的土壤含

水情形，天然林地的變異情形則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表 1 土壤含水量分析測區 

 

 
圖 5 2008 年時序性土壤含水量變化 

3.2 降雨特性分析 

氣象異常主要藉由比較歷年降雨量，以評估實際降水的延遲情

形，本研究收集 2001-2008 年氣象局雨量站時雨量測點資料(圖 6)，

為方便分析周期變化，進行日雨量及 16 日累積雨量的加總(圖 7)，為

呈現空間上的雨量資訊，以反距加權法(Inverse-Distance Weighted 

method)，將點位資訊轉換為網格像元資料，以利於分析台灣地區降

雨特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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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央氣象局雨量站測點分佈 

降雨差異的研究設計指標藉由比較基期(各 16 日周期 2001-2007

年平均降雨量)及即期(2008 年)或特定年份的累積降雨資料，以影像

相減法分析其差異情形，並建立一簡易的分析指標以評估降雨短缺的

嚴重程度，在降雨差異指標的分析上，在此以±100mm 作為門檻值界

定(圖 8)，並將此差異量值線性指標化至 0-100 之間，以突顯降雨異

常的分布情形，圖 9(b)中東北部降雨差異指標較低的區域(暖色系)，

即為 2008 001 周期中呈現降雨量異常短少(相較於 2001-2007 年平均

值)的地區；此外，相較於植生指標較穩定緩慢的變化情形，地區性

或急劇性的降雨容易造成降雨差異指標的飽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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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降雨資料分析及降雨差異指標分析流程 

 

(a) (b) 
圖 8 (a)2008001 降雨量差異值機率分佈；(b)2008001 降雨差異指標機率分布 

 

  
(a) (b) 

圖 9 (a)2008001 與基期降雨量差異值；(b)2008001 降雨差異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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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降雨量資料分析-空間分佈 

台灣南北氣候大，且有中央山脈作為季風及災害天然屏障，其降

雨數據也因地區空間分佈有別。若能獲得精確之降雨空間分佈之輸

入，則將有助於分析及了解降雨與土壤含水量關係。 

透過蒐集 2001 至 2008 年(其中 2008 年至 9 月底)台灣地區中央

氣象局雨量資料，共約 340 至 380 站(期間有部份測站新增、汰舊)，

其各測站空間分佈位置關係如圖 6 所示，為 2008 年台灣地區降雨測

站分佈圖；將點狀分布測站氣候資料擴展為二維空間降雨分佈，圖

10 中觀察 2006 年 2007 年台灣地區累積雨量分佈圖。由降雨空間分

佈可得知由台灣地區的雨量分佈圖來看，台灣地區在 2006 及 2007 年

平均雨量在 2000 公釐以上，雨量甚多，但空間分佈不均勻，因受地

形影響，高山多於平地，東岸多於西岸。迎風山坡地可達 4000 公釐

以上。東部沿海各地年雨量自 1500 至 3000 公釐不等，其中東北部年

雨量可達 4000 公釐以上，而西部沿海則雨量較少。台中、南投山區

及嘉義、高雄、屏東一帶年雨量也可達 3000 公釐以上。南部是集中

式降雨型區域，而北部因有東北季風帶來的地形雨，所以雨季較長。

由歷史資料及降雨分佈可知台灣常見的天然災害，如土石流、山崩、

淹水…等，大部分都與降雨有關。 

藉由降雨量在空間分布及時間趨勢(年度間及季節性變化)的分

析，能較有效掌握氣象乾旱及降雨異常現象，圖 10 顯示 200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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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累積降水量分佈圖(2008 年為 1/1-9/30 累積雨量)，顯示東北部山

區及中央山脈南段西側山區有較高的雨量分布(圖 11)，2002-2003 年

雖整體降雨量較低，但在空間上仍呈現相似的分佈狀況。 

  

 

(a)2001 (b)2002 (c)2003 (d)2004  

  
(e)2005 (f)2006 (g)2007 (h)2008(1/1-9/30)  

圖 10 年累積降雨量 
 

 

圖 11 高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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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降雨量資料分析-時間分佈 

在台灣，降雨特性按月份而有明顯的差異，二月至四月是春雨、

五至六月是梅雨、七至九月是雷雨及颱風雨、十月至隔年一月是地形

雨。台灣雖然四季有雨，但降雨多半集中於二月至九月，主要由梅雨

及颱風所造成，如果梅雨不明顯或颱風不來，就會供水不足，甚至發

生乾旱。且台灣因為地形陡峭、河川湍急，全年將近百分之八十的雨

量都直接流入大海，使得雨水更不易保留。 

在季節性的降雨分佈變化上(以 2007 年每 16 日周期為例)，各地

區呈現迥然不同的降水時期 (圖 12)，東北部地區在十月至二月

(289-065)，桃竹苗山區在三月至七月(081-177)，以及中南部山區在五

至十月(129-273)呈現較高的降水分佈。縱觀以上，要從長時間分析找

出降雨性質或特性主要還必須考慮地球大尺度環流變異及颱風侵台

或豪大雨災害，時間上的變化分析實為不易。 

  
(a)001 (b)017 (c)033 (d)049 (e)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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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81 (g)097 (h)113 (i)129 (j)145 

  
(k)161 (l)177 (m)193 (n)209 (o)225 

  
(p)241 (q)257 (r)273 (s)289 (t)305 

 

 

 

(u)321 (v)337 (w)353   
圖 12 2007 年降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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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案例分析(颱風及乾旱) 

3.3.1 卡玫基颱風前後水文參數變化 

2008 年 7 月 15 日在菲律賓東北方近海形成的卡玫基

（KALMAEGI）颱風於 2008/7/16-19 侵襲台灣，受到颱風雨帶外圍

環流、西南氣流的綜合影響，造成山區及南部部份地區高達 900mm

的累積降雨，透過颱風近期的水文資料分析，呈現暴雨前後的土壤含

水變化狀況，由於 MODIS 光學波段受到雲層遮蔽的影響，在此僅呈

現颱風前 7/15，及颱風後 7/21、7/24 的晴空地表溫度及蒸發散量圖

資；圖 14 顯示颱風過後由於地表植被及土壤含水增加，受到水分熱

容及較高比熱的影響，造成地表減溫及發射熱輻射降低，故 7/21 相

較於颱風前 7/15 的地表溫度呈現些微降低的傾向，而 7/24 由於持續

輻射增溫效應，造成地表溫度的明顯上升；在蒸發散量方面，則大致

呈現與地表溫度相似的變遷情況(圖 13)，當溫度增加，蒸氣壓力差上

升，造成更多的地表及植生內部的水份藉由蒸發及蒸散作用而脫離為

水氣，地表能量以潛熱形式進行傳遞，故整體而言，颱風過後的地表

及土層含水並未迅速消散，透過持續的輻射增溫，在數日後蒸發散量

才呈現明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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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8/7/15 (b)2008/7/21 (c)2008/7/24  

圖 13 地表溫度 

  
(a)2008/7/15 (b) 2008/7/21 (c) 2008/7/24  

圖 14 蒸發散量 

3.3.2 2002 年乾旱案例水文參數比較 

2002 年由於春雨短少，造成台北及桃竹苗地區發生嚴重的乾旱

缺水現象，本計畫藉由比較乾旱年與非乾旱年(2001, 2008)同期的水

文參數，藉此分析水勢變異情形，圖 15 及 16 呈現不同年份間三月份

的土壤含水及蒸發散量，顯示 2002 乾旱年的水文參數較非乾旱年為

低，但其差異情形卻不甚顯著，此或許由於衛星推演資料主要仰賴單

日瞬時觀測資料，而乾旱為長期水文趨勢的反應，故以衛載觀測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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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乾旱災情，需要較長期的持續觀測，以分析其整體差異情形。 

 
(a)2001/3/24 (b)2002/3/12 (c)2008/3/27  

圖 15 土壤含水量 

  
(a)2001/3/24 (b)2002/3/12 (c)2008/3/27  

圖 16 日蒸發散量 

3.4 降雨量與土壤含水量關係 

降雨量與土壤含水量關係即討論水分的存在形式及運動狀態，導

循著物質守恆定律。對於自然地理系統來說，水分的輸出必然取決於

輸入和其在系統中的演化。水分在系統中的貯存和變化，從長時期和

大範圍來看，可以視為一常數，即水分的輸入和輸出之間有一種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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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系統本身愈穩定，這種關係就愈密切，處於一種「平衡」的

狀態。 

對於一個理想系統而言，從環境中向系統內輸入的水量，基本上

包括降水、深層地下水、及通過江河從另一系統過來的水量。如果僅

考慮一個單獨的流域時，僅取降水量作為輸入量即可。輸出的水量，

主要有陸地表面的蒸發（evaporation）和植物的蒸散（或稱為蒸騰）

（transpiration），這兩者在一般情況下統稱為系統的蒸發散

（evapotranspiration）。 

                 gr QQRETP +≡=−                        (18) 

P為降水量，ET 為蒸發散量， rQ 為江河浸流或入滲， gQ 為地表浸流

或入滲 

由此而建立的水分平衡方程，其基本形式為： 

降水量＝蒸發散量＋逕流量＋系統中水分貯存的變化量 

「水平衡」定義係指地表上某一區域，在一定時間內，水量收入

和支出的差額。以海洋而言，在一定時間內，海洋所收入的降水量和

逕流量，其總和與海洋所支出的蒸發量相同，各為 50.5 萬立方公里

而達到平衡；以陸地而言，陸地所支出的蒸發量與逕流量，其總和與

陸地所收入的降水量相同，各為 11.9 萬立方公里而達到平衡。全球

海陸降水量的總收入，亦與蒸發量的總支出保持平衡，各約為 5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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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方公里。儘管全球海陸保持水平衡，但不同地區，因位置、日照的

差異，使得水平衡會隨著時間、空間而有變化。一般而言，降水量與

蒸發量的差額即為逕流量，可反映一地水資源的豐缺。以全年而言，

除了澎湖之外，臺灣全島為降水量多於蒸發量的剩水區；但若以季節

為單位，則有時會有缺水時期，例如：臺灣西南沿海冬季降水量少於

蒸發量，常為缺水地區。 

水分平衡包括水分的收入和支出。地面的水分收入又與大氣中的

水汽來源及水汽含量(可降水量)密切相關。因此要了解一個地區的水

分資源，就必須計算這個地區大氣中的水汽源、水汽輸送量及水汽含

量。地面水分的支出又包括土壤的水分滲流、地面逕流和蒸發的水

量。掌握了一個地區水分的收支量，才可以進一步計算其乾濕狀況或

其相互關係。 

要精準確定一個地區的水分平衡是很困難的，因為除了降水量

外，其他的組成分量都沒有實測資料，蒸發皿觀測的蒸發量並不能代

表地面的實際蒸發散量。一般以公式計算來確定蒸發散量，計算的數

值是否精確取決於所用的公式優良與否。逕流量的計算主要靠水文站

在各主要河流觀測的流量所統計出來。另外，還有如地下水、固態水、

雲中水等物理過程與計算，都有待進一步研究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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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文分析與設計上，對於發生於一集水區之降雨與逕流間關係

之探討乃十分重要，有將集水區視為一系統，水文現象為經該系統所

發生之歷程，，於該分析中，可視降雨為該系統之輸入，經集水區之

種種水文程序，如入滲、蒸發、蒸散、截留、滲漏等，再由集水區之

水文站量測得之輸出即為出流量也就是逕流量，圖 17 為降雨逕流過

程示意圖。 

 
圖 17 降雨逕流過程 

水分平衡的各組成分量中，降水量是水分輸入的一個基本來源，

而它本身又受制於輸出的數量和大規模的水循環。降水量的變率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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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就一個地區來說，年際的變化及年內的分配都是不平均的。對

於降水量的判定，大都使用傳統的雨量計，但雨量計測到的與實際的

降水量常常有差異，特別因為風向、風力的大小、地形坡度等影響，

使這種差異更為顯著。水分平衡的組成分量中，蒸發及其機制一直是

研究水平衡中的焦點。蒸發對熱量平衡與水分平衡均具有極大的價值

和理論意義。目前，估算蒸發的方法很多，而且直接測定蒸發量的儀

器也在不斷發展。透過 MODIS 衛星資料根據一地各月的降水量與可

能蒸散量相比較，就可以明瞭缺水或剩水的情形：降水量大於可能蒸

散量，表示土壤充滿水分，是為剩水；相反者表示土壤內水分不夠植

物生長所需，是為缺水。 

土壤含水量控制了降雨時，土壤部份可吸收的水量多寡，亦控制

了逕流大小。由此可知，土壤含水量與降水關係必須透過土壤成份所

影響的入滲及逕流來描述其之間關係。要觀察降水量與土壤含水量的

關係，除了地物覆蓋及土壤特性外，一般必須考慮初始降水或前期連

續降水量。透過圖 17，降雨造成的土壤含水量變化非常複雜自然現

象，其過程需經過截留、窪蓄、地表逕流(ground runflow)、入滲、蒸

發散才會得到土壤含水量變化。探討水分入滲方面，Horton 提出的單

位歷線法模式中的入滲常數 會隨著初始水分含量增加，而有增大的

趨勢。Horton(1939)所提出的入滲概念模式進行土壤初始含水量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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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行為探討。由 Horton 入滲模式，可知該模式具有三個參數： cf 為

平衡(穩定)入滲率)mm/hr)； 0f 為初始入滲率(mm/hr)；k 是入滲常數。

此入滲常數因土壤特性或初始條件不同而有不同之常數值。 

             ( ) ( ) kt
cc effftf −−+= 0                        (18) 

經由入滲實測值與時間變化之數據，可反求出入滲常數 。此模

式中入滲量會隨時間呈指數遞減且會趨向飽和。 

若土壤入滲超過飽和即會產生地表逕流(surface runoff)而排入河

川中，常為廣用的逕流係數即為地表面逕流量與該時間內總降雨量之

比值。逕流係數之大小與(1)地表特性，(2)地表坡度，(3)地表蓄水量，

(4)土壤飽和程度及(5)降雨強度延時有關(王如意、易任，1982)。許多

學者已經證明在逕流方面，逕流係數(runoff coefficient)和逕流曲線值

(curve number，CN)不論在何種土壤，較高的初始含水量，均有較大

的值。 

[31]提出 SCS-CN(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美國土壤保持局 - 

Curve Number)模式或現稱 NRCS-CN)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Service - Curve Number)中對於各水文過程有較完整的描述。 

 

土壤最大含水量 

由 SCS 所發展的曲線號碼(CN)法，依土壤類別、土地利用(Land use)、

水文條件等定出 CN 值，配合(19 式)可得土壤最大含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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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5400
−=

CN
S                        (19) 

截留、窪蓄 

SCS-CN 法中，λ一般使用 0.2 

                     SI a λ=                             (20) 

aI 為初始(前期)扣除量，即由地表蓄水(窪蓄)截留和滲漏所構成的；S

為土壤潛勢最大飽和量。 

有效雨量(逕流) 

降雨經過截留、窪蓄、入滲及蒸發散後，多餘的雨量才會轉換逕流；

有效雨量 SCS-CN 法[31]中提到透過水平衡計算有效降雨量 

( )
SIP

IPP
a

a
e +−

−
=

2

                       (21) 

P：實際降雨量、 eP ：有效降雨量(浸流) S 為土壤含水量 

地表逕流 

通過單位歷線法的時間項(18 式)替換成水份含量因子 

( ) ( )
s

ts
cc S

SS
ffftf

−
−+= 0                 (22) 

sS 為土壤飽和含水量(mm)， tS 為時間 t 時之土壤含水量(mm)。 

透過上述入滲及逕流來描述降雨後之水平衡種種過程之間關係，能進

一步瞭解降雨與土壤含水之關係。 

    然而要精準建立降雨與土壤含水量關係，除上述因素外，尚有許

多其他未知物理因子及水平衡過程未考慮（如圖 17），使得要建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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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關係變得相當複雜。且前述提及逕流過程的數學式子（單位歷線

法，SCS-CN）並非同一系統發展出，要連接其不同過程關係更需進

一步深入探討研究其關係式之正確性及精準性。綜上，在此研究中明

顯為一非線性系統問題，目前在台灣全島資料完整度以降雨資料較為

完整，土壤含水量可透過遙測資料估算得到，因此本研究採用透過類

神經網路連接降雨量及土壤含水量之相互關係，類神經網路是由很多

非線性的運算單元(神經元 Neuron)和位於這些運算單元間的眾多連

結所組成，而這些運算單元通常是以平行且分散的方式在作運算，如

此就可以同時處理大量的資料，由這樣的設計就可以被用來處理各種

需要大量資料運算的應用上。但傳統類神經網路因其學習速率慢及收

斂不易，造成在應用上的困擾，因此後續發展的類神經網路及針對這

些缺點進行改善。其中 1994 年 Tzeng 提出了動態學習類神經網路

(Dynamic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 DL) 具有收斂速度與精度較佳的

執行效能，本研究採用動態學習類神經網路作為連接土壤含水量及降

雨量關係之工具。 

 

類神經層 

類神經網路是由多層且多個神經元所構成（如圖18），一個類神

經網路是由許多個人工神經元與其連結所組成，並且可組成各種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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拓撲。類神經網路架構，僅具有輸入層、隱. 藏層及輸出層之簡單三

層網路架構，一個包含許多層，每一層包含若干個處理單元，輸入層

處理單元用以輸入外在環境的訊息（輸入值），輸出層處理單元用以

輸入外在環境的訊息給外在環境（輸出值），此外，一個層狀神經網

路經常包含若干層隱藏層。隱藏層的存在提供類神經網路表現處理單

元間的交互作用與問題的內在結構的能力。輸入層是用以表現網路的

輸入變數，其處理單元數目依問題而定，使用線性轉換函數。隱藏層

用以表現輸入處理單元間的交互影響其處理單元數目並無標準方法

可以決定，經常需以試驗方式決定其最佳數目，使用非線性轉換函

數，網路可以不只一層隱藏層，也可以沒有隱藏層。輸出層是用以表

現網路的輸出變數，其處理單元數目依問題而定，使用非線性轉換函

數。其中類神經網路因為其中間變數（即隱藏層）可以是一層或兩層，

甚至因為反演的非線性函數複雜度高，隱藏層可大於兩層，數目也可

設為任意數目，但有學習速率等參數需設定，工作相當費時。本研究

中透過多次測試，採用經驗方式選取隱藏層為兩層，每層有40個神經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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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類神經網路示意圖 

 

訓練資料 

    進入類神經網路訓練參數及資料的選取會影響到各神經元訓練

的結果，本研究經過物理因子分析及嘗試訓練，在降雨此項選取了昨

日及前日之日累積降雨量；理由是因為當日 MODIS 通過台灣時間分

別為早上十點多（Terra）與下午一點多（Aqua），如採用當日之日總

累積降雨量並非一定為下午一點多前所降下；再者在（18 式）提到

降雨入滲時間為指數因子，如參考太多天降雨資料也無貢獻。此外，

植生指數 NDVI（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在研究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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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響神經元訓練顯示頗為重要，物理上可說明其蒸發散強弱之差，

間接影響到水平衡關係，因此也將植生指數 NDVI 納入考量。其他例

如地表溫度、太陽天頂角、地形高度、土壤成分、地物類別、河流水

系等等在物理上都會影響到整體水平衡結果，但在嘗試訓練中發現

NDVI 及日累積降雨量影響較為顯著，在時效性考慮下，本研究採用

前日及昨日累積降雨量（相對當日 MODIS 接收時間）及透過前述利

用 MODIS 演算出蒸發散再推算獲得土壤含水量作為訓練資料；其中

自變數為前日、昨日累積降雨量及 NDVI，應變數為土壤含水量。其

類神經網路訓練示意如圖 19。訓練資料是利用 2008 年 MODIS 及中

央氣象局日累積降雨資料約 30 餘萬筆作為訓練使用（因配合 MODIS

之 NDVI 及土壤含水量解析度，降雨量資料係透過內插法且正規化至

像元解析度為 1km）。 

 

 

圖 19 類神經網路訓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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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訓練過後之神經網路即可用於反演估算土壤含水量，其反演

流程示意圖如圖 20，輸入資料為前日與昨日之日累積降雨資料及

NDVI 資料。反演演算一日全台灣資料，在個人電腦 PC 耗時約 5~10

秒（CPU：AMD3000+，RAM：3G）。 

 
 

 

圖 20 類神經網路反演流程 

 
 

反演成果及分析探討 

    圖 21 為台灣地區 2008 年土壤含水量反演成果，共 30 天，日期

分別為 1/4、1/5、2/17、2/18、3/26、3/27、4/5、4/6、4/7、4/8、5/11、

5/12、6/9、6/10、7/14、7/15、7/20、7/21、7/24、7/25、8/25、8/26、

9/24、9/25、10/23、10/24、11/28、11/29、12/10 及 12/11。圖 21 也列

出了當日日累積降雨資料提供參考比較；觀察 1/4、1/5 降雨與土壤含

水量趨勢比較 1/4、1/5、2/17、2/18…等資料可發現降雨與土壤含水

量存在著正向趨勢，在降雨較大區域，其土壤含水量也愈高，符合水

平衡關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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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上土壤含水量趨勢，山區一帶土壤含水量平均可達 30%

至 35%，都會區如台北市及高雄市等，土壤含水量平均約 10%左右，

但空間土壤含水量趨勢如上述會受到降雨影響頗大，例如：地區降雨

特性，東北角一帶土壤含水量相對偏高；7/19 演算結果顯示嘉南平原

一帶土壤含水量高達 35%以上乃因 7/17 及 7/18 豪大雨影響所致；6/9

及 7/14 也顯示台北縣市及桃園一帶土壤含水量高達 30%也因受到降

雨影響。 

    在時間上土壤含水量趨勢分析主要是受到季節降雨特性，1~3 月

相對土壤含水量較低，5 月開始的梅雨季即相繼而來的颱風季節帶來

的降雨使得反演出來有資料地區的土壤含水量普遍偏高，冬季 12 月

含水量偏低，在時間上的特性分析會受到事件影響，如颱風及梅雨

等，如要更進一步分析則需要更長時間資料進行統計分析較有意義。 

    本研究提出了透過類神經網路連接土壤含水量及降雨量關係之

概念，透過 2008 年資料作為訓練來反演土壤含水量。反演結果顯示

土壤含水量與降雨量有正向趨勢關係但還是受到其他因素影響，未來

如能透過更多時間資料納入訓練且建立長期觀測資料庫，或是採用更

多輸入層之物理因子進入訓練（地形高度、太陽天頂角、坡度等）應

能得到更精準的關係性；如能再結合降雨預測必能對土石流防災或預

警提供一定程度的提升。 



中央氣象局「衛星遙測台灣地區土壤含水量與降雨量之研究」                    成果報告書 
 

    國立中央大學通訊系統研究中心 

43 

 
01/02 降雨 01/03 降雨 01/04 降雨 01/04 NDVI 類神經結果 

     
01/03 降雨 01/04 降雨 01/05 降雨 01/05 NDVI 類神經結果 

     
02/15 降雨 02/16 降雨 02/17 降雨 02/17 NDVI 類神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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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 降雨 02/17 降雨 02/18 降雨 02/18 NDVI 類神經結果 

     
03/24 降雨 03/25 降雨 03/26 降雨 03/26 NDVI 類神經結果 

 
  

 
03/25 降雨 03/26 降雨 03/27 降雨 03/27 NDVI 類神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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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 降雨 04/04 降雨 04/05 降雨 04/05 NDVI 類神經結果 

 
  

 
04/04 降雨 04/05 降雨 04/06 降雨 04/06 NDVI 類神經結果 

 
04/05 降雨 04/06 降雨 04/07 降雨 04/07 NDVI 類神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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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 降雨 04/07 降雨 04/08 降雨 04/08 NDVI 類神經結果 

  
05/09 降雨 05/10 降雨 05/11 降雨 05/11 NDVI 類神經結果 

  
05/10 降雨 05/11 降雨 05/12 降雨 05/12 NDVI 類神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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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降雨 06/08 降雨 06/09 降雨 06/09 NDVI 類神經結果 

  
06/08 降雨 06/09 降雨 06/10 降雨 06/10 NDVI 類神經結果 

   
07/12 降雨 07/13 降雨 07/14 降雨 07/14 NDVI 類神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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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3 降雨 07/14 降雨 07/15 降雨 07/15 NDVI 類神經結果 

    
07/18 降雨 07/19 降雨 07/20 降雨 07/20 NDVI 類神經結果 

 
   

07/19 降雨 07/20 降雨 07/21 降雨 07/21 NDVI 類神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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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2 降雨 07/23 降雨 07/24 降雨 07/24 NDVI 類神經結果 

 
 

07/23 降雨 07/24 降雨 07/25 降雨 07/25 NDVI 類神經結果 

  
 

08/23 降雨 08/24 降雨 08/25 降雨 08/25 NDVI 類神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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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4 降雨 08/25 降雨 08/26 降雨 08/26 NDVI 類神經結果 

  
 

09/22 降雨 09/23 降雨 09/24 降雨 09/24 NDVI 類神經結果 

 
  

09/23 降雨 09/24 降雨 09/25 降雨 09/25 NDVI 類神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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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降雨 10/22 降雨 10/23 降雨 10/23 NDVI 類神經結果 

  
 

 
10/22 降雨 10/23 降雨 10/24 降雨 10/24 NDVI 類神經結果 

 
 

 

11/26 降雨 11/27 降雨 11/28 降雨 11/28 NDVI 類神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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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降雨 11/28 降雨 11/29 降雨 11/29 NDVI 類神經結果 

   
 

12/08 降雨 12/09 降雨 12/10 降雨 12/10 NDVI 類神經結果 

  
 

12/09 降雨 12/10 降雨 12/11 降雨 12/11 NDVI 類神經結果 

 
   

圖 21 類神經網路反演之土壤含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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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進度甘梯圖 

工作項

目 

年
份 九十八年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研究文獻蒐
集 

            

  

台灣地區降
雨資料蒐集
及時間與空
間趨勢分析 

            

    

    

應用
MODIS 資
料求取蒸發
散量及土壤
含水量 

            

        

        

開發研究土
壤含水量與
降雨量的關

係式 

            

        

        

分析土壤含
水量的時間
與空間變化

趨勢 

            

       

       

撰寫期中、
期末報告書 

                 

    
預計進度累
積百分比

(％) 

 

10% 

 

20% 

 

30% 

 

45%

 

55%

 

65%

 

75%

 

85%

 

90%

 

95% 

 

100% 

 

100%

進度累積百
分比(％) 

10% 20% 30% 45% 55% 65% 70% 85% 90% 95% 100% 100% 

            
 

 
表示已完成進度 表示預定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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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A.1 地表溫度演算 

地表溫度(Land Surface Temperature)為大氣與地表間能量通量過

程的重要物理參數，不僅影響地表氣流升降、蒸發散狀況、亦為控制

作物需水、影響作物生長的重要因素。以衛星遙測資料反演的地表溫

度參數可作為驗證及改善全球氣候模式(Global Meteorological Model)

的模擬預測成果，或應用為地表覆蓋分類及變遷分析、估計地表能量

通量參數、日照週期、乾旱監測及估計土壤水含量、並評估植生需水

量及作物寒害影響；Terra/Aqua MODIS 演算晴空地表溫度主要透過

分列視窗法，藉由第 31(10.780-11.280μm)及 32(11.770-12.270μm)波段

受到水氣吸收影響的特性不同，經由兩波段亮溫的線性混合，消除水

氣的影響，並配合衛星觀測角度求取地表溫度，地表溫度演算以

MODIS 資料演算晴空地表溫度主要透過分列視窗法，藉由第 31 

(10.780-11.280μm)及 32 (11.770-12.270μm)波段受到水氣吸收影響的

特性不同，經由兩波段亮溫的線性混合，消除水氣的影響，並配合衛

星觀測角度求取地表溫度。其演算式(A-1)如下: 

       

2
1

2
1

3231
2321

3231
2321

TTBBB

TTAAACTs

−
⎥⎦
⎤

⎢⎣
⎡ Δ

+
−

++

+
⎥⎦
⎤

⎢⎣
⎡ Δ

+
−

++=

ε
ε

ε
ε

ε
ε

ε
ε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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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15.0 ε+ε=ε 且 3231 ε−ε=εΔ ， 

ε:emissivity 放射率；T31、T32:第 31、32 波段亮溫 

A、B、C 係數由多維查表(multi-dimensional lookup tables)對應求

得，包含 MODIS 觀測航帶的拍攝視角、大氣水氣柱(Column Water 

Vapor)、以及低層大氣氣溫三個向度，此查表為針對在多元地貌及不

同大氣效應影響下，藉由輻射傳輸模型演算，並進行線性迴歸而得；

放射率則藉由一放射率模型，配合 MODIS 地物資料(Land Cover)及熱

紅外光波段 BRDF 演算求得，需注意的是，在乾燥及半乾燥地區，放

射率在時間及空間上皆有較大的不定性變化，且放射率在不同角度的

變化情形仍有待研究，故放射率演算可能產生較大的誤差。 

 

A.2 估算蒸發散估算之核心變數 

A.2.1 植被覆蓋率(fveg) 

植被覆蓋率是由衛星觀測到的植被指數演算而得，以

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為例，NDVI 為紅光反

射率(Rred)與近紅外光(Rnir)的比值，其定義如下： 

             
rednir

rednir

RR
RR

NDVI
+
−

=                     (A-2) 

假設 NDVI 與 fveg呈線性關係，fveg可用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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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max

min

NDVINDVI
NDVINDVI

fveg −
−

=                (A-3) 

NDVImin與 NDVImax分別代表 fveg=0 跟 fveg=1 的門檻，換句話說，

NDVI﹤NDVImin 的像元為裸露土，NDVI﹥NDVImax 的像元則為植

被，其它則為裸露土與植被的混合。 

A.2.2 植被蒸發散比率(EFveg) 

在茂密植被環境(如森林)，因為活躍的紊流擴散，無論 ET 的強

弱為何，大氣溫度 Ta 與地表 Ts 的溫度梯度變化(Ts-Ta)並不明顯。此

種情況下利用溫度梯度變化與其他 VI-Ts方法估計 ET 值就會有很大

誤差。Jiang and Islam (2001)為了避免這個問題，考慮可用能量轉換

成蒸發散量比例問題，透過給定最大的 α 參數，即為(Δ+γ)/Δ，假設

在茂密植被的環境所有可用能量都轉換為 ET；但就算是茂密的植被

也會因為環境特性差異像是風速，影響植被本身蒸發散的速度，所以

植被地區的能量並不可能完全被轉換，所以根據植被特性，另外加入

了表面阻抗(surface resistance ,rc)來描述 EFveg。 

利用上述的觀念可將 ETveg表示如下： 

           )/1(
/)( *

ac

ap
veg rr

reeCQ
ET

++Δ

−+Δ
≡

γ
ρ

             (A-4) 

rc 是植被表面阻抗，單位是(m s-1)。在上式中，最難從衛星資料

估計的是 VPD(e* ﹣e)跟風速影響的 ra。在此希望能夠減少這兩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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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造成的影響，所以把式子(A-4)除以(A-3)，結果如下： 

           
⎟
⎠
⎞⎜

⎝
⎛ ++Δ

+Δ
=

a

cvegPM

veg

r
rPET

ET

1γ

γ
              (A-5) 

配合內文中式子(8)可推導下式 

           )2/1( ac
veg rr

EF
++Δ

Δ
=

γ
α

                 (A-6) 

式子(A-6)中，若 rc為零(潮濕)或 ra無限大(無風)時，EFveg相等於

PETPT veg。雖然會受到 VPD 以及風速的影響(rc受 VPD、ra受風速影

響)，但與(A-4)相比已經少了許多。式中的 ra若無真實資料，可用經

驗公式取得 (Kondo, 2000; Kondo, 1994) 

            ma Ur 50008.0/1 =     (森林地區)        (A-7) 

            ma Ur 1003.0/1 =      (草地)            (A-8) 

U50m與 U1m分別為 50 公尺跟 1 公尺高的風速（m s-1），U1m可 ra soil的

經驗式推得，再用下述式子轉換成 50 公尺高的風速 

           kzdzuU oo /]/)ln[(* −=                  (A-9) 

    u*：風切速度(m s-1) 

    z：參考高度(m) 

    do：零風速表面位移量(m) 

    zo：動量粗糙長度(m) 

    U：參考高度風速(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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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von Karman’s 常數，假設為 0.4 

(A-9)式只適用在近中性大氣的情況，如果有適當的資料輔助，

可用大氣不穩定的修正方程式求風速。 

在估計 rc 方面，透過假設環境因子如空氣溫度(Ta)、水氣壓差

(VPD)、光合作用輻射量(PAR)、土壤含水量以及大氣 CO2 濃度控制

葉孔的傳導方程 (Jarvis, 1976)，配合下述式子求得 

cuticleMINcac rrCOffVPDfPARfTfr /1/)()()()()(/1 254321 += ψ  (A-10) 

其中 Ψ為樹葉水壓力(Pa)， rc min 為最小 rc值(s m-1)，rcuticle是與

葉片角質層擴散運動相關的植被頂層阻抗(s m-1)。由於透過衛星資料

與輻射傳遞方程僅能獲得溫度跟 PAR，VPD 與 Ψ 不易由衛星資料得

到，不過在一些研究中發現函式 f2、f4、f5與溫度與 fveg相關(Tanaka et 

al., 2000； Toda et al., 2000； Hipps et al. ,1996），所以決定忽略 f2、

f4、與 f5 函數。當然，忽略這幾項函數一定會產生誤差，但若有這幾

項參數的輔助資料，仍可以透過(A-10)得到準確的 rc值。 

下二式為 f1與 f2的函數形式 [Jarvis, 1976; Kosugi, 1996]: 

    

( ) ( )[ ]noox TTTT

ox

ax

no

na
a TT

TT
TT
TTTf

−−

⎟⎟
⎠

⎞
⎜⎜
⎝

⎛
−
−

⎟⎟
⎠

⎞
⎜⎜
⎝

⎛
−
−

=
/

1 )(
          (A-11) 

        APAR
PARPARf

+
=)(2

                   (A-12) 

Tn, To, Tx 為植被最小、最佳以及最大的氣孔活動溫度，A 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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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日照強度時的光吸收效率。這些參數與 rcMIN 決定了葉孔行為的特

性，並且會依不同種類、植被頂層的結構、與環境狀況有所變動。在

本研究中，根據 Kelliher et al.(1995)在傳導性(植被阻抗的反比)研究指

出，茂密植被的最小阻抗約為單一樹葉阻抗的 2.7 倍；最小阻抗值約

為 50s/m(一般植被)，33s/m (農作物)，rcuticle 則使用 Biome-BGC 模式

中所提供的參數(White et al., 2000)。Tn、To、Tx 與 A 則是根據

Kosugi(1996)研究中的實測參數，他將植被樹葉種類分為三種進行實

驗，本研究將根據其參數平均值進行演算，表 A-1 為傳導性相關參數

值，圖 A-1 為 EFveg 在氣溫、風速以及植被種類的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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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不同植被 EFveg 隨溫度，風速改變的情形 

 
表 2 傳導性相關參數值 

rcMIN minimum resistance 
(natural) 

50 s m-1 

rcMIN minimum resistance  
(crop) 

33 s m-1 

rcuticle  cuticle resistance 100000 s 
m-1 

Tn minimum temperature 2.7 ˚C 
To  optimal temperature 31.1 ˚C 
Tx maximum temperature 45.3 ˚C 
A light use efficiency 152 μmol 

m-2 s-1 



中央氣象局「衛星遙測台灣地區土壤含水量與降雨量之研究」                    成果報告書 
 

    國立中央大學通訊系統研究中心 

64 

A.2.3 裸露土蒸發散比率（EFsoil） 

為估計 EFsoil，要先考慮裸露土的能量收支，下式為地表的淨輻

射方程 

         4)1( soilddn TLRrefR εσ−+−=               (A-13) 

       Rn：淨輻射量(W m-2) 

       Tsoil：土壤表面溫度(K) 

       ref：反照率 

       Rd：入射短波輻射能量(W m-2) 

       Ld：出射長波輻射(熱輻射)能量(W m-2) 

       ε：放射率  

       σ：波茲曼常數(W m-2 K-4) 

把(A-13)式中 Tsoil對 Ta用泰勒級數展開可得： 

       )(4 344
asoilaasoil TTTTT −+≈ εσεσεσ             (A-14) 

         )(4 3
asoilanon TTTRR −−≈ εσ                 (A-15) 

         41 addno TLRR εσ−+Γ−= )(                 (A-16) 

Rno是在土壤表面溫度等於 Ta時的淨輻射能量，同時裸露土的熱

通量可用下式描述: 

                     G = CGRn                                (A-17) 

CG是一個經驗係數，範圍在 0.3(濕土壤)~ 0.5(乾土壤)(Idso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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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經由(A-15)、(A-17)式可將裸露土的能量收支以下式描述： 

ETrTTCETH
TTTRCRCGRQ

soilaasoilp

asoilanoGnGnsoil

+−=+=
−−−≈−=−=

/)(
)](4)[1(/)1( 3

ρ
εσ

 

                                                 (A-18) 

由式子(A-15)可把裸露土的表面溫度以下式表示： 

     a
soilapa

soil
soil T

rCT
ETQT +
+
−

=
/  )C -(14 G

3
0

ρεσ            (A-19) 

Qsoil0是當 Tsoil = Ta時的土壤可用能量(W m-2)。這個式子描述若

其他變數不隨 ET 改變，土壤溫度跟 ET 呈現一個線性的關係；且當

ET = 0 時有最大的土壤溫度(Tsoil max)： 

     a
soilapa

soil
soil T

rCT
QT +

+
=

/  )C -(14 G
3

0
max ρεσ          (A-20) 

結合式子(A-19)、(A-20)： 

        soil
soil

soil

soilasoil

soilsoil EF
Q
Q

Q
ET

TT
TT

00max

max ==
−
−

           (A-21) 

若要得到 EFsoil 值，需要 Tsoil max、Tsoil以及 Ta。透過假設在 VI-Ts

散射圖中包含乾燥的土地，可由資料上邊緣估計出 Tsoil max與 VImin。

Carlson et al. (1995)研究將此上邊緣線定義為溫暖邊界。此一近似的

方式假設表面溫度為裸露土與植被頂層溫度依其比例的線性混合，表

示式如下： 

          soilvegvegvegs TfTfT )1( −+=                 (A-22) 

當然現實中地表紅外線輻射強度與表面溫度的關係式屬於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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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只要在 Tveg 跟 Tsoil 的差值相較於 Ts 絕對值小很多的情況下，

(A-22)式則近似成立。 

式子(A-32)看起來可以應用在任何裸露土以外的地表，事實上 

Moran et al. (1994)把此一近似代入 VI-Ts演算法（VITs），但因為式子

(A-21)假設一個像元中 Ts與可感熱轉換的均勻性，也就是說其為一個

單一來源的模型，當所觀測的目標混合裸露土與植被時，並沒有辦法

利用式子(A-21)給定單一來源具有代表性的溫度帶入(A-18)式，故在

此研究中只應用在裸露土；另一原因是如果把式子(A-21)應用在茂密

的植被頂層（用 Tveg替換 Tsoil），茂密植被頂層因為 ET 所造成的溫度

梯度會比裸露土小很多，所以不用此法求 EFveg。 

估計基本變數 

1.估計大氣溫度(Ta) 

許多研究都指出茂密植被頂層的表面溫度會很接近大氣溫度 

(Carlson et al., 1995; Prince and Goward, 1995)，根據上述的參考文

獻，在此假設 Tveg = Ta。雖然現實中 Tveg 與 Ta 還是有差異，尤其

是在極端活躍與衰弱的蒸發散情況下，然而在一般的狀況下 Tveg 與

Ta 大致相差兩度 (Prince and Goward, 1995)，在此認為用 Tveg 去估

計(A-4)式中的 Δ與 γ所造成的誤差可被忽略。 

本研究使用 VI-Ts 散射圖與 Prince and Gowards (1995)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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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與推導 Tsoilmax 相似的邏輯）求 Tveg。溫暖邊界在最大 VI

所對應的表面溫度即為 Tveg；在最小 VI 所對應的表面溫度即為 Tsoil 

max。 

一般來說，可用能量是由入射的短波輻射 Rd、出射的短波輻射

Ru、入射的長波輻射 Ld、出射的長波幅射 Lu 以及土壤熱通量 G 所

組成，在此逐一敘述輻射成分的求法。 

2.入射短波輻射（Rd）、出射短波輻射（Ru） 

入射的短波輻射來自於太陽所輻射出的熱能，短波的輻射能穿透

大氣後直接傳遞到地表。因此其與地日距、大氣穿透率以及太陽入射

的天頂角有關。地表入射短波輻射的表示式如下： 

            sw
es

mes
sexd d

dER τθ
2

cos ⎟⎟
⎠

⎞
⎜⎜
⎝

⎛
=                (A-23)  

Eex：太陽短波輻射在垂直大氣層頂的單位面積輻射能量（W m-2） 

θs：太陽入射的天頂角 

τsw：短波波段的大氣穿透率 

des：地日距(m) 

dmes：平均地日距(m) 

上式中的 Eex 就是所謂的太陽常數(Solar Constant)，即為在平均

日地距離垂直大氣層頂的能量通量，現在普遍被接受的太陽常數為

1367 W/m2。為了得到 Rd還需要(dm/d)2與 τsw，下式為 Spencer 於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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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所推導(dm/d)2以一年為週期隨日期變化的描述式： 

⎟
⎠
⎞

⎜
⎝
⎛+⎟

⎠
⎞

⎜
⎝
⎛=⎟

⎠
⎞

⎜
⎝
⎛ ∑ 365

2*DOY*sin*b
365
2*DOY*cos n

2

0

2 ππ nna
d

d
n

m
             

                                                 (A-24) 

DOY 為每年第幾天的天數，an與 bn如表 A-2 所示，而(A-23)式

中的 τsw則用軟體 MODTRAN4 求得，圖 A-2 是利用 MODTRAN4 所

模擬出的大氣窗區。 

表 3 (dm/d)2 以一年為週期隨日期變化描述式的係數 

n an bn 

0 1.000110  

1 0.034221 0.001280 

2 0.000719 0.000077 
 

 
圖 23 利用 MODTRAN 所模擬的大氣窗區(中緯度夏季)；MODTRAN 可依不同

環境條件的參數模擬各波段的穿透率，環境參數包括大氣水汽含量、大氣臭氧

含量、能見度、風速、大氣邊界溫度等許多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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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射短波輻射(Ru) 

出射的短波輻射可用 Rd乘上(1-Γ)估計。在此反射率(Γ)可用近紅

外線與可見光波段的衛星頻道反射率平均。衛星頻道反射率為單一太

陽-目標-感測器的定義下所求出的反射率，與現實中的反射率不同，

雖然如此，在此假設用衛星頻道反射率所造成的誤差可被忽略。 

4.入射長波輻射(Ld) 

計算可用能量最大的誤差來源就是入射的長波輻射，若要準確估

計需要大氣溫度與水汽的剖面。在此透過假設天空輻射的有效溫度比

大氣溫度小 20 K 來估計 Ld (Kondo, 1994)。 

5.出射長波輻射(Lu) 

出射的長波輻射可用發射率(ε)與表面溫度(Ts)求得： 

                      4
su TL σε=                       (A-25) 

6.土壤熱通量(G)與可用能量(Q) 

土壤熱通量用(A-28)式可求得，經驗常數 CG用 Moran et al. (1989)

所提出的經驗式： 

              ( )NDVICG 13.2exp583.0 −=               (A-26) 

若假設在(A-44)式中 NDVImin 與 NDVImax 為 0.2 與 0.75，則

CG=0.38。 

在估計 Qveg時不考慮土壤熱通量(G)，Qsoil則用上述的方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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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用能量表示如下： 

             soilvegvegveg QfQfQ )1( −+=                 (A-27) 

另外在(A-12)式中的 PAR 則用 Rd乘上 2.05 μmol W-1 估計 

7.風速(U50m) 

當有 Ta、Tsoil max與 Qsoil o後便可以利用(A-31)式求出 ra soil。配合

下述的經驗式可將 ra soil轉換成一公尺高的風速(U1m)： 

                m
soila

Ur 10015.01 =                     (A-28) 

求得 U1m之後帶入(A-20)式即可求得 U50m，風速轉換的時候動量

粗糙長度(zo)與零風面位移量(do)分別設為 0.005 m 與 0 m (Kondo，

2000，143 pp)。 

估計溫暖邊界 

為了找出 Tveg與 Tsoil max，必須在 VI-Ts散射圖中找出溫暖邊界。

在此估計溫暖邊界的方法為找到可能在溫暖邊界上的點(Nemani et 

al., 1993)，並對這些點作線性的回歸，回歸出來的線即為溫暖邊界。  

自動疊代溫暖邊界的步驟如下： 

1.先對資料點中的 NDVI 與 Ts做遞減的排列， 

2.若 NDVI（i+1）＜NDVI（i）且 Ts（i+1）﹥Ts（i）則保留位在排

序資料中 i 的資料點 

3.把步驟二找出的資料點作線性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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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迴歸出的線會把 VI-Ts 散射圖中的資料點分成上下兩區塊，把位於

回歸線上的點依步驟一與二在找出下次的回歸線 

5.當第 n 次與第 n+1 次找出資料點相關係數(NDVI 與 Ts)與回歸線斜

率的差值在第 n 次的 10 %(δ)以內，則第 n + 1 次所找出的回歸線即為

溫暖邊界(圖 24 為使用模擬 VI-Ts散射圖所找出溫暖邊界的過程) 

回歸線上面的資料點為直接受太陽照射，且在能量交換中屬於平

衡狀態，故很適合代表此一區域(視窗)Ts 跟 NDVI 的關係。 

本計劃研究的地區是台灣，地勢起伏大，在山區或是山區的邊界

常有不收斂的情況發生，也就是找不到溫暖邊界，如錯誤! 找不到參

照來源。；除此之外，視窗內資料點不足也有可能產生不收斂。為了

克服此一問題，當有不收斂的情形發生時，前述提到 Tveg約等於 Ta，

故以資料點中 fveg為 1的表面溫度(Ts)配合台灣 40M DTM作回歸來估

計不收斂時的大氣溫度 Ta；Tsoil max則單純用資料點中最高的表面溫度

估計。 

(a)模擬的 VI-Ts散射圖（第一次接受判斷

法則） 
(b)經判斷法則找出第二次的回歸資料

點與回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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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判斷法則找出第一次的回歸資料

點與回歸線 
(d) 第三次接受判斷法則的資料點 

(e) 第二次接受判斷法則的資料點 (f) 經判斷法則找出第三次的回歸資

料點與回歸線 

(g) 第四次接受判斷法則的資料點 (h) 經判斷法則找出第四次的回歸資

料點與回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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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收斂後的最後結果 

圖 24 溫暖邊界求取過程 
 

 
 
 
 
 
 
 
 
 
 
 
 
 
 
 

圖 25 溫暖邊界不收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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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 計畫審查意見與主持人回應總覽表 

審查委員 審查意見 

1 請提供訓練將完成之研究成果轉移給衛星中心。 

主持人回應 遵照辦理，會將研究成果透過教育訓練移交給貴單位。 

2 

1、 土壤含水量變化和降雨大小的關係，建議利用估計獲得之入滲量與

逕流量關係推估，提出相對的驗證與評估結果，以說明土壤含水量

變化與降雨量大小關係的適用性。 

2、 降雨發生時，土壤含水量的變化與土質的特性有很大的關係，希望

可提供或導出不同(如建議書 32 頁倒數第 2 行)土壤特性的土壤含水

量與降雨量的關係式。 

3、 圖 5 和圖 6 的雨量分佈圖中，海上並沒有雨量站，請問雨量如何估

算 ? 

主持人回應 

1. 激發土石流的力學機制是水經入滲，流到坡面土壤後降低土壤內固

態物質間的摩擦力與凝聚力、增加土壤內孔隙壓力、減少土壤內之有

效應力；當水持續入滲，孔隙壓力逐件增加，有效應力趨進近於零時，

促使土壤液化，而形成土石流。 

土石流與土壤成份、結構、初始含水量、地形坡度、蒸發散及降水強

度及降雨延時等條件有關，且降雨入滲量與逕流量關係必須再透過土

壤黏滯力及孔隙體積來推求，其關係式實為複雜。因此本計劃初期擬



中央氣象局「衛星遙測台灣地區土壤含水量與降雨量之研究」                    成果報告書 
 

    國立中央大學通訊系統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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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MODIS 估算出台灣地區土壤含水量配合地面降水測站分析其時

間及空間關係。 

2.利用 MODIS 衛星資料來演算土壤含水量之演算法中，「土壤飽和水含

量」即為一重要輸入參數；然而「土壤飽和水含量」是透過臺灣土壤

分布圖推求，在此已考量不同土壤土質成份。 

3. 圖 5 及圖 6 雨量分佈圖是由地面觀測站各點資料透過內插法描繪出

降雨圖，海上的降雨同樣是由內插而得；因海面上沒有雨量觀測站

(必須透過降雨雷達)，這部份會修正。 

3 

此計畫利用 MODIS 資料推算土壤含水量完成後，並計算含水量與降雨

量之關係，對於洪水或土石流的發生，除了降雨量之外，能了解更完整

的過程，可作為天災發生之研判或作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主持人回應 

透過遙感探測技術可演算出台灣地區大範圍土壤含水量，初期擬利用

MODIS 估算出台灣地區土壤含水量配合地面降水測站分析其時間及空

間關係，來探討洪水或土石流的發生機制是本計劃研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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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政府部門科技計畫期末摘要報告 

計畫名稱： 探空及遙測資料校正技術在中尺度天氣系統分析與預報

技術之應用 
審議編號： x 部會署原計畫編號： MOTC-CWB-98-2

M-06 

主管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執行單位： 中國文化大學 

計畫主持人： 劉清煌 聯絡人： 劉清煌 

電話號碼： 0919-094520 傳真號碼： (02)28615274 

期程： 98 年 1 月 2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 

經費：（全程）      888     仟元 經費(年度)      888  仟元 

 

執行情形： 

1.執行進度： 

 預定（％） 實際（％） 比較（％） 

當年 100 100 0 

全程 100 100 0 

 

2.經費支用： 

 預定 實際 支用率（％）

當年 355200 355200 100.0 

全程 888000 608090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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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畫執行概況： 

  下圖為預定進度甘梯圖（Gantt Chart），至目前為止，皆按原計畫進行中無落後。 

 

 

期中報告於 6 月 25 日假中央氣象局衛星中心會議室完成，期中預計完成的項目有： 

  （1）探空資料蒐集與整理。 

  （2）資料格式整合並使用 ASPEN QC。 

  （3）人工檢視及列表。 

這些工作均已如期完成，審查委員亦根據期中報告內容給予建議如下，Part A 為修正後之

期中報告： 

  （1）加入 Version1 探空品質控管程序之流程圖。 

  （2）詳細說明流程圖中的每一步驟，並列表統計 Questionable 與 Bad 的比例。 

  （3）加入 ASPEN 軟體濾除之可疑資料點以及主觀認定為 Questionable 及 Bad 之

例圖。 

  回覆：V1 品質控管程序詳述於 Part A 中的第六部分（第 11 頁~第 14 頁）。圖 2 為

V1 品質控管流程圖，首先藉由探空直接測量之各變數的垂直剖線圖來檢視探

空資料的品質（圖 3），以主觀目視法對所有的探空資料進行檢驗，人工判斷

資料是否有所缺失、所繪出的垂直剖線曲線是否合理，以及資料曲線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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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ctuation)是否太大等，藉此來檢查資料的系統性誤差以及個別探空資料的

問題，表 2 即為利用主觀識別法所統計出 Questionable 與 Bad 的資料筆數。

接著，先將資料內差至 5-hPa，再利用客觀統計的方法來評估資料的品質，表

3 即為經過客觀統計法對探空資料做品質評估得到的結果。最後，根據斜溫圖

進一步檢視每一筆探空資料的狀況，斜溫圖可以協助我們找出受到其他污染的

探空資料，如圖 5 所示。  

  （4）將 NCAR ASPEN 使用者手冊置於期末報告之附錄中。 

  回覆：Part C 即為 NCAR ASPEN 使用者手冊。 

 

期末報告於 12 月 7 日假中央氣象局衛星中心會議室完成，期末預計完成的項目有： 

  （1）利用 GPS 或衛星反演出的可降水量（PW）來檢驗探空資料的溼度偏差。 

  （2）分析校驗比對資料，確認不同類型探空儀是否需要校正。 

  （3）探空資料校正方法研究與分析。 

這些工作亦如期完成，審查委員給予之建議如下： 

  （1）圖表解說需配合，部分圖表的 scale 不一致需改善。 

  回覆：已修正原第 10 頁圖 4 左右兩張圖的 Scale 不同之問題，修改後的圖置於本報

告第 13 頁圖 4。 

  （2）詳細說明 CDF 配對法。 

  回覆：CDF 配對法之詳細說明以添加於 Part Ｂ的第四部分（第 43 頁）。 

  （3）在計算累積頻率分布時，加入在不同溫度與溼度區間下的總資料筆數。 

  回覆：表 4 即為在不同溫度與溼度區間下可用來執行 CDF 配對法的資料筆數（第 41

頁）。 

  （4）比較 NCAR ASPEN 與 CWB 現行作業上使用之 QC 程序。 

  回覆：NCAR ASPEN QC 程序位於 Part A 的第三部分（第 7 頁～第 8 頁），而目前

中央氣象局作業上的 QC 程序詳列於 Part A 的第四部份（第 9 頁）中。 

  （5）比較不同種類探空儀的特性。 

  回覆：於實驗開始前，計畫辦公室曾於板橋進行為期 2 天的 intercomparison 比對實

驗，Graw、Vaisala RS-92 與 Meisei 一起升空，所以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三

種不同探空儀的特性，圖 17 即為其中兩顆探空的不同參數的垂直剖面圖（第

50 頁～第 51 頁）。 

 

4.期末主要執行成果如 Part B（第 33 頁～第 47 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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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A 
 

期中報告 
 

探空資料庫概述與品質控

管（QC）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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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期中報告前的工作主要是針對 SoWMEX 實驗期間（2008 年 5, 6 月）所收集到的探

空資料進行資料品質的分析，並起著手準備探空資料的校正工作。 

 

一、資料庫綜述： 

  SoWMEX 實驗期間（2008 年 5, 6 月）的加強探空網是由 13 個地面探空站以及在洋

面上進行 15 次飛行任務的投落送所組成（圖 1），主要的觀測發生在 5/15~6/26 間。表

1 總結了各個測站的位置以及其他相關資訊。這些探空站皆為高時間解析度（0.5-10s）

的探空資料，分為六種不同格式，這些不同格式的原始資料會先轉換成一種共用的格式－

NCAR ASPEN D-glass，這些 D-glass 檔經過 ASPEN 軟體對資料進行 QC 後會輸出成

EOL 格式的檔案， EOL 格式將於第二節中介紹。 

 

 

圖 1 SoWMEX 實驗期間之探空網，圓圈內填色則代表不同的探空儀系統，此外，中國的

探空站不包含在 SoWMEX 的加強探空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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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oWMEX/TiMREX 實驗期間各探空站之相關資訊。*代表研究船在名義上的位置。

MS80 表示 Meisei RS80 系統，VS 為 Vaisala 系統；風場的測量則是自動追蹤無線

電經緯儀 (Automatic Tracking Radiotheodolite，ATR)或全球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 

測站站碼 測站名稱 系統類型 緯度 經度 高度

(m) 

解析度

(s) 

探空筆數 日期 

46692 Banchiao MS 80-ATR 25.00 121.43 11 5 184 5/16-6/25

46699 Hualien VS 80-ATR 23.98 121.61 19 2 185 5/15-6/25

46734 Makung VS 80-ATR 23.56 119.63 34 2 232 5/15-6/26

46741 Tainan MS 80-ATR 23.04 120.23 8 5 76 5/27-6/06

“ “ VS 92-GPS 23.04 120.24 15 1 53 6/12-6/23

46750 Pingdong VS 80-ATR 22.69 120.47 27 2 248 5/15-6/26

“ “ VS 92-ATR “ “ “ “ 18 6/3-610 

46780 Lu-Tao VS 80-ATR 22.65 121.48 252 2 201 5/16-6/21

“ “ VS 92-GPS “ “ “ “ 18 6/22-6/26

46810 Dongsha Is. MS 80-ATR 20.70 116.72 4 5 156 5/07-6/25

“ “ VS-92-ATR “ “ “ 2 1 6/10 

98223 Laoag, Phil. Graw-GPS 18.18 120.53 5 10 67 5/15-6/30

99692 N. Ship VS 92-GPS 26.3* 122.0* 6 2 46 5/30-6/10

99744 Liou-Guei VS 92-GPS 22.99 120.64 266 1 218 5/14-6/26

99759 Henchun VS 92-GPS 22.01 120.74 24 1 140 5/14-6/26

99770 Taichung VS 92-GPS 24.25 120.60 202 2 163 5/15-6/17

99810 SW Ship Graw-GPS 22.0* 119.0* 3 1 134 5/14-6/21

 dropsondes Vaisala-GPS    0.5 190 5/02-6/25

total       2330  

 

 

二、資料格式說明： 

  所有 D-glass 檔案格式的探空資料經過 ASPEN QC 後將會被輸出成 UCAR/JOSS 

(University Corporation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Joint Office for Science Support) 

EOL (Earth Observing Lab) 格 式 ， 這 些 檔 案 的 命 名 規 則 為 "D 

yyyymmddhh_stnid.QC.eol"，D 代表此檔案為 D-glass 轉換而來，年、月、日分別以 yyyy、

mm、dd 表示，hh 為世界標準時，(UTC)，stnid 是測站站碼(如表 1 所示)，eol 則代表檔

案格式類型。EOL 格式為 ASCII 格式的一種，包含檔頭以及 17 欄高解析度的探空資料。

前 14 行為檔頭，包含資料類型、計畫名稱、探空站位置、氣球釋放時間和其他詳細的資

訊。第 5 行表示釋放地點，其格式為：經度 (deg min)、經度 (dec. deg)、緯度 (deg min)、

緯度 (dec. deg)、高度 (meters)。以 dec min 表示經度的格式為：ddd mm.mm'W，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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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度、mm.mm 為分、W 和 E 代表西經及東經。緯度和經度有相同的格式，除了 S 和 N

表示南、北緯。8~10 行包含機載資料、輔助資訊和注釋；第 12 行為參數名稱、第 13 行

為單位、第 14 行用虛線來表示檔頭的結束。檔頭後即為詳細的探空資料，17 個欄位所代

表的參數場如下表所示： 

 
Field Parameter    Units   Measured/Calculated 
 No.  
 
 1 Time                   Seconds             ------------- 
 2  UTC Hour               Hours               ------------- 
 3 UTC Minute             Minutes              ------------- 
 4 UTC Second            Seconds             ------------- 
 5 Pressure          Millibars           Measured 
 6 Dry-bulb Temp           Degrees C           Measured 
 7 Dewpoint Temp          Degrees C           Calculated 
 8 Relative Humidity         Percent           Measured 
 9 U Wind Component  Meters/Second        Calculated 
 10 V Wind Component  Meters/Second        Calculated 
 11 Wind Speed       Meters/Second      Measured 
 12 Wind Direction           Degrees              Measured 
 13 Ascension Rate          Meters/Second      Calculated 
 14 Geopotential Altitude  Meters               Calculated 
 15 Longitude        Degrees           Measured 
 16 Latitude           Degrees           Measured 
 17 GPS Altitude          Meters               Measured 
 
這邊要注意的是 upsondes 沒有 GPS 高度，所以此欄位設定為-999。 

 

三、UCAR/JOSS 品質控管程序 (Quality Control Processing)： 

 
  此資料庫經過一自動化的 QC 程序，要注意的是熱力場(溫度與露點)與風場將分開進

行，此程序主要包含兩種內部一致性的檢驗：對所有參數進行概括性檢驗(gross limit 

check)和對溫度、氣壓和上升速度進行垂直遞減率檢驗。更進一步地 QC 程序資訊能在

Loehrer et al. (1996)和 Loehrer et al. (1998)的文章中找到。 

 

1. Gross Limit Checks： 

  此檢驗將會把每一筆標註為 Bad 的探空資料設成遺失值，檢驗標準如下表所示，P

為氣壓、T 為溫度、RH 為相對溼度、U 是東西風分量、V 是南北風分量，B 代表 Bad、

Q 代表 Questi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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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 Parameters(s) 
Gross Limit Check 

Flag 
Flagged

Applied 

    
Pressure < 0 mb or > 1050 mb P B 
Altitude < 0 m  or > 40000 m P, T, RH Q 

Temperature < -90C or > 45C T Q 
Dew Point < -99.9C or > 33C 

> Temperature 
RH 

T,RH 
Q 
Q 

Relative 
Humidity 

< 0% or > 100% RH B 

Wind Speed < 0 m/s or > 100 m/s 
> 150 m/s 

U,V 
U,V 

Q 
B 

U Wind 
Component 

< 0 m/s or > 100 m/s 
> 150 m/s 

U 
U 

Q 
B 

V Wind 
Component 

< 0 m/s or > 100 m/s 
> 150 m/s 

V 
V 

Q 
B 

Wind Direction < 0 deg or > 360 deg U,V B 
Ascent Rate < -10 m/s or > 10 m/s P,T,RH Q 

      

2. 垂直一致性檢驗（Vertical Consistency Checks）： 

  此檢驗從最低層開始，並且比較鄰近的資料點 (但是當氣壓小於 100mb 時，則使用

30 秒的平均值)，在檢查時必需要確保資料數值的增加或減少合乎預期，否則需標註成

-999。 

 
Parameter Vertical Consistency Check Parameter(

s) 
Flagged 

Flag 
Applied

    
Time decreasing/equal None None 

Altitude decreasing/equal P,T,RH Q 
Pressure increasing/equal 

> 1 mb/s or < -1 mb/s 

> 2 mb/s or < -2 mb/s 

P,T,RH 
P,T,RH 

P,T,RH 

Q 
Q 

B 

Temperature < -15 C/km 
< -30 C/km (not applied at p < 250 mb) 

> 50 C/km (not applied at p < 250 mb) 

> 100 C/km (not applied at p < 250 mb)

P,T,RH 
P,T,RH 

P,T,RH 

P,T,RH 

Q 
B 

Q 

B 

Ascent Rate Change of > 3 m/s or < -3 m/s 
Change of > 5 m/s or < -5 m/s 

P 
P 

Q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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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WB 現行作業上的 QC 程序： 

  CWB 的 QC 程序由氣象局資訊中心張庭槐先生提供，主要可分為兩類，： 

（一）解碼檢驗條件：檢定方法的各個項目： 

  (1) 尾差參數的計算和標準化： 

    用來計算觀測資料的各項尾差值並加以標準化：包括增量值尾差、垂直統計尾

差、靜力平衡尾差、基線尾差、降溫率檢驗、水平統計尾差、尾差值標準化。 

  (2) 資料型態的設定 (Surface Layer Type)： 

    利用探空資料高度場與溫度場是否齊全和各標準層間彼此之相對位置，分類出

13 種資料型態。 

  (3) 資料誤差型態的設定： 

    探空資料的誤差型態可分成通訊誤差、計算誤差及觀測誤差。針對不同的資料層

型態歸納出七種不同的資料誤差型態。 

(4) 資料層型態產生誤差型態的判斷： 

    依據不同資料型態之誤差型態，進行誤差判斷。 

  (5) 誤差型態之錯誤修正程序 

   1. 根據不同誤差型態計算其錯誤修正值。 

   2. 利用各種尾差和這些尾差標準差統計資料做權重平均，可得一最佳修正值。 

   3. 如果錯誤修正值和最佳修正值十分接近時，則用錯誤修正值做簡單修正，簡單

修正的方法為利用正負號交換、更改一個數字、兩個數字調換或是上述方法的

組合。 

   4. 若錯誤修正值和最佳修正值差距很大時，則用此最佳修正值做簡單修正。 

   5. 檢驗是否所有的尾差值都變小，若尾差值沒有變小，則標示此資料是有錯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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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式輸入檢驗條件： 

 

Parameter Error Value  

Pressure 100 Pa  

Wind Speed 1.1~3.3~2.7 (m/s) 隨高度遞增直到 200 hPa 達最大後就開始遞減

Wind Direction 5°  

Height 7~59.3 (m) 隨高度遞增 

Temperature 1℃  

Dew Point 1℃  

Relative Humidity 10%  

   

模式頂為 30 hPa   

   

在 WRFVAR 中，O – B > 5 * (Error Value)為主要的 QC 門檻值 

其中，B 為背景值（First Guess），O 為觀測值。 

 

 
 

五、資料檔案詳述以及重要注記： 

  探空資料的時間解析度為 0.5-10 秒，氣壓、溫度和相對溼度為直接量測量；露點溫

度是由相對溼度計算而來；高度則將氣壓、溫度和露點溫度代入靜力方程中得出；上升速

度是由連續兩個時間的高度差異來取得；位置／地點則是用水平風與初始釋放位置來計

算。由於氣球下方之探空儀呈鐘擺運動，所以原始風場已經使用一濾波器來移除低頻震

盪。另外，每個探空第一筆資料的時間為-1.0 秒，表示資料是由獨立的地面氣象站而來，

在 QC 程序中，此資料被當成參考值來決定探空儀氣壓、溫度和相對溼度測量的準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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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品質控管與探空品質的初步評估：  

  圖 2 為探空資料品質控管（QC）流程圖，此品質控管流程主要分成三大部份： 

 

 
圖 2 探空資料品質控管（QC）流程圖 

 

  首先藉由探空直接測量之各變數的垂直剖線圖(variable line plot diagram)來檢視探

空資料的品質（圖 3），對所有的探空資料進行檢驗，在此主要是主觀的由人工檢查資料

是否有所缺失、所繪出的垂直剖線曲線是否合理，以及資料曲線變動(fluctuation)是否太

大等，藉此來檢查資料的系統性誤差以及個別探空資料的問題，表 2 即為利用主觀識別法

所統計出 Questionable 與 Bad 的資料筆數。若該筆探空資料被判斷成有問題，找出並記

錄該筆探空之探空儀序號(Serial Numbers)及當時之工作日誌，列表儲存。 

利用主觀識別法檢驗每顆探空 

紀錄到錯誤清單中 NCAR ASPEN QC 

利用skewT-logP 圖再次檢驗 

Good Questionable + Bad 

Version 1 

統計檢驗 

客觀識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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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利用主觀識別法來檢視探空資料的品質。 

 

表 2 主觀判斷各探空站探空資料有問題之筆數統計。 

測站名稱與站碼 系統類型與探空儀型號 探空個數 有問題的探空 (筆 / %) 

花蓮 (46699) Vaisala RS-80 185 16 / 8.7 

馬公 (46734) Vaisala RS-80 232 18 / 7.8 

屏東 (46750) Vaisala RS-80 248 21 / 8.5 

綠島 (46780) Vaisala RS-80 219 21 / 9.6 

板橋 (46692) Meisei 184 9 / 4.9 

東沙 (46810) Meisei 156 56 / 35.9 

台南 (46741) Meisei &Vaisala RS-92 129 9 / 7.0 

六龜 (99744) Vaisala RS-92 218 10 / 4.6 

恆春 (99759) Vaisala RS-92 140 4 / 2.9 

台中 (99770) Vaisala RS-92 163 18 / 11.0 

佬沃, 菲律賓 (98223 ) Graw 67 2 / 3.0 

南船 (99810) Graw 134 25 / 18.7 

北船 (99692) Vaisala RS-92 46 3 / 6.5 

投落送 Vaisala RSS903 190 30 / 6.4 

 

  經過此步驟後，我們已經對於探空資料品質有大致上的輪廓，而後我們將探空資料利

用 NCAR ASPEN 進行品質控管的程序，為了盡可能保留所有探空資訊，不論該筆資料是

否被判定為有問題，所有的探空資料都會進到 NCAR ASPEN 做品質控管的動作。原始

Bad wind field Bad RH field Questionable win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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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lass 資料經過 ASPEN (Atmospheric Sounding Processing ENvironment)  QC 後不

僅能讓資料更平滑，更能移除可疑的資料點（圖 4）。 

 

 
圖 4 NCAR ASPEN 品質控管程序，左圖為探空之原始資料，右圖為經過 ASPEN 品質控

管後，已濾除可疑的資料點（黑色方框）。 

 

  接著，我們將利用客觀統計的方法來評估資料的品質，先將資料內差至 5-hPa，再計

算每一層、不同參數的時間平均，然後將實際觀測值與此平均值相比，若是介於 3-6 個標

準差歸類成 Q，大於 6 個標準差則為 B，表 3 即為經過客觀統計法對探空資料做品質評估

得到的結果。 

 

表 3 客觀統計法之探空資料品質評估。 

Site ID System type Sondes (#)

Quality 

T 

Q, B (%)

Quality 

Td 

Q, B (%) 

Quality 

Winds 

Q, B (%) 

花蓮 (46699) Vaisala RS-80 185 11.4, 0 24.3, 1.1 13.5, 2.2

馬公 (46734) Vaisala RS-80 232 11.6, 0 27.6, 0.9 9.5, 3.0 

屏東 (46750) Vaisala RS-80 248 13.7, 0 21.4, 1.2 12.5, 1.6

綠島 (46780) Vaisala RS-80 219 15.5, 0 24.2, 1.4 12.8, 2.3

板橋 (46692) Meisei 184 14.7, 1.6 22.8, 2.7 36.4, 4.9

東沙 (46810) Meisei 156 9.6, 1.3 15.4, 2.6 22.4, 10.3

台南 (46741) Meisei &Vaisala RS-92 129 5.4, 1.6 15.5, 2.3 16.3, 2.3

Raw Data ASPEN Q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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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船 (99692) Vaisala RS-92 46 13.0, 0 26.1, 0 2.2, 0 

六龜 (99744) Vaisala RS-92 218 17.9, 0 19.7, 3.2 11.5, 0 

恆春 (99759) Vaisala RS-92 140 20.7, 0 15.7, 2.1 10.0, 0 

台中 (99770) Vaisala RS-92 163 11.0, 0.6 25.6, 4.3 17.7, 1.2

南船 (99810) Graw 134 17.2, 0.7 12.7, 3.7 6.7, 0 

佬沃，菲律賓 (98223 ) Graw 67 6.0, 1.5 16.4, 1.5 13.4, 1.5

Total 2121 13.4, 0.5 21.1, 2.1 14.9, 2.4

 

  最後，根據斜溫圖進一步檢視每一筆探空資料的狀況，斜溫圖可以協助我們找出受到

其他污染的探空資料，如圖 5 所示，在 500~600 hPa 處受到對流污染，使得溫度與露點

溫度同時不正常下降與上升。所有的 V1 品質控管過程到此就告一段落，圖 6 為 V1 最後

的初步評估結果，VS92 的在熱力及動力場的表現皆相當不錯，除了台中站有較雜亂的風

場分布，這需更多的分析資料來分析。 

 

 
圖 5 台南站 2008 年 6 月 4 日 0300UTC 之斜溫圖，為 Meisei 探空儀。 

 

受到對流污染!!!非正確之觀測值



 15

 
圖 6 V1 探空資料的初步評估。長條狀上方的數字代表有問題與錯誤資料所佔的百分比。 

 

  Version 1 探空資料的初步評估總結於下表，此表僅代表資料可能有問題 

(questionable)或是錯誤的 (bad)，我們無法保證這個清單已經很完美了，但是，較嚴重

的問題也幾乎都已經確定，每個使用者可自行決定要如何看待這些可能有問題的數據。

表中，若是該筆探空資料在任何層有出現 Questionable (那也就是說資料看起來是可疑

地)，那麼 Q 將計數乙次；若是出現 Bad (也就是稍微懷疑資料是錯誤地)，將計為 B 而不

是 Q；q dif 表示地面的比溼減去探空第一筆量測到的比溼之平均差異。 

 

測站站碼 測站名稱 系統類型 資料品質 

T,Td 

Q, B 

資料品質

Winds 

Q, B 

q_dif 探空數目

46692 Banchiao MS 80-ATR 20, 12 20, 6 0.23 184 

46699 Hualien VS 80-ATR 4, 0 3, 2 2.58 185 

46734 Makung VS 80-ATR 2, 0 14, 4 3.08 232 

46741 Tainan MS 80-ATR 2, 3 7, 4 0.54 76 

“ “ VS 92-GPS 0, 0 0, 0 0.5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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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50 Pingdong VS 80-ATR 4, 0 12, 4 2.51 248 

“ “ VS92-GPS 0,0 0,0 1.53 18 

46780 Lu-Tao VS 80-ATR 1, 0 8, 6 2.57 201 

“ “ VS92-GPS 0,0 0,0 -0.09 18 

46810 Dongsha Is. MS 80-ATR 10, 5 13, 51 0.82 156 

“ “ VS92 0,0 0,0 2.31 1 

98223 Laoag, Phil. Graw-GPS 1, 2 1, 0 1.47 67 

99692 N. Ship VS 92-GPS 4, 0 0, 0 0.50 46 

99744 Liou-Guei VS 92-GPS 1, 0 1, 0 -0.45 218 

99759 Henchun VS 92-GPS 0, 0 0, 0 0.51 140 

99770 Taichung VS 92-GPS 6,4 21, 24 0.10 163 

99810 SW Ship Graw-GPS 2, 3 0, 0 0.51 134 

 dropsondes Vaisala-GPS 4,6  2, 1 -0.02 190 

total   59, 35 103, 102  2330 

 

Version 1 的初步結論如下： 

(1) 首先，品質評估是利用目視法檢查斜溫圖、時間序列及散佈圖來主觀決定。有問題

或錯誤的測定建議有一個確定性的判斷，一般來說，從時間平均來看，介於 3-6 個

標準差歸類成 Q，大於 6 個標準差則為 B。 

(2) 在大多數個案中，錯誤或有問題的資料通常發生在有限的垂直層，其餘的探空資料

仍然是有用的。 

(3) 板橋及東沙為 Meisei 系統，結果顯示有較差的成績，特別是在 300 hPa 以上，RH

隨高度時常為接近一常數，因此，需小心使用。 

(4) Vaisala RS80（VS80）系統存在較大的 q_dif，這表示 dry bias 存在且需要更進一

步進行溼度校正，此校正將在 version 2 中完成。 

(5) 當溫度資料在某些層為錯誤或有問題時，在一定程度上也會影響到重力位高度。 

(6) 許多有問題或是錯誤的探空可能是因為強對流在探空儀附近，這將使環境有較大的

擾動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探空並無法代表中尺度或大尺度環境場，應謹慎小心使

用。 

更詳細的分析則紀錄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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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92（板橋）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TO 表示該筆探空的錯誤或有問題資料存在

於整個探空剖面，SA 表示超絕熱層。 

 

Wind QC  (46692)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19  06   200-300  

05/19  18  < 250  

05/24   06  ~900  

05/29   12  ~950   

05/30  03  ~950 

05/29 09  ~900     

06/01 15  150-200 

06/01 21  250-275 

06/03 06  100-150 

06/03 12  ~150 

06/03 18  125-200 

06/04 09  ~150 

06/04 12  ~150 

06/05 15  ~100 

06/05 18  ~250 

06/11 00  200-950 

06/11 06  200-900 

06/11 12  TO 

06/12 00  TO 

06/12 12  ~150 

06/13 18  ~550 

06/14 00  150-600 

06/14 06  150-350 

06/14 12  < 600 

06/17 06  ~250 

06/22 00  750-850 

T,Td QC   (46692) 
Date    Tim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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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T    (hPa)  

05/18     00     ~990 SA 

05/21     06      ~525  SA 

05/23     06      500-600  SA 

05/23    12      ~725  SA 

05/26    06      near sfc SA 

05/26    18     ~950  SA 

05/27    00     ~950  SA 

05/29    12     ~940  SA 

05/30    00     ~990 SA 

05/30    12      450-600  

06/02    03     ~950 SA 

06/02    09     ~400 SA 

06/02    18     ~460 

06/02    21      > 500 

06/04    06      ~1000 SA 

06/06    00      ~530 SA 

06/10    06      ~670 SA 

06/11    00      ~900 

06/12    00      ~1000, too cold TO 

06/12    12      ~400 

06/13    00      >950 

06/14    00      >950 

06/14    18      ~975 

06/15    12      ~850 SA 

06/17    06      > 950 

06/18    00       ~975 

06/19    03       near sfc  SA 

06/19    12       ~925 SA 

06/20    00       > 950 

06/20    03       850-sfc SA 

06/21    12       near sfc SA 

06/25    06       near sfc, 850 SA, < 150 too warm 

 

Notes：此探空系統易於發生超絕熱（Super Adiabatic，SA）層（也就是遞減率>乾絕熱）。

而超絕熱層常發生在日間之陸地上近地面處，這邊提到的超絕熱稍高於地面或在雲層上

方。當探空儀位於雲內，附著在溫度感應器上的水蒸發造成感應器過度冷卻（6/10 06Z

為一個相當好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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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99（花蓮）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TO 表示該筆探空的錯誤或有問題資料存在

於整個探空剖面。 

 

Wind QC  (46699)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17     18       <220 

06/03     15       <440 

06/06     15       600-800 

06/15     12       ~850, ~250 

06/17     12        ~500 

 

T,Td QC  (46699)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21    18       near sfc 

05/22    06       sfc  

05/31    00       > 750 

06/01    00       sfc T,  heights too low 

  

 

 

Notes：本站使用 VS80 探空儀，Version 1 的資料有顯著的 dry bias，此 bias 將在 Version 

2 中被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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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34（馬公）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TO 表示該筆探空的錯誤或有問題資料存在

於整個探空剖面。 

 

Wind QC  (46734)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16      00     < 250 

05/19      09      < 250 

05/19     12       > 850 

05/30      21      TO 

05/31      18      < 250 

06/01      15      < 900 

06/01      18      < 350 

06/03      12       TO 

06/03      15        < 450 

06/05      09       < 400 

06/06      09       500-900 

06/06      18       750-950 

06/14      15       ~950 

06/15      06       ~950 

06/16      12       < 150 

06/17      09       150-250 

06/18      18       < 200 

06/23      06       TO 

  

T,Td QC  (46734)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19    00      too cool at low levels        

06/17    03      ~600        

 

Notes：本站使用 VS80 探空儀，Version 1 的資料有顯著的 dry bias，此 bias 將在 Version 

2 中被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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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41（台南）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TO 表示該筆探空的錯誤或有問題資料存在

於整個探空剖面。 

 

Wind QC  (46741)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27    06        ~950  

05/30    06        ~780  

05/30    21        900-1000  

06/02    00         < 400   

06/03    00         ~550 

06/03    03         > 900 

06/04    03        ~550 

06/04    06         >800 

06/05    03         ~300 

06/05    06         ~250 

06/06    12         >900 

 

T,Td QC  (46741)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6/02     00       500-600 

06/02     03       400-750 

06/03     00       400-600  

06/04     03       500-600 

06/06     00        TO  

 

Notes：5/27-6/6 使用 Meisei 系統，6/12-6/23 則使用 Vaisala RS92，RS92 的探空將可

能需要需要日間 dry bias 的校正。多數有問題和錯誤的資料可能是由於在對流附近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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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50（屏東）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TO 表示該筆探空的錯誤或有問題資料存在

於整個探空剖面，SA 表示超絕熱層。 

 

Wind QC  (46750)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16      18     200-800 

05/18      18     125-700 

05/31      18      800-1000 

06/02      00      ~ 800 

06/02      09      800-1000 

06/03      21       800-900 

06/04      00       800-900 

06/04      18       ~350, < 200 

06/05      12       < 650 

06/05      15       < 500 

06/07      06        < 500 

06/08      00       < 700 

06/13      18       < 200 

06/14      03       > 900 

06/14      09        ~ 400 

06/16      09        ~ 500 

  

T,Td QC  (46750)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29     00      ~ 550 

05/30     21       450-500 SA 

06/05     00       sfc – 980  

06/14     18       550-850  

 

Notes：本站使用 VS80 探空儀，Version 1 的資料有顯著的 dry bias，此 bias 將在 Version 

2 中被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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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80（綠島）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TO 表示該筆探空的錯誤或有問題資料存在

於整個探空剖面。 

 

Wind QC  (46780)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17      06       200-600  

05/18      06       < 650  

05/20      12        200-750  

05/23      12        ~ 450 

05/25      00        550-850 

05/28      18        550-1000 

05/28      18        ~ 1000 

05/30      21        TO 

06/01      03         ~ 800 

06/04      00        300-1000 

06/10      18         TO 

06/11      00        ~ 1000 

06/15      03          TO 

06/19      00          TO  

 

T,Td QC  (46780)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6/23      12       sfc Td too low  

 

Notes：5/16-6/21 使用 Meisei 系統，6/22-6/26 則使用 Vaisala RS92，RS92 的探空將

可能需要需要日間 dry bias 的校正。多數有問題和錯誤的資料可能是由於在對流附近施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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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10（東沙）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TO 表示該筆探空的錯誤或有問題資料存在

於整個探空剖面。 

 

Wind QC  (46810)                         Wind QC (46810) continued 

 

Date    Time    Level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GMT     (hPa) 

  

05/14      12       750-sfc                         06/04   06 > 700 

05/15      06       880-1000      06/04   18 TO 

05/16      06       ~950       06/05   12 > 300 

05/16      12       100-125       06/06   06 TO 

05/17      18       ~900       06/06   18 250-550 

05/18      12        TO       06/07   00 > 850, < 

150 

05/19      00        830-950      06/07   18 > 500 

05/19      06        ~850       06/11     06 > 900 

05/19      12        < 650       06/11     12     < 150 

05/19      18        TO       06/13     06 300-700 

05/20      06        < 200       06/13   12 > 400 

05/20      12         TO       06/13     18 TO 

05/20      18        < 160       06/14     00      > 170 

05/21      06         > 800, < 250     06/14   06      TO 

05/21      18         < 650       06/14     12      

200-800 

05/22      00         200-500      06/15     00      TO 

05/22      06         TO       06/15     06     ~1000  

05/22      12         TO       06/15     12     ~1000 

05/22      18         > 750, < 130     06/16   00      

700-900 

05/23      12         300-850      06/16     06      > 500 

05/23      18         300-650      06/16     12      > 700 

05/24      18         TO       06/17   00      > 500 

05/25      06          > 950      06/17     12     18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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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5      12          200-650      06/18     00     300-900 

05/26      18          TO       06/20   00 > 900 

05/27      18          150-500      06/23   00 < 400 

05/28      00          > 700      06/24     00 TO 

05/30      00         300-400      06/24   12 TO 

05/31      00          ~950       06/25   00 TO 

05/31      06          > 700      06/25   12 TO 

05/31      12          > 700 

05/31      18          > 700, 150 

06/02      12          > 700 

06/03      12          250-600 

 

T, Td QC (46810)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16      18        ~800 SA 

05/17      18        400-800 Td 

05/24      06        sfc, SA 

05/24      12        < 350 

05/26       06       sfc, SA 

05/28      18        TO, Td 

05/30      18        260-280 

06/02      00       ~500 

06/02      12       < 850, Td 

06/03      06       < 450, too warm 

06/03      12        550-650 

06/04      18       < 600, Td 

06/05      12       ~900 SA 

06/21      00       ~930  SA 

06/23      00       ~780 SA  

 

 

Notes：超絕熱層普遍存在於 06Z 的近地面層，這些超絕熱層在某些個案（5/24 與 5/26）

中被標記成有問題的資料，這是因為有較大的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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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23（佬沃, 菲律賓）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TO 表示該筆探空的錯誤或有問題資料存在

於整個探空剖面。 

 

Wind QC  (98223)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15      00       sfc    

 

T, Td QC (98223)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17     00        TO 

06/21     00         < 250 

06/27     12         500-700, Td too dry 

 

Notes：本站使用 GRAW 系統。當新探空儀送達此站時，工作人員才發現不能相容於地

面站的接收軟體，所以，此軟體於 2008 年 5 月底更新，6/1 開始使用。原始資料中釋放

高度為 0m，經過與佬沃探空站的工作人員討論後，真實的高度應為 5m，所以將每一層

的高度加上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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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92（北船）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TO 表示該筆探空的錯誤或有問題資料存在

於整個探空剖面。 

 

Wind QC (99692) : 沒發現問題。 

 

 

T, Td QC (99692)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30     00       Td sfc 

05/31     06        T, Td, sfc 

06/01     00        Td sfc 

06/01     06         Td sfc 

 

Notes：處理此站時是將作業人員額外紀錄之獨立的地面觀測值當成探空的第一筆，但不

幸地，在 6/2 之前並沒有紀錄地面觀測值。另外，此站使用的 Vaisala RS92 探空儀可能

需要日間 dry bias 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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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44（六龜）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TO 表示該筆探空的錯誤或有問題資料存在

於整個探空剖面。 

 

Wind QC：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6/26     06       ~500  

  

T, Td QC：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6/20      03       Td near surface  

 

Notes: 此站使用的 Vaisala RS92 探空儀可能需要日間 dry bias 的校正。 

 

 

99759（恆春）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 

 

Wind QC：沒發現問題。 

 

T, Td QC：沒發現問題。 

 

Notes：此站使用的 Vaisala RS92 探空儀可能需要日間 dry bias 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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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70（台中）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TO 表示該筆探空的錯誤或有問題資料存在

於整個探空剖面。 

 

Wind QC                Wind QC (continued) 
 

Date    Time    Level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GMT   (hPa) 

       

05/15      06        near sfc        

05/16      00        ~220     06/13      18        ~600 

05/19      06        ~160     06/14      03        ~800 

05/19      18        ~625     06/14      12        ~650 

05/20      06         ~550     06/14      15        > 700 

05/21      06         ~390     06/15       00       ~925 

05/21      12         ~750     06/15       03       ~900 

05/23      12         ~975     06/15       06       ~975 

05/26      00         ~650     06/15       09       ~975 

05/26   18       ~600                  06/16       03       > 550 

05/28    06        850-950               06/16       06       ~700 

05/29      06       600-900                06/16       09       sfc-750 

05/30    03       ~750                  06/17       03       ~650 

05/30      15         350-500 

05/31      03         ~850 

05/31      06          > 850 

05/31      09         550-650 

05/31      12          > 900 

06/02      18          ~ 650 

06/03      00          350-sfc 

06/03      12         ~440 

06/03      18          ~ 430 

06/05      09          120-250 

06/05      15          > 500 

06/05      21          ~975 

06/06      09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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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      15          ~700 

06/07      00          ~950 

06/08      00          ~700 

06/08      12          ~200 

06/11      06          850-900 

06/12      00          > 550 

06/12      06          > 450 

 

T, Td QC：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6/01       03      sfc Td too low 

06/01       09       ~960 Td 

06/05       00       ~960 Td 

06/05       06       ~960 Td 

06/05       15        ~950 SA 

06/06       03         sfc Td too low 

06/06       06        ~960 Td 

06/08       12        ~960 Td 

06/13       00         sfc Td too low 

06/17       03        TO, T too warm 

 

 

 

Notes：此站使用的 Vaisala RS92 探空儀可能需要日間 dry bias 的校正。有許多筆雜亂

的風場剖面是因為探空在對流附近施放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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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10（南船）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 

 

 

Wind QC：沒發現問題。 

 

 

T, Td QC：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15     06        sfc 

05/19     12        500-600 Td 

05/20     06        500-850 Td 

06/04     18        ~800 Td 

06/13     06         sfc 

 

Notes：許多 06 和 12Z 施放的探空在近地面有較大的超絕熱溫度遞減率，這可能是由於

船體結構的加熱。原始資料中顯示探空釋放高度為 0m，經過進一步的討論後，甲板的高

度應為 3m，因此每層的高度皆直接加上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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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sondes 之初步品質控管評估 
 

當使用下列時間的資料時須特別小心，氣壓層摽是有問題資料大約出現的位置。粗體字表

示為錯誤的資料，其他則代表有問題的資料。 

 

Wind QC：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6/05     0607    < 300  

06/17     0455    ~580 

06/17     0529    ~400, ~200 

 

 

T, Td QC： 

 

Date    Time    Level  

  GMT    (hPa)  

 

05/02     0304     ~625, ~925 

05/02     0337     600-650 

05/20     2251     ~775  

06/03     2330     550-750 

06/04     0528      ~650 

06/04     0611      ~625, SA 

06/04     2328       ~750 

06/04     2332      450-650 

06/04     2347      750-950 

06/25     1043      ~450 

 

Note：05/20 2327Z、05/29 2159Z 及 2211Z、06/04 0603Z 沒有經緯度資訊。在第四次

任務（5/30）之前有明顯的資料遺失問題，在這之後，較新的探空儀大大地改進資料遺失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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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尚在進行之工作： 

  q_dif 之結果顯示 Vaisala RS80 探空儀會有顯著的 dry bias，而透過比較探空儀與

GPS 的總可降水量(PW)更可幫助我們更進一步估計 dry bias 的大小。如果探空站周圍 25

公里內沒有 GPS 資料，可使用客觀分析法把資料內差到探空站的地點；海島站（東沙、

馬公和綠島）沒有 GPS-PW，可利用 AMSR-E 衛星所估計出的 PW，衛星一天通過台灣

地區兩次（06 及 18Z），AMSR-E 的資料可到下列網址下載：http://www.remss.com/。 

  在 SoWMEX 期間，Vaisala RS80 的 dry bias 早就被發現了，因此，計劃辦公室於

2008 年 6 月在屏東站（46750）針對 Vaisala RS80 與 RS92 進行一系列的探空比對試驗

計劃（Intercomparison Launches），此資料庫包含 18 個比對探空，而我們可以利用累

積分布函數法（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matching method，CDF method）來校

正屏東站 RS80 探空儀的 dry bias (Nuret et al.  2008, Ciesielski et al. 2009)，並且應用

到其他 RS80 的站。此外，林博雄教授也請 Vaisala 公司提供新的探空溼度係數來重新處

理 RS80 的資料。這兩種方法應該同時進行，才能觀察哪種方式可以提供更接近

GPS-PW 或 AMSRE-PW 值。另外，在屏東站進行的比對也建議 RS80 也有輕微的

temperature bias 需要校正。在 Meisei 和 GRAW 系統上也應該藉由比較 sonde-PW 與

GPS-PW 來觀察 bias 是否存在，我們也曾在板橋針對 Meisei、GRAW 與 RS92 進行 12

次探空比對，不幸地，僅在 4 月(4 次)和 10 月(8 次)執行此任務，而沒有在季風條件下進

行，若顯著的 bias 存在於 Meisei 和 GRAW 中，那麼，我們就需要在季風條件下進行額

外的比對實驗，以建立一套適合的校正法。 

  有了比對的資料庫後，CDF 法將可讓品質較差之 Vaisala RS80 達到 RS92 的標準，

而 GPS 和衛星之 PW 可用來檢驗此校正法的強弱，如果經過此校正法後仍存在 dry bias，

那麼就需要額外的校正法，例如：許多研究皆指出 Vaisala RS92 需要日間太陽輻射的校

正（Yoneyama et al., 2008 與 Cady-Pereira et al., 2008）。使用這些校正法後，即可建立

一套經過溼度校正後的 Version 2 資料庫。最後，我們計畫建立以 CSU 格式（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Format）儲存之 5-hPa 探空資料庫並標上 QC 標籤，這就是 Version 3，

此資料庫將更能節省儲存空間且更便於研究用途上的使用。為了建立品質標籤，各種參數

將會經過一系列自動化品質控管檢驗（gross limit, vertical consistency 等），最後將會以

目視法檢查每 5-hPa 來鑑定任何仍然有問題或是錯誤的資料（可使用 CSU 以 TCL 語法

寫成的 xsnd 軟體）。在 Version 3 中，我們並不會更改任何的資料，僅加入品質控管標籤，

如此一來，使用者將可輕易自己決定要使用哪些資料。 

 期中報告預計完成的項目有： 

  (1)探空資料蒐集與整理 

  (2)資料格式整合並使用 ASPEN QC 

  (3)人工檢視及列表 

這些工作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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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期中報告後的工作主要是將 QC 後的探空資料進行分析，找出各種不同類型探空儀的

可能偏差（溼度或溫度），並加以校正，期望得到一組更接近真實大氣環境條件的探空資

料庫。 

 

一、探空資料的溼度校正： 

  圖 7（上）為在 SOP 期間探空儀的地面觀測值（qs）與其量測到的第一筆資料（qs+1）

之平均比溼差異（δq），這邊要注意的是所有探空資料的地面觀測值皆應來自於獨立的

測量儀器。Stull (1988)指出在所有天氣條件下，地面層（10-100m AGL）內的δq 都不

應該超過 1 g kg-1，而在西南氣流實驗期間，Meisei、Vaisala RS92（VS92）跟 GRAW

探空儀都能符合此條件，但 Vaisala RS80（VS80）的δq 卻相當大（> 2 g kg-1）。另外，

台南站（46741）於實驗期間曾使用 VS92 跟 Meisei 兩種不同的探空儀，結果顯示 VS92

有較小的δq（0.33 V.S. 0.67），然而，我們分析探空站鄰近的 GPS 站來反演總可降水

量（Total Precipitable Water，TPW）後發現 Meisei（TPW=58.4 mm）比 VS92（TPW=52.1 

mm）來得溼，所以，此結果也表明台南站的 Meisei 探空儀可能存在輕微的 dry bias。圖

7（下）則為在每 5-hPa 下，出現飽和的頻率，結果顯示在 VS92 的探空站，飽和層發生

的頻率約為 5-10%，這與北美季風實驗（North American Monsoon Experiment）觀測到

的結果相似（Ciesielski et al., 2009），對照之下，VS80 在對流活躍的季風環境中，其

飽和層發生頻率卻不到 1%，這也再次證實 VS80 有顯著的 dry bias，此外，Meisei 探空

儀之飽和層出現頻率也偏低。在台南站，兩種不同探空儀的表現也大不相同，VS92 的發

生頻率是 Meisei 的兩倍，此結果表明 Meisei 仍有輕微的 dry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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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地面與探空第一筆量測之平均比溼差異（上圖）以及在每 5-hPa 下，出現飽和的頻

率（下圖）。 

 

  圖 7 的分析結果指出 VS80 探空儀有非常顯著的 dry bias，為了能確定 dry bias 的範

圍及大小，我們先計算每個探空儀的 TPW，再與 GPS 或衛星反演得到的 TPW 做比較。

過去研究指出 GPS 與衛星 TPW 反演的準確率為 1-2 mm（Wentz, 1997, Bock et al., 

2007），顯示遙測反演出的可降水量資料適合用於評估 dry bias。圖 8 是台灣探空站及

GPS 站的位置，為了降低誤差，我們僅選擇距離探空站 50 公里內的 GPS 站。在缺乏

GPS 站的海島（東沙、馬公及綠島）則使用 AMSR-E 衛星反演之 TPW（資料可由以下

網址取得：http://www.remss.com/），AMSR-E 通過台灣附近的時間大約在 06Z 和 18Z，

由於微波反演在陸地上會有困難，所以此產品只適用於海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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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台灣探空站及 GPS 站的位置。不同顏色的圓圈代表不同類型的探空儀，而 GPS 站

圓圈內的充填程度則代表該站在 SOP 期間可以被使用的資料百分比。 

 

  圖 9 為 SOP 期間，利用 multiquadric 客觀內差法（Nuss and Titley, 1994）將 AMSR-E

和 GPS 合併而得到之平均 TPW 分布情形，在中台灣北部山區的山區有一 TPW 最小值，

如果 GPS TPW 在南部山區也有資料的話，那麼此最小值將很有可能同樣會延伸到南部

山區；最大值則出現在中國的南部海岸外，另外，在台灣南部與東北部外海有一相對較大

之 TPW 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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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SoWMEX/TiMREX SOP 期間，將 AMSR-E 和 GPS 合併而得到之平均 TPW 分布情

形。填滿的圓圈代表探空站的位置，不同顏色則代表不同類型的探空儀（如同 3 所示）。 

 

  我們可以藉由圖 9 之分析來得到實驗期間任何位置的平均 TPW，接著我們將各站不

同來源的 TPW（探空資料直接計算、圖 9 的 AMSR-E 與 GPS 之合併分析與最接近的 GPS

站）進行比對（圖 10）。因為有許多的觀測發生在 IOP 期間，此期間為較潮溼的時期，

所以若是使用實際探空資料來直接計算 SOP 的平均 TPW 將會引入 moist bias，為了解決

潮溼期間的過多取樣，所以在使用探空資料計算 TPW 時會採用日平均且每一天都給予相

同的權重。從圖 10 的比較可發現 VS80 的 dry bias 很明顯，其範圍從屏東的 6 mm 到綠

島的 11 mm，綠島有較大的 dry bias 有一部分是因為探空站位於較高的高度（252 m），

此高度差異將會對 TPW 引入約 4 mm 的差異。Meisei 站看起來似乎也有微小的 dry bias

（1-3 mm），這與圖 7 的分析結果一致。圖 10 也建議 VS92 的探空站有輕微的 dry bias，

我們懷疑是日間輻射加熱所導致，為了證實此猜測，更進一步的分析是必須的。六龜的

dry bias 是過大的，這是因為最靠近的 GPS 站所在高度都小於 50 m，而六龜的高度是

266 m，如同前面提到的，此高度的差異將會使 TPW 約有 4 mm 的差異。最後，Graw

站看起來似乎沒有溼度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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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不同方法之 TPW 比較結果（探空資料直接計算、圖 4 的 AMSR-E 與 GPS 之合併

分析與最接近的 GPS 站）。 

 

三、探空比對研究： 

  在 SoWMEX 期間，Vaisala RS80 的 dry bias 早就被發現了，因此，計劃辦公室於

2008 年 6 月在屏東站（46750）針對 Vaisala VS80 與 VS92 進行一系列的探空比對試驗

計劃（Intercomparison Launches），VS92 探空儀在夜間的溼度偏差很小（甚至沒有），

而日間的 dry bias 則很容易被移除（Yoneyama et al., 2008, Cady-Pereira et al., 2008），

所以適合用來校正其他探空儀的溼度場資料。此資料庫包含 18 個比對探空（10 個日間、

8 個夜間；6 個雨天，3 個陰天及 9 個晴天），表 4 即為在不同溫度與溼度區間下可用來

執行 CDF 配對法的資料筆數，雖然我們只有 18 顆比對探空，但在每個溫度區間皆至少

有 1000 筆資料，顯示此方法相當具代表性。接著，我們可以利用累積頻率分布函數法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matching method，CDF method）來校正屏東站

RS80 探空儀的 dry bias（Nuret et al., 2008, Ciesielski et al., 2009），並且應用到其他

RS80 的站。 

  另外，我們在板橋站（Ban-Ciao，46692）也有 12 筆探空比對資料（Meisei、Graw

與 VS92），不幸的是，這些並不是在季風條件下所取得，而是在 4 月（4 筆）與 10 月

（8 筆）。一些初步的分析顯示只有 VS92 在雲中能達到飽和；在較暖且潮溼的環境下，

Meisei 有較小的 dry bias（5%），然而，Meisei 的相度溼度在 300 hPa 以上幾乎是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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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也會導致高層有 moist bias。與 VS92 相比，Graw 探空儀在溫度較低時有輕微的

moist bias，而在潮溼環境中有輕微的 dry bias。 

 

表 4 SoWMEX/TiMREX 期間，於屏東站進行之 18 顆比對探空資料在不同溫度與溼度區

間下的總資料筆數。 

日間 

 0~5% 

5~10

% 

10~15

% 

15~20

% 

20~25

% 

25~30

% 

30~35

% 

35~40

% 

40~45

% 

45~50

% 

50~55

% 

55~60

% 

60~65

% 

65~70

% 

70~75

% 

75~80

% 

80~85

% 

85~90

% 

90~95

% 

95~10

0%

Total

20~40 

℃ 
0 7 0 17 16 227 68 58 66 67 76 72 55 44 44 56 36 39 29 28 1005

0~20 

℃ 
0 103 0 39 111 432 53 59 66 67 76 72 55 44 44 56 35 39 31 27 1409

-20~0 

℃ 
0 55 42 136 26 510 52 59 67 67 77 72 55 44 44 56 35 39 34 27 1497

-40~-2

0 ℃ 
0 24 63 246 167 786 52 59 67 67 78 71 55 44 46 55 36 40 37 27 2020

-60~-4

0 ℃ 
0 49 92 142 386 473 52 60 67 67 78 70 55 44 49 54 36 41 39 27 1881

-80~-6

0 ℃ 
0 90 99 157 225 210 52 60 67 68 78 69 55 44 52 53 36 42 39 28 1524

夜間 

 0~5% 

5~10

% 

10~15

% 

15~20

% 

20~25

% 

25~30

% 

30~35

% 

35~40

% 

40~45

% 

45~50

% 

50~55

% 

55~60

% 

60~65

% 

65~70

% 

70~75

% 

75~80

% 

80~85

% 

85~90

% 

90~95

% 

95~10

0%

Total

20~40 

℃ 
0 0 0 8 0 0 98 80 70 61 68 81 67 60 56 56 49 30 46 45 875

0~20 

℃ 
0 0 17 103 0 59 85 81 68 63 68 80 67 60 58 54 48 32 48 44 1035

-20~0 

℃ 
0 9 63 138 22 393 84 81 67 65 68 80 67 60 59 54 48 33 48 44 1483

-40~-2

0 ℃ 
0 13 42 47 14 386 83 82 66 65 68 80 67 60 59 53 47 34 48 46 1360

-60~-4

0 ℃ 
0 9 47 144 47 427 82 83 65 66 68 80 67 61 59 53 45 36 48 48 1535

-80~-6

0 ℃ 
0 15 49 120 106 477 81 83 64 66 68 80 66 61 59 52 42 36 48 48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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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屏東站與其他 VS80 站的溼度校正： 

 

1.一般的處理方法： 

  如圖 7 和圖 10 所示，屏東站的 VS80 探空儀有顯著的 dry bias，所以要用下列幾種

方法來校正這些資料。首先，所有類型的 Vaisala 探空儀需進行日間太陽加熱的校正

（Yoneyama et al., 2008, Cady-Pereira et al., 2008），接著使用在屏東站進行的 18 個

比對個案（VS80 與 VS92），利用 CDF 配對法可建立一組校正表，根據此校正表即可使

VS80 的資料達達 VS92 的水準。 

 

2.累積分布函數配對法（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matching method，CDF）： 

  CDF 配對法可將不同溼度與溫度下的 VS80 溼度場作修正，CDF 配對法乃是假設兩

種不同探空儀施放地點具有相似的環境，這代表兩者具有接近均勻的大氣條件存在，因

此，才會有類似的統計條件，而此方法的應用將可校正 VS80 的溼度場，使資料品質達到

VS92 的水準。由於先前的研究也顯示溼度的偏差也存在於垂直方向，所以在進行 CDF

配對法時，不同的溫度區間會有不同的溼度校正，本研究選取溫度範圍為+40 ℃至-80 

℃，每 20 ℃為一區間，例如：我們以 30℃來代表 20~40℃、10℃代表 0~20℃，若想得

到溫度為 20℃下的校正量，則利用 30℃與 10℃的校正量經過線性內差而得出。另外，溼

度是從 0 %至 100 %，每 5%為一區間。以白天時的 20℃-40℃區間為例（圖 11），首先，

我們可以計算出兩個不同種類的探空儀在不同的溫度區間內、相同累積頻率下，VS92 與

VS80 的相對溼度差值（圖 11a），而後，可將此差異轉換成在相同相對溼度下，兩者的相

對溼度差異（圖 11b），由圖 11a 可以清楚地看到當 CDF 為 40%時，VS80 的相對溼度為

72%，而 VS92 則為 82%，VS80 與 VS92 的差異偏差為 10%，這代表 VS80 有 10%的

dry bias，而經過轉換後，圖 11b 則是 VS80 與 VS92 在不同相對溼度下的差異偏差量，

顯示在此溫度區間下，相對溼度為 70%會達到最大，VS80 的相對溼度需有 10%的校正。

每個不同的溫度區間都會產生一張類似 11b 的圖，將這些圖合併後便可得到一張 CDF 校

正表（圖 12），此校正表的橫座標為相對溼度，縱座標為溫度，因此，我們可以得到不同

溫度與溼度下的校正量。除此之外，另一件需要特別注意的事是 CDF 校正表必須將日間

與夜間區分開，如圖 12 所示，這是因為白天與夜晚的大氣環境條件非常不同。對於溫度

大於 0℃而言，夜間最大校正值（10%）出現在相對溼度約為 70%處，而日間最大校正值

為 8%，發生在相對溼度為 65%處；對於溫度小於 0℃來說，夜間 bias 校正量大幅增加，

峰值位於溫度為-60℃~-80℃、相對溼度為 40%處，校正量可達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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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上圖為 VS80 與 VS92 在溫度區間 20~40℃下，相對溼度的累積分布函數。下圖為

經過 CDF 配對法後的相對溼度 bias 校正量。 

 

 

圖 12 利用 CDF 配對法（VS80 與 VS92）在所有溫度區間下的 bias 校正表。左圖為夜

間，右圖為日間，點線代表冰的飽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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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間太陽加熱校正： 

  Cady-Pereira et al. (2008) 透過比較探空的 TPW 與衛星微波反演的 TPW，針對不

同類型的 Vaisala 探空儀發展出一套日間溼度校正法。Vaisala 的 dry bias 主要來自於溼

度感應器受到太陽加熱地影響，Vaisala RS80-H 的溼度感應器上有保護蓋以降低日間降

雨和輻射的影響，然而，較新的探空儀（VS90 與 VS92）已移除此保護蓋，所以日間 dry 

bias 會比 VS80 系列來的大。由圖 12 中也可得到 VS80 在白天時，在-20~-40℃範圍內都

比 VS92 來得潮溼（圖 12 右在-20~-40℃的負校正量），這就代表 VS92 有很大的日間輻

射加熱偏差，這與 Cady-Pereira et al. (2008)得到的結果一致，所以，我們將繼續進行此

校正法。 

  對 VS92 探空儀而言，日間輻射加熱校正係數為： 

 





 


SZA
SF

cos

2.0
exp093.00.1  

SF 為一比例係數（Scale Factor）； SZA 則代表太陽天頂角，為測站經緯度、時間及年

份的函數。圖 13 為屏東站在 2008 年 6 月 1 日的 SF 在不同時間的分布情形，我們可以

清楚看到只有在 0530 LST 到 1830LST 之間施放的探空才會受到太陽加熱的影響，且在

1130 至 1300LST 之間施放的探空需經過 8%的修正。實際上，日間校正是將露點溫度（Td）

轉換成混合比（r），而後把每一層的混合比（r）乘上此係數以得到新的混合比，最後，

再用新的混合比計算出新的露點溫度。另外，Vomel et al. (2007)與 Yoneyama et al. (2008)

在最近的研究中，比較 VS92 和 Chill Mirror 溼度計之高精度溼度探空後發現 VS92 的 dry 

bias 會隨高度增加，這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圖 13 2008 年 6 月 1 日於屏東站之比例係數（Scale Factor）對混合比的校正程度，為測

站經緯度、當地時間及年份的函數。X 代表一天 8 次的探空施放時間。 

 

4.校正法的應用： 

  所有屏東站所蒐集到的 VS80 探空資料先經過 CDF 校正表，使 VS80 的溼度場達到

VS92 的標準，然後，對所有白天的探空進行日間輻射校正，但在進行這些校正時，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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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以下的限制，那就是新的露點溫度不能超過溫度，這也使得當溫度大於 0℃，相對溼

度不能超過 100%、當溫度小於 0℃，相對溼度可達到 130%。 

 

5.屏東站校正的驗證： 

  屏東站的探空資料經過 CDF 與日間太陽輻射加熱校正後，在 SOP 期間，平均 TPW

從 48.2 mm 提升至 53.9 mm（約增加 11%）。最靠近的 GPS 站（ZEND）位於屏東站東

方 37 公里處且非常靠近海岸，在 SOP 期間也蒐集到非常完整的紀錄，平均 TPW 為 54.8 

mm，這比校正過的探空值還高 0.9 mm，而 GPS 站有較高的 TPW 可能是因為較接近海

岸。3 小時 GPS 和校正後探空資料之 TPW 的相關係數則為 0.88。 

  接著，我們挑出同時有 GPS 及探空資料的時間點，來分析 TPW 的日夜循環（圖 14

上），在非加強觀測期時，屏東站的釋放時間為 2，8，11，14，20 LST。結果顯示未經

修正的探空資料與 GPS 的差異在每個不同的施放時間介於 5 mm 至 10 mm 之間，而校

正後的探空資料在每個時間點非常接近 GPS 的估計值，兩者的差異在 2 mm 以下。較高

的平均 TPW 出現在 5，17 和 23 LST，這是因為這些時間只有在加強觀測期（IOP）才有

施放探空，這段時間內的對流較旺盛且較潮溼（圖 15）。 

 
圖 14 上圖為總可降水量的日夜循環，GPS-PW 以黑色星號表示，未經校正的探空則是

綠色星號，經過校正後的探空以藍色星號代表僅做過CDF校正、紅色星號則為CDF

與日間太陽輻射校正。下圖為總可降水量差異（GPS-PW – 校正後探空 PW）的

日夜循環，星號表示平均值，垂直線為標準差，底層的數字表示用來計算平均的資

料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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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平均相對溼度之時間序列，垂直線與陰影區代表加強觀測期（IOPs），一天有 8 次

探空的施放。 

 

  下表為屏東站的溼度校正對不同對流參數的影響，經溼度校正後的資料看起來能有效

地移除 dry bias，在未校正前，較低的對流可用位能（CAPE）和較高的對流抑制能（CIN）

表示對流不容易被激發，而在校正後，各種對流參數看起來更合理， 

參 數 未校正 校正後 

可降水量（PW） 48.2 mm 53.9 mm 

對流可用位能(CAPE) 169 J Kg-1 782 J Kg-1 

對流抑制能（CIN） -165 J Kg-1 -84 J Kg-1 

舉升凝結面（LCL） 900 hPa 924 hPa 

平衡面（EL） 215 hPa 164 hPa 

 

6.將校正法應用在其他 VS80 站： 

  從屏東站得到的 CDF 校正表（圖 12）與日間太陽輻射加熱校正將被應用在其他 VS80

站，結果如圖 16 所示，初步的分析結果顯示僅有在花蓮站可得到不錯的結果。 

 

圖 16 不同方法之 TPW 比較結果（探空資料直接計算、圖 4 的 AMSR-E 與 GPS 之合併

分析與最接近的 GPS 站）。紅色長條為 VS80 與 VS92 的溼度校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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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上述兩種方式外，我們亦提供所有 VS80 原始探空資料給 Vaisala，所以，我們

又得到另外一組經 Vaisala 原廠新係數校正後的資料，此資料庫的品質已相當不錯，僅需

進行 RS-80 的日間太陽輻射加熱校正。可惜的是，Vaisala 沒有辦法重新建造花蓮站之探

空，然而，圖 16 已清楚地告訴我們若將前述兩種校正法應用在花蓮站便能得到相當不錯

的結果。 

 

五、VS92 探空儀的溼度校正：  

  所有日間 VS92 探空儀將進行日間太陽加熱校正。 

 

六、Meisei 探空儀之探空站的溼度校正：  

  某些校正看起來似乎是需要的，但是必須有更多的分析來證實校正的範圍及大小。 

 

七、Graw 探空儀的溼度校正：  

  目前看起來似乎不用對溼度進行校正，若仍有輕微的 bias 存在，那麼，我們就需要

額外的比對實驗，以建立一套適合的校正法。 

 

八、目前正持續進行之工作：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成功建立一套經過溼度校正後的 Version 2 資料庫，接下去仍

會建立另一組 5-hPa 探空資料庫，此 5-hPa 探空資料庫將會標記上 QC 標籤，這就是

Version 3，我們預期此資料庫將更能節省儲存空間且更便於研究用途上的使用。為了建

立品質控管（QC）標籤，各種參數將會經過一系列自動化品質控管檢驗（gross limit, 

vertical consistency 等），最後還會以目視法檢查每 5-hPa 的資料，以鑑定任何仍然有問

題或是錯誤的資料（可使用 CSU 以 TCL 語法寫成的 xsnd 軟體）。在 Version 3 中，我

們並不會更改任何的資料，僅加入品質控管標籤，如此一來，使用者將可輕易自己決定

要使用哪些資料。 

 期末報告預計完成的項目有： 

  (1)利用 GPS 或衛星反演出的可降水量（PW）來檢驗探空資料的溼度偏差。 

  (2)分析校驗比對資料，確認不同類型探空儀是否需要校正。 

  (3)探空資料校正方法研究與分析 

這些工作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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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畫變更說明： 

 按原計畫進行中無變更。 

 

6.落後原因：  

 按原計畫進行中無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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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種類探空儀的特性： 

  在 SoWMEX/TiMREX 實驗開始前（4 月 15~16 日，共 4 顆）於板橋站進行一系列的

比對研究，參與的探空儀類型有 Meisei、Vaisala RS-92 以及 Graw，三種不同類型的探

空儀綁在同一顆氣球上一起升空。圖 zzz 即為初步分析結果，從相對溼度來看，當探空儀

經過雲時，只有 RS-92 可以達到飽和，Graw 與 Meisei 從 800 到 950 hPa 約比 RS-92

乾 3~5%，而 RS-92 在 300 hPa 以上明顯偏乾，Vaisala RS-92 在高層偏乾乃是受到太陽

輻射加熱所導致之 dry bias。此外，與 RS-92 相比，Graw 與 Meisei 較暖，特別是 Meisei，

雖然我們從此結果可以得知不同探空儀的溫度亦不相同，但卻無足夠證據證明哪一種探空

儀的溫度才是真值，因此，現階段我們僅針對溼度的 bias 來作校正。 

 

 

 

 

 

 
圖 17a 2008 年 4 月 15 日 00Z 於板橋實施之比對研究（VS92、Graw 與 Meisei）。左側

為相對溼度、右側為溫度差（T - Tmean）；紅色實線為 Meisei，藍色實線為 Vaisala 

RS92，黑色實線為 Graw，綠色點虛線則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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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b 2008 年 4 月 16 日 00Z 於板橋實施之比對研究（VS92、Graw 與 Meisei）。左側

為相對溼度、右側為溫度差（T - Tmean）；紅色實線為 Meisei，藍色實線為 Vaisala 

RS92，黑色實線為 Graw，綠色點虛線則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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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spen (Atmospheric Sounding Processing Environment) is used for analysis and quality 
control (QC) of sounding data. It has the following capabilities: 

• Automatically apply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to the sounding data 

• Present data in tabular and graphical forms 
• Automatically determine levels and code them in WMO message formats 

• Transmit the WMO messages to other systems 
• Save the raw and derived data products in various formats 

Since Aspen can process data provided in the AVAPS “D” file, NCAR GLASS, NCAR 
MCASS and NCAR CLASS formats, it is able to analyze both dropsonde and upsonde 
soundings. 
Aspen is designed to operate as automatically as possible, while allowing the user to have 
some control over the QC methods. For instance, as soon as the user selects a sounding 
file for processing, the data is brought into Aspen and automatically analyzed. In most 
cases this first pass will be the only one required. If the processing needs to be modified, 
the user can change the QC parameters and reprocess the data as many times as 
necessary. 
An extensive series of QC algorithms are applied to the data. These algorithms typically 
have one or two parameters that may be adjusted by the user if the default values are not 
suitable for a particular sounding. The user can save the modified options, so that when a 
new sounding is opened, the initial analysis will use the customized QC parameters. 
Aspen can have up to six sounding files open at the same time. This makes it convenient 
to compare soundings.  
Aspen is designed so that its operation requires minimal user intervention. However, 
there are a few concepts that are very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 of the 
program. 

 
Aspen maintains two separate data sets: the raw data and the QC data. 
At the start of processing, the QC data is an exact copy of the raw 
data. The algorithms are then successively applied to the QC data. As 
the processing proceeds, data points that fail each test are removed 
from QC data set. At the end of this process, a final smoothing is 
applied to the remaining QC data.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nearly all of the QC steps simply remove unreliable points from the 
raw data set. The dynamic adjustments and the final smoothing are 
the only steps where the observed data values are actually modified. 

 

The QC 
process 
mainly 
removes 
suspect 
data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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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unding is simply a time series of observations, and so almost all 
of the QC operations are based on the time of each data point. The 
QC parameters are specified in relation to time, and the tabular data 
listings are ordered by time. 

 
The complete processing routine is applied as soon as a sounding is 
selected for analysis, and whenever the user chooses to recompute the 
analysis. The sequence is as follows: 

1) Apply the QC algorithms, discarding bad points and 
applying corrections 

2) Compute the levels, by analyzing the QC results. 
3) Code the WMO message, using the levels as input. 

 
Throughout this manual, notes in italics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suggestions 
which, while not essential to operation, will help you use Aspen more effectively. 

Time i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e 
processing 
follows a 
fixed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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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Operation 

To run Aspen, double click on the Aspen icon , or choose Aspen 
from the start menu. An initial start screen will appear. If the file 

selector does not appear immediately, choose Open under the File menu:  

 

 
 
You will now see the file selector: 
 

 

 
 
The file selector is used to choose the sounding file to be processed. You can move to 
other directories using the up directory button or the directory chooser. The file filter 
controls the file types that are displayed in the chooser. 

If you do not see your data files in the directory where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it is probably because the file filter is set incorrectly. Change the file 
filter to “All files (*.*)” in order to display all files in the directory. 

 

Directory chooser 

 

Up directory 

File filter 

1 Run 

File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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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sounding that you want to analyze. 
Click once on the file and then press “Open”, or double-click the file 
name.  

Aspen will show a warning message if you select a file that is in a format 
which it can’t process. 

Processing of the sounding begins as soon as the file is opened. The progress of the 
analysis is displayed in the status box in the lower left hand corner of the main screen, but 
until the processing is complete, the screen will remain blank. 

When the sounding analysis has completed, the initial screen will be filled with a tab-
based display, in which each tab represents a different view of the data. The tabs are 
arranged from left to right (see figure below) in the general order of the data processing, 
i.e. from raw data, through the QC and levels computation, to the coded message. Read 
the Tab Displays section for further description. 

 
 

Verify the sounding by examining all of the tab selections. Read  the 
Post-Processing Adjustment section for important guidelines on 
doing this. After examining the sounding, the user may decide that 
one or more of the processing parameters should be adjusted.  

 

The most commonly altered processing parameters can be 
changed on the Main tab. When they have been set to the 
desired values, press the Recompute button on the Main Tab 

to reanalyze the sounding using the new parameters. The processing status will again be 
displayed in the lower left status box. When completed, the displays in each tab will be 
updated with the new results. 

Be sure to press the Recompute button after changing the processing 
parameters; otherwise, the new parameters will not be applied to the 
sounding. 

To analyze another sounding, open another data file 
using the FileOpen menu. Many soundings can be 
open at one time. Use the Window menu to choose 
which sounding is displayed. 

2 

3 

4 

5 

Open 

Next Sounding 
 

Recompute 
(if necessary) 

Ve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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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Processing Adjustment 

Once a sounding has been processed by Aspen, the results must be examined carefully. 
Frequently some parameters will need to be adjusted to compensate f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a.  

End of data 
In a well-behaved sounding, the end of the raw data set will occur at the end of the 
sounding. For a dropsonde landing in water, this is the usual case. For a dropsonde hitting 
the earth, or with upsondes, the raw data can contain observations that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processed sounding. The user must then manually specify the end of the 
drop by setting the end of drop time on the Main tab. It is critical that the end of drop be 
correctly set for dropsonde soundings 
The Raw data table and the XY graph are useful for determining the end time. Scroll to 
the bottom of the raw data to view the values of individual data points. On the XY graph, 
enable the raw data trace, and use the mouse to zoom in the area of the sounding end. 
Data point markers and grids can be enabled with buttons above the graph. 

The QC tabular display will only show data points that are within the end 
of data time period. 

Dropsonde                                                                                                                                      
heights and the surface 
For dropsonde soundings, the height calculations are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Aspen 
analysis. If the drop terminated cleanly at a known altitude, upward integration of the 
heights is straightforward. Upward integration is impossible, however, if the dropsonde 
termination altitude is unknown. This can occur if the drop did not make it all of the way 
to the surface, or if it the termination point on land had an unknown altitude (which is 
almost always the case).  

In the latter situations, the sounding heights can be computed by downward integration 
from the launch altitude. Note that this suitable only if the launch altitude is known with 
accuracy. Usually the launch altitude is provided by the aircraft data system, and it is 
critical to determine the accuracy of this altitude. If altitude is provided by a radar 
altimeter over the ocean, it is probably acceptable. If it is provided by a pressure-based 
altimeter, at some time or distance since the altimeter setting was applied, the aircraft-
provided altitude is probably not acceptable. 
The Main tab has several items that relate to the height calculations. In the box labeled 
“Height Overrides” there are check buttons that have the following effects: 

• Hit Surface – Check this check box if the dropsonde hit the surface. The heights 
will be integrated up from the surface al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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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known Surface Altitude – Check this box if the surface altitude is unknown, 
such as when a dropsonde has terminated on land. The heights will be integrated 
down from the launch altitude. 

• Set Heights Unknown – Check this box if you feel the heights are not sufficiently 
accurate, no matter which way they are calculated. The heights will not be 
calculated or used in latter processing. 

At the lower right of the Main tab is a box displaying the results of the upward and 
downward height integrations. This is shown for diagnostic purposes. If downward 
integration leads to a launch altitude close to the surface altitude and, likewise, the 
upward integration is close to the launch altitude, then there is confidence in the launch 
altitude. If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screpancies, the launch altitude is probably incorrect. 
Additionally, differences in the diagnostics can signify a large systematic error in the 
variables used in the height integration, i.e. pressure, temperature or humidity. 
If the surface altitude can be determined for a launch which terminated on land, this value 
can be entered into the surface altitude box, so that the upward integration can be 
computed. 

The final item affecting the height calculation is the Launch Altitude entry in the Launch 
Parameters box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the Main tab. If another source of the launch 
altitude is available, it may be entered here in order to override the aircraft supplied 
value. The Clear button can be used to remove the overrid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heights are mainly relevant to the coding of the WMO 
messages, where they are used to report the altitudes of standard pressure surfaces. Even 
if the heights are unusable, the WMO message will still contain a very accurate report of 
the sounding based on pressure. The upshot is to set heights to missing when in doubt, 
rather than report erroneous values.  

Launch parameters 
The launch parameters are the surface or aircraft flight level observation made at the time 
of launch. They become either the bottom or top point in the sounding, depending on the 
sounding direction. The QC procedures assume that these launch observations are 
accurate, so they will not be changed. If the launch observations do need to be modified, 
the Launch Parameters box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the Main Tab has entries that allow 
the user to override them. Enter the new values into the boxes. Use the Clear button to 
revert to the original values. Be sure to hit “Recompute”. 
 

Setting the QC parameters 
The QC parameters, which control the operation of the various QC algorithms, can be 
modified by the user. However, only experienced users wh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the 
parameters should do this. See the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section for a complet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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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C parameters are organized in named sets, with one of them designated as the 
currently active set. The parameters in the active set are the ones used for succeeding 
analyses by Aspen. The active set name is display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status bar at 
the bottom of the Aspen application window. It is visible for every Aspen tab: 
 

 
The initial installation of Aspen provides a configuration set named “dropsonde”, and 
designates it as active. These parameters are generally useful for dropsonde soundings in 
a tropical environment. If analyzing dropsonde sounding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s 
well as upsonde soundings, you will almost always need to create a new configuration set 
and adjust its QC parameters appropriately. 

See the Configuration section for directions on setting the active set, maintaining 
configuration sets. 

 
The user should be in the habit of always checking the status bar to verify 
that the correct configuration set is designated as active. 
 
To change the choice of active configuration set, close all sounding files 
within Aspen. The file menu will now have a “Configuration…” entry that 
allows access to the configuration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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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Displays 

Sounding Identifier 
Each tab displays an identifier that describes the sounding. The details are extracted from 
various fields within the raw data file. For graphical displays, this information is printed 
as text on the graph. For other tabs, a yellow bar at the top of the tab contains the 
identification (see figure below). 

Main Tab 

 
 

The Main tab is used to specify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nding, and to override the 
launch point observations. Entering a value into the appropriate box specifies the 
override. To remove the override, press the associated Clear button. 
Directions for using the height-related controls is discussed in the Post-Processing 
Adjustments section. 
Be sure to press “RECOMPUTE” after changing items on the Main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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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and QC Tabs 
 

 

 

These two tabs each provide a table of data values. The data is listed in time order. The 
scrollbar on the right side is used to scroll up and down within the table. Notice that the 
pressure of the current scroll position is displayed as the scrollbar is moved. 
The Print and Print Preview commands on the File menu are available for the Raw and 
QC tabs. The preview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on which pages a particular range of data 
points falls. The Print command is used to print either the whole table or selected pages. 
The complete table for a sounding will range from 8 pages (drops from 700 mb) to 
upwards of 50 pages (upsondes to <100 mb). 

The Save command allows the data to be saved in the NCAR CLASS or netCDF formats. 
The CLASS format produces an ASCII text file that can easily be imported into 
spreadsheets. 

The launch observations are shown as the first line in the Raw and QC 
data displays. They will not be modified by the QC processing, but 
override values can be specified by the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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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Graph Tab 
 

 
 

This tab provides numerous options for graphical display of the data. The buttons above 
the graph select which data products and parameters are displayed. The buttons also 
select the choice of vertical axis. The main options on the XY Graph tab are as follows: 

 
Time – Pres – Alt.  These buttons select the parameter displayed along the vertical 
axis. When the tab is first selected, time is chosen as the vertical axis, with only the 
QC data plotted. This leads to the “cleanest” display, since time uniformly increases 
in both the raw and QC data. When the raw data is displayed using the pressure or 
altitude axis, the display may be confusing due to noise in the raw pressure reading.  

 
Zoom - UnZm.  To magnify (zoom) an area of the plot, left-click and drag to draw a 
rectangle around the area of interest. Release the left mouse button to zoom into the 
defined area. The UnZm button restores the graph to the full area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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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plot is zoomed into a particular area, and then the plot data type is 
changed, or a different vertical axis is selected, the plot area may go 
blank. This is because the zoom area is now in the wrong region for the 
new plot type. Hit the UnZm button to restore the plot to its full region. 
 

Max.  The Max button can be pressed in order to expand the plot to the full screen of 
the monitor. Press the Esc key to bring the monitor back to the normal configuration. 
 

QC – Raw. The QC and Raw buttons select the dataset(s) to be displayed in the 
graph. The two datasets can be displayed simultaneously. Conversely, if neither 
button is selected, no data will be displayed. 
  

Levels.  Pressing the Levels buttons causes the computed levels to be overlaid on the 
graph. Moving the mouse pointer over a level symbol will cause the level type to be 
displayed. Standard levels are displayed as triangles, and other levels are displayed as 
circles. 

Different levels types contain different sets of parameters. For instance, 
the standard levels report temperature, moisture, winds and altitude. On 
the T-RH plot, the standard levels will appear for any vertical axis choice. 
If the axis is set to altitude, however, the significant levels will not be 
shown here, since they are not reporting altitude. Also, if a particular field 
is missing from a level, it will not be overlaid on a trace. For instance, if a 
standard level does not have a temperature data value, it will not appear 
on the temperature trace. 

 
Grids – MarkPts. Grid overlays may be selected from the drop-down list above the 
graph. Marking of the data points can be toggled on and off using the MarkPts push 
button. 

  
The four buttons on the far right select the parameters to be plotted along the horizontal 
axis: 

T – RH.  Selects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Speed - Dir.  Selects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Sats – Dz.   Selects number of satellites and ascent speed. 

Pres - Alt.   Selects pressure and altitude.  
The Save button on the far right is used to save the graphic image as a PNG or JPEG file. 
PNG provides better compression and much higher quality graphics presentation for the 
line drawings of Aspen, and is the preferred file format. The pixel dimensions of the 
saved graphic file can be specified in the configuration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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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lotting options are available by holding down the right mouse button over the plot.  

 

Skew-T Tab 

 
 

A standard skew-T log-P plot is accessed in the Skew-T tab. Zooming, maximizing, 
printing and saving of the plot are available in the same manner as for the XY Graph. The 
right mouse button brings up the same menu of plot options as well. 

Meteorologists  are accustomed to seeing a particular aspect ratio on skew-T plots and 
thus a consistent shape of the various isopleths. To maintain the correct aspect ratio when 
zooming, choose a zoom box whose lower left and upper right corners share a common 
temperature, i.e. they share a common diagonal. An example of a correct zooming 
rectangle is superimposed on the figure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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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Tab 

 
 

The Levels tab displays the computed levels, which have been derived from the QC data 
set. The surface and standard levels are highlighted in blue. These are the levels that are 
coded in parts A and C of the WMO message. The levels data can be previewed and 
printed from the File menu. 

The levels listing may be sorted by any of the variables by clicking on the desired column 
heading. Clicking a second time in the same heading reverses the order of the sorting. It 
is typical to sort either by time or pressure, both of which will give similar results. 
In certain cases the Aspen operator may wish to prevent particular levels from being 
coded in the WMO message. Clicking on a level in the Levels Tab will mark a level so 
that it is not coded. Excluded levels are marked with a red background. Click again on the 
level to toggle its status back for normal coding.  Clicking on the temperature, RH, speed, 
direction or altitude fields will select that individual field and prevent it from being coded 
in the WMO message. Clicking on any other field (the columns to the left of these) will 
disable the whole level.  

Not all variables are recorded for each level. This is because each level 
type is used to report only specific variable in the coded message. I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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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is not reported for a given level type, it is not calculated for that 
level. 

 
 

 

WMO Tab 

 
 

The WMO tab displays the WMO message, which has been coded from the levels infor-
mation. It can be previewed and printed from the File menu, and also saved as a text file 
using the Save and Print buttons.  
The WMO message can be emailed from within Aspen by pressing the Email button on 
this tab. The email recipient is specified by the “TempEmailAddress”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When the Email button is pressed, the default Windows mail client (e.g. 
Outlook or Outlook Express) is started, and the user is presented with an email editing 
window.  If the message is being mailed to an automatic processing system, such as the 
NWS email GTS ingest gateway, then the mail client should be configured to send in 
plain text format, and to no wrap the text lines. Group or alias entries can also be made in 
the client address book (e.g. “GTS”) to serve as the message recipient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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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 for the WMO message is very exacting, and there may be times when Aspen 
does not get the coding quite right. The buttons at the top left of the WMO tab allow the 
user to modify the WMO message if necessary. Use the mouse to select the code group to 
be edited, and press the appropriate editing button.  

Some code groups, such as the abbreviated header, the 61616 group, and 
the 62626 group contain more than the nominal 5 characters. To select 
these groups for editing, you must click on the left end of the code group. 

There are a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entries in the WMO message that are not derived 
from the levels data. These are items such as the abbreviated header, and information in 
the 61616 and 62626 groups. This information is managed on the Comm tab. When a 
field is changed on the Comm tab, the WMO message is adjusted accordingly. 

If the sounding analysis is recomputed (from the Main tab), a new WMO 
message will be coded, and any edits made previously will be lost. 

 

 

Comm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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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 tab is used to enter the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that is coded in the WMO 
message. It also has controls for transmitting the WMO message via an attached interface 
on the USAFR WC130 aircraft. The field names should be self-explanatory. 
Press the “Send TEMPDROP message” button to transmit the WMO message. A 
message box will pop up to indicate that the transmission is in progress. 

Most of the data entry fields on the Comm tab are saved as soon as they 
are entered, and used as the defaults for the next sounding that is 
processed. Be sure to verify that the fields are correct before saving or 
transmitting th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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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 Commands 

The menu commands will be familiar to anyone who has previously used Windows-based 
programs. Only the Tools Menu contains commands unique to Aspen. 

File Menu 
The File menu contains command choices that are generally applicable to all tabs within 
Aspen. There are cases when a command cannot be used with a particular tab. For 
instance, when the Main tab is selected, the File Save command is not enabled, since 
there is no data product associated with this tab. The following commands are found 
under the File menu: 
Open…  Open a sounding file and begin the processing. 

Close  Close the sounding. 
Configuration. Open the configuration editor (available only when no soundings are open. 

Save…  Save data products associated with the tab. 
Print…  Print the tab. The output print format will depend on the tab type. 

Print Preview Preview the print output. 
Print Setup… Configure the printer. 

At the bottom of the File menu is a list of the most recently analyzed files. Sometimes it 
is convenient to go here to reopen a sounding that you have recently examined. 

See the “Configuration” section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procedures. 

Tools Menu 
The Tools menu provides access to commands associated with the QC parameters, when 
a sounding is open. See the “Configuration” section for their description. 

View Menu 
The display of toolbar and status lines is controlled in the View menu. 

Window Menu 
The Window menu contains a listing of all of the soundings currently being analyzed by 
Aspen. Clicking on the file name will bring that sounding to the front of the display.  

Toolbar 
The Toolbar provides buttons that can be clicked instead of selecting some of the entries 
found on the drop-down menus. As with the File menu, the buttons that are enabled 
depend upon which tab is currently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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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One of the main purposes of Aspen is to apply quality control algorithms to a sounding. 
These algorithms attempt to systematically detect data points that are likely to be 
incorrect, and remove them from the QC data set. 

The processing begins with a copy of the original (raw) observations. In most cases, all 
parameters are considered separately. The main exception to this is the handling of the 
wind observations. In this case, the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are separated into u and v 
components, and the QC tests are individually applied. However, if one of the two 
components fails a test, then both components as well as the speed and direction are 
removed from the QC data.  

There are other QC tests that depend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variables; in 
some algorithms, the processing of a given parameter requires input from another 
parameter. For instance, the GPS-measured velocity is used as a discriminator for the 
horizontal wind observations. In another case, the dynamic adjustment procedure requires 
the time constant of the sensor making the measurement. This time constant is a function 
of density and ventilation rate, which are obtained from the pressure and vertical velocity. 

The Algorithms 
The following table lists the QC processing steps, in the order that Aspen applies them. 
Also listed are the sounding direction and variables to which each step is applied. 
Following the table is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each step. 

 
Table 1. QC Processing Steps 

Sounding 
Direction 

Variable Procedure 

Dn Up P T RH Wind 

Note 

1.  Launch parameter 
overrides 

      a 

2.  Copy raw data set to 
QC data set 

       

3.  End of drop override        

4.  Ambient equilibration        

5.  Apply fixed off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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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ing 
Direction 

Variable Procedure 

Dn Up P T RH Wind 

Note 

6.  Limit Check        

7.  Satellite Check       b 

8.  Buddy Check        

9.  Outlier Check        

10.  Filter Check        

11.  Pressure Smoothing        

12.  Monotonic Pressure 
Check 

       

13.  Temperature Dynamic 
Adjustment 

       

14.  RH Lower Limiting        

15.  Final Smoothing        

16.  RH Lower Limiting        

17.  Pressure Adjustment        

18.  Compute Vertical 
Velocity 

       

19.  Vertical Velocity 
Check 

      b 

20.  Create Surface 
Observation 

       

21.  Winds Dynamic 
Adjustment 

       

22.  Compute Altitude        

23.  Comput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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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ing 
Direction 

Variable Procedure 

Dn Up P T RH Wind 

Note 

Notes:  a: Launch parameter override for the winds will be available in a future version 
b: GPS based winds only 
c: Dependent upon sonde type 

 

A description of each processing step follows. If the step can be adjusted via a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the title for the configuration item is listed, as it appears on the 
Aspen configuration-editing dialog. See the Configuration section for details on 
managing Aspen configurations. 
1. Launch parameter overrides  Dn   Up   P   T   RH 
The user-specified launch parameter overrides, if any, are substituted for the ones given 
in the data file.  

2. Copy raw data set to QC data set  Dn  Up P T RH Wind 
The QC data set is initialized with a copy of the original observation. If the option is 
chosen to discard frames with CRC errors, these frames are not copied to the QC data set, 
except for the very last frame in the original observation (applies only to AVAPS 
dropsonde soundings). 
3. End of drop override   Dn  Up P T RH Wind 
If the user has specified an end of drop time, all data beyond this time is ignored. 
4. Ambient equilibration   Dn    P T RH Wind  
A dropsonde undergoes an extreme change in environment when exiting the aircraft. The 
pressure, temperature and RH sensors require a significant time period to get close to the 
ambient conditions. This equilibration time is calculated to be 7 times the time constant 
of the sensor, and data within this period is discarded.  

The temperature time constant is dependent on the ventilation rate (which is the fall rate), 
and the air density. Right at the dropsonde launch, the pressure sensor is undergoing 
extreme changes, and cannot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dropsonde fall rate. For this 
reason, a theoretical fall rate is calculat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force balance between 
the parachute drag and the mass of the sonde. This fall rate has been shown to be 
reasonably accurate. The aircraft measured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r the first 
observed values in the sounding, a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density, and the temperature 
time constant at launch is computed using these parameters.  

The ambient equilibration region for pressure is set equal to the temperature region, so 
that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have the same data coverage at the top of the sounding. 

An empirically determined formulation for the RH time constant i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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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pply fixed offsets   Dn  Up P T RH  
Fixed offsets can be added to the measurement. Configuration Item: Offset to Add 
6. Limit Check    Dn  Up P T RH Wind 
Absolute bounds checks are used to discard measurements falling outside of hard limits. 
The limits are set at: 
Table 2. Limit Check Bounds 

Parameter Minimum Maximum 

P 1 mb 1200 mb 

T -100 °C 50 °C 

RH 0 % 100 % 

Wind Speed 0 m/s 150 m/s 

Wind Direction 0 360 

 

7. Satellite Check    Dn  Up    Wind 
GPS-derived winds are not reliable if an insufficient number of satellites are used in their 
computation. If the number of satellites falls below a minimum, the associated wind 
observations are discarded. Configuration item: Number of Satellites 
8. Buddy Check    Dn  Up P T RH Wind 
This test uses the data points on either side of an observation to check for consistency, 
and is useful for detecting and removing wild points. Since the neighboring points may 
be separated from the observation by varying time deltas, the buddy check thresholds are 
specified in terms of change per unit time. A point is discarded if it shows a change 
greater than the limit for one neighbor, and a change greater than the limit, but of the 
opposite sign, for the other neighbor. Configuration Item: Buddy Check Slope 
9. Outlier Check    Dn  Up P T RH Wind 
A least-squares linear fit to the data series is calculated. Data points that are greater than a 
specified multiple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 from the linear fit are removed from the data 
set. Configuration Item: Outlier Check 
10. Filter Check    Dn  Up P T RH Wind 
A copy of the data series is low pass filtered at a given wavelength. Data points are 
removed if they differ from the filtered series by greater than a specified deviation. 
Configuration Items: QC Filter Wavelength, QC Filter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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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ressure Smoothing   Dn  Up P  
The smoothing is applied to the pressure data. The pressure needs to be smoothed before 
the pressure monotonic check. If the final smoothing wavelength is set to 0, this is not 
applied. A small amount of final smoothing should almost always be applied to pressure, 
so that reverse trends in pressure caused by noise will not cause a data point to be 
discarded. Configuration Item: Final Smoothing 
12. Monotonic Pressure Check  Dn  Up P 
The pressure trace must change monotonically in order for pressure-based searching to be 
performed. The pressure time series is scanned; when a point is found which follows an 
incorrect trend (i.e. decreasing for a dropsonde, increasing otherwise), it is removed from 
the series. 
13. Temperature Dynamic Adjustment Dn    T  
The temperature is adjusted for the time lag related to the sensor time constant. The time 
constant is a function of the sonde ascent rate and the density. An empirically determined 
relation for the sensor time constant, as a function of pressure and ascent rate, is used.  
The series is first smoothed using the temperature dynamic correction smoothing 
wavelength. This smoothed series is used to compute a time tendency for each data point. 
Each observation is then adjusted by adding to it the product of the time constant and 
tendency. Configuration items: Dynamic Correction On-Off and Dynamic Correction 
Wavelength 

14. RH Lower Limiting   Dn  Up   RH  
RH values less than 0.2% are set to 0.2%. 

15. Final Smoothing    Dn  Up  T RH Wind 
The series are smoothed using the final smoothing wavelength. If the final smoothing 
wavelength is set to 0, this is not applied. Configuration Item: Final Smoothing 
16. RH Lower Limiting   Dn  Up   RH  
RH values less than 0.2% are set to 0.2%. 
17. Pressure Adjustment   Dn   P  
If a surface pressure is specified on the main tab, it is proportionally applied to the 
pressure profile as a function of time. Thus the bottom pressure value becomes the 
specified pressure, and the launch pressure is unchanged, with a proportional adjustment 
applied between these points. 

18. Compute Vertical Velocity  Dn  Up P  
The pressure series is first smoothed using the final pressure-smoothing wavelength. The 
time tendency of the pressure is then computed at each data point. The time-differentiated 
hydrostatic equation is then used to compute the vertical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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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Vertical Velocity Check   Dn  Up    Wind 
The GPS-measured fall velocity is a good discriminator for the quality of the GPS-
derived horizontal wind. I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ydrostatically determined fall 
velocity and the GPS-measured velocity is greater than the specified limit, the horizontal 
wind point is discarded. Configuration item: Vertical Velocity Threshold 
20. Create Surface Observation  Dn   P T RH  
In order to achieve as accurate a surface pressure reading as possible, a procedure is 
applied which attempts to account for the distance the dropsonde fell to the surface after 
the last data point was reported. Empirical estimates of this distance are used to 
extrapolate the last surface pressure measurement to the surface. The last temperature and 
RH are simply duplicated for the surface measurement, since the distance is generally on 
the order of 5 meters. These fabricated measurements of pressure, temperature and RH 
are appended to the data series.  
21. Winds Dynamic Adjustment  Dn  Up    Wind 
Each wind component is adjusted with the formula: unew = uobs - (du/dt)*(dz/dt)/g. The 
wind component series is first smoothed, using the winds dynamic correction smoothing 
wavelength for the component. This smoothed series is used to compute a time tendency 
for each data point. The observation is then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using the 
previously calculated vertical velocity for dz/dt. Configuration items: Dynamic 
Adjustment On-Off and Dynamic Correction Wavelength 
22. Compute Altitude    Dn  Up  
The hydrostatic equation is integrated from the surface upwards. For dropsondes, the 
same computation may be made from the launch altitude downward. See the Post-
Processing Adjustment section for a description of dropsonde height computations. 

The downward height integration requires both a starting altitude and a starting pressure. 
If the pressure at launch time for a dropsonde is not available (a common situation on 
many aircraft), the first raw pressure point from the dropsonde is used as the launch 
pressure, but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height computation. This unwarranted assumption 
can lead to significant height errors if the raw sonde pressure data is late or inaccurate. 
23. Compute Position    Dn  Up  
The horizontal winds are used to integrate the sonde location from the initial launch 
position. If a time gap of greater than maximum position integration interval (a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occurs in the wind measurements, the integration terminates.  
The position integration requires an initial position to start the integration. Similarly, an 
initial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at the launch point are used in the integration. If these are 
not available, Aspen will use the first Q/C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as the launch point 
value. This unjustified assumption thus assumes a constant wind profile at launch, in the 
absence of a wind measurement at the launch point. Configuration Item: Position 
Interpolation 



ASPEN USER MANUAL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February 2008 24 

Guidelines for Adjusting QC Parameters 
The supplied default values for the Aspen Q/C parameters in general produce excellent 
results. However, there may be times when a group of soundings have peculiar erro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Q/C paramaters need to be modified in order to produce better 
discrimnation against outliers. Some tips for adjusting th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are 
given here. The user should carefully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Q/C 
algorithms given in the preceeding section; this will provide the best guidance on 
modifying the Q/C parameters to match the err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nding data. 

• Toggle the display of raw data off and on in order to see which data points are 
being rejected by the algorithms. Toggle the “mark points” option, and use the 
zoom and pan capabilities freely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cedures. 
Stay zoomed in on a region when modifying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and use 
the “!” (recompute) button to reprocess the sounding, so that the new results are 
displayed immediately in the zoomed region. 

• If the sounding system does not report the number of GPS satelittes used in the 
winds calculation, set the GPS satellite threshold to 0, so that winds are not 
discarded due to a lack of satellites. 

• The most frequently adjusted parameters are the the QC Filter Wavelength and 
the QC Filter Deviation, which are used in the filter check and are applied 
together. In this algorithm, a smoothed curve is calculated from the data series. If 
the filter wavelength is small, the curve will closely follow the data; if large the 
curve will be a very smooth representation of the data. The deviation is the 
amount that a data point is allowed to deviate from the smoothed curve. I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rve and the raw data point is larger than the deviation, 
the data point is discarded.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amount of smoothing and 
the allowed deviation allow for wide latitiude in tuning the filter check algorithm. 

• The dynamic adjustments for temperature and wind speed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variance of the data series. If the Q/C results appear noiser than the 
raw data, it will be due to the dynamic adjustments. Use of the dynamic 
adjustments is the perogative of the user, and can be deactivated in the 
configuration. Note that the tendency of the series, used in the adjustment, is 
calculated from a smoothed version of the data. The dynamic correction 
smoothing wavelength is used for the smoothing value during the dynamic 
adjustment procedure. If a very small smoothing wavelength is specified, the 
variance increase in the Q/C data can become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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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Aspen is very flexible and can produce a large variety of output products. It will analyze 
data from a number of different sounding systems. In order to tailor it for differing 
applications, Aspen provides a configuration system. This same system is used to 
configure Aspen, BatchAspen and AspenQC, and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is shared 
between each of these programs. 

Configuration Items: At the heart of the configuration system is the configuration item, 
which matches a keyword with a current value, and a default value. The keyword 
identifies a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 to be used during the next Aspen analysis; e.g. the 
smoothing wavelength to be applied the pressure field, or the mass of the dropsonde. 

Configuration sets: A family of configuration items is collected in a configuration set. 
Configuration sets are assigned names, and a named set is chosen as the currently active 
one, to be used the next time that Aspen is run. In this way, users can create configuration 
sets that are tailored to a particular instrument, environment, or field program, and switch 
between them as needed. 
The Active Set: At any time, one of the named configuration sets is designated as the 
active set. This means that any further processing with Aspen or BatchAspen will use the 
configuration items from the active set. It is critical that the user verify that the 
correct set has been designated as active when processing soundings. 
A user interface is provided within Aspen and BatchAspen for manipulating the Aspen 
configuration. This is divided into two activities. The first is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nfiguration sets: creating, deleting and activating a set. The second is modification of 
the configuration items within a selected set. 
Note that within Asp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nfiguration sets can only be initiated 
from the File menu, when no soundings are currently open. Configuration items for any 
named set may be modified at this time also. However, configuration items for the 
currently active set may also be modified when soundings are open within Aspen. 
aspen.xml: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is stored in XML1 format, in a file named 
aspen.xml. A “Document Type Definition file”, aspen.dtd, accompanies aspen.xml, and 
must be located in the same directory. See the Appendix A: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for a description of aspen.xml. 
The location of these files depends upon the version of Windows, as well as the 
ASPENCONFIG environment variable. When Aspen first runs, it checks to see if 
ASPENCONFIG is set. If it is, Aspen then check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figuration 

                                                
1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this is a widely used standard for defining structured data, and is 
used extensively in Web applications. 



ASPEN USER MANUAL  CONFIGURATION 
 

 
February 2008 27 

files in that directory. If the files are not found, Aspen offers to copy default 
configuration files to that directory. 
If ASPENCONFIG is not set, Aspen will assume directories for the configuration file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 For Windows 98 systems: The directory where Aspen is installed  
• For Windows NT/2000/XP systems: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 

name>\Application Data\Aspen\. This scheme allows individual users to maintain 
private versions of the configuration files. 

Configuration Set Management 
Management of the configuration sets is available through the File->Configure… menu 
within Aspen and BatchAspen. Choosing this item will cause a configuration set 
management dialog to open, from which configuration sets may be activated, deleted, 
created  and 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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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ection drop down box at the top of the dialog is used to select the named 
configuration set that all other operations will reference. The selected set can be 
activated, deleted, or edited using other buttons in the dialog. To create a new 
configuration set, select an existing set to be used a source set, enter a name in the box, 
and hit the Create button. 
When all configuration editing actions are finished, hit the Ok button to save them, or the 
Cancel button to discard the changes. 
The actual configuration items for the selected configuration set can be edited by hitting 
the Edit button. This will bring up a dialog from which the quality control parameters and 
other options can be modified. See the “Changing the QC Parameters” section (below) 
for details on modifying the configuration items from this dialog. 
Hitting the Restore Defaults button will restore the entire set of configuration items for 
the selected set, restoring them to their default values.  
The Sample Configuration Set: There is a special configuration set, named sample, 
provided with Aspen. This set cannot be activated, deleted or edited. It is available as a 
default set that can be used as the source when creating a new configuration set. 

Remember that within Aspen, the configuration editor is only available 
(from the File->Cofigure… menu) when no soundings are open. When 
soundings are open in Aspen, the options for the currently active 
configuration set can be edited from the Tools->Options menu. 

Changing the QC Parameters 
In order to configure Aspen to match your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the configuration 
items (i.e. parameters) within a configuration set must be properly specified. This can be 
initiated from either th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menu (File->Configure…->Edit 
Options) when no files are open, or from the options menu (Tools->Options…). A tabbed 
property sheet will open, containing two tabs. The “Quality Control Parameters” tab is 
used to configure quality contro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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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lity control parameters are used to adjust the various quality control algorithms, 
and are described in the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section. 

Other Options 
The “Other Options” tab provides further options for the processing of sound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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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 Processing.  In normal usage, this feature should always be enabled. If it is 
turned off, Aspen will only display the raw sounding data. This may be useful if you 
want a quick look at a large data set without waiting for processing. 
Levels – WMO message.  These two features should always be enabled if WMO 
messages are the ultimate data product (e.g. weather reconnaissance). For all other 
soundings, these features may be turned off. 
Levels Thresholds. These five parameters set the thresholds use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GDL levels for the designated measurement. They should be 
modified with caution, since this would result in a deviation from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FMH-3. 
Tropopause Level Detection: Lapse Rate Smoothing Wavelength. This is the 
wavelength of the smoother that will be applied to the temperature data before the 
automatic determination of tropopause levels is made. A tropopause is identified by 
the derivative of the temperature lapse rate, and so a high variance in temperature can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unrealistic tropopause levels. 

WMO Message Type.   Choose the type of TEMP message to be generated for an 
upsonde sounding. 



ASPEN USER MANUAL  CONFIGURATION 
 

 
February 2008 31 

Block Station Number and Call Sign.   These are identifiers that are required either 
for the TEMP, TEMPSHIP, or TEMPMOBILE messages. 
Upsonde Abbreviated Header. The WMO abbreviated header for upsonde WMO 
messages. (Note that dropsonde abbreviated headers are specified on the Comm tab). 

Upsonde ICAO Code. ICAO code for upsonde abbreviated headers. (Note that 
dropsonde ICAO codes are specified on the Comm tab). 

Email address for TEMP. Address to receive an emailed WMO message. 
Append NNNN Terminator. If checked, append NNNN to the WMO message when 
it is saved or emailed. Some communications systems, such as the GTS, require this 
terminator. 

Disable Abbreviated Header.  If checked, the abbreviated header will not be 
generated for the WMO message. This is useful in the common situation where 
another system generates the abbreviated header. 
Dropsonde Mass and Parachute Area.   The dropsonde mass and parachute area are 
required in order to estimate the initial fall speed of the dropsonde, after launch from 
the aircraft. The values differ only from the defaults in special cases where a custom 
parachute or modified sonde are deployed. 
Dropsonde Hit Surface. This box is checked if the dropsonde was believed to have 
hit the surface. This causes the sounding altitudes to be integrated from the surface 
altitude upwards; otherwise they will be integrated from the flight level altitude (if 
available) downward. If checked it also allows the computation of an extrapolated 
surface data point. 

Surface Altitude Unknown. Check this box if the dropsonde was believed to have 
hit the surface, but the surface altitude is unknown, as in a dropsonde landing on the 
earth. It causes the height integration to be performed from flight level down. 
Discard frames with CRC errors. If this box is checked, data frames that are 
marked as having a CRC error are discarded. This only applies to AVAPS dropsonde 
soundings. 

RH Channel. The AVAPS/Dropsonde based systems use a radiosonde that carries 
dual relative humidity sensors. The firmware in the sonde chooses the humidity value 
from one of them, and the selected channel is reported in the main RH field of the 
“D” file. The original values for both sensors are reported in additional columns in 
the file. The user can elect to use the sonde chosen value (AVAPS selected), or either 
of the original sensor values (RH1 or RH2). 

Set Heights Missing. Check this box to cause the height computations to be skipped, 
in cases where the operator does not trust the data to provide for accurate height 
integration. 
Open File Chooser on Startup.   If this box is checked, a File Chooser dialog will 
open as soon as aspen is started. Otherwise, the File menu can be accessed in order to 
select a file to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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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Interpolation Interval.   Set the maximum time interval over which the 
winds can be interpolated for the position integration calculation. If the gap in winds 
is greater than this interval, the winds will not be interpolated and the position 
integration will stop. 

Plot dimensions, pixels. Specify the X and Y dimensions, in pixels, for graphics 
output files. 

Default plot file. Choose either PNG or JPG as the default choice for the output 
graphics file format. The user can also choose the file type at save time. PNG is the 
recommended format. 
Generate Q/C diagnostics file. Select this to cause a file with Q/C diagnostic 
information to be created. The file name will begin with ‘AspenDebug’ and have a .txt 
extension. It will be created either in the directory where the Aspen program is 
installed, or the directory where the first data file is located. Be sure to disable this 
option when finished, otherwise diagnostic files will be created every time Aspen is 
run. 

Saving Changes and Restoring Defaults 
When the user closes a sounding in which the QC parameters have been changed, a 
dialog box asks if these parameters should be saved as the processing defaults. All 
soundings opened after this time will be processed using these options. The Tools menu 
provides a command, ToolsRestore Defaults, which can be used to restore the options 
to initial system defaults. Thus the customized parameters will revert to the initial 
installation defaults.  

The user may also revert the QC parameters to the initial installation defaults before 
opening any soundings. This is done via the File Configure…Restore Defaults button 
(available only when no soundings have been opened). 
 

When in doubt about the proper values of the QC parameters, restore the 
defa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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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upted Configurations 
As mentioned above,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is stored in the aspen.xml file. If the 
configuration file becomes corrupted, Aspen will not be able to run, and the file will need 
to be repaired or restored. 

The file “AspenOriginal.xml” is provided as a copy of the orginally distributed 
configuration file, and is located in the Aspen installation directory (typically 
“C:/Program Files/ NCAR/Aspen”. In the worst case, this file can simply be copied over 
aspen.xml (note that the file name case is significant). This will restore Aspen to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but all changes or additions that have been made to the 
configuration will be lost. 

If the aspen.xml file is only slightly corrupted, it may be possible to correct the error with 
a text editor. A simple way to locate a syntax error is to open aspen.xml in Internet 
Explorer, which provides structured viewing of XML files. Internet Explorer will indicate 
lines that do not parse correctly, and then a standard text editor may be used to fix minor 
problems. 



ASPEN USER MANUAL  BATCHASPEN 
 

 
February 2008 34 

BatchAspen 

BatchAspen is a separate application that is used to apply the Aspen Q/C procedures to a 
collection of sounding files. The user selects the data products to be created. The program 
then iterates over the list of files, placing the results in a specified destination directory. 

BatchAspen shares an exact copy of the Q/C processing algorithms that are used by 
Aspen, so that identical results for both programs can be guaranteed. 

Starting BatchAspen and Selecting Files 

Start the application by clicking on the BatchAspen icon . A single screen will be 
presented. The screen is roughly divided into left and right sections, with control buttons 
in between. The left side is used to select the files to be processed. The right side 
specifies the output file destination and the processing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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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ft side, there are two independent directory browsers, either of which can be 
used to navigate into directories containing input files. The files in the selected directory 
are shown in the file selector in the lower left. The display of file types can be restricted 
using the “File Filter” in the center edit box. 

Individual files can be selected, using the standard Explorer left-click, shift-left-click, and 
ctrl-left-click mouse selection commands. Once the desired files are chosen, press the 
“Add->” button to add them to the processing lis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screen. Pressing 
“Add All->” will cause all of the displayed files to be added to the processing list. 

Selected files can also be dragged from the file selector and dropped into the processing 
list. 

 Files from multiple directories can be collected in a single processing list. 
However, all output files will be created in a single directory. 

Files may be removed from the processing list by selecting them in the processing list, 
and pressing the “<-Remove” button, or press “<-Remove All” in order to empty the list 
completely. 
To select the output directory, hit the “Browse” button above the processing list. A folder 
browser will pop up; use it to select the folder for the output files.  
 

 
 

Create a new folder by pressing the “new folder”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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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 Processing 
The desired output products are chosen using the toggles: 

  
An output file of each selected type will be created for each input file.  

To begin the processing, hit the  button. BatchAspen will start processing 
each file, start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ist. A status indicator will appear next to each 
file, with a yellow star denoting the file currently being processed. A check mark 
indicates that the file was successfully processed; an unhappy face denotes a file that 
could not be processed.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each file, the status box at the top of BatchAspen provides a 
running display of the Q/C processing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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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rocessing is underway, the “Process” button changes to . To stop the 
processi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list has been reached, press Abort. BatchAspen will stop 
when the processing of the current file has completed2. 

Q/C Parameters 
BatchAspen uses the same configuration scheme as Aspen, which is documented fully in 
the “Configuration” section. As with Aspen, activating the File->Configure… menu item 
will display th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interface.  

The configuration set that is designated as active is used by both Aspen 
and BatchAspen. 

 

 

                                                
2 This may take up to several minutes on a slow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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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nQC 

AspenQC is a version of Aspen that performs the Q/C and message coding functions, but 
does not provide a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Therefore, it can be run from shell scripts or 
the command line, to process a sounding data file in a standalone mode. The same Q/C 
and coding algorithms used in Aspen are incorporated into AspenQC. 
A Windows executable file, AspenQC.exe, is provided in the Aspen Windows 
distribution. AspenQC can be compiled and run under Linux. Contact NCAR in order to 
obtain the source code for Linux.  

AspenQC uses the same XML configuration file as Aspen, located in the ASPENHOME 
directory. 

Switches 
Command line switches control the processing and output products from AspenQC: 
usage: AspenQC [-i|--input <sounding file>] 

               [-e|--csv [<output csv file>]] 

               [-c|--class [<output class file>]] 

               [-w|--wmo [<output wmo file>]] 

               [-n|--netcdf <output netcdf file>] 

               [-v|--verbose] 

               [-s|config <config set name>] 

               [-a|--csvattributes] [-h|--help] 

• i – the name of the input data file. AspenQC will automatically determine the file 
type, and as with Aspen, will make assumptions about the type of souding, 
dependent on the file format. AVAPS, CLASS, GLASS, MCASS and CSV 
format files can be processed. If this parameter is missing, the data are read from 
standard input. 

• e – Generate a CSV format output file (“-e” is meant to indicate Excel, since CSV 
files are the best method for transferring data between AspenQC and Excel). 

• c – Generate a CLASS format output file. 
 

• n – Generate a netCDF format output file. 
 

• w – Generate a WMO message. 
 

• v – Print (verbose) status messages as the processing proc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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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Specify a config set name to override the one selected by the <active> tag in 
the XML configuration file. 

• e – If a CSV file is being created, print the configuration attribut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le. 
 Note that these will not be interpreted or used when a CSV file is used as input to 
AspenQC. 

• h  – Print out the usage statement. 
 

The output format specifiers (-e, -c, -w and –n) can take an optional file name, to which 
the data will be written. If not provided, the data will be written to the standard output. 

An example of an AspenQC usage would be: 
AspenQC –i classData.dat –a –e classData.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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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File Types 

Aspen can process sounding data that is provided in the following file formats: 

• NCAR AVAPS GPS Dropsonde “D” files 
• NCAR GLASS Upsonde files  

• NCAR GAUS Upsonde files  
• NCAR CLASS Upsonde files 

• NCAR MCASS Upsonde files 
• “Comma Separated Values” (CSV) (MS Excel compatible)3 

Warning: Aspen automatically detects the format of the file that it opens, 
and assumes that the sounding contained is from the associated 
instrument. This can lead to ambiguities, if Aspen is used to process a file 
that it has written. For instance, if dropsonde data are saved by Aspen in 
“CLASS” format, and then this file is used as input to Aspen, the program 
will assume that the data are from an upsonde sounding, rather than a 
dropsonde. This can lead to erroneous results within Aspen, si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nding system affect the processing procedures. 

 
Output files can be produced for data products in the following formats: 
Table 3. Output File Types 

Data Product File Output Formats 

Raw data NetCDF 
CSV 
NCAR CLASS format ASCII text 
NCAR EOL format ASCII text 

QC data NetCDF 
CSV 
NCAR CLASS format ASCII text 
NCAR EOL format ASCII text 

Graphics JPG 
PNG 

                                                
3 See Comma Separated Values (CSV) on page 50 for a more general description of Aspen compatible 
CSV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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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Product File Output Formats 

(or use Alt-PrtSc for clipboard capture) 

Levels None 

WMO message ASCII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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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The Aspen configuration is stored in XML format. There are two files: aspen.xml and 
aspen.dtd. aspen.xml contains the actual configuration values, while aspen.dtd defines the 
syntax of the aspen.xml file. 

Explan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XML files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manual. However, 
given an existing XML fil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discern the layout of the information4. 
XML elements are delineated by start and end tags, and are nested to create a hierarchical 
data structure. aspen.xml observes the following structure: 
<aspenConfig> 

<active>dropsonde</active> 
<set name="sample"> 

  <option name="SetHtsMissing" type="bool"> 
   <current>false</current> 
   <default>false</default> 

</option> 
. 
. 
. 
<option name="WindSmoothWL" type="numeric"> 

   <current>10.000000</current> 
   <default>10.0</default> 
  </option> 

<option immediate="true" name="IcaoIndex" type="numeric"> 
 

   <current>1.000000</current> 
 

   <default>1</default> 
 

</option> 

 </set> 
<set name="dropsonde"> 
. 
. 
. 

 </set> 
</aspenConfig> 
 

Thus, the Aspen configuration contains one entry (<active>), designating which named 
configuration set is active, followed by one or more named configuration sets (<set>). 

                                                
4 This is particularly easy if the the file is examined with an XML capable browser, such as Internet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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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configuration set contains a list of configuration options (<option>), with the 
current and default values for each option. Each option has a designated type: 

• bool – boolean, with a value of either true or false. 
• numeric – A floating point numeric value. 

• string – A text string.  
An option may also be marked with “immediate=true” to effect an immediate save of the 
option when it is changed. It is useful for some options to be saved immediately after 
they are changed, before closing the sounding in Aspen, so that when the next sounding 
is analyzed, it will immediately use the new version of the option. For instance, if the 
dropsonde operator on the Hurricane Hunter aircraft opens a sounding, and then changes 
the ICAO value for the TEMP message, it is likely that all soundings opened during the 
same run of Aspen should use this value for the ICAO string. An immediate save allows 
the configuration to be updated, without having to close that sounding. 
The following table gives a description of the configuration options. 

The case of the configuration item name is critical. It must be matched 
exactly as shown. 

Element name Type Description 

SetHtsMissing bool Corresponds to the “Set heights 
missing” checkbox on the main tab, 
which causes height computations to 
be skipped. 

DropsondeHitSfc bool Corresponds to the “Dropsonde Hit 
Surface” checkbox on the main tab, 
indicationg that the dropsonde 
sounding terminated with hitting the 
surface. 

SfcAltUnknown bool Corresponds to the “Surface Altitude 
Unknown” checkbox on the main tab, 
which when set causes the upward 
height computation to be skipped. 

DiscardBadCrcData bool Set true if frames with CRC errors 
are to be discarded. (AVAPS 
dropsondes only). 

ReportObservedPos bool If true, the sonde position reported 
in the input file will be used in 
place of the winds integrated 
position. Lat and Lon from the input 
file will go directly into output 
products and the tabular displays. 
This can be utilized to take 
advantage of sondes which report GPS 
positions directly. The defaul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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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name Type Description 

false. 

WindSmoothWL numeric Final smoothing wavelength. Set this 
to 0 to disable final smoothing. 

WindQCWL numeric Filter check smoothing wavelength. 

WindDynCor bool Enable dynamic correction. 

WindDynCorWL numeric The wavelength used when smoothing 
the wind data prior to calculating 
the derivative used in the dynamic 
correction. 

WindBuddySlope numeric Buddy check slope limit. 

WindQCDev numeric Filter check deviation limit. 

WindsDisableQCFilter bool Do not perform the QC filter for the 
winds. 

WindOutlier numeric Outlier check number of standard dev. 
limit. 

WindsDisableOutlierCheck bool Do not perform the outlier check for 
winds. 

WindSats numeric Minimum number of GPS satellites 
required in wind solution. 

WindVVdelta numeric Vertical velocity check limit. 

WindEquilTime Numeric For dropsondes, winds falling within 
this time period from the launch will 
be discarded. 

PresSmoothWL numeric Final smoothing wavelength. Set this 
to 0 to disable final smoothing. 

PresQCWL numeric Filter check smoothing wavelength. 

PresBuddySlope numeric Buddy check slope limit. 

PresQCDev numeric Filter check deviation limit. 

PresOutlier numeric Outlier check number of standard dev. 
limit. 

PresOffset numeric Offset correction. 

TdryQCWL numeric Filter check smoothing wave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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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name Type Description 

TdryDynCor bool Enable dynamic correction. 

TdryDynCorWL numeric The wavelength used when smoothing 
the temperature data prior to 
calculating the derivative used in 
the dynamic correction. 

TdryQCDev numeric Filter check deviation limit. 

TdryOutlier numeric Outlier check number of standard dev. 
limit. 

TdryOffset numeric Offset correction. 

TdryBuddySlope numeric Buddy check slope limit. 

TdrySmoothWL numeric Final smoothing wavelength. Set this 
to 0 to disable final smoothing. 

RHSmoothWL numeric Final smoothing wavelength. Set this 
to 0 to disable final smoothing. 

RHQCWL numeric Filter check smoothing wavelength. 

RHBuddySlope numeric Buddy check slope limit. 

RHQCDev numeric Filter check deviation limit. 

RHOutlier numeric Outlier check number of standard dev. 
limit. 

RHOffset numeric Offset correction. 

TdryLevelDelta numeric Threshold value for GDL determination 
on temperature.  

RHLevelDelta numeric Threshold value for GDL determination 
on RH.  

WspdLevelDelta numeric Threshold value for GDL determination 
on wind speed. 

Wspd850LevelDelta numeric Threshold value for GDL determination 
on windspeed, below 850 mb. Applies 
only to dropsondes. 

WdirLevelDelta numeric Threshold value for GDL determination 
on wind direction. 

TropSmoothWL numeric The wavelength used for smoothing of 
the temperature time series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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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name Type Description 

calculation of tropopause levels. 

DoQC bool True to perform quality control 
processing. 

DoLevels bool True to calculate levels. 

DoWMO bool True to create the coded message. 

AutoFile bool True to enable of file chooser when 
aspen starts. 

ChuteArea numeric Dropsonde parachute cross section 
area , cm2. 

 

DropSondeMass numeric Dropsonde mass, grams. 

PosInterpSpan numeric Maximum time span, in seconds, over 
which the position integration will 
be interpolated. 

CallSign string Immediate, call sign for TEMPSHIP and 
TEMPMOBIL messages. 

BSN string Immediate, Block Station Number for 
TEMP messages. 

TempMsgType numeric Temp message type (0=TEMP, 
1=TEMPSHIP, 2=TEMPMOBIL) 

TempApendNNNN Bool Set true if an NNNN should be 
appended to the TEMP message when it 
is saved in a file. This terminator 
is required by some telecommunication 
gateways. 

RHchoice numeric AVAPS RH channel selection(0=AVAPS 
selected, 1=RH1, 2=RH2) 

ExcludeAbrHdr bool True if the abreviated header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the TEMPDROP 
message. 

PlotPixelsX numeric Default plot X dimension in pixels. 

PlotPixelsY numeric Default plot Y dimension in pixels. 

PlotFileFormat numeric Default graphics file output format 
(0=PNG, 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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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name Type Description 

ACtype numeric Immediate, Dropsonde aircraft type 
(0=C130H, 1=C130J). Use only for the 
automated file transfer method for 
Huricane Hunters. 

BaudRateIndex numeric Immediate, serial port baud rate 
selector for Hurricane Hunter C130H 
aircraft. (0=300, 1=1200, 2=2400, 
3=4800, 4=9600, 5=19200, 6=38400) 

CommPortIndex numeric Immediate, serial com port selector 
for Hurricane Hunter C130H aircraft. 
(0=com1, 1=com2, … 7=com8) 

ACagency string Immediate, agency designator in the 
TEMPDROP 61616 group. 

MissionStorm string Immediate, storm designator in the 
TEMPDROP 61616 group. 

MissionId string Immediate, mission id designator in 
the TEMPDROP 61616 group. 

IcaoIndex numeric Immediate, index of ICAO designator 
(0=user defined, 1=KNHC, 2=KBIX, 
3=KISX, 4=KHIK, 5=KTRR. For TEMPDROP 
messages. 

AbrHdrOvr string Immediate, User defined overide for 
the abreviated header. For TEMPDROP 
messages. 

AtcfId String Immediate, the ATCF cyclone or storm 
system identifier. 

OptIcao numeric Immediate, user defined optional ICAO 
identifier. For TEMPDROP messages. 

UpsondeAbrHdr string Immediate, abbreviated header code 
(e.g. UUNA15) for upsonde messages.  

UpsondeICAO string Immediate, ICAO code (e.g. KWBC) for 
upsonde messages. 

TempEmailAddress String Immediate, email address that TEMP 
messages should be sent to. 

DataDir string Directory where input data files are 
located. 

WmoSaveDir string Directory to save WMO messag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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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name Type Description 

QCSaveDir string Directory to save QC data in. 

RawSaveDir string Directory to save raw data in. 

XYPlotSaveDir string Directory to save XY plot graphics 
in. 

SkewTPlotSaveDir string Directory to save Skew-t plot 
graphics in. 

BatchSaveDir string For BatchAspen use, defines the 
diretory that output files will be 
written to. 

BatchSaveRawCLS bool For BatchAspen use, set true to save 
the raw data in a CLASS format file. 

BatchSaveQCCLS bool For BatchAspen use, set true to save 
the Q/C data in a CLASS format file. 

BatchSaveRawCDF bool For BatchAspen use, set true to save 
the raw data in a netCDF format file. 

BatchSaveQCCDF bool For BatchAspen use, set true to save 
the Q/C data in a netCDF format file. 

BatchSaveRawCSV bool For BatchAspen use, set true to save 
the raw data in a CSV format file. 

BatchSaveQCCSV bool For BatchAspen use, set true to save 
the Q/C data in a CSV format file. 

BatchSaveWMO bool For BatchAspen use, set true to save 
the WMO message in a text file. 

FixedSrcEnabled bool If true, the source data and save 
destination directories will 
specified by FixedSrcDir 

FixedSrcDir string The directory to use as a data source 
and a save destination, if 
FixedSrcEnabled is set to true. 

QcDiagFile Bool If true, create a text file 
containing diagnostic information 
from the Q/C process. Usually not of 
much use to the typical user. The 
file will be written to either the 
directory where Aspen is installed, 
or the directory that the first data 
file read is located. The file name 
begins with AspenDebug-, is fo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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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name Type Description 

by a time stamp and then a .txt 
extension. 

Table 4.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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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File formats 

An overview of the output file formats is given here. The file structures are 
sraightforward, and examination of the files will provide most of the documentation on 
their formats.  

Note that the file formats are not complete; i.e one format will contain information that 
another format does not support. Thus, the CSV and netCDF formats can document th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used in the processing, whereas the CLASS format does not 
support inclusion of this information. 

CLASS Format 
The CLASS file starts with a 15 line header section, followed by a variable number of 
data lines. The data lines are arranged in fixed width columns. A mandatory set of 21 data 
parameters is reported, even though a number of these (specifically the “quality” values) 
are always marked with a missing value indicator. 
The data is reported in the sequence of decreasing pressure, i.e. from the surface upward, 
regardless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sounding. 

EOL Format 
The EOL file starts with a 15 line header section, followed by a variable number of data 
lines. The data lines are arranged in fixed width columns. A fixed set of 17 data 
parameters is reported 

The data is reported in the sequence of decreasing pressure, i.e. from the surface upward, 
regardless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sounding. 

NetCDF 
Section “Appendix D: netCDF Attributes” contains the attributes listing from an ncdump 
of an Aspen generated netCDF file. Note that for legacy compatibilty reasons, a number 
of unecessary variables are included in the netCDF file. The global attributes contain a 
record of the Q/C processing options. 

Comma Separated Values (CSV) 
The “Comma Separated Value” file format is used for data interchange between Aspen 
and other software. It is a free form structure, with one data record per line, and the fields 
in a record separated by commas. A CSV file can be read directly into Microsoft Excel, 
and the data will be correctly organized in the spreadsheet. 

For input to Aspen, certain conventions must be followed within the CSV file. 
Each line begins with an identifier, followed by one or more fields. The order of the lines 
is generally not important, within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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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line must be:  
FileFormat,CSV 

• After the first line, the launch time must be provided on lines as follows: 
 
Year,2001 
Month,08 
Day,01 
Hour,17 
Minute,58 
Second,34 

• The launch observation data may be provided in lines labeled with the parameter 
name. 

• To designate a dropsonde sounding, include a line:  
Ascending,"false" 

• A “Fields” line defines the data fields and their order, for the succeeding “Data” 
lines. Aspen output CSV files will contain a fairly large number of fields, e.g.: 
Fields,Time,Pressure,Temperature,RH,Speed,Direction,Latitude, \ 
Longitude,Altitude,Dewpoint,Uwnd,Vwnd,Ascent 

• For an input CVS file to be read properly by Aspen, the following data field 
conventions must be followed: 

Fields Aspen utilization 

time 
pressure 

These are required input data fields. 

rh 
rh1 
rh2 
speed 
direction 
latitude 
longitude 
altitude 
ascent 
sats 
gpsalt 

These data fields will be utilized, if provided. 

others Other data fields will be ignored on input. 

• The “Units” lines documents the units of each data field. Note that the units 
shown here must be adhered to; Aspen will not make units conversions. At least 
the time and pressure fields must be provided: 

Units,sec,mb,deg C,%,m/s,deg,deg,deg,m,deg C,m/s,m/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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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ata” lines follow after all of the preceeding records. 

Some other rules apply: 
• Long strings should be enclosed in quotes. 
• Don’t include commas in strings 

• Capitalization is not important. 
• The data series must be ordered in time 

• Time tags less than zero will be ignored 
• Don’t use reserved strings in the first field of a line. 

• “Fields” must come before “Data” 
• Missing data are simply represented by empty fields, i.e. two commas in 

succession, or a trailing comma on the end of a line, indicating that the last field is 
missing. 

The following demonstrates a small CSV file (note that the line breaks are not found in 
the actual file): 
FileFormat,CSV 
Year,2001 
Month,08 
Day,01 
Hour,17 
Minute,58 
Second,34 
Pressure,57.6,"units=mb" 
Temperature,-59.9,"units=deg C" 
RH,,"units=%" 
Speed,7.9,"units=m/s" 
Direction,92.0,"units=deg" 
Latitude,30.9909,"units=deg" 
Longitude,-119.5005,"units=deg" 
Altitude,19610.0,"units=m" 
Ascending,"false" 
Fields,Time,Pressure,Temperature,RH,Speed,Direction,Latitude,Longitude,
Altitude,Dewpoint,Uwnd,Vwnd,Ascent 
Units,sec,mb,deg C,%,m/s,deg,deg,deg,m,deg C,m/s,m/s,m/s 
Data,0.3,,,,,,,,,,,, 
Data,0.8,,,,,,,,,,,, 
Data,11.8,,,,11.52,69.53,,,,,-10.79,-4.03, 
Data,38.8,71.06,-60.33,,8.23,104.25,30.99129,-119.50375,18295.7,,-
7.98,2.03,-39.94 
Data,51.8,77.01,-63.75,,8.67,160.11,30.99174,-119.50441,17799.7,,-
2.95,8.15,-36.35 
Data,66.3,83.86,-62.29,,,,30.99267,-119.50520,17276.1,,,,-35.06 
Data,75.8,88.52,-64.99,,8.95,119.15,30.99295,-119.50592,16944.3,,-
7.82,4.36,-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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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C: System Requirements 

Screen resolution: 1024x768 pixels or greater 

Windows display: configured for small fonts 
Free disk space: at least 20 MB  

Processor speed: 500 MHz or better recommended 
System memory: 256 MB RAM or greater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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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D: netCDF Attributes 

The following shows the output of an ncdump command applied to an Aspen generated 
netCDF  file.  
netcdf D20010801_175834QC { 
dimensions: 
 time = 2122 ; 
variables: 
 int base_time ; 
  base_time:long_name = "sounding launch time" ; 
  base_time:units = "seconds since 1970-01-01 00:00:00 UTC" ; 
  base_time:string = "Wed Aug 01 17:58:34 2001" ; 
 float time_offset(time) ; 
  time_offset:long_name = "seconds since base_time" ; 
  time_offset:units = "seconds" ; 
  time_offset:missing_value = -999.f ; 
  time_offset:_FillValue = -999.f ; 
 double time(time) ; 
  time:long_name = "time" ; 
  time:units = "seconds since 1970-01-01 00:00:00 UTC" ; 
  time:missing_value = -999.f ; 
  time:_FillValue = -999. ; 
 float pres(time) ; 
  pres:long_name = "pres" ; 
  pres:units = "hPa" ; 
  pres:missing_value = -999.f ; 
  pres:field_type = "P" ; 
  pres:_FillValue = -999.f ; 
 float tdry(time) ; 
  tdry:long_name = "tdry" ; 
  tdry:units = "degC" ; 
  tdry:missing_value = -999.f ; 
  tdry:field_type = "T" ; 
  tdry:_FillValue = -999.f ; 
 float dp(time) ; 
  dp:long_name = "dp" ; 
  dp:units = "degC" ; 
  dp:missing_value = -999.f ; 
  dp:field_type = "T_d" ; 
  dp:_FillValue = -999.f ; 
 float rh(time) ; 
  rh:long_name = "rh" ; 
  rh:units = "percent" ; 
  rh:missing_value = -999.f ; 
  rh:field_type = "rh" ; 
  rh:_FillValue = -999.f ; 
 float u_wind(time) ; 
  u_wind:long_name = "u_wind" ; 
  u_wind:units = "m/s" ; 
  u_wind:missing_value = -999.f ; 
  u_wind:field_type = "uwind" ; 
  u_wind:_FillValue = -999.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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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at v_wind(time) ; 
  v_wind:long_name = "v_wind" ; 
  v_wind:units = "m/s" ; 
  v_wind:missing_value = -999.f ; 
  v_wind:field_type = "vwind" ; 
  v_wind:_FillValue = -999.f ; 
 float wspd(time) ; 
  wspd:long_name = "wspd" ; 
  wspd:units = "m/s" ; 
  wspd:missing_value = -999.f ; 
  wspd:field_type = "wspd" ; 
  wspd:_FillValue = -999.f ; 
 float wdir(time) ; 
  wdir:long_name = "wdir" ; 
  wdir:units = "degree" ; 
  wdir:missing_value = -999.f ; 
  wdir:field_type = "wdir" ; 
  wdir:_FillValue = -999.f ; 
 float dz(time) ; 
  dz:long_name = "dz" ; 
  dz:units = "m/s" ; 
  dz:missing_value = -999.f ; 
  dz:_FillValue = -999.f ; 
 float range(time) ; 
  range:long_name = "range" ; 
  range:units = "km" ; 
  range:missing_value = -999.f ; 
  range:_FillValue = -999.f ; 
 float qp(time) ; 
  qp:long_name = "qp" ; 
  qp:units = "hPa" ; 
  qp:missing_value = -999.f ; 
  qp:_FillValue = -999.f ; 
 float qt(time) ; 
  qt:long_name = "qt" ; 
  qt:units = "degC" ; 
  qt:missing_value = -999.f ; 
  qt:_FillValue = -999.f ; 
 float qrh(time) ; 
  qrh:long_name = "qrh" ; 
  qrh:units = "percent" ; 
  qrh:missing_value = -999.f ; 
  qrh:_FillValue = -999.f ; 
 float qu(time) ; 
  qu:long_name = "qu" ; 
  qu:units = "m/s" ; 
  qu:missing_value = -999.f ; 
  qu:_FillValue = -999.f ; 
 float qv(time) ; 
  qv:long_name = "qv" ; 
  qv:units = "m/s" ; 
  qv:missing_value = -999.f ; 
  qv:_FillValue = -999.f ; 
 float qwind(time) ; 
  qwind:long_name = "qwind" ; 
  qwind:units = "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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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wind:missing_value = -999.f ; 
  qwind:_FillValue = -999.f ; 
 float mr(time) ; 
  mr:long_name = "mr" ; 
  mr:units = "gram/kg" ; 
  mr:missing_value = -999.f ; 
  mr:_FillValue = -999.f ; 
 float vt(time) ; 
  vt:long_name = "vt" ; 
  vt:units = "degC" ; 
  vt:missing_value = -999.f ; 
  vt:_FillValue = -999.f ; 
 float theta(time) ; 
  theta:long_name = "theta" ; 
  theta:units = "K" ; 
  theta:missing_value = -999.f ; 
  theta:_FillValue = -999.f ; 
 float theta_e(time) ; 
  theta_e:long_name = "theta_e" ; 
  theta_e:units = "K" ; 
  theta_e:missing_value = -999.f ; 
  theta_e:_FillValue = -999.f ; 
 float theta_v(time) ; 
  theta_v:long_name = "theta_v" ; 
  theta_v:units = "K" ; 
  theta_v:missing_value = -999.f ; 
  theta_v:_FillValue = -999.f ; 
 float lat(time) ; 
  lat:long_name = "north latitude" ; 
  lat:units = "degrees" ; 
  lat:missing_value = -999.f ; 
  lat:_FillValue = -999.f ; 
  lat:valid_range = -90.f, 90.f ; 
 float lon(time) ; 
  lon:long_name = "east longitude" ; 
  lon:units = "degrees" ; 
  lon:missing_value = -999.f ; 
  lon:_FillValue = -999.f ; 
  lon:valid_range = -180.f, 180.f ; 
 float alt(time) ; 
  alt:long_name = "altitude above MSL" ; 
  alt:units = "meters" ; 
  alt:missing_value = -999.f ; 
  alt:_FillValue = -999.f ; 
 
// global attributes: 
  :bad_value_flag = -999.f ; 
  :zebra_platform = "class" ; 
  :history = "ClassNcFile" ; 
  :AvapsEditorVersion = "2.3.1" ; 
  :SoundingDescription = "D20010801_175834.3 011118097 AAVAPS 
Flight Test, EAFB Flight Test 3 Lockheed ER-2, NASA 809" ; 
  :ACagency = "AF001" ; 
  :ACtype = "0" ; 
  :AbrHdrOvr = "0" ; 
  :AutoFile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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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N = "99999" ; 
  :BaudRateIndex = "2" ; 
  :CallSign = "CALL" ; 
  :ChuteArea = "676" ; 
  :CommPortIndex = "0" ; 
  :DoLevels = "1" ; 
  :DoQC = "1" ; 
  :DoWMO = "1" ; 
  :DropSondeMass = "395" ; 
  :DropsondeHitSfc = "1" ; 
  :ExcludeAbrHdr = "0" ; 
  :IcaoIndex = "1" ; 
  :MissionId = "TRAIN" ; 
  :MissionStorm = "WXWXA" ; 
  :OptIcao = "W" ; 
  :PlotFileFormat = "0" ; 
  :PlotPixelsX = "1000" ; 
  :PlotPixelsY = "700" ; 
  :PosInterpSpan = "60" ; 
  :PresBuddySlope = "2" ; 
  :PresOffset = "0" ; 
  :PresOutlier = "10" ; 
  :PresQCDev = "3" ; 
  :PresQCWL = "10" ; 
  :PresSmoothWL = "5" ; 
  :QCSaveDir = "C:\\tmp\\ER-2" ; 
  :RHBuddySlope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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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之目的在配合中央氣象局颱風預警作業需求，發展適用於

台灣地區之鄉鎮尺度颱風降雨整合預報技術；全程計畫預計三年完成，

本年為第一年。本年計畫主要工作包括：（1）利用數值動力模式，進

行第二、三類型路徑颱風個案之控制組及系集模擬，（2）利用模擬結

果，建立第二、三類型路徑之颱風降雨動力統計模式，並將模式預估

結果與實際觀測及現有氣候法進行評估。 

在資料收集與整理方面，本年度完成 1989~2009 年颱風期間之全

球網格分析資料（NCEP FNL data、NNRP 及 EC-TOGA-advanced data）、

QuikSCAT 風場資料及 NCEP ADP 全球觀測資料之收集。在個案模擬

方面，共完成 20 個歷史颱風個案之控制組模擬，且由於台灣地形鎖

定之作用，第 3 類型路徑颱風的降雨模擬結果，普遍較第 2 類型路徑

之颱風個案好；其次，每個控制組個案，再利用不同之初始時間、雲

微物理及積雲參數化設定，完成 11 組系集成員之模擬。進一步，本

計畫參考 Lee et al.（2006）之方法，利用所重建之控制組及系集模擬

組資料，初步建立第二、三類型路徑之颱風降雨動力統計模式。結果

顯示，動力統計模式對較大降雨的掌握能力較氣候模式好，但卻也容

易有過度預報的情形出現；然而，此動力統計模式可提供鄉鎮尺度之

颱風降雨預估，以彌補氣候模式之不足。 

關鍵字：鄉鎮尺度、颱風降雨、動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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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 

侵台颱風所導致之災害，主要肇因於其所伴隨之豪雨；局部性之

豪雨常導致該區域山崩、土石流、河水暴漲與淹水。因此，加強對侵

台颱風之研究，藉以提供正確之預報指引，進而改進定量降雨預報與

提高災害預警能力，是台灣地區颱風防災課題中的重要工作。需注意

的是，由於颱風為一快速轉動的渦旋（伴隨有強烈對流和降水），故

侵台颱風路徑和結構常受台灣複雜地形影響而有相當大變化；地形的

作用，更常造成局部豪雨而導致嚴重災情，並增加降雨預報的困難度。

然而，目前社會對於預報精度需求殷切，氣象局亦正朝向預報精緻化

的目標邁進，預報標的將由原本的縣市範圍，提高為鄉鎮市範圍，因

此亟需改善颱風預報指引之精度及準確度。本計畫之目的即是發展適

用於台灣地區鄉鎮尺度之颱風降雨整合預報技術，以提升颱風期間鄉

鎮尺度定量降雨預報之準確度。 

目前颱風降雨預報技術，大致可分為氣候統計法（含類比法）和

數值模式預報法兩大類。氣候統計法建基於歷史颱風資料的統計應用，

考慮的是歷史案例的重現性，因此對於特殊颱風個案（如 2008 年的

卡玫基颱風），較缺少預報能力。數值模式預報法，雖然在完整物理

架構下，很可能可以模擬出合理的颱風降雨分佈；但由於諸多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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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在實際預報作業時，卻常存在難以掌握的不確定性，尤其是模

式之颱風路徑預報有所偏差時，降雨分布將顯著偏離實際觀測。 

在氣候統計法方面，王等（1983、1985）即利用 1942 至 1982 年

的逐時颱風路徑資料，及該期間中央氣象局所屬台灣地區 14 個測站

的逐時雨量資料，求出不同颱風路徑（主要為西行及北進兩類）下，

各測站的雨量分佈。分析時，針對北緯 19-28 度、東經 117-129 度的

範圍內，每一個 0.5×0.5 度的網格中，求出歷年颱風經過該網格區域

時，某一測站的時雨量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標準偏差以及過境

次數，以供實際預報參考。此種僅採用時雨量平均值的方法，稱之為

平均法，乃考慮一地之颱風時雨量僅受颱風位置、移向及當地地形所

影響。葉等（1999）進一步校驗平均法應用在台北測站之颱風降雨預

測之準確度，同時探討持續法在颱風定量降雨預報之可行性，其結果

顯示，平均法對台北一地之颱風降雨預報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對較

大降雨有明顯的低估；而結合平均法與持續法之「差異持續法」和「比

差法」，似乎能改善平均法對較大降雨低估的情形。 

Chang et al.（1993）亦利用 1971~1990 共 20 年之 22 個地面測站

資料，分析颱風侵台期間台灣地區之降雨分佈狀況。他們將北緯

17~27 度、東經 117~127 度的範圍，每 2×2 度分為一個網格，計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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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中心落在每個網格中時，22 個測站的降雨分佈情況。結果顯示

（圖 1-1），當颱風中心位於北緯 23 度以北時，最大降雨出現在中央

山脈西側；而當颱風中心位於北緯 23 度以南時，最大降雨則出現在

台灣東南部沿海。尤其當颱風中心位於北緯 21~23 度、東經 119~121

度之網格點時，東南部沿海的降雨極大值最為顯著，且最大值超過

9mm/h。整體而言，上述的研究成果，在颱風降雨預報上，提供極大

的參考應用價值。 

Lee et al.（2006）延續王等（1983、1985）之平均法發展颱風降

雨氣候模式。他們利用 1989-2002 年中央氣象局颱風路徑資料，及該

期間中央氣象局所屬台灣地區氣象站（18 站）、自動雨量站（222 站）

以及台灣水利局第十工程處（8 站）、石門水庫管理局（9 站）、翡翠

水庫管理局（6 站）、曾文水庫管理局（8 站）等所屬雨量站，共計

371 個雨量站的逐時雨量資料，在東經 118-126 度、北緯 19-27 度的

範圍內，每 0.5×0.5 度的網格中，求出歷年颱風（共 61 個）經過該網

格區域時，某測站的時雨量平均值、最大值、標準偏差、時雨量大於

15 毫米及 50 毫米次數以及颱風過境該網格次數。其次，他們進一步

利用 Barnes 客觀分析法，針對每一測站（或流域）將上述時雨量平

均值資料內差到 0.1×0.1 度的經緯度網格內，以得到一組空間分佈均

勻的網格資料並繪圖(稱之該測站／流域之颱風降雨潛勢圖)，提供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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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預測未來颱風降雨的基礎資料。實際應用氣候模式時，首先必須找

出颱風中心位置（根據中央氣象局預報之颱風定位）所在的網格，然

後在某單一測站或流域的颱風降雨潛勢圖上，找到颱風於該網格位置

時相對應的時雨量值，即為該測站或流域之時雨量預估值，而累積雨

量（如 3、6、12、24 小時）即為沿颱風路徑之逐時雨量累加。 

李（2008）為了增加氣候模式之穩定性，將氣候模式資料庫更新

至 2006 年，使歷史颱風個案數由 61 個增加為 92 個 (增加 50%個案

數)，同時，亦加入九二ㄧ地震後所新設立的雨量站；因此總計目前

氣候模式資料庫中，共有 408 個雨量站資料。李除增加颱風個數和雨

量站數外（2008），進ㄧ步發展新版集水區颱風降雨模式，此模式可

根據颱風特徵即時調整模式計算時採用的雨量門檻值，此門檻值為在

颱風降雨模式資料庫中，選取不同區間之降雨資料進行估算，以突顯

颱風個案間之降雨特徵；此外，亦同時透過分析不同歷史颱風個案的

降雨特性，給予使用者藉由分析颱風降雨特徵，獲得颱風降雨模式調

整之參考指引。其進ㄧ步根據分析結果，提出選取特性相似（路徑、

強度及暴風半徑大小）歷史個案的方式，以作為門檻值選取之參考。

利用 2007 年帕布、聖帕、韋帕及柯羅莎颱風個案進行測試的結果顯

示，利用歷史相似個案調整降雨門檻值後，可改善原始颱風降雨模式

容易低估雨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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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值動力模式方面，喬等（1996）、李和林（1999）、Wu et al.

（2002）及簡和李（2002）等之真實侵台颱風個案的模擬結果顯示，

PSU/NCAR MM5 已可合理模擬颱風侵台過程與中尺度環流演變。李

等（2007）利用 MM5 數值模式，模擬、分析琳恩之侵台過程，並探

討導致豪雨之重要機制。分析與模擬結果顯示，琳恩颱風影響期間，

台灣北部地區之主要強降水，出現在鋒面由南北退且於台灣北部滯留

時，且此顯著強降水並非單純之地形舉升降水。Lee et al.（2008）亦

利用 MM5 合理模擬 2004 年敏督利（Mindulle）颱風侵台時，位於台

灣海峽副中心的發展過程及 7 月 2 日出現於台灣西南部的強降水（最

大降雨為 787 毫米）。Chien et al.（2005）的即時天氣預報系統結果顯

示，WRF 模式對台灣地區天氣系統（如中尺度對流系統、颱風等）

有不錯的掌握，且其使用WSM 5-class雲微物理搭配KF積雲參數法，

在 2004 年敏督利（Mindulle）及艾利（Aere）颱風模擬的降水量及降

水分佈都較 MM5 為佳。此外，黃等（2005）利用 LAPS-MM5 針對

馬莎（Matsa）颱風，進行 0~6 及 6~12 小時之降雨預報校驗的結果顯

示，無論在前期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期間、颱風雨帶所帶來之降雨，

或是後期引進西南氣流的降雨，LAPS-MM5 對降雨位置皆有很不錯

的掌握。而黃等（2006）利用 LAPS-MM5 及 LAPS-WRF 針對碧利斯

（Bilis）及凱米（Kaemi）颱風，進行 0~6 及 0~12 小時之降雨預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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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結果亦顯示，除了一些小尺度的現象無法掌握之外，模式可大致反

映兩颱風個案降雨極值的分佈。簡（2008）研究 WRF 模式應用於台

灣地區之預報能力，並針對各種非傳統觀測資料（Dropsonde、

COSMIC GPS 及 QuikSCAT 等觀測資料）進行資料同化，以瞭解其

對 WRF 模式預報能力之影響；其結果顯示，模擬颱風之路徑與強度

和實際觀測相接近。簡（2008）同時比較同化不同資料之三組實驗（控

制組、Dropsonde 實驗組和 GPS 實驗組），結果顯示，因 Dropsonde

觀測資料之空間解析度較高，且多了風場資料植入模式中，經資料同

化後較能模擬出雨量與雷達回波之特徵趨勢；而 GPS 實驗組相較下

模擬結果影響相對較小。 

在系集預報方面，1996 年由 Cliff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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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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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學術

研究，亦可提供當地氣象預報單位（NWS）作業之參考。爾後，華

盛頓大學開始發展即時的系集預報系統，可同時進行多組模擬，以提

升預報能力，並校驗及改善中尺度系集預報方法（Grimit and Mass，

2002）。此外，可選用不同初始場、不同網格設定、不同參數化設定

等方式，選定系集預報成員。簡（2005）即利用 WRF 模式針對網格

範圍與物理參數等設定進行敏感度測試，以得到較佳的預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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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and Ching（2005）使用 MM5 模式模擬桃芝（2001）颱風，對

其作物理參數的系集模擬實驗，得知選擇適合的物理參數法可以模擬

出較佳的颱風路徑及降雨分佈。 

為瞭解不同模式和物理參數化對侵台颱風強度、結構和降雨之影

響情況，李（2007）利用 MM5 與 WRF 模擬桃芝（2001）與龍王（2005）

颱風的結果顯示，在類似的模式設計下，WRF 對桃芝的模擬較 MM5 

為佳；但對龍王而言，則以 MM5 之模擬較佳，且可掌握重要結構和

降水特徵。陳（2004）使用 Davis and Low-Nam（2001）植入渦旋的

特性，進行桃芝（2001）颱風一系列之初始渦旋敏感度實驗，以期能

植入與之相似結構特徵的初始平衡渦旋，藉以提昇模擬能力。其利用

Davis and Low-Nam（2001）方法所植入的 Rankine vortex，其風速剖

面設定為： 

( ) ( )rFzAv =  

( ) r
r

r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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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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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z)設定不同高度的權重分布，F(r)則依距離不同而有不同風

速分布，vm 表最大風速，rm 表最大風速半徑，α值設定風速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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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strength），即最大風速半徑外之風速強弱，其分析以最大風速

70 ms-1，最大風速半徑 80 km，α值 0.75 為控制組，就三種變數分

別測試其對渦旋強度、大小的影響。 

    分析時，陳（2004）首先固定最大風速半徑及α值，並將最大風

速值分別設為 50 ms-1、60 ms-1、70 ms-1 進行測試，模擬結果如圖

1-2。圖中顯示，實驗組中最弱的 TV-50 路徑較偏北，而在 TV-60、

TV-70 的測試中路徑差異不大。圖 1-3 顯示 TV 實驗組的強度比較，

模擬初期 6 小時為模式調整時間，從 28 日 1800 UTC 開始至登陸前，

其強度有明顯差異，最大風速越強，其強度也越強。第二組實驗改變

最大風速半徑（rm），分別設為 60 km、70 km、80 km，路徑測試結

果顯示（圖 1-4），最大風速半徑對於路徑影響不大，而對於強度影響

方面（圖 1-5），一般而言最大風速半徑較小其強度也較弱。第三組實

驗改變 Alpha 值（α），分別設定為 0.65、0.75、0.85，圖 1-6 顯示實

驗組的路徑測試結果，當α值越大時，其路徑較偏北。圖 1-7 顯示實

驗組中各模擬結果之颱風中心海平面氣壓比較，結果顯示，α值越大

強度越弱。透過模擬之地面氣壓圖（圖 1-8）顯示，α值越小，其中

心氣壓梯度力越大。綜合而言，α值設定風速剖面的強度，強度越弱，

其中心氣壓梯度力越小，其路徑越往北偏移。陳（2004）敏感度測試

的主要目的，除了尋求並使用模式中適當的參數外，另一重點即在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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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組最佳且最接近事實的模擬結果。根據觀測資料分析顯示，桃芝

颱風是個小且強度集中之颱風，因此，測試不同渦旋大小、強度是為

了能得到可合理模擬桃芝颱風的渦旋。綜合上述測試結果約可歸納出：

最大風速（vm）對於強度影響較顯著，Alpha 值（α）對於路徑偏向

有明顯影響。 

為了進一步探討颱風環流結構對颱風路徑的影響，陳（2004）亦

利用不同積雲參數化，嘗試模擬渦旋大小、結構強弱不同之對照組，

透過此組實驗約可定性瞭解結構對於桃芝颱風路徑的影響。積雲參數

化將會影響雲雨的分布、潛熱釋放…等，圖 1-9 呈現積雲對流過程的

所可能考慮的變數；由於不同的積雲參數化其物理假設均不同，因此

其分別測試 BM（Betts-Miller，1986）、KF（Kain-Fritsch，1993）、

GR（Grell，1994）、AK（Anthes-Kuo，1977）、KF2（Kain-Fritsch，

2004）五種積雲參數化。表 1-1 整理不同積雲參數化的物理設定（摘

自Kuo et al.，1996）。圖1-10顯示積雲參數化實驗組的路徑測試結果，

其中 TC-BM 並未登陸，而 TC-KF、TC-GR 表現較佳，但尚未有偏向

的現象，移速也較快。路徑由北往南依序為，TC-BM、TC-AK、TC-KF、

TC-GR、TC-KF2。進一步利用雷達回波圖來分析颱風結構特徵。圖

11 為積雲參數化實驗組的積分 18 小時（7 月 29 日 0600 UTC）後之

雷達回波圖與地面氣壓圖，其中以 TC-KF、TC-GR、TC-KF2 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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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集中，且強回波區位於颱風中心西南側與實際雷達觀測資料較接近；

TC-BM 其回波區較弱，於實際觀測資料差距較大；而 TC-AK 所模擬

之颱風結構過於鬆散，強度也較弱。比較對照組實驗中颱風的大小（以

999 hPa 等壓線為參考基準），颱風由大到小依序為 TC-BM、TC-AK、

TC-KF、TC-GR、TC-KF2。圖 1-12 顯示 TC 實驗組積分 18 小時之切

向風場剖面圖，TC-BM所模擬之風場結構較弱，最大值僅有25 ms-1，

範圍從距中心 40～140 km，高度延伸至σ=0.625；而 TC-AK 及 TC-KF

之模擬結果強度略為增強，最大風速值為 35 ms-1，範圍介於 30～80 

km，高度至σ=0.675（以 TC-KF 為例）；而 TC-GR、TC-KF2 之最大

風速值增強為 40 ms-1，TC-GR 的模擬中，其範圍約為 40～65 km，

高度延伸至σ=0.675。由上圖比較而言，TC-BM 所模擬的風場較弱

其颱風結構較大，而 TC-GR 及 TC-KF2 實驗中，則模擬出較強，風

場較集中的颱風結構。圖 1-13 顯示 TC 實驗組積分 18 小時之切向風

場，各組實驗之最大風速約發生於距中心 50km 處，與觀測資料接近，

且最大風速由小至大依序為TC-BM、TC-AK、TC-KF、TC-KF2、TC-GR。

其中 TC-GR 的最大風速高達有 45 ms-1，而從圖 1-14 顯示 TC 實驗組

的強度比較，五組實驗組均偏弱，但其強度大小與環狀平均風場有一

致的表現。 

陳（2004）積雲參數化的測試結果顯示，從颱風較大較弱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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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鬆散的 TC- BM、TC-AK 到颱風較小較強且結構較集中的 TC-KF、

TC-GR，其路徑表現與結構有其一致性。颱風較大較鬆散其路徑越往

北偏，反之颱風較小結構較集中則有越往南偏向的現象。在桃芝颱風

的個案中，使用 Grell 積雲參數化，無論是路徑、強度或是結構特徵，

均可得到較佳的結果。Grell 積雲參數化是類似於 Arakawa- Shubert

參數化，即利用準平衡（Quasi-Equilibrium）的假設，但僅考慮一深

雲（Deep Cloud），且大氣加熱和加溼垂直剖面是由上升流、下衝流、

補償運動所決定，並未考慮逸入作用。 

本計畫希望藉由數值模式預報法的合理性，合併統計預報的穩定

及重現性的優點，改善侵台颱風降雨預報技術，並將其成果落實於氣

象局現有之颱風預報作業程序及作業環境可供實際作業參考。整體而

言，本計畫之全程目的在配合中央氣象局颱風預報作業之需求，完成

下列三項工作，分別為（一）、應用現有動力模式（主要為 WRF），

進行歷史侵台颱風之中尺度（鄉鎮尺度）降雨數值模擬。（二）、建立

侵台颱風中尺度（鄉鎮尺度）降雨之動力統計預報指引系統。（三）、

颱風中尺度降雨之動力統計預報指引系統作業化。 

全程計畫預計三年完成，本年計畫為第一年計畫，工作重點共有

以下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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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用現有動力模式（主要為 WRF），進行歷史侵台颱風中尺

度（鄉鎮尺度）降雨之數值模擬： 

（1）收集 1989~2008 年侵台颱風之全球網格分析資料，及該時

段可用之其他觀測資料（如 QuikSCAT 等），以進行動力模式之數值

模擬。 

（2）針對近 20 年第二類及第三類路徑之侵台颱風個案，應用現

有動力模式（主要為 WRF）進行空間解析度能解析台灣城鄉尺度之

數值模擬，最高網格解析度為 5 公里或 6 公里，以解析鄉鎮尺度。此

外，本計畫亦嘗試利用其他觀測資料（如 QuikSCAT 等）進行資料同

化，以求得最接近實際觀測之模擬結果，稱之控制組模擬。並將所有

控制組模擬結果，與實際觀測結果進行差異評估，以了解動力模式對

本年度模擬個案之預報能力。 

（3）依控制組設定，以初始環境或物理過程為變因，合理模擬

多組的系集成員（ensemble members），以獲得類似環境下全台的模

擬雨量分佈。由於歷史個案數較少，為了獲得類似環境下，各種不同

影響因子之全台的模擬雨量分佈，本計畫將嘗試以不同初始條件、參

數化設定及不同渦漩植入方式等方法，設定多組系集成員進行模擬。

由陳（2004）的敏感度實驗顯示，颱風結構大小對於路徑有顯著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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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且有定性的關係。以西行颱風為例，當颱風環流越大，越早感受

到地形的影響，因此，較早產生偏向；而颱風環流較小較集中時，如

2001 年的桃芝颱風，於登陸前 4 小時才感受到地形的影響，導致其

突然偏轉的現象。不同積雲參數化亦將顯著影響颱風結構，並進而影

響颱風路徑。測試不同積雲參數化的結果顯示，採用 BM（Betts-Miller，

1986）積雲參數化時，颱風較大且結構較鬆散，其路徑較往北偏；採

用 GR（Grell，1994）積雲參數化時，颱風較小且結構較集中，其移

動路徑有往南偏向的現象。因此，本計畫將利用此系集模擬之預報結

果，累積歷史個案之模擬結果，以作為未來建立統計模式指引之歷史

資料。 

2. 建立侵台颱風、鄉鎮尺度降雨之動力統計預報指引系統： 

（1）本項工作在第一年為先期工作，主要應用本年度之模擬結

果，初步建立第二及第三類型路徑颱風之統計降雨模式，此為本計畫

第二年度，建立鄉鎮尺度降雨之動力統計預報指引系統的重要依據。

本計畫將利用所重建之第二及第三類型路徑颱風之控制組及系集模

擬組的降雨資料，做為歷史背景資料，並參考 Lee et al.（2006）之方

法，初步建立第 2 及第 3 類型路徑之颱風降雨統計模式。未來，亦可

參考李（2008）之方法，引進類比法的概念，改進此統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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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本年度所建立之動力統計預報模式之結果，與實際觀測

及氣候法之預估結果進行差異評估，以了解此方法之預報能力，並做

為未來最佳化此方法之依據。 

根據預定進度，現階段的進度為完成歷史侵台颱風全球網格資料

之收集，及第二、三類侵台颱風個案之控制組及系集模擬，同時針對

模擬結果與實際觀測進行初步之比較評估；進一步，利用控制組與系

集模擬之結果，建立第 2、3 類型路徑之動力統計模式，並將模式預

報結果與實際觀測及氣候法之預估結果進行差異評估。目前我們已依

原計畫，完成以上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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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來源及數值模式 

本年度計畫收集 1989~2008 年侵台颱風之全球網格分析資料，及

該時段可用之其他觀測資料（如 QuikSCAT 等），以進行動力模式之

數值模擬。 

2.1  模式初始場 

本計畫所使用之模式初始資料主要有三種，分別為 NCEP FNL 

（Final） Operational Global Analysis data、NCEP/NCAR Reanalysis 

Project（NNRP）及 EC-TOGA-Advanced data。以下分別說明此三種

資料之特性及其可用時段。 

NCEP FNL （Final） Operational Global Analysis data 的時間解

析度為 6 小時，水平解析度為 1。
×1。

，垂直解析度共 26 層，分別為

1000、970、950、925、900、850、800、750、700、650、600、550、

500、450、400、350、300、250、200、150、100、70、50、30、20

及 10hPa，資料起始時間為 1999 年 7 月 30 日，包含高度場、溫度場、

風場等 93 種變數。 

NCEP/NCAR Reanalysis Project（NNRP）data 之時間解析度為 6

小時，水平解析度為 2.5。
×2.5。

，垂直則有 18 層；NNRP 的資料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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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度場、溫度場、相對濕度、風場等 80 種變數，其包含了 1480 年

至今的所有時段，可補 NCEP FNL Operational Global Analysis data 之

不足。 

EC-TOGA-Advanced data 的時間解析度為 6 小時，水平解析度為

1.125。
×1.125。

，垂直共有 22 層，分別為 Surface、1000、925、850、

700、500、400、300、250、200、150、100、70、50、30、20、10、

7、5、3、2、1hPa。 

2.2  其他觀測資料 

在模擬過程中，本計畫亦加入 NCEP ADP Operational Global 

Surface and Upper Air Observations 及 QuikSCAT 的風場資料，進行資

料同化，使模擬初始場更接近真實環境。 

NCEP ADP Operational Global Surface and Upper Air Observations

包含陸地、海洋、探空及衛星資料，surface observations 的資料涵蓋

了 1975年 2 月 10日至 2007年 2 月 28日的時段，upper air observations

的資料時段則為 197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07 年 2 月 28 日。其中 surface 

observations 包含了陸地及船舶的觀測資料，而 upper air observations

則為飛機、探空及衛星的觀測資料。 

QuikSCAT 衛星繞行軌道距地面約 801 公里，繞地球一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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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01分鐘，對同一區域每天有兩次掃描（Ascending及Descending），

掃描之帶寬約 1800 公里，空間解析度約 25×25 公里，時間解析度約

12 小時。此衛星主要的觀測任務是在所有的天氣條件下，測量全球

近海表面之風向與風速。本計畫將 QuikSCAT 風場資料同化至模式初

始場中，使位於洋面之颱風中心的位置與移動更接近實際觀測。 

2.3  數值模式簡介 

本計畫主要使用 WRF V2.2 及 V3.0.1（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Version 2.2 and Version 3.0.1），進行歷史颱風個案

之數值模擬。若利用 WRF 模式無法模擬出該颱風個案之控制組模擬

時，則嘗試以 MM5 V3（The Fifth-Generation NCSR/Penn State 

Mesoscale Model Version 3），進行該個案之模擬。  

WRF 模式是為了學術研究及逐日天氣預報需要所設計的新一代

中尺度數值天氣預報系統，此模式之研發團隊包括美國國家大氣研究

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NCAR）、美國海洋

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

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美國預報系統實驗室（Forecast Systems Laboratory，FSL）、

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奧克拉荷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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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lahoma University ）及聯邦航空管理局（ Federal Aviation 

Adminstration，FAA）。WRF 模式可用來模擬理想大氣和真實大氣的

變化情形，因此在側邊界條件有提供理想個案（週期性邊界、對稱性

邊界及開放性邊界）和真實個案給使用者選擇；WRF 模式架構主要

可分為前處理系統（pre-processing）、系統核心程式（WRF Model）

及後處理系統（post-processing）三部分。WRF 前處理系統包含選定

模擬區域、匯入初始場資料以及將資料水平內插至模擬區域等三個步

驟；系統核心程式則為模式進行計算的主程式所在，其具有多個動態

核心，能透過平行計算模擬真實個案或理想實驗，對於真實個案更能

進一步使用 3 維資料同化（3DVAR）技術加入觀測資料（D. M. Barker 

et al., 2004）；後處理系統為模式輸出的分析處理，可使用 RIP、GrADS、

NCAR Graphics 及 Vis5D 等繪圖軟體，針對 WRF 模式之輸出結果繪

製各種氣象場。 

MM5 模式屬於三維空間的非靜力平衡原始方程模式，使用追隨

地勢座標（σ-coordinate），容許多重的巢狀網格（Nested Domains）

模擬，其網格架構及物理方法，具有高度的選擇性，對於中尺度對流

系統及颱風內部之對流結構演變，都有相當合理且不錯的模擬結果。

MM5 模式是由數個模組所組成，圖 2-1 為模式系統的流程圖，圖中

顯示各個輔助程式的順序及資料流向。其中，TERRAIN、RE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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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_r/RAWINS 及 INTERP 模組為資料前置處理系統，目的在建立模

式積分所需的初始場邊界資料，而 MM5 主程式部分則可依據模擬的

需求，選擇降水物理過程、地表能量收支、地表邊界層處理和大氣輻

射物理過程之各項參數化法來進行時間積分。 

2.4  WRF 模式設定 

在 WRF 模式的設定方面，本研究使用三層巢狀網格（圖 2-2），

最外層網格間距 45（或 54）公里，涵蓋範圍 8145 公里×5445 公里（或

9774 公里×6534 公里）（181 點×121 點），中心網格位於 25。N，115。

E；第二、三層網格之水平間距分別為 15（或 18）公里及 5（或 6）

公里，涵蓋範圍為 3165 公里×2715 公里（或 3798 公里×3258 公里）

（211 點×181 點）及 1205 公里×1205 公里（或 1446 公里×1446 公里）

（241 點×241 點）。在垂直方向使用σ座標，共 31 層。地形經緯度則

採用麥卡托投影。最外層網格之側邊界條件，來自實際客觀分析資料，

以 Nudging 方式處理粗細網格的側邊界條件，較細網格側邊界由其上

一層網格（母網格）提供。模式中同時使用雙向回饋（Two-way 

Interactive）的功能，使較細網格的模擬結果可反饋至上一層網格。 

在模式參數化的設定方面，除雲微物理參數化及積雲參數化隨每

個颱風個案而改變之外，邊界層參數化使用 YSU scheme，地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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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hermal diffusion scheme，即是將預報地面溫度與土壤溫度分成 1、

2、4、8 及 16cm 五層做處理。在模式的積分時間方面，每個歷史颱

風個案皆由初始時間進行 96 小時積分；若實際觀測之颱風移動速度

較慢，才考慮將模擬時間拉長。 

2.5  MM5 模式設定 

在 MM5 模式的設定方面，同樣使用三層巢狀網格（圖 2-3），各

層網格涵蓋範圍、網格解析度、中心位置以及投影法之設定均與使用

WRF模式時相同。垂直方向使用σ座標，共23層（σ= 0.99, 0.98, 0.96, 

0.93, 0.89, 0.85, 0.80, 0.75, 0.70, 0.65, 0.60, 0.55, 0.50, 0.45, 0.40, 0.35, 

0.30, 0.25, 0.20, 0.15, 0.10, 0.05）。最外層網格之側邊界條件，亦來自

實際客觀分析資料，以 Nudging 方式處理粗細網格的側邊界條件，較

細網格側邊界由其母網格提供。模式中亦同時使用雙向回饋

（Two-way Interactive）的功能，使較細網格的模擬結果可反饋至上

一層網格。 

模式參數化設定方面，除雲微物理參數化及積雲參數化隨每個颱

風個案改變之外，上邊界採用 Cloud-radiation 輻射參數化，下邊界則

使用高解析度的 Blackadar 邊界層參數化（Blackadar，1979）。每個歷

史颱風個案的積分時間設定，亦與使用 WRF 模式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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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個案控制組模擬結果分析 

本計畫本年度完成近 20 年（1990~2009 年），第二類與第三類路

徑侵台颱風個案（總計 20 個）之數值模擬，其中包含 1 組控制組與

11 組系集預報模擬；為使模擬結果具代表性，控制組模擬之颱風於

侵台期間最大累積雨量值與觀測雨量值比較之誤差須在 25%以內。 

由於模擬之颱風個案移動速度可能偏快或偏慢，而颱風降雨主要

發生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故本研究以模擬之颱風中心，進入至移出

中央氣象局發布該颱風個案陸上颱風警報範圍之時段，做為模擬個案

之侵台期間（圖 3-1）。計算觀測最大雨量方面，由於在強風且強降雨

情況下，自動雨量站觀測可能出現問題，為避免單一最大雨量極值可

能不具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選取觀測最大降雨發生地區中，前三大雨

量站之平均值，作為觀測雨量最大值。而模擬之最大雨量，是將網格

點之雨量資料內插至雨量站，並以最大雨量發生地區前三大雨量站之

平均值，作為模擬之最大雨量。 

本年度研究針對 8個第二類路徑及 12個第三類路徑之侵台颱風，

完成共 20 個個案之控制組模擬，並將致災較嚴重之個案模擬結果分

析詳述於後。所有模擬個案在模擬時間內的平均路徑誤差、路徑誤差

隨時間之變化，及各颱風控制組與系集成員模擬路徑圖，則列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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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供參考。 

3.1  第二類路徑侵台個案模擬結果 

表 3-1 為近 20 年第二類路徑之侵台颱風個案列表，目前已完成

1990 年楊希（Yancy）、1996 年賀伯（Herb）、2006 年碧利斯（Bilis）、

2007 年柯羅莎（Krosa）、2008 年卡玫基（Kalmaegi）、2008 年辛樂克

（Sinlaku）、2008 年薔蜜（Jangmi）及 2009 年莫拉克（Morakot）等

8 個颱風之控制組模擬。以下列舉數個致災較嚴重之個案分別說明各

颱風之模式設計、模擬之雨量及模擬雨量之誤差。 

(1) 賀伯颱風（Herb, 1996） 

1996 年 7 月 29 日 11 時 30 分，中央氣象局發布賀伯（Herb）颱

風之海上警報，緊接著於當日 23 時 20 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根據陸

上颱風警報時間，本計畫利用 WRF 模擬賀伯颱風侵台期間之降雨，

模式初始時間為 1996 年 7 月 29 日 20 時（12UTC），使用之雲微物理

參 數 化 為 WSM 5-class scheme ， 積 雲 參 數 化 為 Simplified 

Arakawa-Schubert。圖 3-2 為賀伯颱風控制組模擬路徑結果，顯示模

擬之颱風路徑於登陸前始出現偏差，登陸及出海地點稍微偏南。 

賀伯颱風於陸上颱風警報期間降雨方面，主要降雨分布在中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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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圖 3-3a）；而 WRF 模式可合理模擬賀伯颱風於中部山區之最大

累積降雨，且對宜蘭地區之較大累積降雨亦有合理掌握（圖 3-3b）。

由於當時並無自動雨量站資料，因此無法針對中北部山區之降雨進行

比較。進一步分析賀伯颱風陸上警報期間之觀測雨量值及模擬雨量值，

結果顯示中部山區之模擬最大雨量值為 1169.1 毫米，而觀測之最大

累積雨量值為 1116.8 毫米，兩者誤差約 4.7%，結果符合標準範圍。 

(2) 柯羅莎颱風（Krosa, 2007） 

中央氣象局於 2007 年 10 月 4 日 17 時 30 分發布柯羅莎（Krosa）

颱風之海上颱風警報，並於 5 日 5 時 30 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本計

畫利用 WRF 模擬柯羅莎颱風侵台期間之降雨，模式初始時間為 2007

年 10 月 4 日 8 時（00UTC），使用之雲微物理參數化為 WSM 5-class 

scheme，積雲參數化為 Grell-Devenyi ensemble scheme。 

圖 3-4 為柯羅莎颱風之控制組模擬路徑結果，圖中顯示模擬之颱

風移速較實際觀測快，且登陸地點偏南。柯羅莎颱風於陸上警報期間

降雨方面，最大降雨區發生於宜蘭地區（圖 3-5a）；而 WRF 模擬之

降雨對於宜蘭、北部山區及中南部山區等較大累積降雨之地區有合理

掌握，但對於中南部山區的降雨則明顯高估（圖 3-5b）。進一步分析

柯羅莎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之模擬及觀測雨量顯示，觀測之最大累



34 
 

積雨量值為 1079.3 毫米，而模擬結果之最大雨量值為 1108 毫米，兩

者相差僅 2.7%。 

(3) 卡玫基颱風（Kalmaegi, 2008） 

中央氣象局於2008年7月16日14時30分發布卡玫基（Kalmaegi）

颱風海上颱風警報，並於 17 日 2 時 30 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模式初

始時間為 2008 年 7 月 16 日 20 時（12UTC），使用之雲微物理參數化

為 WSM 5-class scheme，積雲參數化為 Beets-Miller-Janjic scheme；結

果顯示模擬之颱風移動速度偏快，但登陸與出海位置與實際觀測非常

接近（圖 3-6）。 

卡玫基颱風於陸上警報期間降雨方面，主要的降雨分布在中南部

山區（圖 3-7a）；而模擬之主要降雨分布地區較實際觀測之最大累積

降雨區略微偏向中央山脈，且略顯低估，中部山區之降雨量則明顯高

估（圖 3-7b）。進一步分析卡玫基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之觀測及模

擬雨量顯示，觀測之最大累積雨量值為 908.6 毫米，而模擬結果之最

大累積雨量值為 716.9 毫米，兩者差距為 21.1％。 

(4) 辛樂克颱風（Sinlaku, 2008） 

圖 3-8 為 2008 年辛樂克（Sinlaku）颱風之控制組模擬路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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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顯示 WRF 模擬之颱風登陸地點與實際觀測接近，但並未掌握到

颱風轉向之過程，因此出海地點不盡相同。模式初始時間為 2008 年

9 月 11 日 20 時（12UTC），使用之雲微物理參數化為 WSM 6-class 

scheme，積雲參數化為 Grell-Devenyi ensemble scheme。中央氣象局

於 9 月 11 日 8 時 30 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並於 9 月 12 日 5 時 30 分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辛樂克颱風於陸上颱風警報期間之降雨方面，主

要降雨區位於竹苗山區、中南部山區及宜蘭地區，最大降雨發生於竹

苗山區（圖 3-9a）；而模擬之雨量對於竹苗山區與宜蘭地區有合理掌

握，但中南部山區之降雨量則是大幅低估（圖 3-9b）。分析辛樂克颱

風陸上警報期間，台灣竹苗山區之模擬及觀測雨量，發現模擬之最大

累積雨量值為 1293.4 毫米，而觀測之最大雨量值為 1497.7 毫米，兩

者之誤差為 13.6％。 

(5) 薔蜜颱風（Jangmi, 2008） 

圖 3-10 為 2008 年薔蜜（Jangmi）颱風之控制組模擬路徑結果，

顯示 WRF 模擬之颱風登陸與出海之地點皆較實際觀測偏南。模式初

始時間為 2008 年 9 月 27 日 20 時（12UTC），使用之雲微物理參數化

為 WSM 5-class scheme，積雲參數化為 Kain-Fritsch scheme，中央氣

象局於 9 月 26 日 23 時 30 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並於 27 日 8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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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由於模式初始時間定於薔蜜颱風陸上警報前時，對路徑的掌握度

較差，因此累積雨量時間改為由模式初始時間開始累積至薔蜜颱風陸

上警報結束。雨量比較結果顯示，實際觀測之降雨分布於宜蘭地區與

中南部山區，且最大雨量發生於宜蘭地區（圖 3-11a）；而 WRF 模式

低估了薔蜜颱風在台灣宜蘭地區所造成之降雨，中南部山區之降雨則

未有理想模擬結果（圖 3-11b）。進一步分析薔蜜颱風模式初始時間至

警報結束期間，模擬與觀測之最大降雨區皆落在宜蘭地區，模擬之最

大累積雨量為 563.3 毫米，而觀測之最大雨量值為 625.2 毫米，兩者

誤差為 9.9％。 

(6) 莫拉克（Morakot） 

中央氣象局於 2009年 8月 5日 20時 30分發布莫拉克（Morakot）

颱風海上颱風警報，並於 6 日 8 時 30 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由於

WRF 並未模擬出莫拉克颱風之理想降雨成果，因此嘗試使用 MM5

模式，發現具有較佳之模擬結果。圖 3-12 為莫拉克颱風之控制組模

擬路徑結果，模式初始時間為 2009 年 8 月 6 日 8 時（00UTC），雲微

物理參數化使用 Warm rain，積雲參數化使用 Kain-Fritsch II scheme；

圖中顯示模擬之颱風登陸位置較實際觀測偏北，但出海位置則較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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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偏南。 

圖 3-13 為莫拉克颱風於陸上警報期間之實際雨量與模式雨量的

降雨分布圖，顯示 MM5 模式可以合理模擬南部山區之最大降雨，但

於中部山區之模擬結果仍有所不足。進一步分析莫拉克颱風陸上颱風

警報期間之模擬及觀測雨量發現，模擬之最大累積雨量值為 2548.0，

而同一地區之觀測最大累積雨量值為 2766.6，兩者誤差為 7.9％。 

3.2  第三類路徑侵台個案模擬結果 

表 3-2 為近 20 年第三類路徑之侵台颱風個案列表，目前已完成

1990 年黛特（Dot）、1997 年安珀（Amber）、1998 年奧托（Otto）、

2000 年碧利斯（Bilis）、2001 年桃芝（Toraji）、2005 年海棠（Haitang）、

2005年泰利（Talim）、2005年龍王（Longwang）、2006年凱米（Kaemi）、

2007 年梧提（Wutip）、2007 年聖帕（Sepat）及 2008 年鳳凰（Fingwong）

等 12 個颱風之控制組模擬。以下列舉數個致災較嚴重之個案分別說

明各颱風之模式設計、模擬之雨量及模擬雨量之誤差。 

(1) 碧利斯颱風（Bilis, 2000） 

中央氣象局於 2000 年 8 月 21 日 8 時 25 分發布碧利斯（Bilis）

颱風之海上颱風警報，並於 21 日 14 時 45 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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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利用 WRF 模擬碧利斯颱風侵台期間之降雨，模式初始時間為

2000 年 8 月 20 日 8 時（00UTC），雲微物理參數化使用 WSM 6-class 

scheme，積雲參數化使用 Grell-Devenyi ensemble scheme。 

圖 3-14 為碧利斯颱風之控制組模擬路徑結果，顯示模擬之颱風

移動速度略較實際觀測為慢。而在降雨的模擬結果方面，結果顯示，

碧利斯颱風陸上警報發布期間，實際觀測之主要降雨出現在台灣東部

地區（圖 3-15a），且模擬的結果與實際觀測相當一致（圖 3-15b）。 

進一步分析碧利斯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之模擬及觀測雨量發

現，模擬之最大降雨發生在花蓮地區，降雨量為 906.8 毫米，而觀測

之最大降雨發生地區較模擬略微偏北，最大累積雨量為 951.5 毫米，

兩者之差異僅 4.7%。此結果顯示，利用 WRF 模擬之碧利斯颱風於陸

上警報發布期間之累積降雨，與實際觀測結果相當接近。 

(2) 桃芝颱風（Toraji, 2001） 

圖 3-16 為 2001 年桃芝（Toraji）颱風之控制組模擬路徑結果，

圖中顯示 WRF 模擬之鳳凰颱風登陸地點較實際觀測偏北，而出海地

點則較實際觀測偏南。模式初始時間為 2001 年 7 月 28 日 20 時

（12UTC），雲微物理參數化使用 WSM 5-class scheme，積雲參數化

使用 Kain-Fritsch scheme。中央氣象局於 7 月 28 日 5 時 25 分發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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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颱風警報，並於當日 11 時 10 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桃芝颱風於陸上颱風警報期間降雨方面主要降雨分布於中南部

山區（圖 3-17a）；而 WRF 模擬之最大降雨區與實際觀測相當接近，

但中部山區則較為低估（圖 3-18b）。分析桃芝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

南部山區之最大模擬及觀測雨量發現，模擬之最大累積雨量值為

685.4 毫米，而觀測之最大累積雨量值為 716.2 毫米，兩者之誤差約

4.3％。 

(3) 海棠颱風（Haitang, 2005） 

中央氣象局於 2005 年 7 月 16 日 14 時 30 分發布海棠（Haitang）

颱風之海上颱風警報，並於 16 日 23 時 30 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本

計畫利用 WRF 模擬海棠颱風侵台期間之降雨，模式初始時間為 2005

年7月16日8時（00UTC），雲微物理參數化使用WSM 6-class scheme，

積雲參數化使用 Betts-Miller-Janjic scheme。 

圖 3-18 為海棠颱風之控制組模擬路徑結果，圖中顯示 WRF 模式

所模擬之海棠颱風，登陸地點較實際觀測偏南。海棠颱風於陸上颱風

警報期間降雨方面，主要降雨區位於中南部山區與宜蘭地區，最大降

雨區為中南部山區（圖 3-19a）；WRF 模式可合理模擬發生於宜蘭及

中南部山區之較大累積降雨，但高估了東北部山區的降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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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b）。 

進一步分析海棠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之模擬及觀測雨量發現，

觀測之最大累積降雨為南部山區之 1710.7 毫米，而同一地區之模擬

最大雨量值為 1589.4 毫米，觀測與模擬之最大累積降雨量差異約為

7.1%。 

(4) 聖帕（Sepat, 2007） 

中央氣象局於 2007 年 8 月 16 日 8 時 30 分發布聖帕（Sepat）颱

風海上颱風警報，並於當日 20 時 30 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圖 3-20

為聖帕颱風之控制組模擬路徑結果，模式初始時間為 2007 年 8 月 16

日 8 時（00UTC），雲微物理參數化使用 WSM 5-class scheme，積雲

參數化使用 Kain-Fritsch scheme，同時利用 QuikSCAT 風場資料進行

3 維資料同化；圖中顯示模擬之颱風登陸位置較實際觀測偏南，但出

海位置則與實際觀測非常接近。 

聖帕颱風於陸上颱風警報期間降雨方面，主要降雨分布在宜蘭地

區與南部山區（圖 3-21a）；而 WRF 模擬之主要降雨分布與實際觀測

相當一致，但高估了宜蘭地區的累積降雨，南部山區的累積降雨則略

微低估（圖 3-21b）。進一步分析聖帕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之模擬及

觀測雨量發現，模擬之最大累積雨量為 931.4 毫米，而同一地區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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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最大累積雨量值為 958.7 毫米，兩者差距為 2.8%。 

(5) 鳳凰颱風（Fungwong, 2008） 

圖3-22為2008年鳳凰（Fungwong）颱風之控制組模擬路徑結果，

圖中顯示，WRF 模擬之鳳凰颱風登陸與出海之地點，與實際觀測幾

乎一致。模式初始時間為 2008 年 7 月 26 日 8 時（00UTC），雲微物

理參數化使用 WSM 5-class scheme，積雲參數化使用 Kain-Fritsch 

scheme，同時利用 QuikSCAT 風場資料進行 3 維資料同化；中央氣象

局於 7 月 26 日 11 時 30 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並於 27 日 2 時 30 分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鳳凰颱風於陸上颱風警報期間降雨方面，主要降雨位於宜蘭地區

（圖 3-23a）；而 WRF 模式所模擬之主要降雨分布型態與實際觀測相

當一致（圖 3-23b）。分析鳳凰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宜蘭地區之最

大模擬及觀測雨量發現，模擬之最大累積雨量值為 620.2 毫米，而觀

測之最大雨量值為 789 毫米，兩者之誤差約 21.4%。此結果顯示，利

用 WRF 模式可合理模擬鳳凰颱風侵台期間之降雨。 

3.3  小結 

本年度計畫完成第二類路徑（8 個）與第三類路徑（12 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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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個颱風個案之控制組與系集預報模擬。與實際降雨資料比對方面，

由於 1996 年時並無自動雨量站資料，故賀伯颱風無法針對北部與南

部山區進行比較；另外，2008 年薔蜜颱風與辛樂克颱風之轉向過程

未能完全掌握，導致模擬之降雨分布與實際狀況差異較大。 

此外，本研究針對歷史個案莫拉克（2009）之模擬，使用 WRF

模擬之累積雨量不盡理想。嘗試使用 MM5 進行模擬後，得到較為接

近實際雨量值之結果，在嚴重致災的南部山區，模擬之最大雨量亦僅

低估 7.9％。而早年的颱風，由於資料品質問題，模擬結果不如預期

般理想，而近幾年的模式初始場資料品質較佳，故颱風個案經模式設

計後，模擬雨量誤差值均在 25％以內，通過檢核標準。 

表 3-3 為所有控制組模擬之最佳參數化組合設定及模擬結果，綜

合來說，第 3 類型路徑颱風的降雨模擬結果，普遍較第 2 類型路徑之

颱風個案好，推測造成此結果之原因可能為台灣的地形鎖定作用，在

第 3 類型路徑之颱風較為明顯，此結果可供預報員在往後的預報作業

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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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侵台颱風降雨動力統計模式 

本計畫希望藉由合併數值動力模式預報法動力過程一致的合理

性，及統計預報法之穩定與重現性的優點，建立侵台颱風之降雨動力

統計模式，並透過數值模式高解析度的優點，克服測站地區資料缺乏

的問題，以達到協助氣象局發展城鄉尺度颱風降雨預報的任務需求。

在降雨資料及模式建立方法方面，本計畫利用所重建之第二及第三類

型路徑颱風之控制組及系集模擬組的降雨資料，做為背景資料，並參

考 Lee et al.（2006）之方法，初步建立第二及第三類型路徑之颱風降

雨動力統計模式。之後，則利用相依個案和獨立個案，初步評估此方

法與氣候模式評估結果之差異，做為未來進一步發展之基礎。 

4.1  系集模擬成員之選取及動力統計模式之建立 

本計畫今年度完成 1990~2009年，共 20個第二及第三類型路徑，

歷史侵台颱風個案之控制組模擬，由於個案數較少，為獲得類似環境

下，各種不同影響因子之全台模擬雨量分布，亦設定多組系集成員進

行模擬。 

在系集成員的選擇方面，本計畫首先以所有控制組模擬之雲微物

理（WSM 5-class scheme、WSM 6-class scheme）及積雲參數化

（ Kain-Fritsch scheme 、 Grell-Devenyi ensemble sche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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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s-Miller-Janjic scheme）設定為變數進行模擬，並挑選其中模擬雨

量與實際觀測差異最小的三組成員，加上控制組，進一步利用不同的

兩組初始時間建立系集成員。因此，除了控制組之外，每個颱風個案

都可得到 11 組系集成員，表 4-1 為所有颱風個案控制組雨系集模擬

組之模擬設定列表。 

進一步，本計畫參考 Lee et al.（2006）之方法，建立動力統計預

報模式，由於此模式將應用於台灣地區之城鄉尺度，故預報網格解析

度設定為 0.05 度，範圍則涵蓋整個台灣地區，為北緯 21.5-25.5 度、

東經 120-122 度，共 3200 個網格點。因此，如 Lee et al.（2006）之

方法，每個網格可視為一個測站，皆有一降雨潛勢圖，以決定颱風在

不同網格區域時，該網格點之時雨量，故總共有 3200 張降雨潛勢圖。 

而在歷史資料之建立方面，背景資料範圍為北緯 19-27 度、東經

118-126 度，由於動力模式之網格設定與此背景資料之範圍不同，故

須先將模式之第三層網格資料內插至此範圍；其次，利用所有模式之

模擬結果（包含控制組及系集模擬組結果），計算背景資料範圍內，

每 0.5x0.5 度的網格中，當歷史颱風個案通過該網格時，每個預報網

格點（如同雨量站）的時雨量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颱風過境次

數及標準偏差。進一步，利用雙線性內插之方法，將上述時雨量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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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內插至 0.1x0.1 度的經緯度網格內，以得到一組空間分布均勻的網

格資料。 

實際使用動力統計模式之方法和 Lee et al.（2006）相同，首先必

須找出颱風中心位置（根據中央氣象局預報之颱風定位）所在的網格，

然後在預報網格的定量降雨預報圖上，找到颱風於該網格位置時相對

應的時雨量，即為該預報網格之降雨預估值，而累積雨量即為沿颱風

路徑之逐時雨量累加。 

4.2  動力統計模式之校驗 

本計畫利用所建立之第二及第三類型路徑颱風降雨動力統計模

式，針對近 20 年所有第二及第三類型路徑之颱風個案，進行陸上颱

風警報期間，所有測站之累積雨量預估。同時，配合觀測資料及 Lee 

et al.（2006）所發展之氣候模式的降雨預估結果，進行差異評估，以

了解此動力統計模式之預報能力，並做為將來最佳化此模式之依據。 

本計畫共完成近 20 年（1990~2009 年）20 個第二及第三類型路

徑颱風個案之模擬，故將完成模擬之颱風個案稱為相依個案，其餘未

模擬之個案則稱為獨立個案，本計畫將分別針對相依及獨立個案進行

模式校驗。而在 Lee et al.（2006）之氣候模式方面，本計畫將獨立個

案扣除後，重新計算背景資料，以便與動力統計模使進行比較。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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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Lee et al. （2006）之氣候模式的背景資料時段僅到 2006 年，因

此在進行氣候模式的評估校驗時，2007~2009 年之颱風個案並未列入

比較，以求資料時段之一致性。 

4.2.1  校驗方法 

由於本計畫所建立的動力統計模式之預報標的為網格點時雨量

值和累積雨量值，為方便校驗，將預報之網格點累積雨量內插至雨量

站，做為模式估計值，再將此模式估計值與觀測值及氣候模式預估結

果進行比較。 

本計畫使用列聯表（表 4-2）分析方法計算預報降水得分，比較

台灣地區各雨量站的預估及觀測總累積雨量，以了解利用動力統計降

雨模式及氣候模式預估總累積雨量之能力。首先選定降雨校驗之門檻

值，而 a 表示當預報某測站降雨低於門檻值，且觀測到該測站降雨低

於門檻值之次數（Correct Rejection）；b 代表當預報某測站之降雨低

於門檻值，但觀測到該測站降雨超過門檻值的次數（Miss）；c 為當預

報某測站降雨超過門檻值，但觀測到該測站降雨低於門檻值的次數

（False Alarm）；d 則表示當預報某測站之降雨超過門檻值，且觀測到

該測站降雨超過門檻值的次數（Hit）。在門檻值的設定方面，本計畫

計算近 20 年第二及第三類型路徑之歷史颱風個案，其陸上警報發布



47 
 

的時間平均約為 57 小時（約 2~3 天），因此我們參考中央氣象局雨量

分級定義，選定陸上警報期間累積雨量校驗的降雨門檻值分別為 100

毫米、260 毫米、400 毫米及 700 毫米（即取日雨量值之兩倍）。 

根據列聯表，使用四個評估指標來校驗降水預報，分別為偏倚評

分（Bias Score）、可偵測機率（Probability of Detection，POD）、誤報

率（False Alarm Ratio，FAR）及 T 得分（Threat Score，TS）。透過列

聯表之評估指標，可依照不同的降雨門檻值，分別了解颱風降雨氣候

模式在不同降雨門檻值之預報情形。 

（1）偏倚評分（Bias Score） 

db
dcBS

+
+

=
 

針對某ㄧ降水門檻值，評估模式預報出現的頻率；BS 大於 1 表

示過度預報，小於 1 表示不足預報。 

（2）可偵測機率（Probability of Detection，POD） 

db
dPOD
+

=
 

正確預報降雨大於門檻值之次數，與觀測降雨大於門檻值總次數

之比值；若 POD 值越接近 1，則正確預報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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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誤報率（False Alarm Ratio，FAR） 

dc
cFAR
+

=
 

錯誤預報降雨大於門檻值之次數，與預報降雨大於門檻值總次數

之比值；若 FAR 值越接近 1，則錯誤預報比例越高。 

（4）T 得分（Threat Score，TS） 

dcb
dTS
++

=
 

正確預報降雨大於門檻值之次數，與觀測或預報中降雨超過門檻

值之總次數的比值，排除了觀測與預報降雨皆沒有超過門檻值的情形；

無預報能力時，TS 為 0，完美預報時，TS 為 1。 

除列聯表之外，本計畫亦利用計算統計參數進行校驗。首先，假

設觀測雨量為 Oi，預報雨量為 Fi，資料點數為 N，計算下列統計參

數： 

（1）平均降雨率（Mean Rain Rate） 

觀測及預報降雨在所有測站上降雨率之平均 

N

O
O

N

i
i∑

== 1

， N

F
F

N

i
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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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大降雨率（Maximum Rain Rate） 

觀測及預報之最大降雨 

（3）平均絕對誤差 ( Mean Absolute Error ) 

∑
=

−
N

i
ii OF

N 1

1

 

（4）均方根誤差 ( Root Mean Square Error ) 

( )∑
=

−
N

i
ii OF

N 1

21

 

（5）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 ） 

其中，平均降雨率及最大降雨率，主要反應觀測及預報場之整體

降雨量值的差異；而平均絕對誤差、均方根誤差及相關係數，主要則

反應觀測及預報場之降雨分布差異。 

4.2.2  校驗結果 

在相依個案的校驗結果方面，表 4-3 及圖 4-2 為測站整體在不同

門檻值的校驗結果。由偏倚評分的結果來看，隨著門檻值提高，氣候

模式預報結果由些微低估（BS=0.96）逐漸轉變為嚴重低估（BS=0.08，

門檻值=700 毫米），而動力統計模式則由些微高估（BS=1.35）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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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低估（BS=0.6，門檻值=700 毫米）。而在 POD 的表現上，動

力統計模式的表現皆較氣候模式的表現好，且隨著降雨門檻值提高，

動力統計模式和氣候模式的差距逐漸增大。但同時，動力統計模式的

誤報率卻也較氣候模式來得高，且差距亦隨門檻值增加而變大。在

TS 的表現上，動力統計模式的表現較氣候模式的表現好，在門檻值

為 700 毫米時，動力統計模式的 TS 值尚維持在 0.33，但氣候模式則

僅剩 0.08。 

圖 4-1 分別為利用氣候模式（圖 4-1a）及動力統計模式（圖 4-1b）

對相依颱風個案，所有測站之總累積雨量的預估值（縱軸）相對於觀

測值（橫軸）之分佈。結果顯示，利用氣候模式及動力統計模式所預

估之測站累積總雨量，其與實際觀測之相關係數分別為 0.79 及 0.7。

兩者相當接近，但氣候模式很明顯有低估雨量的情形，而動力統計模

式的預估結果則較為分散。表 4-4 為針對相依颱風個案，測站整體之

各項統計參數的計算結果；結果顯示，就平均降雨率來看，動力統計

模式為些微的高估，氣候模式則為低估。若不考慮 2007~2009 年之颱

風個案動力統計模式的校驗結果，則可明顯看出動力統計模式對較大

降雨的掌握較好；但相對的，動力統計模式的誤差也較氣候模式預估

結果的誤差來得大。值得注意的是當考慮 2007~2009 年個案時，觀測

之平均降雨率由未考慮時之 196 毫米提高為 243 毫米，而動力統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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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估計之值則由 218 毫米提升為 246 毫米，僅差 3 毫米；顯示目前的

動力統計模式在較大雨量的估計上，具相當大的參考價值，亦即未來

採用動力統計的整合預報技術，若能持續發展，應有相當大的潛在應

用價值。此外，動力統計模式的資料來自控制組和 11 個系集模擬，

而系集模擬的結果和控制組應有相當差距，但整體而言，動力統計模

式的平均預估值（246.2 毫米）和觀測值（242.7 毫米）竟然非常接近，

表示目前的系集模擬所產生的基本資料檔，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表 4-5 及圖 4-4 為針對獨立個案，測站整體在不同門檻值的校驗

結果。由於利用氣候模式及動力統計模式預估獨立個案的測站總累積

雨量，當門檻值為 700 毫米時，兩模式皆未正確預報到，故不討論門

檻值超過 700 毫米之結果。偏倚評分的結果顯示，當降雨門檻值為

100 毫米時，氣候模式些微高估測站總雨量（BS=1.15），而隨著門檻

值提高則轉變為低估（BS=0.36，門檻值=700 毫米），但動力統計模

式則不論門檻值為何，皆高估了測站的總累積雨量。然而，在 POD

及 FAR 的表現上，與相依個案的校驗結果一致：動力統計模式的 POD

表現在各個門檻值皆較氣候模式的表現好，但誤報率卻也較氣候模式

來得高。而在獨立個案的 TS 表現上，則氣候模式與動力統計模式的

表現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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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分別為利用氣候模式（圖 4-3a）及動力統計模式（圖 4-3b）

對獨立颱風個案，所有測站之總累積雨量的預估值（縱軸）相對於觀

測值（橫軸）之分佈。結果顯示，氣候模式明顯低估了獨立颱風個案

的雨量，而動力模式則為明顯的高估（動力模式常有的特性）；而兩

者的相關係數皆為0.4，但動力統計模式的誤差則較氣候模式來得高。

表 4-4 為針對獨立颱風個案，測站整體之各項統計參數的計算結果；

結果顯示，不論就降雨量值（平均降雨率及最大降雨率）或降雨分布

差異（平均絕對誤差、均方根誤差及相關係數）的結果來看，氣候模

式的表現皆較動力統計模式的表現好。造成此種特性的原因，可能和

獨立個案的組成有關；因獨立個案為動力模式不易模擬的個案，故建

基於動力模式模擬資料為基礎的動力統計模式，其表現很可能會較

差。 

圖 4-5~圖 4-10 為本研究中 6 個獨立個案於陸上警報發布期間之

降雨分布圖，其中 a 為觀測值、b 為氣候模式預估值、c 為動力統計

模式預估值。圖 4-5 顯示，動力統計模式較氣候模式更高估了 1991

年愛麗（Ellie）颱風在北部山區造成的降雨，而在 1992 年寶莉（Pollt）

颱風的預報結果則顯示（圖 4-7），動力統計模式可修正氣候模式過度

預報雨量的情形。圖 4-9 顯示，不論是氣候模式或動力統計模式，皆

無法掌握 1994 年凱特琳（Caitlin）颱風在西南部地區造成的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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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小結 

綜合以上的分析結果顯示，整體來看，動力統計模式對較大降雨

的掌握能力較氣候模式好，但其預估結果與實際觀測的差異，卻較氣

候模式來得大。推測此結果有一部分應是由系集模擬之資料所造成。

本計畫利用系集模擬的方式增加背景資料，此方式可補足歷史個案不

足的缺點，也可提供較細的降雨分布（尤其彌補缺乏雨量站區域的資

料缺失），卻也會增加動力統計模式預估雨量與實際觀測之差異。 

另一方面，動力統計模式雖可修正氣候模式容易低估雨量的情形，

且在 POD 的表現上較氣候模式來得好，卻也須注意動力統計模式容

易出現過度預報雨量的情形。因此，此種動力統計模式仍需進一步的

分析和改進，透過瞭解模式特性（尤其是針對不同類型颱風），未來

應可提升此種動力統計模式的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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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與展望 

本計畫本年度完成 1989~2009 年全球網格分析資料（NCEP FNL 

data、NNRP 及 EC-TOGA-advanced data）、QuikSCAT 風場資料及

NCEP ADP 全球觀測資料之收集，並利用 WRF 及 MM5 模式完成 20

個歷史颱風個案之控制組及各 11 組系集模擬。進一步，利用所模擬

之資料，初步建立第二及第三類型路徑之颱風降雨動力統計模式，並

將模式預報結果，與觀測值及氣候模式之預估結果進行差異評估。 

在模式的校驗方面，本計畫進一步利用列聯表，針對相依及獨立

颱風個案，計算各別測站在不同門檻值之預報降水得分；同時計算各

項統計參數，以了解觀測及預報場之整體降雨量值及降雨分布之差異。

而除了動力統計模式，本計畫亦針對 Lee et al.（2006）發展之氣候模

式進行校驗，並將結果與動力統計模式進行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動

力統計模式雖可修正氣候模式容易低估雨量的情形，且在 POD 的表

現上較氣候模式來得好，卻須注意動力統計模式也容易出現過度預報

雨量的情形。同時，動力統計模式較氣候模式更能掌握較大降雨的發

生，但其預估結果與實際觀測的差異，卻較氣候模式來得大。值得注

意的是當考慮 2007~2009 年個案時，觀測之平均降雨率由未考慮時之

196 毫米提高為 243 毫米，而動力統計模式估計之值則由 218 毫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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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為 246 毫米，僅差 3 毫米；顯示目前的動力統計模式在較大雨量的

估計上，具相當大的參考價值，亦即未來採用動力統計的整合預報技

術，若能持續發展，應有相當大的潛在應用價值。再者，本動力統計

模式整合了統計模式和動力模式的優點，提供鄉鎮尺度之颱風降雨預

估，此為單純的氣候模式無法提供之資訊。 

同時，本研究團隊分別於 2009 年 6 月 1 日及 10 月 26 日，召開

了第一及第二次的工作會議，針對工作進度、個案模擬結果與研究方

法，與氣象局相關人員進行討論與交換意見，會議紀錄如附件二。為

求提升未來計畫的成果和實用性，本計畫決定在期末報告後針對第一

年結果進行深入討論，做為修正第二年計畫的參考，故第三次工作會

議預計於 2009 年 12 月 28 日召開。 

本年度計畫完成第二及第三類型路徑之個案模擬，未來一年將持

續完成其他路徑類型之個案控制組及系集組模擬。同時，將應用本年

度建立動力統計預報模式的方法，建立其他路徑類型之動力統計預報

模式，並參考李（2008）之方法，引進類比法的概念改進此動力統計

模式。進一步，針對所建立之動力統計預報指引系統進行校驗評估，

以確認建立之預報指引校驗結果，優於單純氣候延續法（CLIPER）

之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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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實際應用本計畫建立之動力統計預報指引系統，於侵台

颱風之雨量預報，並針對預報結果進行評估，尤其是考量不同類型或

特性颱風對模式評估結果的影響，以幫助改進此動力統計預報指引系

統。進一步，將此預報指引系統與氣象局上線之作業系統結合，以建

置新的颱風預報作業之程序及產品；而為了提供作業時之誤差評估，

亦將進一步建置校驗系統。 

整體而言，本計畫透過整合數值動力模式預報法之動力一致合理

性，與統計預報的穩定與重現性之優點，改善侵台颱風降雨預報技術

並提供做為鄉鎮尺度颱風降雨預報的參考工具。期望透過本計畫之持

續執行，提供鄉鎮尺度颱風降雨預報的指引，以提升侵台颱風降雨預

報的精密度及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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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Anthes-Kuo、Grell、Kain-Fritsch、Betts-Miller，四種積雲參

數化比較（摘自 Kuo et al.，1996）。 

 
表 3- 1  第二類路徑之侵台颱風個案列表 
年分 颱風名稱 陸上警報期間（侵台期間） 模擬初始時間 
1990 Yancy 1990081720-1990081920UTC 1990081700UTC 
1991 Ellie 1991081607-1991081807UTC  
1994 Gladys 1994083102-1994090118UTC  
1996 Herb 1996072915-1996080115UTC 1996072912UTC 
2006 Bilis 2006071200-2006071418UTC 2006071112UTC 
2007 Krosa 2007100421-2007100712UTC 2007100400UTC 
2008 Kalmaegi 2008071618-2008071812UTC 2008071612UTC 
2008 Sinlaku 2008091121-2008091512UTC 2008091112UTC 
2008 Jangmi 2008092700-2008092909UTC 2008092712UTC 
2009 Morakot 2009080600-2009080921UTC 2009080600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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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第三類路徑之侵台颱風個案列表 
年分 颱風名稱 陸上警報期間（侵台期間） 模擬初始時間 
1989 Sarah 1989090807-1989091307UTC  
1990 Dot 1990090608-1990090813UTC 1990090612UTC 
1992 Polly 1992082707-1992083101UTC  
1992 Omar 1992090313-1992090507UTC  
1994 Tim 1994070907-1994071107UTC  
1994 Caltin 1994080300-1994080406UTC  
1997 Amber 1997082712-1997082915UTC 1997082712UTC 
1998 Otto 1998080306-1998080501UTC 1998080306UTC 
2000 Bilis 2000082106-2000082312UTC 2000082000UTC 
2001 Toraji 2001072803-2001073106UTC 2001072812UTC 
2005 Haitang 2005071615-2005071918UTC 2005071600UTC 
2005 Talim 2005083012-2005090115UTC 2005083000UTC 
2005 Longwang 2005093021-2005100300UTC 2005093000UTC 
2006 Kaemi 2006072315-2006072518UTC 2006072300UTC 
2007 Wutip 2007080803-2007080903UTC 2007080712UTC 
2007 Sepat 2007081612-2007081906UTC 2007081600UTC 
2008 Fungwong 2008072618-2008072903UTC 2008072600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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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控制組模擬最佳參數化組合及模擬結果，其中 SAS 及 Warm rain 為 MM5 之設定，其餘皆為 WRF 之設定。 

年份 颱風名稱 路徑分類
積雲參數化 雲微物理參數化 最大雨量(mm)

誤差(%)
BMJ KF GD G3 SAS WSM5 WSM6 Warm rain 模擬 觀測 

1990 楊希(Yancy) 2 V V 474 379 25
1990 黛特(Dot) 3 V V 435 425 2.4
1996 賀伯(Herb) 2 V V 1114 1117 0.2
1997 安珀(Amber) 3 V V 712 948 24.8
1998 奧托(Otto) 3 V V 402 428 5.9
2000 碧利斯(Bilis) 3 V V 907 952 4.7
2001 桃芝(Toraji) 3 V V 685 716 4.3
2005 海棠(Haitang) 3 V V 1589 1711 7.1
2005 泰利(Talim) 3 V V 682 732 6.8
2005 龍王(Longwang) 3 V V 680 693 1.9
2006 碧利斯(Bilis) 2 V V 989 841 17.6
2006 凱米(Kaemi) 3 V V 468 530 11.7
2007 梧提(Wutip) 3 V V 297 240 23.8
2007 聖帕(Sepat) 3 V V 931 959 2.8

＊邊界層參數化：YSU scheme、長波輻射：RRTM scheme、短波輻射：Dudhia scheme 

BMJ：Betts-Miller-Janjic scheme、KF：Kain-Fritsch scheme、GD：Grell-Devenyi ensemble scheme、G3：Grell 3d ensemble cumulus scheme、

SAS：Simplified Arakawa-Schubert 

WSM5：WSM 5-class scheme、WSM6：WSM 6-class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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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續）。 

年份 颱風名稱 路徑分類
積雲參數化 雲微物理參數化 最大雨量(mm)

誤差(%)
BMJ KF GD G3 SAS WSM5 WSM6 Warm rain 模擬 觀測 

2007 柯羅莎(Krosa) 2 V V 1108 1079 2.7
2008 卡玫基(Kalmaegi) 2 V V 717 909 21.1
2008 鳳凰(Fungwong) 3 V V 620 789 21.4
2008 辛樂克(Sinlaku) 2 V V 1293 1498 13.6
2008 薔蜜(Jangmi) 2 V V 563 625 9.9
2009 莫拉克(Morakot) 2 V V 2548 2767 7.9

＊邊界層參數化：YSU scheme、長波輻射：RRTM scheme、短波輻射：Dudhia scheme 

BMJ：Betts-Miller-Janjic scheme、KF：Kain-Fritsch scheme、GD：Grell-Devenyi ensemble scheme、G3：Grell 3d ensemble cumulus scheme、

SAS：Simplified Arakawa-Schubert 

WSM5：WSM 5-class scheme、WSM6：WSM 6-class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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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控制組與系集模擬組模擬設定列表 

個案名稱 使用資料 
初 始 時 間

（UTC） 

積分 

時間 

（hr） 

參數化設定 

（雲微物理+積雲） 

最細網格 

解析度 

（km） 

模式版本 
Ensemble run 

參數化設定 

Ensemble run 

初始時間 

（UTC） 

1990Yancy NNRP 1990081700 96 WSM5+Grell 5 WRF_v3.0 

WSM5+KF 
1990081712 

1990081800 
WSM6+KF 

WSM5+BM 

1990Dot NNRP 1990090612 96 WSM6+BM 5 WRF_v3.1.1 

WSM5+Grell 
1990090700 

1990090600 
WSM6+Grell 

WSM5+BM 

1996Herb EC_adv 1996072912 96 
WSM5+ Simplified 

Arakawa-Schubert 
6 WRF_v2.2 

WSM5+KF 
1996073000 

1996072900 
WSM6+KF 

WSM6+BM 

1997Amber EC_adv 1997082712 96 WSM5+New Grell 5 WRF_v3.1.1 

WSM6+New 

Grell 1997082800 

1997082700 WSM5+BM 

WSM6+BM 

1998Otto EC_adv 1998080306 72 WSM6+BM 5 WRF_v2.2 

WSM5+KF 
1998080300 

1998080312 
WSM6+KF 

WSM5+Gr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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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控制組與系集模擬組模擬設定列表（續） 

個案名稱 使用資料 
初 始 時 間

（UTC） 

積分 

時間 

（hr） 

參數化設定 

（雲微物理+積雲） 

最細網格 

解析度 

（km） 

模式版本 
Ensemble run 

參數化設定 

Ensemble run 

初始時間 

（UTC） 

2000Bilis GFS 2000082000 96 WSM6+Grell 5 WRF_v3.0 

WSM5+KF 
2000082012 

2000082100 
WSM6+KF 

WSM5+Grell 

2001Toraji EC_adv 2001072812 96 WSM5+KF 6 WRF_v3.1.1

WSM6+KF 
2001072900 、

2001072800 
WSM5+Grell 

WSM6+Grell 

2005Haitang EC_adv 2005071600 96 WSM6+BM 5 WRF_v3.1.1

WSM6+KF 
2005071612 、

2005071700 
WSM6+Grell 

WSM5+BM 

2005Talim GFS 2005083000 96 WSM6+BM 5 WRF_v3.0 

WSM6+KF 
2005083012 、

2005082912 
WSM6+Grell 

WSM5+BM 

2005Longwang GFS 2005093000 96 WSM6+KF 5 WRF_v3.0 

WSM6+Grell 
2005093012 、

2005092912 
WSM5+BM 

WSM6+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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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控制組與系集模擬組模擬設定列表（續） 

個案名稱 使用資料 
初 始 時 間

（UTC） 

積分 

時間 

（hr） 

參數化設定 

（雲微物理+積雲） 

最細網格 

解析度 

（km） 

模式版本 
Ensemble run 

參數化設定 

Ensemble run 

初始時間 

（UTC） 

2006Bilis EC_adv 2006071112 96 WSM5+KF 5 WRF_v2.2 

WSM6+KF 
2006071200 、

2006071100 
WSM6+Grell 

WSM5+BM 

2006Kaemi GFS 2006072300 96 WSM6+KF 5 WRF_v3.0 

WSM5+Grell 
2006072312 、

2006072212 
WSM5+BM 

WSM6+BM 

2007Wutip EC_adv 2007080712 96 WSM5+Grell 5 WRF_v3.1.1

WSM6+KF 
2008080800 、

2008080700 
WSM6+Grell 

WSM5+BM 

2007Sepat GFS 2007081600 96 WSM5+KF 6 WRF_v3.0 

WSM6+KF 
2007081612 、

2007071512 
WSM5+Grell 

WSM6+Grell 

2007Krosa GFS 2007100400 96 WSM5+Grell 6 WRF_v3.0 

WSM6+KF 
2007100412、 

2007100312 
WSM5+Grell 

WSM5+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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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控制組與系集模擬組模擬設定列表（續） 

個案名稱 使用資料 
初 始 時 間

（UTC） 

積分 

時間 

（hr） 

參數化設定 

（雲微物理+積雲） 

最細網格 

解析度 

（km） 

模式版本 
Ensemble run 

參數化設定 

Ensemble run 

初始時間 

（UTC） 

2008Kalmaegi EC_adv 2008071612 96 WSM5+BM 6 WRF_v3.1.1

WSM6+KF 
2008071700 、

2008071600 
WSM5+Grell 

WSM6+BM 

2008Fungwong GFS 2008072600 96 WSM5+KF 5 WRF_v3.0 

WSM6+Grell 
2008072512 、

2008072612 
WSM5+BM 

WSM6+BM 

2008Sinlaku EC_adv 2008091112 96 WSM6+Grell 6 WRF_v3.1.1

WSM5+KF 
2008091200 、

2008091100 
WSM5+Grell 

WSM5+BM 

2008Jangmi EC_adv 2008092712 72 WSM5+KF 6 WRF_v3.1.1

WSM6+KF 
2008092700 、

2008092612 
WSM5+Grell 

WSM6+Grell 

2009Morakot GFS 2009080600 96 Warm rain+KF 5 MM5_v3 

 
2009080612 、

200908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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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列聯表。 
Forecast 

 
Observation 

＜門檻值 ≧門檻值 

＜門檻值 
Correct Rejection 

〈a〉 
False Alarm 

〈c〉 

≧門檻值 
Miss 
〈b〉 

Hi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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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利用列聯表，針對相依個案，計算各別測站在不同門檻值之預報降水得分。 

門檻值 

（mm） 

BS POD FAR TS ETS 

氣候模式 
動力統計

模式 氣候模式
動力統計

模式 氣候模式
動力統計

模式 氣候模式
動力統計

模式 氣候模式
動力統計 
模式 

100 0.96 1.23 0.78 0.96 0.19 0.22 0.66 0.75 0.31 0.29 
260 0.46 1.04 0.4 0.71 0.13 0.32 0.38 0.53 0.3 0.37 
400 0.24 0.84 0.21 0.57 0.15 0.32 0.2 0.45 0.18 0.37 
700 0.08 0.6 0.08 0.4 0 0.34 0.08 0.33 0.08 0.31 

 

 

表 4-4  針對相依個案，測站整體之各項統計參數校驗結果。 
 平均降雨率 最大降雨率 平均絕對誤差 均方根誤差 相關係數 
 模式 觀測 模式 觀測    

氣候模式 144.9 

195.7 

851.7 

1987 

92.7 139.7 0.79 
動力統計模式

（不考慮 2007~2009

年颱風個案） 
218.2 1214.6 105 150.8 0.66 

動力統計模式 246.2 242.7 1421.8 2850 117.9 188.8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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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利用列聯表，針對獨立個案，計算各別測站在不同門檻值之預報降水得分。 

門檻值 

（mm） 

BS POD FAR TS ETS 

氣候模式 
動力統計

模式 氣候模式
動力統計

模式 氣候模式
動力統計

模式 氣候模式
動力統計

模式 氣候模式
動力統計 
模式 

100 1.15 1.86 0.67 0.95 0.42 0.49 0.45 0.5 0.2 0.18 
260 0.64 2.14 0.28 0.54 0.56 0.75 0.21 0.21 0.16 0.12 
400 0.36 2.22 0.15 0.45 0.60 0.8 0.12 0.16 0.10 0.13 

 
 
表 4-6  針對獨立個案，測站整體之各項統計參數校驗結果。 

 平均降雨率 最大降雨率 平均絕對誤差 均方根誤差 相關係數 
 模式 觀測 模式 觀測    

氣候模式 118.8 
118.5 

610.7 
750 

85.9 124.5 0.4 
動力統計模式 212.6 1127.2 128.5 185.2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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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Chang et al.(1993)利用 1971-1990共 20年之 22個地面測站資

料，分析颱風侵台期間台灣地區之降雨分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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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TV 實驗組路徑比較圖。藍色表 TV-50、紅色表 TV-60、綠

色表 TV-70、黑色表 CWB 路徑。 

 

圖 1- 3  TV 實驗組強度變化比較圖。藍色表 TV-50、紅色表 TV-60、

綠色表 TV-70、黑色表 CWB 路徑、桃紅表 JTWC Best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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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4  TR 實驗組路徑比較圖。藍色表 TR-60、紅色表 TR-70、綠色

表 TR-80、黑色表 CWB 路徑。 

 

 

圖 1- 5  TR 實驗組強度變化比較圖。藍色表 TR-60、紅色表 TR-70、

綠色表 TR-80、黑色表 CWB 路徑、桃紅表 JTWC Best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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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6  TA 實驗組路徑比較圖。藍色表 TA-65、紅色表 TA-75、綠

色表 TA-85、黑色表 CWB 路徑。 
 

圖 1- 7  TA 實驗組強度變化比較圖。藍色表 TA-65、紅色表 TA-75、

綠色表 TA-85、黑色表 CWB 路徑、桃紅色表 JTWC Best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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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1- 8  TA 組實驗，積分 18 小時之地面氣壓圖。（a）表 TA-65、

（b）表 TA-75、（c）表 TA-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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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9  積雲參數化過程示意圖（摘自 Dudhia et. al., 2002）。 

 

 

圖 1-10  TC 實驗組路徑比較圖。紅色表 TC-BM、綠色表 TC-AK、

橙色表 TC-KF、黃色表 TC-GR、藍色表 TC-KF2、黑色表 CWB

路徑。 

  



82 
 

（a） 

 

（b） 

 
（c） 

 

（d） 

 
（e） 

 

 

圖 1-11  TC 組實驗，積分 18 小時之雷達回波圖。（a）TC-BM、（b）

TC-AK、（c）TC-KF、（d）TC-GR、（e）TC- K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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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TC 組實驗，積分 18 小時之切向風場剖面圖。（a）TC-BM、

（b）TC-AK、（c）TC-KF、（d）TC-GR、（e）TC- K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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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3  TC實驗組切向風場比較圖。紅色表TC-BM、綠色表TC-AK、

橙色表 TC-KF、黃色表 TC-GR、藍色表 TC-KF2、黑色表 CWB

路徑、桃紅色表 JTWC Best Track。 

 

圖1-14  TC實驗組強度變化比較圖。紅色表TC-BM、綠色表TC-AK、

橙色表 TC-KF、黃色表 TC-GR、藍色表 TC-KF2、黑色表 CWB

路徑、桃紅色表 JTWC Best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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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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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1996 年賀伯颱風，其中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料，虛線為控制

組模擬之路徑，「00」為觀測之位置，「12」為模擬之位置。 
 
(a) 

 

(b) 

 

圖 3- 3  1996 年賀伯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全台降雨分布圖，（a）

為實際觀測，（b）為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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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2008 年卡玫基颱風，其中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料，虛線為控

制組模擬之路徑，「00」為觀測之位置，「12」為模擬之位置。 
 
(a) 

 

(b) 

  

圖 3- 7  2008 年卡玫基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全台降雨分布圖，（a）

為實際觀測，（b）為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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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  2008 年辛樂克颱風，其中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料，虛線為控

制組模擬之路徑，「00」為觀測之位置，「12」為模擬之位置。 
 
(a) 

 

(b) 

  

圖 3-9  2008 年辛樂克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全台降雨分布圖，（a）

為實際觀測，（b）為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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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2008 年薔蜜颱風，其中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料，虛線為控

制組模擬之路徑，「00」為觀測之位置，「12」為模擬之位置。 
 
(a) 

 

(b) 

 

圖 3-11  2008 年薔蜜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全台降雨分布圖，（a）

為實際觀測，（b）為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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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2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其中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料，虛線為

控制組模擬之路徑，「00」為觀測之位置，「12」為模擬之位置。 
 
(a) 

 

(b) 

 

圖 3- 13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全台降雨分布圖，

（a）為實際觀測，（b）為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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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2001 年桃芝颱風，其中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料，虛線為控

制組模擬之路徑，「00」為觀測之位置，「12」為模擬之位置。 

 
(a) 

 

(b) 

 

圖 3-17  2001 年桃芝颱風，陸上颱風警報期間全台降雨分布圖，（a）

為實際觀測，（b）為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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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1  利用(a)氣候模式及(b)動力統計模式，對相依個案，所有測站

之總累積雨量的預估值（縱軸）相對於觀測值（橫軸）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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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3  利用(a)氣候模式及(b)動力統計模式，對獨立個案，所有測站

之總累積雨量的預估值（縱軸）相對於觀測值（橫軸）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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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圖 4-5  1991 年愛麗（Ellie）颱風於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期間之累積雨

量分布圖，（a）觀測值、（b）氣候模式及（c）動力統計模式

之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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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4-6  1992 年歐馬（Omar）颱風於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期間之累積雨

量分布圖，（a）觀測值、（b）氣候模式及（c）動力統計模式

之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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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4-7  1992 年寶莉（Polly）颱風於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期間之累積雨

量分布圖，（a）觀測值、（b）氣候模式及（c）動力統計模式

之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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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4-8  1994 年提姆（Tim）颱風於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期間之累積雨

量分布圖，（a）觀測值、（b）氣候模式及（c）動力統計模式

之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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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4-9  1994 年凱特琳（Caitlin）颱風於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期間之累

積雨量分布圖，（a）觀測值、（b）氣候模式及（c）動力統計

模式之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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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4-10  1994 年葛拉絲（Gladys）颱風於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期間之累

積雨量分布圖，（a）觀測值、（b）氣候模式及（c）動力統計

模式之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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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附 1-1   所有模擬個案在模擬時間內之平均路徑誤差 
年分 颱風名稱 路徑分類 平均路徑誤差（公里）

1990 楊希（Yancy） 2 110.3 
1990 黛特（Dot） 3 115.2 
1996 賀伯（Herb） 2 100.2 
1997 安珀（Amber） 3 45.3 
1998 奧托（Otto） 3 79.9 
2000 碧利斯（Bilis） 3 95.8 
2001 桃芝（Toraji） 3 123.8 
2005 海棠（Haitang） 3 90.4 
2005 泰利（Talim） 3 98.7 
2005 龍王（Longwang） 3 48.7 
2006 碧利斯（Bilis） 2 143.7 
2006 凱米（Kaemi） 3 82.7 
2007 梧提（Wutip） 3 117.8 
2007 聖帕（Sepat） 3 58.1 
2007 柯羅莎（Krosa） 2 75.4 
2008 卡玫基（Kalmaegi） 2 45.8 
2008 鳳凰（Fungwong） 3 53.9 
2008 辛樂克（Sinlaku） 2 72.0 
2008 薔蜜（Jangmi） 2 128.9 
2009 莫拉克（Morakot） 2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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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1  1990 年楊希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圖附 1-2  1990 年黛特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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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3  1996 年賀伯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圖附 1-4  1997 年安珀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12 
 

 

圖附 1-5  1998 年奧托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圖附 1-6  2000 年碧利斯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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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7  2001 年桃芝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圖附 1-8  2005 年海棠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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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9  2005 年泰利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圖附 1-10  2005 年龍王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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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11  2006 年碧利斯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圖附 1-12  2006 年凱米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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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13  2007 年梧提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圖附 1-14  2007 年聖帕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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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15  2007 年柯羅莎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圖附 1-16  2008 年卡玫基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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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17  2008 年鳳凰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圖附 1-18  2008 年辛樂克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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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19  2008 年薔蜜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圖附 1-20  2009 年莫拉克颱風路徑誤差隨時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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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21  1990 年楊希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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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22  1990 年黛特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122 
 

 
圖附 1-23  1996 年賀伯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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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24  1997 年安珀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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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25  1998 年奧托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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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26  2000 年碧利斯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

資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

員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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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27  2001 年桃芝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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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28  2005 年海棠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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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29  2005 年泰利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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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30  2005 年龍王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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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31  2006 年碧利斯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

資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

員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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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32  2006 年凱米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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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33  2007 年梧提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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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34  2007 年聖帕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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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35  2007 年柯羅沙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

資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

員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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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36  2008 年卡玫基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

資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

員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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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37  2008 年鳳凰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137 
 

 
圖附 1-38  2008 年辛樂克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

資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

員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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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39  2008 年薔蜜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資

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員

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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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 1-40  2009 年莫拉克颱風路徑圖，其中藍色實線為氣象局定位

資料，紅色實線為控制組模擬路徑，灰黑色實線為 11 組系集成

員模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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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颱風降雨整合預報技術之發展 - 第一次工作會議 

時    間：2009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02:00 

地    點：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二樓會議室 

主 持 人：李清勝教授 

出席人員：簡任技正-呂國臣、課長-陳怡良、副研究員-蔡孝忠、研究助理-黃麗

蓉、博士生-陳嬿竹、碩士生-陳柏孚、研究助理-黃奕霖 

                                                     紀    錄；黃奕霖 

壹、報告事項 

一、計畫進度 

二、控制組檢核標準及雨量校驗方法 

三、模擬結果初步分析 

四、未來工作 

貳、討論決議事項 

一、雨量校驗方法-觀測雨量： 

為避免單一雨量極值可能造成誤差，改以觀測最大降雨發生地區，前三

大雨量站的平均值當作觀測雨量最大值。 

考量到早年的雨量站數量的不足，易造成在雨量峰值區域之雨量站數過

少。因此，將採用半徑 20 公里（雨量站有效影響範圍）內之雨量站平

均，或利用周圍測站距中心距離之權重分配。 

二、雨量校驗方法-模擬雨量： 

以最大模擬雨量發生地區之前三大降雨網格點及其周圍 10 公里以內網

格點之平均為模擬之最大雨量。 

三、網格解析度： 

由於目前使用第三層網格解析度-5 公里，所得之模擬雨量有高估之情

形。因此試著採用-第三層網格解析度 6公里（radt = 54,18, 6），所

得之雨量分佈及量值與實際較為相近。待期中報告評估後，考慮將所有

個案解析度更改為第三層網格解析度 6公里。 

四、侵台時段之定義： 

模擬之颱風個案中心，進出中央氣象局發佈該颱風個案之陸上颱風警報

範圍之時段，做為該個案之侵台時段。 

五、資料保存： 

將模式模擬個案之各參數設定及記錄保存留予氣象局作為備考。另外，

備份模式輸出之第三層網格資料及分析結果予氣象局研究員供研究使

用。 

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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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2009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01:30 

地    點：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二樓會議室 

主 持 人：李清勝教授 

出席人員：中央氣象局：簡任技正-呂國臣、課長-陳怡良、副研究員-蔡孝忠 

颱風實驗室：研究助理-黃麗蓉、博士生-陳嬿竹、研究助理-黃奕霖 

                                                     紀    錄：黃奕霖 

壹、報告事項 

一、計畫進度 

二、控制組模擬結果與系集成員之選擇 

三、動力統計預報指引系統之初步建立 

四、未來工作 

 

貳、討論決議事項 

一、統計資料解析度： 

統計法解析度為 0.05∘，會有許多網格缺乏個案資料，使動力統計模

式嚴重低估降雨結果。建議可調低網格解析度（如調整為 0.1∘）以增

加網格之個案數，使統計模式之結果較接近實際。 

二、系集成員選取： 

1. 使用控制組之參數化，選取前後各 12 小時為模式初始時間。 

2. 除控制組外，使用數種降雨預報準確度較高的參數化組合，選取該

時間及前後各 12 小時為模式初始時間。 

三、資料提供： 

提供控制組設定及其降雨預報結果之明細，同時統一各設定之代號。備

份模式輸出之三層網格資料及分析結果予氣象局研究員供研究使用。 

 

参、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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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2009 年度政府部門科技計畫期末摘要報告 

計畫名稱：台灣南部地區氣象雷達加強觀測計畫 

 

審議編號： X 部會署原計畫編號： MOTC-CWB-98-2M-08 

主管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執行單位： 國立中央 大學大氣物理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陳台琦 聯絡人： 張雅亭 

電話號碼： 03-4227151 轉 65505 傳真號碼： 03-4256841 

期程： 2009 年 02 月 25 日  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全程）     750 仟元 經費(年度) 750 仟元 

 

執行情形： 

1.執行進度： 

 預定（％） 實際（％） 比較（％） 

當年 100 100 0 

全程 100 100 0 

2.經費支用： 

 預定 實際 支用率（％） 

當年 75000 71000 94.7 

全程 75000 71000 94.7 

3.主要執行成果： 

2009 年 6 月 3 日~6 月 16 日前往嘉義朴子的圍潭堤防(6 月 3 日至 14

日)、嘉義鰲鼓溼地(6 月 15 日)與雲林台西海埔新生地(6 月 16 日)進行移

動式偏極化都卜勒雷達觀測，測詴掃描策略、進行雙都卜勒風場反演及降

水估計分析，增加對西南氣流降水系統的了解。 

4.計畫變更說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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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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 年移動式偏極化/都卜勒雷達建置完成。雙偏極化雷達可觀測系

統中降水粒子之雲物理特性，包括雨滴粒徑分佈，及降水粒子之分類，如

冰晶、雪花、冰雹、霰或過冷水滴等。颱風及梅雨系統在台灣西部海岸、

平原及山區所造成的豪大雨是風雨預報中極困難的一環，而豪大雨的成因

受到地形與西南氣流交互作用的影響，是相當複雜的現象，偏極化雷達對

於中尺度降水機制可提供較深入的觀測，並與模式結果驗證。本計畫研究

團隊曾於 2008 年度針對雲嘉南地區進行現地勘查，已找到數個狀況良好的

觀測地點。在 2009 年度計畫期間，以移動式偏極化都卜勒雷達前往中南部

地區，配合氣象局現有雷達網及空軍雷達網，依天氣狀況進行實際觀測，

測詴不同觀測策略，並評估(1)偏極化雷達降雨估計功能，(2)與現有都卜勒

雷達網進行雙都卜勒風場合成，(3)電磁波衰減修正方法。在 2009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15 日分別於嘉義朴子溪圍潭堤防、嘉義鰲鼓溼地及雲林麥寮進行

移動式偏極化都卜勒雷達的觀測，測詴不同觀測策略並進行雙都卜勒分

析，本計畫目的為評估南部地區氣象雷達加強觀測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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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台灣地區近年來飽受颱風豪雨肆虐，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雷達實驗

室為提升雷達降水估計與預報能力，從 2003 年至 2004 年由氣象局、水

利署、中央大學、國科會、民航局和中科院支持下，同步進行 C-band 都

卜勒觀測及雙偏極化升級的工作，並於 2004 年 11 月完成雙偏極化功能

之升級。雙偏極化功能除了可在三維空間中測量水滴大小、扁平度與粒

子個數分佈等雨滴譜儀參數外，提供不受地形影響之電磁波相位資料。

在美國、日本與澳洲地區的研究中指出，藉由偏極化雷達資料可觀測到

的雨滴粒徑尺寸分布特徵，可得到更精確的降水估計應用結果(Bringi and 

Chandrasekar, 2001)。台灣地區地形複雜，地基式雷達受限於地形常有觀

測資料不足的問題，故台灣首部移動式 X-波段雙偏極化雷達(TEAM-R) 

於 2008 年建構完成，由國科會補助，中央大學負責執行，並於 2008 年 6

月參與西南氣流觀測實驗。 

氣象雷達可以提供如颱風路徑強度、梅雨豪大雨中尺度系統及正確降

雨量等重要氣象防災資訊(Battan, 1973)。在過去數年內，如敏督利颱風、

卡玫基颱風，及多次梅雨季節中在台灣西南部造成嚴重淹水事件，氣象

局雷達網均能觀測到這些豪大雨的回波及都卜勒風場，已對防災提供重

要的防災應變資料(Doviak and Zrnic, 1984)。本計畫的主要目的為採用移

動式偏極化都卜勒雷達(圖 1)，配合氣象局現有雷達網及空軍氣象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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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將雷達車前往適當地點，針對梅雨或颱風季可能產生豪大雨的降水

系統進行密集觀測。在 2008 年計畫中已勘查台南、嘉義、雲林三縣，包

括嘉義朴子、鰲鼓溼地、麥寮海邊等地點(圖 2)，可密集觀測海峽、平原

及山區大雨中心，配合七股雷達與清泉崗雷達，此三個可能站址均擁有

觀測不同方位(海上或山區)之降水系統的彈性，在今年計畫中支援西南氣

流實驗，於 2009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15 日分別於嘉義朴子溪圍潭堤防、

嘉義鰲鼓溼地及雲林麥寮進行移動式偏極化都卜勒雷達的觀測，測詴不

同觀測策略並進行雙都卜勒分析，有助於掌握強降水之對流系統，提供

正確降雨量估計之重要氣象防災資訊，依天氣狀況進行實際觀測，並評

估(1)偏極化雷達降雨估計功能，(2)與現有都卜勒雷達網進行雙都卜勒風

場合成，(3)電磁波衰減修正方法，估算校正後回波及差異反射率，並與

實際雨量觀測結果進行比對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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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中央大學負責之國科會移動式雙偏極化 X-波段雷達(TEAM-R) 

 

 
圖 2：TEAM-R 雲嘉南觀測地點：嘉義朴子、鰲鼓溼地、麥寮位置。圖中並標有雷

達間之距離與其它作業雷達位置：氣象局七股雷達、空軍馬公與清泉崗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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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目的 

本計畫今年主要工作目的為針對嘉義或台南等縣以移動式雙偏極

化都卜勒雷達(TEAM-R)進行觀測。工作目標可分為下列三項： 

(1) 測詴移動式偏極化雷達降雨可測範圍。 

(2) 測詴與現有雷達網雙都卜勒風場合成時空解析度。 

(3) 測詴偏極化雷達資料衰減及修正方法。 

為達成以上的目標，有以下的工作項目： 

(1) 設計不同觀測策略及資料品管設定，測詴移動式偏極化雷達

風場及降雨參數品質及可測範圍。 

(2) 配合七股及清泉崗雷達掃描策略，制定移動式雷達雙都卜勒

協同觀測策略。 

(3) 針對強降水系統收集高時間解析度垂直剖面雙偏極化雷達

資料。 

(4) 針對強降水系統收集高時間解析度低層降雨估計雷達資料。 

(5) 計算偏極化雷達降雨估計並與雨滴譜儀及雨量計網做比較。 

 

2.1 觀測策略 

以下為達到計畫目標所設計之觀測策略： 

(1) 當降水系統離海岸 70 公里時，開始進行與七股或清泉崗雷

達同步雙雷達協同觀測，並適當的調整往復頻以求得最佳

之風場。 

(2) 雲物理特性觀測，依據降水系統發展的高度及水平範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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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垂直剖面掃描策略，取得高時間解析度雙偏極化雷達參

數。 

(3) 降雨估計掃描策略，在本計畫進行期間，選擇豪大雨時期進

行較低層降雨估計掃描策略，可採取區塊掃描。 

(4) 在野外觀測時間配置兩部雨滴譜儀於嘉義測站及阿里山測

站進行協同觀測。 

 

2.2 野外觀測規畫 

 依據本計畫的經費預計進行十至十五天的觀測，配合 2009 年西南

氣流實驗在梅雨季節選擇合適的天氣做天氣事件的野外觀測。觀測地

點包括：嘉義縣朴子溪圍潭堤防、雲林縣麥寮海邊、嘉義鰲鼓溼地三

個地點分別觀測，依天氣系統做最佳化的選擇。 

(1) 梅雨鋒面個案：選擇在朴子溪圍潭堤防與清泉崗雷達、七股

雷達及馬公雷達進行不同的區塊掃描（sector scan），形成適

當的雙都卜勒雷達區(lobe)，設計不同掃描策略。 

(2) 雲物理觀測：針對以上兩種個案在適當時機選擇垂直剖面密

集觀測。 

(3) 密集降雨估計：選擇進行低角度的密集雨量觀測並依照水庫

集水區範圍設定掃描區。雨滴譜儀將設置在掃描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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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成果 

2008 年氣象局與國科會共同進行西南氣流實驗，在實驗中針對台

灣西南部、平原及山區由多種氣象儀器共同觀測梅雨季節的降水系統，

其中包括氣象局本身位於七股及墾丁的 10 公分波長都卜勒雷達、10 公

分波長偏極化都卜勒雷達 (S-Pol)及 3 公分波長偏極化都卜勒雷達

(TEAM-R)，在台灣南部形成多都卜勒雷達網，此實驗資料完整，對台

灣南部降水現象研究提供龐大的資源。該實驗的設計偏重高屏溪流域，

對於嘉義台南沿海一帶僅由氣象局七股雷達為主要觀測儀器。本計畫則

於今年配合 2009 年西南氣流實驗在台灣西部海岸，從雲林麥寮、嘉義

鰲鼓溼地等地配合清泉崗雷達及七股雷達，進行移動式 3 公分波長偏極

化都卜勒雷達觀測，測詴不同觀測策略及資料品管設定，加強雲嘉南一

帶強降雨事件之觀測，增強偏極化都卜勒雷達對該地區集中降水發生機

制之了解。 

台灣中南部地區在數種颱風路徑情況下，常有強降水事件的發生，

如卡玫基颱風在台南縣 2008 年 07 月 17 日一天的累積雨量超過 300 毫

米，但由於該實驗 S-Pol 及 TEAM-R 均放置在屏東縣，無法完整的捕捉

此颮線自海峽移入平原及山區前後的變化，尤其是近地層的風場只有七

股的單都卜勒雷達可提供資料，本年的計畫則於此類天氣現象，在朴仔

溪圍潭堤防、雲林麥寮或嘉義鰲鼓溼地觀測降水系統的結構，包括低層

雙都卜勒風場及雲物理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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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09 年梅雨季節嘉南平原加強觀測 

今年中央大學移動式雙偏極化 X-波段雷達(TEAM-R) 針對嘉南平

原梅雨季節降水進行為期兩個禮拜的密集觀測，蒐集多種天氣系統的降

水資料，包含：梅雨鋒面、西南氣流和午後熱對流…等，並依據對流系

統空間分部及其特性採取不同的觀測掃描策略，以獲得高時空解析度風

場及垂直向微物理場資訊。此觀測自今年 6 月 3 日至 16 日，觀測地點包

括：嘉義朴子的圍潭堤防(6 月 3 日至 14 日)、嘉義鰲鼓溼地(6 月 15 日)

與雲林台西海埔新生地(6 月 16 日)。表 1 為雷達觀測時間所採用之往復

頻(pulse repeation frequency)，基本上往復頻的設定依靠降水系統覆蓋範

圍決定，比較不同的往復頻、樣本數及高度角數的觀測策略及體積掃描

時間，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與七股雷達雙都卜勒風場合成。 

 圍潭堤防位於嘉義縣東石鄉蔦松段(北緯 23 度 28 分，東經 120 度

12 分)，距離海岸線約十公里。經由地形阻擋的模擬結果，可得出雷達電

磁波可觀測之最低仰角(圖 3a)與最低高度(圖 3b)，站址西方為台灣海峽，

無須考慮地形阻擋，可直接以 0∘仰角觀測，並可獲得高度低於 250m 的

低層天氣資訊(圖 3b)；東側約二十公里內為雲林嘉義台南平原地區可以

低於 1∘仰角觀測，山區部分則須以使用 1.5∘-3∘仰角觀測。TEAM-R 於圍

潭堤防觀測期間，觀測儀器及相關物件擺設如示意圖(圖 4)，移動式雷達

車車頭朝向西北方，所以受雷達車車頭遮蔽的角度為 270 至 360 度，其

他相關物件(如：避雷系統、封鎖線、警示燈…等)設置相關位置如圖中。

嘉義朴子圍潭堤防現場實際觀測實景如圖 5，正在進行每日儀器檢查及

加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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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觀測時間 PRF 對照表 

日期 UTC PRF 最大觀測距離 最大都卜勒風速 

20090603 085601 500 299.8km 3.9 m/s 

 100319 1000 149.9km 7.8m/s 

 151352 1000 149.9km 7.8m/s 

20090604 022426 

024137 

025926 

1000 

1000 

1000 

149.9km 7.8m/s 

 149.9km 7.8m/s 

 149.9km 7.8m/s 

 083701 2000 74.9km 15.6m/s 

 144359 1000 149.9km 7.8m/s 

 150557 1000 149.9km 7.8m/s 

20090605 002900 1000 149.9km 7.8m/s 

20090606 023000 1000 149.9km 7.8m/s 

20090607 021900 1000 149.9km 7.8m/s 

 075840 2000 74.9km 15.6m/s 

 144932 1000 149.9km 7.8m/s 

20090608 013013 1000 149.9km 7.8m/s 

 062730 1000 149.9km 7.8m/s 

20090609 040917 1000 149.9km 7.8m/s 

20090610 003000 1000 149.9km 7.8m/s 

 102159 1000 149.9km 7.8m/s 

 231711 2000 74.9km 15.6m/s 

20090611 103034 1500 99.9km 11.7 m/s 

 142658 1000 149.9km 7.8m/s 

 220027 1500 99.9km 11.7 m/s 

20090612 000300 1500 99.9km 11.7 m/s 

 003041 1500 99.9km 11.7 m/s 

 015712 1500 99.9km 11.7 m/s 

 101051 1000 149.9km 7.8m/s 

20090613 000700 1000 149.9km 7.8m/s 

 021202 1500 99.9km 11.7 m/s 

 022858(a) 1000 149.9km 7.8m/s 

 022858(b) 1500 99.9km 11.7 m/s 

 022858(c) 1000 149.9km 7.8m/s 

 024753 1500 99.9km 11.7 m/s 

 032233 2000 74.9km 15.6m/s 

 024753 1500 99.9km 11.7 m/s 

 032233 2000 74.9km 15.6m/s 

 034210 2000 74.9km 15.6m/s 

 041749 1000 149.9km 7.8m/s 

 043552 1500 99.9km 11.7 m/s 

 084700 2000 74.9km 15.6m/s 

 204746 1500 99.9km 11.7 m/s 

20090614 000156 500 299.8km 3.9 m/s 

 041154 1000 149.9km 7.8m/s 

 180857 1000 149.9km 7.8m/s 

20090515 000000 1000 149.9km 7.8m/s 

 003826 1000 149.9km 7.8m/s 

 043229 1500 99.9km 11.7 m/s 

 091113 1000 149.9km 7.8m/s 

20090616 061958 1000 149.9km 7.8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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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a)以圍潭堤防為中心，雷達電磁波可觀測之最低仰角(度)，(b)觀測最低高度(m)。 

 

 
圖 4：圍潭堤防觀測期間，觀測儀器及相關物件擺設圖。 

 

 

圖 5：圍潭堤防觀測現場，進行每日儀器例行檢查及發電機加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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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R 雷達於圍潭堤防觀測期間(6 月 3 日至 6 月 14 日)全台每日

累積降雨量(圖 6)；6 日至 10 日午後熱對流生成於靠近平地的山坡上，

而後往山區移動，降水集中在台灣西半部山區，日降雨量大多低於 30

毫米。期間有兩波伴隨鋒面系統通過的降水事件，分別為：4 日、12 至

14 日；4 日為一個東西走向的梅雨鋒面雨帶逐漸南移；12 日為鋒面前

受西氣流影響的降水，部分對流生成於近陸地的海面上，向陸地移入加

強。以下將初步探討鋒面系統(4 日)與西南氣流引進對流(12 日)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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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圍潭堤防觀測期間(2009年6月3日至14日)，每日降雨量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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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梅雨鋒面系統(6 月 4 日) 

6 月 4 日強降雨主要集中於(圖 6)於台灣北部沿岸、中部山區與嘉

南高雄山區，日降雨量超過 100 mm。表 2 為當日掃描策略，此波南部

山區降水主要分為鋒面前西南氣流所導致的降水(圖 7, 0545 UTC 和

0622 UTC)。在西南氣流吹拂下，於台灣海峽靠近沿岸地區產生零星對

流胞(圖 7a)，東西走向，略呈現規律波狀排列，可由高相關係數(ρHV>0.9)

明顯(圖 7b)看出對流胞輪廓，並持續向西往陸地移動同時成長，約半小

時後移至山區(圖 7e)，受地形影響而增強，雷達回波(圖 7d)和比差異相

位差(圖 7f)在山坡處皆有顯著增加，雨量集中於山區。此時觀測策略針

對雨量估計搭配部分垂直微物理資料蒐集所設計，故使用六個低仰角

(1∘、1.5∘、2∘、2.5∘、3∘、3.5∘)全掃描(full scan)與三個 RHI(Range-Height 

indicator)掃描，其方位角位於 85∘、87∘、89∘，靠近雨滴譜儀上空。接近

1101UTC 此時七股雷達及圍潭堤防移動式雷達均觀測到一個明顯的東

西走向鋒面雨帶，此時 TEAM-R 仍採取上述的掃描策略為配合與七股

作雙都卜勒雷達合成此體積掃描策略亦調整為每 7.5 分鐘左右，可進行

低層風場的合成。圖 8 為七股雷達 1101UTC~1146UTC 回波圖，圖 9 為

TEAM-R 之 1101UTC~1300UTC 之間選擇每間隔一個體積掃描的回波

分布，此系統在第一個小時內以約每小時 10 公里的速度南移，從

1201UTC 至 1300UTC 此系統的東側接觸地形逐漸變為南北走向西側則

持續向南移動並減弱但已無法維持完整的帶狀結構。TEAM-R 由於此雨

帶為東西走向，衰減的情況不嚴重，除了在西南西方 40 公里有比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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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衰減外，觀測到與七股非常接近的回波形態。 

  

表 2：2009 年 06 月 04 日掃描策略範例 

時間 策略名稱 掃描方式 觀測角度 掃描

時間 

PRF Max 

Range 

Max 

Wind 

2009-0604 

024137 

FULL_A 

FULL_B 

PPI-FULL 

RHI 

FULL_A→EL total:8 

FULL_B→AZ total:3 

6m57s 

1m49s 

1000 149.9km 7.8m/s 

2009-0604 

025926 

FULL_A 

FULL_B 

PPI-FULL 

RHI 

FULL_A→EL 1 1.5 2 

2.5 3 3.5 total:6 

FULL_B→AZ85 87 89 

total:3 

5m11s 

1m56s 

1000 149.9km 7.8m/s 

2009-0604 

074243 

發電機加油       

2009-0604 

080028 

FULL_A 

FULL_B 

PPI-FULL 

RHI 

FULL_A→EL 1 1.5 2 

2.5 3 3.5 

FULL_B→AZ85 87 89 

5m12s 

1m56s 

1000 149.9km 7.8m/s 

2009-0604 

083701 

T_SEC_S_P PPI-FULL 

 

EL 1 1.5 2 2.5 3 3.5 3m47s 2000 74.9km 15.6m/s 

2009-0604 

084048 

FULL_A 

FULL_B 

PPI-FULL 

RHI 

FULL_A→EL 1 1.5 2 

2.5 3 3.5 

FULL_B→AZ85 87 89 

5m8s 

1m48s 

1000 149.9km 7.8m/s 

2009-0604 

095931 

T_SEC_S_P PPI-FULL 

 

EL 1 1.5 2 2.5 3 4 5 7 9 

12 16 

 2000 74.9km 15.6m/s 

2009-0604 

100800 

T_SEC_S_P PPI-FULL 

 

EL 1 1.5 2 2.5 3 4 5.5 3m3s 2000 74.9km 15.6m/s 

2009-0604 

144359 

FULL_A 

FULL_B 

PPI-FULL 

RHI 

FULL_A→EL 1 1.5 2 

2.5 3 3.5 

FULL_B→AZ85 87 89 

5m12s 

1m49s 

1000 149.9km 7.8m/s 

2009-0604 

150557 

T_SEC_S_P PPI-FULL 

 

EL 1 1.5 2 2.5 3 4 5.5 5m55s 1000 149.9km 7.8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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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b)                          (e) 

 
(c)                          (f) 

 
圖 7：2009年6月4日圍潭堤防觀測鋒前西南氣流產生的零散對流系統，對流生成於

台灣海峽與沿岸地區(0545 UTC)，朝陸地移動並移至山區增強(0622 UTC)。

a和d為回波場(ZHH)、b和e為相關係數(ρHV)、c和f為比差異相位差(K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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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圖 8：2009年6月4日七股雷達觀測梅雨鋒面雨帶ZHH分布，(a)110152、(b)111652、

(c)113152、(d)114652、(e)120152、(f)121652、(g)123152、(h)12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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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圖 9：2009年6月4日圍潭堤防觀測梅雨鋒面雨帶ZHH分布，(a)110000、(b)111522、

(c)113035、(d)115503、(e)120419、(f)121629、(g)123146、(h)12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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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面系統由台灣北部向南移動，圖 10 為鋒面移經 TEAM-R 附近時

1201UTC 的觀測結果，圖 10(a)中方框為圖 11 的雙都卜勒風場分析範

圍，由回波場(圖 10a)和相關係數場(e)可見鋒面結構呈現東北東─西南

西走向，在陸地上回波帶較寬廣，單雷達徑向風場顯示在雨帶的西北

側，也就是鋒面的後方為偏西風，雨帶的東南側則為強勁的西南風(圖

10d)，此兩個鋒系在雨帶的對流區前緣輻合，鋒面系統在距海岸線東側

10 公里處有明顯風場變化，鋒面前端強對流區(ZHH>40dBZ)的差異反射

率(ZDR，圖 10b)約為 2dB，雨滴粒徑較大，差異相位差(ΦDP，圖 10c) 亦

在對流前緣快速增加，比差異相位差(KDP，圖 10f)數值也大於 3。當鋒

面接近雷達時為快速獲得低層風場資訊，自 1008UTC 開始到 1407UTC

故掃描策略為七個低層仰角(1∘、1.5∘、2∘、2.5∘、3∘、4∘、5.5∘)，PRF(往

復頻)設定為 2000 s
-1，可觀測的最大風速是 15.6 ms

-1，一次體積掃描時

間約 3 分 15 秒。表 3 為可與七股作雙都合成的時間，共有 22 筆。 

  

表 3：2009 年 06 月 04 日雙都卜勒風場合成時間對照表 

TEAM-R 七股 TEAM-R 七股 TEAM-R 七股 

105959 110152 120109 120152 125310 125422 
110303  120413  125614  

110606  120717  125917  

110910 110923 121020 120922 130221 130153 
111213  121324  130524  

111517 111652 121628 121652 130828 130922 
111820  121932  131131  
112124  122235  131434  

112427 112422 122538 122423 131738 131652 
112731  122842  131941  
113034 113152 123145 123152 132345 132422 

113337  123449  132648  
113641  123753  132952  

113944 113922 124057 123922 133255 133152 
114248  124400  133558  
115159  124703 124652 133901 133922 

115502 115422 125006  134205  
115806    134508 134652 

  



18 

 

(a)                                 (d) 

 
(b)                                 (e) 

 
(c)                                  (f) 

 
圖 10：2009 年 6 月 4 日圍潭堤防觀測鋒面系統(1201 UTC)。a 為回波場(ZHH)

圖中方框為圖 11 的雙都卜勒風場分析範圍、b 為差異相位差(ZDR)、c 為

相異象位差(ΦDP)、d 為徑向風場、e 為相關係數(ρHV)、f 為比差異相位

差(K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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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鋒面雨帶的雙都風場合成 

此個案 TEAM-R 體積掃描策略設定高度角較少，時間較短可以較

密集的追蹤低層風場變化，每隔一筆即可與七股雷達配合(每 7.5 分鐘)

作雙都分析但無法取得高層的結構，以下選擇了 4 個時間，分別是圖

11(a)1115UTC、(b)1201UTC、(c)1210UTC、(d)1225UTC 來討論低層風

場的情況，此圖範圍為圖 10(a)中方框所示。1115UTC 雨帶內主要為偏

西南西風，在雨帶的南側回波太弱無法反演足夠的風場，但仍可看出南

側有一些偏西南的風場，此圖分析範圍以 TEAM-R 為原點，此圖的右

上角已超過雙都風場最佳合成範圍，風場的準確度較低(圖上弧線以

外)。圖 11(b)可以非常明顯看出當此雨帶接近地形時其前緣(最強回波)

的東南側的風為西南風與雨帶內的偏西風形成輻合帶，此輻合區由虛線

顯示，可看出在這三個時間此輻合帶可以持續提供上升運動，並且在靠

近地形時，移動逐漸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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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分析範圍為圖 10(a)上的方框所示，(a)1115UTC、(b)1201UTC、(c)1210UTC、

(d)1225UTC 一公里高度雙都卜勒風場合成，原點為圍潭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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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偏極化雷達估計雨量與雨滴譜儀的驗證 

在本計畫觀測期間，兩部雨滴譜儀分別架設在氣象局嘉義測站及阿

里山測站，此兩站都在圍潭堤防的東方，嘉義測站離圍潭堤防約 21.5

公里，阿里山 60.4 公里。圖 12 為 TEAM-R 所估計的降雨量與嘉義測

站雨滴譜儀的時間序列比較圖，(a)圖中 R(KDP)紅色星號(*)，時間解析

度為 3 分鐘，雨滴譜儀為藍色實線，時間解析度為 1 分鐘。(b)圖中紅

色星號為 R(Z)。從圖中可看出 R(KDP)雨量與雨滴譜儀相當的同步，在

大雨時約有 2 分鐘左右的時間差，由於此系統移動相當迅速，這時間

差是很合理的。圖(b)為 R(Z)在大雨時低估情況較明顯，此處 R(Z)的公

式是採用 2008 年西南氣流實驗期間雨滴譜儀計算的結果。圖 13 則為

阿里山站的驗證，由於阿里山站緊貼著高山的地形，結果比較差，雷

達有數個時間點高估，是 KDP 在過濾地形時不能完全清除。將再檢討

地形附近資料品管及 KDP計算的方法，相較於 R(KDP)，R(Z)雖有低估，

但不會有很大的誤差點，且於 1000UTC 至 1200UTC 之間因雷達站與

阿里山測站之間有強降水造成衰減，而無法測得雨量的變化，此為 X

波段雷達的物理限制，如此地建置較長波長如 C 或 S 波段應無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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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TEAM-R 所估計的降雨量與嘉義測站雨滴譜儀的時間序列比較圖，(a)R(KDP)

紅色星號(*)，時間解析度為 3 分鐘，雨滴譜儀為藍色實線，時間解析度為 1

分鐘。(b)同(a)但是紅色星號為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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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TEAM-R 所估計的降雨量與阿里山測站雨滴譜儀的時間序列比較圖。

(a)R(KDP)紅色星號(*)，時間解析度為 3 分鐘，雨滴譜儀為藍色實線，時間

解析度為 1 分鐘。(b)同(a)但是紅色星號為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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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西南氣流個案(6 月 12 日) 

對流系統於海上分散生成，並受環境西南氣流影響，逐漸往東北移

動。圖 14 為七股雷達自 0200UTC 至 0400UTC 的回波圖，顯示有兩條

主要的南北走向線狀對流快速的自西向東移動。此系統在台南高雄外海

從較不規則的小區域對流系統在移上陸地後逐漸與地形平行形成南北

走向的雨帶，在接近 0316UTC 時移至中央山脈的西側達到最強的強

度。從 0231UTC 起七股雷達站以西 80 公里佈滿了許多深對流在七股站

正南方型成一條長約 75 公里南北走向的狹窄雨帶(圖 14(b))，平行此條

雨帶以東 20 公里有一條新生的狹窄對流，此對流由數個對流胞組成，

半小時後 0316UTC 此新生雨帶增強寬度約為 10 公里(圖 14(d))，其南端

漸轉變為西北東南走向，也就是整條雨帶圍繞在 500 公尺等高線外，此

時西側的雨帶已完全消失。0339UTC 此雨帶的北側不再移動強度略為

減弱但寬度變為更寬，向西擴展至海邊，此雨帶的南側逐漸減弱(圖

14(e))。0354UTC 此系統回復到 2 小時前從海上到平原到坡地較不規則

的分布狀態(圖 14(f))。圖 15 則為 TEAM-R 在這兩個小時中選出對照的

時間回波圖可看到在 0318UTC 由於這個雨帶排列的方向與雷達的波柱

平行發生嚴重的衰減，圖 16 為 0318 UTC 時的回波場與比差異相位差

場，回波值大於 40 dBZ 的對流區其比差異相位差皆為 3 以上，顯示強

降水。和上一個個案降水分布型態(6 月 4 日)集中於山坡處有類似滯留

的現象。沿一強對流胞(x=-10, y=-60 至 x=30, y=-20)進行垂直剖面(圖

17)，強對流區(>40 dBZ)可垂直往上延伸至 10 公里，由相關係數(ρ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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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顯看出對流垂直結構與分佈，其對流邊界最高可至 15 公里，屬於

深對流型態，並伴隨有閃電發生。融解層下方高差異反射率區域(ZDR>1.5 

dB)皆相對應於強回波區，顯示雨滴粒徑在對流區相對較大；此外此區

的比差異相位差數值(KDP)皆在 5 以上，甚至其中一個對流胞(橫軸距離

為 20-25 公里處)的 KDP更接近 10，瞬間降雨量極大。此次系統觀測策

略仰角較多，並高至 24∘，且使用多個 RHI 掃描，以獲得深對流垂直微

物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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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 14：2009年6月12日七股雷達觀測西南氣流對流系統ZHH分布，(a)020150、

(b)023150、(c)024650、(d)031650、(e)033921、(f)03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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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e) 

 
(f) 

 

圖 15：2009年6月12日圍潭堤防TEAM-R雷達觀測西南氣流對流系統ZHH分布，

(a)020005、(b)022918、(c)024851、(d)031810圖中方框為圖18(a)的雙都卜勒風

場分析範圍、(e)033746圖中方框為圖18(b)的雙都卜勒風場分析範圍、(f)03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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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16：2009年6月12日西南氣流帶來的對流系統(0318 UTC)。a為回波場(ZHH)，b為比

差異相位差(KDP)。 

 

 

 
圖 17：以雷達為原點，沿圖15中(-10,-60)至(30,-20)的垂直剖面。分別為回波場(ZHH)、

差異相位差(ZDR)、比差異相位差(KDP)和相關係數(ρ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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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西南氣流影響下深對流系統之雙都卜勒風場分析 

自 0201UTC 到 0354UTC 約兩小時內有 11 個時間兩組雷達觀測時間

較接近，所有的資料都進行了雙都卜勒風場分析以下挑數個範例來討論其

風場與回波結構演化。圖 18 為(a)0318UTC 及(b)0338UTC 的水平風場分析

範圍分別為圖 15(d)及圖 15(e)方框所示，此圖是以 TEAM-R 在圍潭堤防為

原點。0318UTC 的水平風主要為西北風，0338UTC 的圖可看出此對流系

統西南側為西南風的入流，北側則主要為西北風，為了解此系統風場的垂

直結構而選擇了數個剖面來看垂直運動的分布，圖 19(a)0308UTC 在

TEAM-R 以南 41 公里處所做的東西剖面可看出新生雨帶對流胞系統的底

層的輻合形成強烈的上升運動，可以解釋在下一個風場合成時間 0318UTC

回波的增強，圖 19(b)即為 0318UTC 的剖面。圖 19(c)則可看出系統上升運

動減弱回波變寬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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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a)0318UTC、(b)0338UTC 一公里高度雙都卜勒風場合成，原點為圍潭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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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a)0308UTC 雙都卜勒風場合成通過 Y=-39 公里之東西方向垂直剖面箭頭代表

東西方面的風與垂直風的向量和，向量的長度為風速的大小、(b)0318UTC，Y=-37

公里、(c)0318UTC，Y=-29 公里、(d)0337UTC，Y=-47 公里，原點為圍潭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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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嘉義鰲鼓溼地與雲林台西海埔新生地 

嘉義鰲鼓溼地位於北緯 23.51503 度，東經 120.15537 度，2009 年 6

月 15 日下午 TEAM-R 雷達至此進行午後熱對流觀測，雷達車停於堤防

上，車頭朝向南南西方，實景如圖 20。當日台灣西半邊日降雨量(圖 21)

幾乎約在 20mm 以下，為午後熱對流所造成。TEAM-R 雷達沿著東北方山

區的熱對流進行高垂直空間解析度的 RHI 掃描，圖 22 為 0916 UTC 時的

RHI 掃描結果，對流位於緩山坡上，由回波(ZHH)和相關係數(ρHV)可見對

流邊界，其垂直發展深度約至 7 公里處，三公里高度以下亦可見徑向風場

(Vr)有底層輻合的現象；垂直分佈的高差異反射率(ZDR)和比差異相位差

(KDP)與強回波的位置幾乎相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比差異相位差(KDP)垂

直結構發展筆直無傾斜，且在此柱狀內的 KDP直接大於 3；相關係數(ρHV)

中從地面至對流胞頂端皆為 0.95 以上，並無亮帶特徵，但是對流高度相較

於 6 月 12 日低很多，與前述的深對流有明顯差異。 



35 

 

 

圖 20：TEAM-R 雷達於 6 月 15 日至鰲鼓溼地堤防進行午後熱對流觀測。 

 

 

圖 21：6 月 15 日全台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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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916 UTC 時沿方位角 54 度進行 RHI 掃描，以獲得高空間解析度的垂直結構。

(a)回波(ZHH)、(b)相關係數(ρHV)、(c)差異反射率(ZDR)、(d)比差異相位差(KDP) 和

(e)徑向風場(Vr)。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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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06 月 16 日移至雲林台西海埔新生地，為北緯 23.51503 度，

東經 120.15537 度，下午 TEAM-R 雷達至此觀測午後熱對流，雷達車停於

堤防上，車頭朝向西南方，實景如圖 23。日降雨量如圖 24，為午後熱對

流所造成。 

 

 
圖 23：TEAM-R 雷達於 6 月 16 日至台西麥寮堤防進行午後熱對流觀測。 

 

 

圖 24：2009 年 6 月 16 日全台降雨量。 

 

圖 22 為 0630 UTC 時的低仰角掃描，由回波(ZHH)和相關係數(ρHV)

可看出午後熱對流不規則分散於山區；徑向風場(Vr)顯示風速不強，約在

5ms
-1以下，對流胞移動速度緩慢。對流胞回波層頂達到 10 公里，在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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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C 時，更突破十公里的高度。 

 

 

圖 25：6 月 16 日 0630 UTC 時的 PPI 掃描圖，分別為回波(ZHH)，相關係數(ρHV) 和

徑向風(Vr)。 

 

 

3.5 掃瞄策略 

此次觀測為達到計畫目標所設計之觀測策略： 

(1) 當降水系統離海岸 70 公里時，開始進行與七股或清泉崗雷達同步雙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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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協同觀測，並適當的調整往復頻以求得最佳之風場。 

 以 6 月 4 日為例，從 0228UTC~0236UTC 選擇 6 個高度角，每 4

分鐘 1 次體積掃描，從 0259UTC 則進行 5 分鐘的體積掃描(6 個高度角)

配合 3 個 RHI 共 7 分鐘體積掃描，希望能與七股雷達站每 7 分 30 秒

配合，由於無法配合的完全同步，逐漸的領先七股雷達，但觀測人員

並未注意到此現象，因此進行至 095931UTC，在風場合成時，只能選

擇適當的時間測詴。 

 整個實驗期間採用最多的 PRF 為 1000、1500 及 2000，基本上

是以槳水系統的遠近及寬度來決定，在沒有 2 次回波的顧慮下時，針

對較近及發展較高的系統，採用 2000 來爭取時間。圖 26 比較了 6 月

13 日 022858UTC(PRF1000)及 023137UTC(PRF1500)的相關係數統

計，此 2 個掃描策略的樣本數(128)相同，因此較高的 PRF 轉速可在一

個較短的時間中取到同樣的樣本數，從圖中可看出 PRF1500 有較好的

高相關係數比例。很可惜由於此次觀測未存留都卜勒波長波譜寬，無

法由波譜寬的變異來了解不同 PRF 對風場品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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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相關係數大於 0.9 以每 0.01 為間隔的百分比。 

 

 

(2) 雲物理特性觀測，依據降水系統發展的高度及水平範圍，設計垂直剖面

掃描策略，取得高時間解析度雙偏極化雷達參數。此次觀測常應用於：

深對流及午後熱對流。 

在 6 月 4 日鋒面雨帶的系統中進行了約 5 小時每間隔一個低層的

PPI 體積掃描後，都做 3 個 RHI 0~45 度高度角的剖面觀測，06 月 12

日從 015712UTC 進行 11 個方位角的 RHI，如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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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c) 

 
(d) 

 
(e) 

(f) 

 
(g) 

 
(h) 

 

 

圖 27：(a)、(b)、(c)分別為 150 度、180 度、210 度 ZDR 的 RHI 掃描結果。(d)、(e)、

(f)分別為 150 度、180 度、210 度 KDP 的 RHI 掃描結果。(g)、(h)、(i)分別為

150 度、180 度、210 度 ZHH 的 RHI 掃描結果。

 

(3) 降雨估計掃描策略，在本計畫進行期間，選擇豪大雨時期進行較低層降

雨估計掃描策略，可採取區塊掃描。 

 6 月 4 日自 1008UTC 後則採取較短每 3 分鐘 1 筆的觀測，此策

略的目的為較高時間解析度觀測雨量，與七股雷達亦不同步，目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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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了 22 筆進行風場合成，由於這個系統為東西走向較無二次回波的顧

慮這一段的 PRF 選擇為 2000 方可達成每 3 分鐘 1 筆的觀測。已在前

面的個案範例討論中顯示低層風場結構。 

 

(4) 衰減修正與雨量估計 

TEAM-R 的衰減修正採取單一係數修正法(紀，2005)，其方法及

範例請參考附件一。至於本實驗的 TEAM-R 所得到的衰減係數修正為

回波衰減量 DPH KA  中 值為 0.28813，差異反射率衰減量 DPDP KA 

中  值為 0.03346。回波系統偏移值為 - 4.05，差異反射率偏移值      

- 0.398。 

我們選擇一個案例來說明衰減修正的情況，圖 28(a)為沿方位角

150 度衰減修正前之回波強度(ZHH，紅色)及修正後(藍色)的比較，(b)

圖則為差異反射率(ZDR)的修正，圖(c)則為相位差(ΦDP)，圖(d)為比差

異相位差(KDP)可看出降水系統的後方 ZDR修正回來後接近 0.5 結果合

理。 

本計畫期間採用 2008 年西南氣流實驗雨滴譜儀利用 T-matrix 向

前計算所得降雨公式如下，再帶入偏極化參數估計降雨率。 

61.0)0687.0()( HH ZZR   

88.087.19)( DPDP KKR   

97.507.10039.0),(  DRHDRH ZZZZR  

其中 DRH ZZ , 為線性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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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a)採用 KDP-R 公式所估算的降雨率 R(KDP)，(b)Z-R 公式所

估算的降雨率 R(Z)，(c)Z-ZDR-R 公式所估算的降雨率 R(Z-ZDR)，(d)相

關係數。比較圖(a)及(b)可看出修正後的回波所得回的雨量 R(Z)與

R(KDP)接近，但是變化較多，比較圖(a)及(c)有可能 ZDR衰減修正量偏

低，造成雨量估計有高估的可能。將進一步再雨量站或雨滴譜儀資料

計算的降雨率比對。 

 

圖 28：(a)為沿方位角 150 度衰減修正前之回波強度(ZHH，紅色)及修正後(藍色)的比較，

(b)圖則為差異反射率(ZDR)的修正，圖(c)則為相位差(ΦDP)，圖(d)為比差異相位

差(K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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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a)KDP-R 公式所估算的降雨率，(b)Z-R 公式，(c)Z-ZDR-R，(d)相關係數。 

 

 

3.6 儀器維護與提高後勤作業能力 

儀器維護一般作業系統包括：雷達機械硬體及電子零組件維修、發射

訊號及接收訊號校正、產品流程品管等項，此系統如須保持隨時可以進行

觀測的狀態，需要足夠的雷達零件備品、技術人員及觀測人員。目前中央

大學除了中大大氣系正式的技術人員一名外，並禮請氣象局的專業工程人

員，協助指導維修。並且由中山科學院電子所天線組最專業的雷達工程師

及中央大學通訊所教授共同組成顧問團隊，協助系統維護事宜，同時本計

畫聘請一位電機電子專長技術人員參與此項工作，保持雙偏極化都卜勒

(X-波段)移動式雷達(TEAM-R)精準的運作。今年雙偏極化都卜勒(X-波段)

移動式雷達(TEAM-R)儀器維護分兩個重點：(1) 協助的例行維護調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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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移動式雷達在野外觀測時的維護。 

移動式雙偏極化都卜勒雷達(TEAM-R)例行維護調校如下：檢查平台基

座固定栓、傳動軸更換油膏、補充基座軍規潤滑油、導波管漏氣測詴、發

射機輸出功率量測、ZAUTO 校正、發電機機油更換、發電機濾心更換。

第二次車輛例行保養，損毀之導波管檢修，觀測平台除鏽上漆即軸承潤

滑，觀測資料下載儲存備分，導波管全段衰減測量，雷達天線反射面遠場

量測等。常態維護各種表格及所測數值請參考附件二。 

在實驗開始觀測前，開設觀測人員行前觀測訓練課程，內容主要為雷

達架設與資料蒐集；本年度計畫實地進行劇烈天氣觀測，其中亦提供觀測

人員包括定點架設雷達、觀測訓練、資料收集、後勤補給、現場雷達維修

等作業功能的教學與實習，有助於提高氣象雷達後勤作業的能力。 

 

3.7 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 

本計畫最主要採用國科會支持之移動式偏極化式雷達，利用梅雨季、

颱風季期間進行野外實際勘查，本計畫提供所需的人力資源及運轉的基本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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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本計畫於今年(2009)梅雨季節時，利用移動式偏極化都卜勒雷達前往

雲嘉南西海岸數個地點，設計不同觀測策略及資料品管設定，對於降水系

統進行實地觀測，增進梅雨降水系統的特性了解，提升雷達降水估計的能

力。此觀測自今年 6 月 3 日至 16 日，觀測地點包括：嘉義朴子的圍潭堤

防(6 月 3 日至 14 日)、嘉義鰲鼓溼地(6 月 15 日)與雲林台西海埔新生地(6

月 16 日)。為期兩個禮拜的密集觀測蒐集包含：梅雨鋒面、西南氣流和午

後熱對流多種天氣系統的降水資料，並依據對流系統空間分部及其特性採

取不同的觀測掃描策略，以獲得高時空解析度風場及垂直向微物理場資

訊。在 6 月 4 日個案中，低層可連續觀測到西南西風與西南風的輻合區，

可做為極短期預報的指標，雲物理的資訊可進一步了解雨滴粒徑分布，結

果可供調校傳統都卜勒雷達降雨估計。所有資料並提供給氣象局 98 年西

南氣流實驗資料中心。計畫中進行了衰減修正、與位於嘉義測站及阿里山

測站雨滴譜驗證降雨量，證實 X 波段在降水系統無長距離與波柱重疊現象

時，降雨估計相當準確，如強降水雨帶與波柱重疊時嚴重的衰減發生，會

限制觀測範圍，此種波段應以一個間距 10 公里左右小型的網，來從事災

害潛勢區定量降水估計。若在西南部平原再增設降雨雷達建議仍採用 C 波

段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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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未來展望 

臺灣地區氣象災害頻繁，經濟發展變遷十分迅速，氣象雷達可以提供如

颱風路徑強度、梅雨豪大雨中尺度系統及正確降雨量等重要氣象防災資

訊，氣象雷達的設置十分重要。西南沿海地貌及居住群落變化很大，因此

氣象雷達站址可能地點應加以詳細勘查。今年 2009 年度以移動式雙偏極化

都卜勒雷達(TEAM-R)前往可能站址，依天氣狀況進行實際觀測，測詴偏極

化雷達降雨估計功能、與傳統雷達網進行雙都卜勒風場合成，並與實際觀

測比對校驗，加強南部地區氣象雷達觀測之效益。 

氣象雷達提供重要關鍵防災資訊，但如何同時配合科學防災需求與台灣

經濟規劃發展，進而選擇適當的氣象雷達站址，需要縝密計議與討論。 

今年為配合西南氣流實驗共在野外觀測 14 天作業經費已用完，因此在

莫拉克颱風時期雷達停留在中央大學正門觀測，未能前往南部進行加強觀

測，希望在未來有機會在適當場地整備後，可對颱風帶來的強降水作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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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衰減修正及系統偏移修正方法 

 以下為衰減修正及系統偏移修正方法介紹，此附件為一個 C 波段的範

例。 

(一) HZ 的衰減修正與 DRZ 的差異衰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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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HZ 的衰減 (attenuation)量為 HA ， DRZ 的差異衰減 (differential 

attenuation)量為 DPA (此處 HA 、 DPA 指的是單向(one way)的衰減量，電磁波往

返雷達和觀測目標時的總衰減量為單向的兩倍)，Bringi et al.(1990)利用散

射模擬發現，如圖(1.1a)、圖(1.1b)所示， HA 和 DPK 之間有良好的線性關係，

DPA 和 DPK 之間也有良好的線性關係，因此可用 DPK 來修正能量衰減問題，

衰減量可以表示成： 

DPH KA   

DPDP KA   

對 C-band 雷達而言， 054.0 ， 0157.0 。 若用 DP 隨距離累積的差異量

DP 來表示的話，可改寫成： 

DPH    

DPDP              (1.1) 

其中 HH A2 ， DPDP A2 ，這裡的 DP 是用觀測區的 DP 扣掉該波束的 0 而

得， DP 找到後代入(1.1)式即可求得 H 、 DP ，將觀測區偵測到的 HZ 和 DRZ

分別加上 H 、 DP 即可完成衰減和差異衰減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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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a)為單一波束的四個資料場進入降水區的舉例，此為 099 方位角

的波束。 由回波和差異相位差的增加情形可看出，約在 km50 處電磁波開始

進入強降水區， HZ 也有明顯增加的情形，但原本是正值的 DRZ 在 km65 後即

開始出現負值的情形，這表示電磁波已明顯受到能量衰減影響，圖(1.2b)

為修正衰減後的情形，可看出在 km50 後，修正衰減後的 HZ 較原始觀測值有

所提升，而 DRZ 也由原本的負值修正為較合理的正值。 

 

(二) DRZ 的系統偏移修正 

 

雙偏極化雷達的 DRZ 具有系統性偏差，部分雷達在偏振轉換(polarization 

switch)時不同的插入損失(insection loss)所造成的變動為系統偏差的主要原

因，但中大雷達是同步發射水平和垂直偏極化兩電磁波，並沒有此問題，

主要偏差原因應為接收時的訊號傳輸過程所造成，日後會再探討，但不管

造成偏差的原因為何，此偏差量可藉由 DRZ 穿透降水粒子的基本特性來修

正。 當層狀降水的區域通過雷達正上方時，此時在雷達上空充滿了小而圓

的雨滴，即使雨滴稍成扁狀，但從地面往上看依然成圓形，若此時將雷達

掃瞄仰角調至 090 ，觀測到的 DRZ 應為零，若雨滴有傾斜， DRZ 不會為零，但

因為雷達朝著定點旋轉，轉了 0360 以後，接受到的總 HZ 會和總 VZ 相同，亦

即在雨滴有傾斜的情況下，對觀測的 DRZ 做 0360 平均後也應為零，若不為零

即為系統偏移，此為能最精確找出 DRZ 系統偏移的方法  (Gorgucci et 

al.1999)。 但並非每個降水事件都會在雷達上空發生層狀降水，所以此方

法的使用時機非常有限，於是鳳(2002)提出另一方法來克服此問題，主要是

利用翻滾軟雹區域的平均 DRZ 應為零的特性來做修正，若在軟雹區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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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Z 不為零，該非零的值即為系統偏移，此方法大幅提升了修正 DRZ 系統偏

移的時間解析度，但要用此方法必須要有足夠的軟雹樣本才行，而且取樣

的高度門檻值為 7~8km。  

 

本研究的分析個案期間最高雷達掃瞄仰角只到 05 ，無法滿足 Gorgucci 

et al.(1999)和鳳(2002)方法上的要求，因此另行提出一修正 DRZ 系統偏移的

方法，和 Gorgucci et al.(1999)的概念相同，本研究也是利用小而圓的雨滴

的 DRZ 應為零的特性來做修正，但使用的為 05.0 掃瞄仰角的資料，即一般的

掃瞄策略都可使用此方法。 因為當電磁波通過小雨滴時，對應到的 DP 場

並不會有明顯的增加，所以可利用此特性判斷何處充滿了小雨滴，利用 DP

找出以小雨滴為主的降水區域後，該區域的平均 DRZ 應為零，若不為零，則

為系統偏移或差異衰減所致。 Smyth and Illingworth(1998)曾利用小雨滴區

域的平均 DRZ 應為零為約束關係來修正 DRZ 的差異衰減問題，其選用的參考

區域為電磁波穿越強對流區後的區域，在沒系統偏移的情形下，強對流區

後方的小雨滴區域的平均 DRZ 應為零，若有偏負的情形則為差異衰減所致，

可以利用此特性來輔助修正 DRZ 的差異衰減。 但在電磁波進入強降水區

前，是不需考慮能量衰減問題的，因此，若此時小雨滴區域的平均 DRZ 不為

零，則為系統偏移所致，此為本研究用來修正 DRZ 系統偏移的基本概念。 

 

在樣本的選取上，為了避免其他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本研究直接利用

人工的方式挑選，選用了 1 點 19 分在 05.0 仰角的掃瞄資料來作分析，如圖

(1.3)所示，在雷達正北方的兩雨帶間有一弱回波區，而且此區域地形雜訊

少，可挑選此區的 DRZ 為樣本，圖(1.4)為 0360 方位角的單一波束圖，可看到

此波束的 PS 穿越 km150 的降雨區後仍無明顯增加，代表此區域充滿了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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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的雨滴，但沿路上的 DRZ 卻都明顯偏正而不等於零，此情形即為 DRZ 的系

統偏移所造成，因為此區域皆為弱降水，所以不需考慮能量衰減問題，直

接取 km50 ～ km100 相關係數較高的 DRZ 區域做平均，平均後的 DRZ 值即為系

統偏移量， DRZ 的樣本來自附近共 9 個波束的資料，這 9 個波束在 km50 ～

km100 累積的 PS 至多只有 072.1 ，圖(1.5)為採樣區域的 DRZ 統計圖，此時只取

相關係數大於 95.0 的區域進來當樣本，可以看到 DRZ 的值偏正且集中在

dB38.0 附近，若無系統偏移，是應該集中在 dBZDR 0 附近的，本研究也測詴

了使用不同相關係數的門檻值是否會影響平均結果，表一即為各門檻值的

平均結果和平均用的樣本數，不同相關係數當門檻值並無明顯影響平均結

果， DRZ 平均值為 dB38.0 。 但平均的樣本裡可能包含了些許的大雨滴存在，

因此只採用 dBZZH 20 的樣本，結果如表二所示， DRZ 平均值為 dB36.0 ，本

研究即用此值當作個案分析時期的 DRZ 系統偏移量，需將全部觀測的 DRZ 都

扣除 dB36.0 後再做應用。 

 

(三) HZ 的系統偏移修正 

 

因為天線增益(antenna gain)、放大器增益(gain of amplifier)和導波管損

耗等因素，會使 HZ 的估計有系統偏移，因此必須將此偏差量修正回來，當

DRZ 的系統偏移修正了以後， HZ 的系統偏移修正就方便許多，一般是使用

HZ 、 DRZ 、 DPK 三參數之間的相依關係式來解決。 Scarchilli et al. (1996)利

用 Pruppacher and Pitter(1971)提出的雨滴軸比關係、Ulbrich(1983)建議的

Gamma DSD 的變化範圍擬合出 HZ 、 DRZ 、 DPK 三參數有以下相依關係： 

                  DRbZa

HDP CZK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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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其中對 C-band(5.5cm) 雷達而言， 41046.1 C ， 98.0a ， 2.0b ，此處 HZ  的

單位為 36 mmm ， DRZ 為 dB， DPK 為 kmree /deg 。 圖(1.6)為利用(1.2)式算出的

DPK (用 DPK


表示)和直接用散射模擬算出的 DPK 做比較的結果，資料的斜率為

1.0，相關係數為 0.9989，由此可看出(1.2)式能良好的描述 HZ 、 DRZ 、 DPK 三

參數之間的相依關係。 Gorgucci et al.(1999)指出，在無觀測誤差的情形下，

由雷達的 HZ 、 DRZ 代進(1.2)式求出的 DPK 和由雷達的 DP 所推導出的 DPK 應該

相近，兩個方法算出的 DPK 所畫的散佈圖(參考圖 1.6)的斜率應為 1，若觀測

誤差僅來自 HZ 的系統偏移，不等於 1 的斜率 s 和 HZ 的系統偏移量( biasZ )有

以 下 關 係 ： 

               )()log(4.10 dBsZbias      (1.4) 

所以可利用(1.2)式先找出 s，再利用(1.4)式算 biasZ 。 因為 HZ 、 DRZ 、 DPK 三

參數其中的任兩參數都可推導出第三個參數來，所以本研究直接使用 DRZ 、

DPK 推導一理想的 HZ ，再和雷達的 HZ 做比較來找出 biasZ 。 先將(1.3)式換回

HdBZ 的單位( HH ZdBZ log10 )，並以’*’代表由 DRZ 、 DPK 推得的 HZ ，(1.3)式

可改寫如下： 

        









C

K
bZ

a
Z

Dp

DRH log
10

)log(10 *    ( dBZ )   (1.5) 

在雷達觀測的 HZ 經過衰減修正後， HZ 可寫成兩個分量的組合： 

        biasH

m

H ZZZ  )log(10 *    ( dBZ )    (1.6) 

其中’m’上標代表雷達修正衰減後的 HZ 觀測值(以dBZ 為單位)，由(1.5)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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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式可得： 

        









C

K
bZ

a
ZZ

Dp

DR

m

Hbias log
10

   ( dBZ )   (1.7) 

因此，只要將雷達觀測到的 HZ 做衰減修正， DRZ 做差異衰減和系統偏 

移修正，再搭配該觀測區的 DPK 帶入(1.7)式，即可求得 biasZ 。  

 

在樣本的選取上，應選取強降水區域才能得到較好的 DPK 值，樣本使用

和 DRZ 同一個 PPI 的掃瞄資料，但取樣的方位角不同，圖(1.7) 

為 028 方位角單一波束圖， HZ 已做過衰減修正， DRZ 也已做過差異衰 

減和系統偏移修正，在 km55 ~ km70 處 PS 明顯增加，此處可求得較準 

確之 DPK ，為主要採樣區，因為強降水主要分佈在雷達東北方， biasZ 修 

正所使用的資料皆來自此處，因為降水不夠強會影響 DPK 的品質，所 

以只取 DPK 大於 101 km 和相關係數大於 95.0 的區域做計算，圖 (1 .8 )為 

biasZ 的統計圖，可看出 b i a sZ 大多集中在 dBZ2 ～ dBZ3 之間，表三為不 

同 DPK 門檻值的比較， biasZ 的平均結果差異不大，基於樣本數多寡和 

DPK 不要太小的考量，以 dBZ6.2 當作個案分析時期的 HZ 系統偏移 

量，需將全部觀測的 HZ 都加上 dBZ6.2 後再做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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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a                                      圖 1.1b 

圖 1.1a： DPK 和 HA 的散佈關係。摘自 Bringi et al.(1990)。 

圖 1.1b： DPK 和 DPA 的散佈關係。摘自 Bringi et al.(1990)。 

 

                                圖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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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b 

 

圖 1.2a：2004/12/04 3 點 26 分在 099 方位角單 beam 的四個資料場隨距離的變化圖，仰

角 05.0 。 CZ 為回波場，DR 為 DRZ 場，PS 為經過平滑以及去折疊的 m

DP ，RH

為相關係數。 橫軸為遠離雷達的距離。 

 

圖 1.2b：和圖 1.2a 相同，但有經過能量衰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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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雷達在 2004/12/04 1 點 19 分的 05.0 仰角 PPI，CZ 代表回波場，DR 代表 DRZ 場，

PH 代表 m

DP ，RH 為相關係數。 

 

圖 1.4： 圖 1.3 中的 0360 方位角單波束的四個資料場的變化圖。代號意義同圖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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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DRZ 的統計圖，橫軸代表 DRZ 的值，縱軸代表個數。 

 

 

 

 

 

 

 

 

 

 

 

 

 

 

 

 

 

圖 1.6： 約束關係推導的出的 DPK̂ 和模擬的 DPK 的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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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和圖 1.4 的代號意義相同，只是方位角改為 028 。 

 

 

 

圖 1.8： 回波系統偏移統計圖，橫軸為系統偏移量，縱軸為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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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X-波段移動式雷達常態校驗及維護表 

項目：發射機 (發射機功率檢測) 

1 RF Frequency : 9.62GHz , Pulse Width : 0.8μ s , PRF :1200 Hz , Duty Cycle : 0.06% 

 +HVPS Voltage (KV) :  19.4 kV -HVPS Voltage (KV) :  19.4 kV 

 Magnetron Average Current(mA) :  17.6 mA HVPS Current (mA) :  22.2 mA 

 Heater Elapse Time(Hours) : 1189.8 hr HVPS Elapse Time(Hours) : 909 hr 

 Forward Power(dBm) :  40.7 dbm Reverse Power(dBm) :  23 dbm 

2 RF Frequency : 9.62GHz , Pulse Width : 1μ s , PRF : 1000 Hz , Duty Cycle : 0.1% 

 +HVPS Voltage (KV) :  19.4 kV -HVPS Voltage (KV) :  19.4 kV 

 Magnetron Average Current(mA) :  17.3 mA HVPS Current (mA) :  21.6 mA 

 Heater Elapse Time(Hours) : 1189.8 hr HVPS Elapse Time(Hours) : 909 hr 

 Forward Power(dBm) :  46 dbm Reverse Power(dBm) :  19 dbm 

3 RF Frequency : 9.62GHz , Pulse Width : 1.5μ s , PRF : 600 Hz , Duty Cycle : 0.09% 

 +HVPS Voltage (KV) :  19.4 kV -HVPS Voltage (KV) :  19.4 kV 

 Magnetron Average Current(mA) :  11.7 mA HVPS Current (mA) :  14.8 mA 

 Heater Elapse Time(Hours) : 1189.8 hr HVPS Elapse Time(Hours) : 909 hr 

 Forward Power(dBm) :  46 dbm Reverse Power(dBm) :  18 dbm 

4 RF Frequency : 9.62GHz , Pulse Width : 2μ s , PRF : 500 Hz , Duty Cycle : 0.1% 

 +HVPS Voltage (KV) :  19.4 kV -HVPS Voltage (KV) :  19.4 kV 

 Magnetron Average Current(mA) :  10.8 mA HVPS Current (mA) :  13.7 mA 

 Heater Elapse Time(Hours) : 1189.8 hr HVPS Elapse Time(Hours) : 909 hr 

 Forward Power(dBm) :  45 dbm Reverse Power(dBm) :  19 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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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接收機 (DSP 參數調校) 

1 Pulse Width : 0.8μ s , Polarization : Horizontal 

 Cal dBz :  -30.07 Noise dBm -74.13 I0 dB -103.88 Fit SD 0.03 

2 Pulse Width : 1μ s , Polarization : Horizontal 

 Cal dBz : -33.2 Noise dBm -76.87 I0 dB -106.04 Fit SD 0.03 

3 Pulse Width : 1.5μ s , Polarization : Horizontal 

 Cal dBz : -36.12 Noise dBm -78.04 I0 dB -107.2 Fit SD 0.03 

4 Pulse Width : 2μ s , Polarization : Horizontal 

 Cal dBz : -39.13 Noise dBm -79.57 I0 dB -108.96 Fit SD 0.04 

5 Pulse Width : 0.8μ s , Polarization : Vertical 

 Cal dBz : -26.69 Noise dBm -73.14 I0 dB -106.15 Fit SD  0.03 

6 Pulse Width : 1μ s , Polarization : Vertical 

 Cal dBz : -30.41 Noise dBm  -75.88 I0 dB -106.15 Fit SD 0.03 

7 Pulse Width : 1.5μ s , Polarization : Vertical 

 Cal dBz : -33.25 Noise dBm -77.03 I0 dB -107.23 Fit SD 0.04 

8 Pulse Width : 2μ s , Polarization : Vertical 

 Cal dBz : -35.97 Noise dBm -78.55 I0 dB -108.7 Fit SD 0.03 

 

項目：基座 (雷達運轉機械檢查、基座齒輪箱潤滑油檢查) 

檢察週期:每年一次  實施日期:98 年 1 月 

1 讓雷達作水平旋轉，垂直角度由 0 度升至 90 度而後再降回 0 度 

 有無異音或突然停止旋轉 : 無 

2 檢查基座內部潤滑油的油量 

 水平齒輪箱： OK 垂直齒輪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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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雷達天線 (遠場校驗) 

檢察週期:每年一次  實施日期:98 年 3 月 

水平發射 H only 接收 V only 接收 H+V 接收 OK 

垂直發射 H only 接收 V only 接收 H+V 接收 OK 

45 度角發射 H only 接收 V only 接收 H+V 接收 OK 

 

項目：導波管 (衰減量測、氣密)  

檢察週期:每年一次  實施日期:98 年 2 月 

1.量測導波管全段之衰減量並填入表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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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查導波管是否氣密 

OK 

 

 

項目：雷達車定期保養 

檢察週期:每半年一次  實施日期:98 年 12 月 

時間 97.04.30 97.11.18 98.02.02 98.04.09 98.12.15  

進廠保養公里數 529km 2365km 2415km 2575km 3725km  

項目 
例行保
養 

例行保
養 

電瓶充
電 

煞車檢
修 

例行保
養  

項目：雷達車定期檢驗及平台檢修 

檢察週期:每年一次  實施日期:97 年 12 月 

驗車日期 97.12.23 98.11.30  

平台檢修 
除銹 上漆 潤滑 檢察鬆動螺絲 更換不堪使用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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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雷達車各部清潔 

檢察週期:每月一次  實施日期:98 年 12 月 

 98.06 98.07 98.08 98.09 98.10 98.11 98.12 

車體清潔: ok ok ok ok ok ok ok 

機櫃清潔: ok ok ok ok ok ok ok 

雷達基座清潔: ok ok ok ok ok ok ok 

反射面清潔: ok ok ok ok ok ok ok 

 

 

項目：移動式雷達發電機保養  

檢察週期:約每 300 小時一次  目前時數:819.4hr 

日期 97.05.11 97.05.21 97.10.12 98.05.14 98.07.29  

發電機時數: 50.1 159.6 363.2 443.0 748.7  

機油 換機油 換機油 換機油 換機油 換機油  

換濾心  換濾心  換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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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計畫的目的為，有系統的分析已具國際聲譽的海氣耦合模式的模擬與預報

產品，分析各模式模擬與預測東亞季風的能力，並對全球海氣耦合預報模式應用

在東亞季風季節預報的策略與執行方案，提出具體建議。 

本份期中報告內容分成四大部分：DEMETER 與 APCC 季節預報東亞季風環

流與雨量特徵模擬能力之分析、DEMETER 季節預報技術評估、耦合模式海溫預

報與可預報度問題、訓練課程。 

 

貳、東亞季風環流與雨量特徵模擬能力之分析 

一、前言 

歐洲的 DEMETER 季節預報系統是直接運用大氣海洋耦合模式進行一階段

預報，由七個不同的大氣海洋耦合模式(ECMWF、LODYC、CNRM、CERFACS、
INGV、MPI、UKMO)組合而成，其中每個模式有九個系集成員。本研究分析這

些模式各季節 hindcast，探討它們模擬東亞冬季與夏季季風的能力。 
 

二、DEMETER 東亞氣候平均場與年際變化 

本研究初步分析 DEMETER 七個模式 1980-2001 共 21 年 hindcast 月平均資

料，驗證資料，環流與氣溫使用 NCEP Reanalysis 2，雨量則使用 GPCP，來評估

DEMETER 模式的表現。冬季定義為 12 月-2 月，事後預報起始時間為 11 月；夏

季定義為 6-8 月，事後預報起始時間為 5 月。以下分析討論長期平均與年際變異

量。 

 

1. 冬季 

氣溫 

所有 DEMETER 模式都能模擬 2 米氣溫氣候平均場的主要特性（圖 1）：西

伯利亞與青藏高原的低溫，熱帶與西太平洋的相對高溫，以及冷暖區之間大致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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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歐亞大陸邊緣的高溫度梯度。其中以 MPI 與 INGV 最能反映出中國東南沿海

的強氣溫梯度，其他模式則稍弱。與 NCEP 資料比較，發現所有模式在 20N-60N

間模擬的氣溫都明顯偏高，尤其以東亞沿岸最為明顯（圖 2）。MPI 與 MetOffice

的偏差最小。INGV、MPI 與 MetOffice 在 60N 附近的氣溫則有偏低的情形。這

些結果顯示，除了 MPI，所有 DEMETER 模式都低估了東亞的南北溫度梯度。 

在年際變化方面，NCEP 資料顯示明顯的海陸差異，高緯度內陸地區年際變

化可達 7-8∘C，東亞沿海約 0.5∘C-1∘C，海面上則低於 0.5∘C（圖 3）。所有

模式明顯低估陸地上的氣溫年際變化，因此海陸差異遠小於 NCEP。其中以 INGV

最大，但也只達約 3-4∘C；最弱的是 ECMWF，最大的變異量約僅 1.5-2∘C，

在東亞沿岸，變異量甚至不到 0.5∘C。有趣的是，除了 INGV 與 MetOffice，其

他模式在觀測變異量最大的青藏高原，模擬的變異量幾乎為 0，亦即冬季平均溫

度幾乎每年一致，變化甚小。圖 4 為各模式與 NCEP 變異量間的差異。所有模式

幾乎在每一個地區都呈現明顯的負值。這些結果顯示，DEMETER 模式嚴重低估

氣溫的年際變化，亦即這些模式的冬季氣溫預報極可能明顯低估每年冬季氣溫變

化的幅度。 

 

200hPa 緯向風 

DEMETER 模式都能成功的模擬亞洲冬季噴流的位置，如最大風速位於中國

中部、東海與日本南方，噴流從 90E 往東加速，過了 150E 開始減速（圖 5）。但

是風速則明顯低估，其中以 ECMWF、MeteorF、CERFACS 與 LODYC 最為明顯，

最大風速差可達 25m/sec，比 NCEP 值小了約 1/3（圖 6）。INGV 的風速最接近

NCEP，其次是 MPI。噴流偏弱與南北溫度梯度偏低的情形一致。由於，噴流具

有羅士培波波導效應，發生於歐洲的擾動常經由噴流波導將能量快速傳送至東亞

地區。較弱的噴流，其波導效應較差，前述能量東傳的效率也可能因此降低，預

估這類遙相關現象在 DEMETER 模式中可能較不明顯。 

在年際變化方面，緯向風變異量極大值區並非發生於噴流中心，而是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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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流出區（150E 以東），以及噴流入區的南北側（圖 7）。前者反應噴流中心東

進或西退的現象，後者除了反應噴流入區的東進或西退，更反映了噴流入區在東

亞地區南北位移的特性。噴流入區南北位移的原因為何，目前似乎並無具體研

究，是否與冷暖冬或聖嬰/反聖嬰現象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在 DEMETER

模式中，只有 INGV 與 MetOffice 模擬出噴流入區南北位移的現象，而準確模擬

到噴流出區的變異量極大值區的僅有 INGV。即使如此，INGV 與 MetOffice 二

模式的變異量比 NCEP 小了 1/3 至 1/2，其他模式的變異量則更小，MNPI 在東

亞陸地上空的 200hPa 緯向風幾乎沒有年際變化，變異量幾乎為零。緯向風變異

量偏弱與之前偏弱的氣溫年際變化一致，都明確指出模式的冬季季風不只偏弱，

而且年際變異甚小。 

 

500hPa 高度場 

DEMETER 所有模式都模擬到 500hPa 高度場的主要特徵：位於東亞沿岸的

東亞主槽與位於貝嘉爾湖西側的脊線。但是，振幅明顯偏小，尤其是東亞主槽。

其中，MPI 的偏差最大，在東亞主槽區域，高度正距平高達 130 米（圖未示）。

變異場也是在東亞主槽附近與脊線西北側最大。所有模式都模擬到此一分佈，但

是幅度明顯偏小，尤其是東亞陸地上脊線附近的變異量偏小程度較為明顯，其中

又以 ECMWF 與 MPI 二模式最為明顯（圖 8）。 

 

小結 

整體而言，DEMETER 模式都可以模擬到東亞冬季平均環流與溫度的基本特

徵，但是平均幅度明顯偏小，且年際變化遠弱於觀測值，尤其在東亞陸地上。以

此觀之，DEMETER 模式的冬季預報都明顯低估應有的變化幅度。所有模式中，

以 INGV 的模擬最接近 NCEP 資料，MPI 與 ECMWF 低估年際變化的程度最為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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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季 

850hPa 流函數 

東亞夏季季風 850hPa 環流的主要特徵為：亞洲大陸的熱低壓、從中國南方

延伸至菲律賓海的季風槽與其北方的副高脊（圖 9）。季風槽活躍與否，對熱帶

西北太平洋的對流系統與颱風活躍程度影響很大，無法準確模擬出季風槽與其變

化，將嚴重影響雨量季節預測。每一個 DEMETER 模式都可大致模擬到熱低壓

與副高脊。季風槽相對而言振幅與範圍都較小，有些模式（如 ECMWF、LODYC、

MetOffice）無法模擬出。這幾個模式模擬的熱低壓也都相對較弱且偏西。所有

的模式，除了 MetOffice，在亞洲大陸登呈現正距平，亦即模擬的熱低壓都明顯

的偏弱（圖 10）。CERFACS 與 MeteoF 則低估副高強度。 

夏季 850hPa 流函數年際變化的主要區域為季風槽與副高脊，熱低壓的變異

相對較小（圖 11）。DEMETER 模式中，除了 CERFACS 與 MeteoF，都可模擬出

者兩個變異量大值區，但是振幅都明顯偏小，以 MPI 最弱（圖 12）。CERFACS

與 MeteoF 都僅模擬出一個位於西北太平洋，相對均勻的大值區，顯然無法正確

區別季風槽與副高脊的年際變化。主要原因可能是，此二模式幾乎無季風槽的存

在（圖 9）。整體而言，所有模式都明顯低估整個 850hPa 流函數場的變異量，低

估最明顯的現象是季風槽。DEMETRER 模式都有低估東亞與西北太平洋夏季季

風的年際變化的現象。由於季風槽處的低估最為明顯，DEMETER 模式模擬此處

的雨量與颱風年際變化的能力顯然相當不足(見雨量分析)。 

 

200hPa 流函數與緯向風 

夏季亞洲季風區在上對流層最顯著的現象是青藏高壓，其東延伸至東亞地區

的高壓脊也是影響東亞夏季季風的主要因素。所有 DEMETER 模式模擬的青藏

高壓都明顯偏弱，延伸至東亞沿岸的高壓脊也不明顯（圖 13）。其年際變化最大

區發生於青藏高原上方，以及中國東北經鄂霍次克海到中太平洋，前者反應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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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振幅的變化，後者則反應青藏高原與噴流系統南北位移的年際變化。後者對

日本夏季氣候的年際變化（如高溫少雨、低溫多雨）有顯著影響。除了 INGV 稍

微偏強，所有模式都低估上對流層環流的年際變化（圖 14）。 

夏季噴流雖然較弱，但是對中緯度東亞夏季季風有明顯的影響。以 200hPa

緯向風為例，最大的變異量出現於（1）中國北方經日本到中緯太平洋的帶狀區，

（2）鄂霍次克海一帶。DEMETER 模式的 200hPa 噴流的變異量在東亞與沿岸非

常的弱，直到中太平洋才有明顯的年際變化（圖 15）。此一結果再突顯 DEMETER

模式中東亞夏季季風不止太弱，年際變異也太小。 

 

雨量 

東亞夏季雨量主要發生於（1）南海與菲律賓海，（2）30N-40N 中國中部、

日本到西太平洋的帶狀區域（圖 16）。所有 DEMETER 模式模擬的雨量在東亞都

普遍偏少。僅有 MetOffice 在季風槽區雨量偏多。前述二雨帶也是年際變異量大

值區。但是，所有 DEMETER 模式模擬的雨量變異都偏向赤道，不僅在南海與

菲律賓都明顯偏少，在 30N-40N 更是少。從南亞到東亞，與 GPCP 雨量相比，

變異量都呈現大範圍的負距平（圖 17）。這些偏差與過強的副高、過弱的熱低壓

與季風槽，以及偏弱的青藏高壓一致。模式的年際變異都發生於熱帶海洋上，海

陸交界處應該有的大值區，都模擬不出來。 

 

小結 

整體而言，DEMETER 模式明顯低估東亞夏季季風平均強度與變異量，其中

以季風槽的模擬偏差最大。變異量的模擬以海洋上較佳，陸地上的年際變異遠低

於觀測值。這可能反映出海氣耦合模式模擬海氣交互作用的能力較佳，但是對於

氣陸交互作用則掌握能力仍相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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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EMETER 季節預報對東亞季風主要結構年際變化模擬能力 

     之分析 
東亞季風的年際變化經常為幾個重要的主要結構主宰，因此除了探討氣候平

均值與變異量，吾人還需瞭解氣候模式對這些結構的模擬能力。本節利用經驗正

交分析與奇值分解法探討 DEMETER 模式的季節預報是否能準確無誤的呈現影

響年際變化的主結構，及其逐年變化。 

 

夏季太平洋海溫 

雖然 DEMETER 中除了 MPI 模式，季節預報的初始海溫都參考了實際觀測

值，吾人還是必須瞭解模式是否能準確模擬出該季的海溫結構。太平洋海溫第一

經驗正交函數，一如預期，正是 El Nino/La Nina（圖 18）。主要特徵為熱帶東太

平洋的正海溫距平與北/南太平洋的負海溫距平。幾乎所有的模式都可以模擬出

此一結構，但是赤道正海溫距平都比實際結構偏西，MPI 更是整個太平洋都是正

距平。此一系統性偏差出現在所有模式中顯現目前的海氣耦合模式架構都有相同

的缺陷，導致低估了東西方向的溫度梯度。由於，東西向溫度梯度與海洋斜溫層

特性有關，估計可能大部分的模式都低估了斜溫層的溫度梯度與其深度在東西向

的斜率，因此無法準確掌握斜溫層的特性與變化。本計畫並未取得海面下資料，

因此無法確認此一猜測的正確性。 

相反的，中緯度太平洋的負距平，在模式中則都較實際情況偏東，有些模式

甚至在日本附近出現正距平。最近研究顯示，熱帶太平洋海溫距平所引起的熱帶

擾動可以引發波動傳至中高緯度，影響中緯度環流，進一步影響中緯度海洋溫

度，此為大氣橋的觀念。所有模式在中緯度太平洋海溫距平的一致性偏東的情

況，可能是因為無法正確掌握此一大氣橋機制或者是中緯度的海氣交互作用所

致。 

在此模式的年際變化方面，包括 1990-1995 年微弱的持續聖嬰現象，所有的

模式都掌握得相當好。證實目前的模式如果給予適當的初始值，該季的海溫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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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模擬的不錯。在解釋變異量方面，模擬值都比觀測值的 27.6％高，其中 MPI

更是高達 50.8％。顯示目前的模式有過度集中變異量於同一結構的趨勢。其中，

MPI 的初始值為模式值，而非如其他模式為觀測值，更是高估了第一經驗正交函

數的貢獻，模式的變異度過份單純化，由此可見正確初始值對海洋季節變化的重

要性。由於，海溫經驗正交函數中，僅有第一經驗正交函數的特徵值與其他特徵

值明顯區分，顯現第二特徵函數以降都呈現退化的現象，並非單一解，因此不在

分析其他經驗正交函數。 

 

夏季印度洋海溫 

印度洋海溫變化如 Indian Ocean Dipole 對東亞季風也有明顯影響，因此吾人

也需瞭解模式模擬印度洋海溫主結構的能力。印度洋夏季海溫的第一經驗正交函

數為一 basin mode，亦即其變化的符號在正個印度洋為同號，但是以赤道西印度

洋的振幅為最大赤道東印度洋最小，因此呈現明顯的東西向梯度(圖 19)。所有模

式都模擬出類似的結構，但是有些模式（如 ECMWF，MeteoF，MetOffice）的

溫度距平為東高西低，梯度與觀測相反。此一經驗正交函數實際上解釋到 30％

變異量，但是大部分模式解釋的變異量大於 40％。模式過度模擬印度洋第一主

結構的情況，印度洋比太平洋還明顯，顯示模式的海洋動力可能過於單調。在年

際變化方面，模擬的主分量與實際變化相當一致。 

第二經驗正交函數為 Indian Ocean Dipole (IOD)。所有模式都能模擬出主要

的空間結構-東西溫度偶極結構，解釋的變異量百分比也與實際值相當(圖 20)。

實際的結構在印度洋索馬利附近為正海溫距平，是由索馬利噴流引起的湧升流地

帶的年際變化。此一細節所有模式都未模擬到，估計應該是模式對索馬利噴流的

解析不足，無法準確掌握噴流的變化，以致於模擬不出此一狹窄地區的海溫變

化。在該結構的年際變化方面，所有模式的模擬都相當不錯。該結構於 1990 年

後，年際振盪幅度變小，但呈現逐漸上升的現象，模式也都能準確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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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整體而言，在給予適當的初始條件下，所有模式都能模擬到影響海溫年際變

化的主要結構，但在相對的空間分佈上，則仍有些差距。比較顯著的差異為所有

模式模擬的第一主結構所佔的變異量百分比都偏高。此一情況在印度洋特別嚴

重。原因為何則需進一步探討。最近研究顯示，東亞夏季季風的年際變化也受到

印度洋海溫的影響，因此準確模擬印度洋海溫年際變化也是必須要求的模式能

力。 

 

夏季環流 

本節利用多變數經驗正交函數方法對 850hPa 與 200hPa 風場、雨量與二米氣

溫進行分析，導出主結構。圖 21 與圖 22 為第一主結構。在 850hPa 風場與雨量

方面，實際結構的主要特徵為北緯 10-30 度的反氣旋環流距平以及位於北側與南

側的氣旋距平。雨量則是北緯 10-20 度的雨量負距平以及北緯 30-40 度的雨量正

距平。亦即，當此結構處於正相位時，季風槽偏西偏弱，太平洋副高脊偏西且偏

南，西南季風偏西，直接由中國南方北上到華中、日本一帶，因此華南、南海與

台灣一帶，雨量偏少，華中與日本一帶則偏多。除此之外，赤道雨量也偏多。此

一結構即是環流的 Pacific-Japan pattern 或是東亞雨量的三極結構(tripole 

pattern)，是影響東亞夏季環流與雨量年際變化的主要結構。 

所有模式都模擬到此一結構，但是解釋變異量的比例仍是明顯偏大，觀測值

約 30%，但是所有模式都介於 40-50%之間。顯然一如前面章節提到的，模式有

將年際變化因素單一化的情況。在空間結構方面，所有模式都可模擬到副熱帶的

反氣旋距平，雖然有些模式的反氣旋過於偏西，有些則偏南。雨量距平場也此與

實際結果有些位移。模式最大的偏差仍是發生在中緯度。大致而言，所有模式都

無法模擬出中緯度氣旋距平。圖 22 為 200hPa 風場與二米氣溫結構。實際結構的

特徵為亞洲南方陸地上空的反氣旋距平與菲律賓海上空的氣旋距平，反映出青藏

高壓與中太平洋高空槽的年際變化。所有模式都無法模擬出此一結構，顯現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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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模擬出低對流層的主要結構，但仍無法準確掌握高對流層應有的結構。 

在二米溫度（可以將之視為海溫）方面，主要特徵為整個西北太平洋幾乎都

是正距平。所有模式，除了 MPI，模擬的氣溫結構都與實際結構不同，其中有四

個模式的氣溫甚至是呈現大範圍負距平的現象。比較實際的雨量與氣溫的結構，

發現西北太平洋雨量負距平區域，恰好是海溫正距平之處，顯現大氣影響海洋的

因素較重要。相反的，幾個模式則是雨量負距平位於氣溫負距平之處，顯現海洋

影響大氣的因素較重要。此一比較，顯現出目前的海氣耦合模式中的海氣交互作

用過程，仍是海洋對大氣的影響較為重要，明顯低估大氣對海洋影響。此一結果

可以理解為，大氣的瞬變渦流變化，有不少源自大氣本身的隨機擾動，或者是陸

氣交互作用的影響，這方面的氣候變化因為不見得與下墊面邊界條件有關，模式

因此無法準確掌握其變異度與變異時序。如何糾正目前海氣耦合模式過渡為海洋

過程所主導，將是未來氣候模式發展的重要方向。 

 

冬季環流 

本節利用奇值分解法導出影響東亞冬季低層環流與氣溫年際變化的主要結

構。實際的第一主結構（圖 23）的特徵為高緯的氣旋距平，中緯度亞洲大陸上

與北太平洋上的反氣旋距平。在此環流情況下，西伯利亞高壓偏南，東北季風弱，

中緯度西風較強，冷空氣不易南下，因此東亞的氣溫普遍偏高（圖 24），但是對

台灣而言，則影響不明顯。雖然大部分模式都模擬到氣溫偏高的現象，但是搭配

的 850hPa 流函數距平呈現的是反應海陸分佈的東西向偶極結構，而非觀測的南

北向偶極結構。為一例外的是 MPI。第一主結構解釋量約 50%，模式（除了 MPI）

的第一主結構也多解釋將近甚至超過一半的變異量。在年際變化的時序方面，模

式無法準確模擬第一主結構的年際變化。從第一主結構的特徵判斷，該結構應該

不是受到聖嬰現象的主導，而可能與 AO 等高緯度現象有關。目前的海氣耦合模

式過度受制於熱帶地區的交互作用，因此反而不易掌握由高緯度現象主宰的氣候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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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結構的主要特徵為西北太平洋的反氣旋距平與北緯 40 度以南普遍偏

暖的現象，高緯度地區則偏冷（圖 25 與圖 26）。此一結構反應的是偏弱且偏東

出海的反氣旋環流，甚至是偏強的副高脊。七個模式中有四個模式可以模擬出環

流與氣溫的基本特徵，細節則仍有差異。MPI 與 MeteorF 模擬的環流雖然尚可，

但是模擬出整區域偏暖的情況，屬於偏差較為明顯的模式。模擬的解釋變異量普

遍明顯低於觀測值。時間序列方面，模式尚未能模擬出實際年際變化時序。 

 

小結： 

在模擬年際變化主結構的能力方面，整體而言，夏季高於冬季，較低緯度高

於高緯度，海洋高於陸地。這些結果都指出目前海氣耦合模式的主要缺點：1.

過度模擬熱帶海洋的影響，2.低估陸地的影響，3.無法掌握甚至低估大氣的瞬變

渦流的變化，4.低估高緯度的影響。這些都將是氣候模式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 

 

四、 APCC 大氣模式與海氣耦合模式熱帶雨量之比較 

本研究比較 APEC Climate Center（APCC）純大氣模式與海氣耦合模式模擬

之熱帶雨量（1982-2002），發現相當有趣的對比，可以提供發展季節氣候預報作

為參考。分析之 APCC 純大氣模式包括 GCPS、GDAPS＿F、MGO、MSC＿GM2、

NIMR，與前述模式的系集模擬（AGCM MME）。海氣耦合模式包括 NCEP、

POAMA、SINTEX、SUT1(首爾大學模式)、UHT1（夏威夷大學模式），與前述

模式的系集模擬（CGCM MME）。驗證之雨量資料為 GPCP。由於不同雨量資料

亦有偏差，本研究也使用 CAMS＿OPI 雨量資料作比較。圖 27 為 GPCP 與 CAMS

＿OPI 雨量之比較，後者在熱帶地區雨量較前者多，但是在中緯度則較少。此一

系統性偏差，影響吾人判斷模式偏差的符號。但是，本研究發現，對於比較純大

氣模式與海氣耦合模式間的差異，在定性上則無影響。 

圖 28 與圖 29 分別為純大氣模式與海氣耦合模式雨量，和 GPCP 雨量在北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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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夏季（JJA）的差異。圖中的點線框出的區域為 GPCP 的熱帶雨區。即使是大

略的觀察，吾人可以輕易發覺在 GPCP 熱帶雨區內，純大氣模式的雨量明顯偏

少。相對而言，海氣耦合模式則是雨量明顯偏多。若將熱帶地區輻合區與輻散區

的雨量加總，然後逐年繪出如圖 30，也發現海氣耦合模式的雨量在大多數年份

為正偏差，純大氣模式則為負偏差。相對而言，在輻散區兩類模式間則無明顯差

異，重點是海氣交互作用具有增強雨量的作用。若以 CAMS＿OPI 雨量為驗證資

料，由於該資料在熱帶雨量較高，純大氣模式雨量的負偏差更大，海氣耦合模式

雨量也呈現微弱的負偏差，但是此一系統性的偏差，並不影響海氣耦合模式雨量

多於純大氣模式雨量此一結果（圖 31）。 

在此分析比較中，純大氣模式與海氣耦合模式使用的大氣模式不同，因此兩

者間的差距並非完全是海氣耦合的貢獻。即使如此，耦合模式雨量多於純大氣模

式的現象，在這兩組模式間仍存在系統性差異。顯然，海氣耦合確實有增加雨量

的作用。至於為何海氣耦合模式會產生較多雨量，將需進一步探討。另外分析比

較北半球冬季的情況（多雨的輻合帶多位於赤道與南半球），我們仍然得到相同

的結論。因此，此一差異應是普遍的現象，與季節無關。由於，海洋上雨量的實

際大小，無從得知，因此難以判斷兩類模式的雨量何者正確。若 GPCP 是正確的，

則耦合模式偏多，大氣模式偏少。若 CAMS＿OPI 是正確的，則耦合模式較接近

觀測值，大氣模式則嚴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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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NCEP 與 DEMETER 冬季 2 米氣溫長期平均圖。 
 

 

圖 2 NCEP 與 DEMETER 冬季 2 米氣溫長期平均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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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NCEP 與 DEMETER 冬季 2 米氣溫年際變異量。 
 

 
 
圖 4 DEMETER 與 NCEP 冬季 2 米氣溫年際變異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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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NCEP 與 DEMETER 冬季 200hPa 緯向風。 
 

 
圖 6 NCEP 與 DEMETER 冬季 200hPa 緯向風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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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NCEP 與 DEMETER 冬季 200 hPa 緯向風年際變異量。 
 

 
圖 8 NCEP 與 DEMETER 冬季 500 hPa 高度場年際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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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NCEP 與 DEMETER 夏季 850hPa 流函數。 
 

 
圖 10 NCEP 與 DEMETER 夏季 850hPa 流函數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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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NCEP 與 DEMETER 夏季 850hPa 流函數變異量。 
 

 
 
圖 12 NCEP 與 DEMETER 夏季 850hPa 流函數變異量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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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NCEP 與 DEMETER 夏季 200hPa 流函數。 
 

 
圖 14 NCEP 與 DEMETER 夏季 200hPa 流函數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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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NCEP 與 DEMETER 夏季 200hPa 緯向風變異量。 
 

 
圖 16 NCEP 與 DEMETER 夏季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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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NCEP 與 DEMETER 夏季雨量變異量差值。 

 
圖 18  JJA 太平洋海溫第一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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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JJA 印度洋海溫第一主結構。 

 
圖 20  JJA 印度洋海溫第二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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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東亞地區 JJA，多變數經驗正交分析的第一主結構，850hPa 風場與雨量。

 
圖 22 東亞地區 JJA，多變數經驗正交分析的第一主結構，200hPa 風場與 T2m。 



 25 

  

圖 23  DJF 東亞地區，850hPa 流函數與二米氣溫的第一奇異向量：850hPa 流函

數。 

 
圖 24  DJF 東亞地區，850hPa 流函數與二米氣溫的第一奇異向量：二米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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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DJF 東亞地區，850hPa 流函數與二米氣溫的第二奇異向量：850hPa 流函  

數。 

 
圖 26  DJF 東亞地區，850hPa 流函數與二米氣溫的第二奇異向量：二米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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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北半球夏季（JJA）期間，GPCP 與 CAMS＿OPI 雨量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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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北半球夏季（JJA）期間，純大氣模式雨量與 GPCP 雨量的差異。 
 

 
圖 29 北半球夏季（JJA）期間，海氣耦合模式雨量與 GPCP 雨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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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北半球夏季（JJA）期間，輻合（藍線）與非輻合（橘線）區，純大氣模

式（實線）與海氣耦合模式（虛線）雨量偏差的逐年變化。以 GPCP 作為雨

量校驗資料。 
 

 

圖 31 北半球冬季（JJA）期間，輻合（藍線）與非輻合（橘線）區，純大氣模

式（實線）與海氣耦合模式（虛線）雨量偏差的逐年變化。以 CAMS_OPI
作為雨量校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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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DEMETER 季節預報技術評估 

一、前言 

歐洲的 DEMETER 預報系統是直接運用大氣海洋耦合模式進行一階段預

報，由七個不同的大氣海洋耦合模式組合而成(如圖一)，其中每個模式有九個系

集成員。以下探討這七個單一個別模式的 Gerrity skill score 與 rpss 的技術得分。 

 

 
圖一、DEMETER多重模式系集動力預報系統架構。 

 

二、技術得分評估法 

 
2.1 Gerrity Skill Score 

Gerrity skill score（簡稱 GSS）計算公式為： 

∑∑
= =

=
k

i

k

j
ijij SPGSS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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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j為預測之命中機率，Sij為得分矩陣，對於資料的事件分類，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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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三分法，由氣候資料排序決定偏高、正常、偏低的界線，得分矩陣的用意是，

對於命中或未命中的情況，依據模式預報與實際結果誤差給予加分或減分，例如

實際情況是偏低，對於正確的預測偏低當然給予較大的獎勵，但對於預測偏高則

給予減分，而對於預測正常則給予較小的減分。 

    決定該年資料是否命中的方法為：1980-2001共22年資料剔除欲判斷年份

後，將其餘21年觀測及模式預測資料分別重新編排（由大至小），取排序第7之數

值做為偏高的門檻，排序第16的數值做為偏低的門檻。依據此高低門檻，判斷該

年為偏高、正常、偏低的類別。則模式預測在1980至2001年這22年之命中率，觀

測及模式預測在同一類別中定義為命中，命中率＝（命中）÷（未命中＋命中）。

因此，最完美的預報得分GSS=1，即完全命中，而GSS=0則表示無預報技術，GSS 值

若小於0，則表示其預報技術低於隨機預報。 

2.2  Ranked probability skill score 

Ranked probability score（簡稱 RPS）計算公式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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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i 為趨勢預報結果，Oi 為實際觀測（計算過程中當事件發生

時定義得分為 1，事件未發生則得分為 0），K 為觀測之分類組數（在

本文中，對於資料的事件分類，採取三等分法，偏高、正常與偏少，

則 K=3）RPS 最佳得分為 0，RPSS 最佳得分為 1。 

Ranked probability skill score（簡稱 RPSS）計算公式為： 

ClimClim

Clim

RPS
-1

RPS-0
RPS- RPSRPS

RP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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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結果 

下列將以預報季節降雨三分類距平(偏多、正常、偏少)為例，比較

DEMETER計畫個別模式系集預報系統在不同起始月份（含 2, 5, 8, 11月）

的各項技術得分。整體而言，所有模式在冬季與春季的技術得分均比夏季、

秋季來得好；模式MPI的結果略差於其他六個模式。以GSS技術得分而言，

冬季與春季在西太平洋熱帶地區與台灣東北部結果較好；夏季僅剩西太平

洋熱帶地區、秋季在菲律賓海一帶有技術得分。以RPSS而言，除了夏季JJA

無特殊可預報度較高的區域外，其他三季都呈現中南半島、南海、菲律賓

海一帶的雨量有較高的可預報度。各模式於各季節，GSS與RPSS技術得分

圖陳列於以下各小節。由於GSS與RPSS技術得分都是針對季節降雨三分類

距平預報為評估目標，只是其中GSS是針對決定性預報，RPSS則是針對機

率預報，兩者有一定的相似度，RPSS的負得分區一般較為明顯。 

3.1 GSS 技術得分 

以二月份起始預報春季(MAM)降雨，Demeter 計畫七個別模式三分類結果比

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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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月份起始預報夏季(JJA)降雨，Demeter 計畫七個別模式三分類結果比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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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月份起始預報秋季(SON)降雨，Demeter 計畫七個別模式三分類結果比

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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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一月份起始預報冬季(DJF)降雨，Demeter 計畫七個別模式三分類結果比

較圖： 



 36 

 
 
 

3.2 RPSS 技術得分 

以二月份起始預報春季(MAM)降雨，Demeter 計畫七個別模式三分類結果比

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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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月份起始預報夏季(JJA)降雨，Demeter 計畫七個別模式三分類結果比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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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月份起始預報秋季(SON)降雨，Demeter 計畫七個別模式三分類結果比

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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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一月份起始預報冬季(DJF)降雨，Demeter 計畫七個別模式三分類結果比

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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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耦合模式海溫預報與可預報度問題 

水氣凝結釋放出的潛熱是驅動熱帶大氣運動重要的能量來源。吾人進行季

節氣候預報時，海溫的預報技術得分因此顯得格外重要。前人的研究指出，異常

海溫對於季節平均環流與降水異常有顯著的影響(Shukla and Wallace 1983; 

Livezey et al. 1996; Barnett et al. 1997; Kumar and Hoerling 1998)。因此，模式具備

較佳的海溫預報理應有較佳的大氣環流與降水預報。由於模式的缺陷以及氣海耦

合過程的複雜性，當今的耦合模式產出的季節預報海溫其預報技術得分，總體而

言，尚略遜於所謂的二步法預報模式。在二步法系統中，作為邊界條件的海溫預

報乃經由特定的耦合模式或經由統計模式或兩者整合而取得，再用來驅動大氣一

般環流模式(在以下描述中，將以 T2-SST 稱之)。在一步法系統中，海溫本身就

是預報產品(以下描述中，將以 T1-SST 稱之)。前人的研究中發現，除了 ENSO

區域之外，T2-SST 似乎比 T1-SST 有較佳的季節預報技術得分。此結果在西北太

平洋及東印度洋等熱帶暖池區域更是明顯(圖 1)。照理說，季節平均環流與降水

異常也應該是 T2 系統有較佳的結果。然而，實驗事實卻是相反。T1 系統在上述

季風海洋與暖池區域較諸 T2 系統反而有較佳的大氣環流與降水的季節預報技術

(圖 2)。此結論對亞洲夏季季風環流變異更是如此。由於 T2 系統的可預報度基本

上源自於事先給定的海溫初始條件，系統的改進因此決定於海溫預報。而現階段

T2-SST 的技術得分已達相當水平，餘下不算太大的改進空間，更何況 T2-SST

的改進並不就是大氣環流與降水的預報技術改進。因此，縱使 T1-SST 預報技術

得分在季風海洋仍偏低，就長遠的目標而言，作業中心是應把資源放在 T1 系統

的持續發展。 

改進 T1 系統在季風洋區的海溫預報，理論上等同於改進環流、降水的預報

問題。Wang et al.(2005)指出，T2 系統之所以無法模擬觀測的海溫-降水之間的負

相關關係，其因乃源自缺乏大氣的回饋機制。並且，觀測的海溫異常落後於降水

異常的現象，彰顯了氣海耦合過程對於季風氣候區之季節預報佔據有關鍵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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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上述觀測事實也建議季風洋區的降水異常並非單純的只決定於區域海溫邊界

條件，而是氣海耦合過程欲達平衡下的產物。另一方面，此不平衡的肇因也非只

侷限於季風區本身，尚可能與遙地驅動力，例如 ENSO，透過東西沃克環流而與

區域哈德雷環流產生交互作用。由於大氣的負回饋機制，即使預報不佳的 T1-SST

也可能產生較佳的降水預報(相對於 T2 系統而言; 參見圖 2a vs. 2b)。耦合系統架

構下，假設區域海溫有了偏差，氣海耦合過程扮演了降低此初始偏差的角色。例

如，正海溫偏差(圖 3a)有機會促使正降水偏差(圖 3b)，而後者透過雲量的增加降

低入射的太陽短波導致淨地表通量的負偏差(圖 3d)可以修正初始海溫的正偏

差，甚或導致額外的冷卻海溫，在某些區域形成負偏差(圖 3a)。此一大氣的負回

饋機制(介於海溫-熱通量-降水之回饋圈)，在海溫是預設的 T2 系統中是不存在

的。因此，雖然海溫存在系統偏差，T1 系統模擬的淨地表通量系統偏差却較 T2

系統小的多(圖 3d vs. 圖 3c)。此一機制也解釋了 T2 系統內，海溫-降水之間與觀

測不符的正相關關係。過去的研究指出此一大氣負回饋機制對於夏季季風預報相

當關鍵。最近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大氣內部之正回饋機制對冬季西北太平洋海溫異

常的維持也可能扮演某種角色(Chikamoto et al. 2009)。圖 4 顯示年底發生聖嬰事

件之前(即聖嬰發展之初)，區域哈德雷環流在西北太平洋的下沉區，向下運動增

溫可以導致相對濕度的降低；垂直相對濕度梯度的加大可以誘發向上潛熱，透過

蒸發導致海溫的進一步冷卻。而下沉運動伴隨的北風分量(根據 Sverdrup relation)

在熱帶輻合，因此而強化的季節平均哈德雷環流在北方進一步的下沉運動，構築

了大氣的正回饋機制維持其下表的月至季節尺度冷海溫異常(圖 5)。因此，不單

只在夏季，針對冬季的海溫預報也必須考慮使用有大氣回饋機制的 T1 系統。這

正是當下各個重要的作業中心正逐步將其預報主力從 T2 系統移往 T1 系統的原

因之一。 

然而，可能由於初始化的不完善，耦合模式對海温的季節預報能力仍有相

當大的改進空間，現階段可說是還處在萌芽階段。甚或其模擬季節平均場，特別

是夏季的西太平洋-東印度洋，都還有困難(圖 6;參見圖 1)。透過移除模式的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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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場，此一系統偏差可以被訂正回來，但是，異常場的系統偏差則必須透過統

計後處理(postprocessing)加以移除。這些統計訂正方法包括類比法、回歸法、型

態預測以及類神經網路(Graham et al. 1994; von Storch et al. 1993; Zorita et al. 

1995; Zorita and von Storch 1999; Ward and Novarra 1997; Feddersen et al. 1999; 

Kang et al. 2004; Kug et al. 2007)。前人的研究指出，動力耦合模式的系統偏差可

以藉由所謂的耦合型態技術(CPT; coupled pattern technique)，建立觀測異常與預

報異常之間的多維統計關係來加以部份濾除。欲確立此統計關係時最常用的方法

乃植基於奇異值分解分析法(SVDA;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Analysis)以及

典範相關分析法(CCA;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實務上，Feddersen et 

al.(1999)指出這些訂正方法的效率其實都差不多，沒有太大的區別。假如系統偏

差是來自於局地因素(例如西北太平洋)，通常是沒有辦法應用上述方法來加以訂

正。 

前人的研究也引入另一類利用型態映射(PPM; Pattern Projection Method)的

點對點回歸方法來訂正動力季節預報的系統偏差(Lee 2003; Kang and Shukla 

2006; Kug et al. 2007)。有別於上述統計方法通常使用的區域平均預報子(predictor)

的時間序列來建立回歸模型(Lee et al. 1999; Blender et al. 2003)，PPM 方法乃建立

於確認大尺度型態的預報子，而此預報子的時間演化是跟區域性的被預報子

(predictand)，即海溫有關。跟 SVD 或 CCA 比較，PPM 在改進動力季節預報的

技術得分上有較佳的結果(Kug et al. 2007)。最近，PPM 方法被改良為逐次的 PPM

方法(SPPM; Stepwise Pattern Projection Method)企圖進一步增加海溫季節預報的

技術得分(Kug et al. 2008)。 

SPPM 方法的原理如下。特定的耦合模式輸出的海溫被當做是預報子，而觀

測的單點海溫異常被視為是被預報子。SPPM 試圖建立大尺度預報子與小尺度被

預報子之間的共變異型態。利用此共變異型態(與時間無關)，預報子經投射後獲

得的時間序列再與被預報子在訓練期的時間序列作權重組合，得到被預報子在驗

證期的回歸係數。在 SPPM 方法內，預報子的選取相當重要。客觀標準可以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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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不同網格點處的預報子時間序列與固定點的被預報子時間序列之間的相關

係數大小決定。因此，預報子的空間分布不一定侷促於某一特定海域，可能零散

分布於各地。可預見的是，此法相當費時。但是，其預報技術比多維的 SVD 或

CCA 來得較有成效。另一個面相是此法也可納入遙地驅動力對區域海溫異常的

影響，同時排除掉相關係數較低的區域。因此 SPPM 兼具 SVD(或 CCA)以及點

回歸方法的優勢，而能獲得較佳的訂正結果(圖 7)。應用 SPPM 作海溫訂正時，

可能發生找不到相關係數高的預報子網格。此情況下，此特定的被預報子(即某

特定的海溫觀測網格)可以氣候平均場填塞之(即異常被設定為零值)。 

不同耦合模式彼此之間的特性也不同。可能發生的情況是，某一特定模式

對特定區域有較佳的訂正結果，但在其他區域則不然。因此，為獲得最佳的訂正

結果，也可以結合不同模式，經訂正過後的海溫預報進行多重模式平均(或權重

平均)，得到一組最終的產品。 

 

References 

Barnett, T. P., K. Arpe, L. Bengtsson, M. Ji, A. Kumar, 1997: Potential predictability 

and AMIP implications of midlatitude climate variability in two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J. Clim., 10, 2321–2329. 

Blender, R., U. Luksch, K. Franedrich, and C. C. Raible, 2003: Predictability study of 

the observed and simulated European climate using linear regression. Quart. J. 

Roy. Meteor. Soc., 129, 2299–2313. 

Chikamoto, Y., Y. Tanimoto, H. Mukougawa, and M. Kimito, 2009: Subtropical 

Pacific SST variability related to the local Hadley circulation during the 

premature stage of ENSO. J. Meteorol. Soc. Japan (submitted). 

Feddersen, H., A. Navarra, and M. N. Ward, 1999: Reduction of model systematic 

error by statistical correction for dynamical seasonal prediction. J. Climate, 12, 

1974–1989. 



 45 

Graham, N. E., P. Barnett, R. Wilde, M. Ponater, and S. Schubert, 1994: On the roles 

of tropical and midlatitude SSTs in forcing interannual to interdecadal variability 

in the winter Northern Hemisphere circulation. J. Climate, 7, 1416–1441. 

Kang, I.-S., J.-Y. Lee, and C.-K. Park, 2004: Potential predictability of summer mean 

precipitation in a dynamical seasonal prediction system with systematic error 

correction. J. Climate, 17, 834–844. 

Kang, I.-S., and J. Shukla, 2006: Dynamical seasonal prediction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monsoon. The Asian Monsoon, B. Wang, Ed., 585–612. 

Kug, J.-S., J.-Y. Lee, and I.-S. Kang, 2007: Global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prediction 

using a multi-model ensemble. Mon. Wea. Rev., 135, 3239–3247. 

Kug, J.-S., I.-S. Kang, and D.-H. Choi, 2008: Seasonal climate predictability with 

tier-one and tier-two prediction systems. Clim. Dyn., 31, 403-416. 

Kug, J.-S., J.-Y. Lee, and I.-S. Kang, 2008: Systematic error correction of dynamical 

seasonal prediction of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using a stepwise pattern project 

method. Mon. Wea. Rev., 136, 3501-351. 

Kumar, A., and M. P. Hoerling, 1998: Annual cycle of Pacific-North American 

seasonal predictability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phases of ENSO. J. Clim., 11, 

3295–3308. 

Lee, J.-Y., 2003: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seasonal predictability with a multi-model 

dynamical-statistical ensemble system. Ph.D. thesi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Korea, 164pp. 

——, I.-S. Kang, and C.-H. Ho, 1999: A statistical model for the long-range forecast 

of spring temperature in Korea. J. Kor. Meteor. Soc., 35, 372–383. 

Livezey, R.-E., M. Masutani, M. Ji, 1996: SST-forced seasonal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skill for versions of the NCEP/MRF model. Bull Am Meteorol Soc, 77, 

507–517. 



 46 

Shukla, J., J. M. Wallace, 1983: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atmospheric response to 

equatorial Pacific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ies. J. Atmos. Sci., 40, 

1613–1630.  

von Storch, H., E. Zorita, and U. Cubasch, 1993: Downscaling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estimates to regional scales: An application to Iberian rainfall in 

wintertime. J. Climate, 6, 1161–1171. 

Wang, B., Q.-H. Ding, X.-H. Fu, I.-S. Kang, K. Jin, J. Shukla, and F. Doblas-Reyes, 

2005: Fundamental challenge in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of summer monsoon 

rainfall. Geophys Res Lett, 32, L15711. 

Ward, M. N., and A. Navarra, 1997: Pattern analysis of SST forced variability in 

ensemble GCM simulations: Examples over Europe and the tropical Pacific. J. 

Climate, 10, 2210–2220. 

Zorita, E., and H. von Storch, 1999: The analog method as a simple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technique: Comparison with more complicated methods. J. Climate, 

12, 2474–2489. 

——, J. Hughes, D. Lettenmaier, and H. von Storch, 1995: Stochastic downscaling of 

regional circulation patterns for climate model diagnosis and estimation of local 

precipitation. J. Climate, 8, 1023–1043. 



 47 

 
 
 
 
 
 
 
 
 
 
 
 
 
 
 
 
 
 
 
 
 
 
 
 
 
 
 
 
 
 
圖 1 T2 (OPGSST，左側)和 T1(NCEP/CFS，右側)系統預報領先 6 個月的 SSTA
的 APC (Anomalous Pattern Correlations)，在冬(DJF)、春(MAM)、夏(JJA)、秋(SON)
季節(1981-2003)的空間分佈。[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95 年度委託研究計劃(編
號:MOTC-CWB-95-2M-08)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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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T2[SNUAGCM，(a)-(c)]和 T1[SNUCGCM，(b)-(d)]系統模擬的降雨[PRCP，
(a)-(b)]和 850mb 緯向風[U850，(c)-(d)]偏差於 1982, 1987, 1991, 1997 聖嬰年夏季

(JJA)，相對於觀測場(CMAP、NCEP/NCAR Reanalysis)的組合差異(difference 
composites)在亞澳季風區的分佈圖。(來源: Kug et al. 2008, Climat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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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T1 系統模擬之夏季(JJA)氣候平均海温 (SST; 單位:0C)系統偏差;(b)T1 與 T2 系統模擬之夏季(JJA)氣候平均降雨(PRCP; 單
位:mm/day)差異;(c) T2 系統模擬之夏季(JJA)氣候平均淨表面熱通量系統偏差(向下為正;單位:W/m2);(d) T1 系統模擬之夏季(JJA)氣候平

均淨表面熱通量系統偏差(向下為正;單位:W/m2)。(來源: Kug et al. 2008, Climat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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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平均(160E-170W)經向輻散風(m/sec)-垂直速度(x10-2Pa/sec;向上為正)與比溼

(g/kg;等值線)在年底發生 ENSO 事件之前的 Jan.(a), Feb.(b),Mar.(c), Apr.(d)的組合

差異圖(composite difference; warm minus cold)。7 個 warm events: 1957, 1965, 1972, 
1982, 1987, 1991, 1994, 1997; 7 個 cold events: 1955, 1967, 1970, 1973, 1975, 1984, 
1988, 1999。(來源: Chikamoto et al., 2009, JM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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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年底發生 ENSO 事件之前的 Jan.(a), Feb.(b),Mar.(c), Apr.(d)的 SSTA 組合差異

圖(composite difference; warm minus cold)。7 個 warm events: 1957, 1965, 1972, 
1982, 1987, 1991, 1994, 1997; 7 個 cold events: 1955, 1967, 1970, 1973, 1975, 1984, 
1988, 1999。 (來源: Chikamoto et al., 2009, JM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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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SNUCGCM 模擬海温與觀測海温(ERSST Version 2)在 22 個夏季(1979-2001)的相關係數。(來源: Kug et al. 2008, Climat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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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SNUCGCM 動力耦合模式 5 月輸出的未來 6 個月的海溫預報(虛線)在利用

SPPM 方法進行統計訂正之前(虛線)後(實線)分別與觀測海溫在 42 年(1960-2001)
期間的相關係數隨著領先月份(1:Jun.; 2: Jul.; 3: Aug.; 4: Sep.; 5: Oct.; 6: Nov.)的變

化。(a)Nino3.4(5S-5N，170W-120W);(b)西太平洋(5N-15N，120E-150E);(c)印度

洋(6S-6N，40E-110E)區域。(來源: Kug et al. 2008, Mon. Wea.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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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計海溫預報策略提議 ─ 利用變異量保守的統計預報方法發

展新一代的 OPGSST海溫預報系統 

[前言 ] 假設我們有一預報問題如下。存在一先驗的、良好的預報子

(predictor)ξ，被利用來進行統計海溫預報，被預報子(predictand)η為區域或

全球未來之季節海溫分佈。ξ和η以矩陣形式分別存放預報子和被預報子的時間

延滯(time-lagged)空間資訊，並且假設已經去除氣候年循環。此預報問題可被

化約成如下之迴歸方程: 

 
εξη += )(f  (1) 

 

預報之目標即在尋找某一定之轉換函數 f，使得誤差ε 達極小化。假若待預測之

系統其時間演化趨近於線性(或透過統計分佈已被轉換成準線性系統)，則轉換函

數 f可被轉換矩陣 F 所取代。F 作用在預報子ξ後，使得誤差變異量 2ε 最小： 

 

( ) 22 minimizing)( εξηξηεεε →−−==
TTTT FF  

FFFF TTTTTT ηξξηξξηη −−+=  (2) 

上式中的 ( )T 代表矩陣轉置。經過操作系列之矩陣微分式: 0
2

=
∂
∂

F
ε

，可以得到

下面的轉換矩陣 F 之經典迴歸展式： 

 

11)( −− == ξξηξξξξη CCF TT  (3) 

上式之矩陣 C 代表共變異矩陣，(A)-1則代表矩陣 A 之反矩陣。(3)式提供了氣象

局現行 OPGSST 海溫預報系統的統計基礎: 利用奇異值分解法(SVD;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得到不同預報子對應之轉換矩陣 F。方法雖然簡單，但已

獲得一定的預報技術。 

 

現行預報系統的最大問題，乃是當用轉換矩陣 F 近似轉換函數 f(即假設線



 55 

性系統)後，被預報子η的模擬變異量不足。解決此問題的現行方法乃利用變異

量擴張法(variance inflation)和隨機化(randomization)技術，基本上都是後

處理過程(postprocessing)，嘗試去人為地彌補損失的變異量(在模式訓練期

間)。原則上是沒有實質的基礎，反而在較驗期模式呈現了 overfitting的問題。

此一問題乃源於最初的誤差極小化需求，使得透過 Galerkin 法求得的轉換矩陣

F 失去彈性空間。容許有限度的誤差，却能保守被預報子的變異量，從決定性的

定量預報角度審視，可能更有價值。把上面的敍述換成迴歸方程式來說，統計預

報除了要求轉換矩陣 F滿足: 

 

( )[ ]2min ξη TF−  (4) 

也要同時滿足下面之變異量保守關係: 

 

ηηξξ CFFC T =  (5) 

但是，數學推導(如下述)可以證明沒有轉換矩陣 F 可以同時滿足(4)和(5)兩式。

以下的方法論雖然犧牲了部份(4)式的滿足性(結果只是近似)，卻能達到(5)式的

變異保守要求。(4)和(5)兩式構成了所謂的正交規準(orthogonal procrustes)

問題，乃是統計學內的形狀分析(shape analysis)的領域之ㄧ。以下詳述得到變

異保守之轉換矩陣 F 的數學推導過程。 

 
[數學推導轉換矩陣 F之展式] 
 

上面之(5)式可以進一步改寫成 

 

TTT
ξξ GGFGFG ηη=  (6) 

其中之矩陣 ξG 和 ηG 分別是共變異矩陣 TC
ξξ

和 TC
ηη

的 Cholesky 因子。對於半正

定矩陣(positive semi-definite matrix)的 TC
ξξ

(和 TC
ηη

)，矩陣 ξG (和 ηG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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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被唯一決定，並且其反矩陣也唯一存在。因此(6)式若左乘以共同的 1−
ηG 矩

陣，則變成 

 

TTT GFGFGG ηξξη =−1 ， 

再右乘以共同的
1−TGη ，則得到 

IGFGFGG TTT =
−− 11

ηξξη  (7) 

(7)式的結果，利用了 I1 =−
ηηGG 的性質。I為單位矩陣。 

若令矩陣 ξη FGG 1P −= ，則(7)式變成 

 

IPPT =  (8) 
注意，上述(8)式也隱含了欲求解的矩陣 F 和矩陣 P 的關係式為: 

 

1−= ξηPGGF  (9) 

矩陣 ξG 和 ηG 作為 Cholesky因子的正交性， IGGGG == −− 11
ηηξξ ，已被用來獲取(9)

式。 
 

如何決定矩陣 P ? 則要利用(4)式以求儘量滿足預報誤差達最小化的要求。

(4)式可以被展開如下: 

 

(d)(c)(b)(a)

TTTTTT FFFF ηηξηηξξξ +−−
  

 
要求其和必須盡量地小。注意項次(d)和矩陣 F 無關。因此問題變成最小化

(a)+(b)+(c) 。此意味著要最小化 )( cbatr ++ : 
 

( ) ( ) ( )TTTTTTTTT PGGtrGPGtrGPGGGPGGtr ξηηξ ξηηξηξξξξη
1111 −−−− −−  

 
tr(A)代表矩陣 A 的 trace，即其對角線上元素的總和。上述展式只是把(9)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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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T GGGG ηηξξ ηηξξ == , 的展式置入。 

利用(8)式和 Cholesky因子的正交性 ( )IGG =−
ξξ

1 ，可以化約上式變成 

( ) ( ) ( )TTTT PGGtrPGGtrGGtr ξηξη ξηξηηη
11 −− −−  

 
由於 ( ) ( )TAtrAtr = ，所以上式可以進一步合併成 

 

( ) ( )
(f)(e)

12 TT PGGtrGGtr ξηξηηη
−−

 

(e)項又與矩陣 F 無關，可以被忽略。因此問題總結成(f)項必須被極大化(注意

負號的存在)。 

 
又矩陣乘積的 trace和矩陣彼此的前後位置無關。因而(f)項的極大化可以被改

寫成 

 

( )PGG T 1max −
ξηξη  

注意， 1−
ξηξη GG T 可以利用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SVD)加以主軸化，

TT VUGG ∑=−1
ξηξη (比較其與(3)式的類似性) (10) 

因此， ( ) ( )PVUPGG TT ∑=− maxmax 1
ξηξη  

要達到極大化，相當於要求 PVU T∑ 必須被對角化(diagnolized)： 

 

( ) ∑=∑ PVU Tmax  
 
利用矩陣 U 和 V 的正交性，因此矩陣 TVUP =  (11) 
 
把(11)式疊代入(9)式，可以得到欲求解的轉換矩陣 F 的重要展式: 

 

1−= ξη GVUGF T  (12) 

 

(10)和(12)式建構了一個保守被預報子(即海溫)變異量的統計模式。此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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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需要再後處理變異擴張。但是，從上述推導的過程中，可以得知矩陣 F

不處理 ( )TGGtr ηη2 ，因此誤差量並沒有被極小化。此ㄧ新的方法正被筆者用來進

行日降雨統計預報，初步的結果顯示可以獲得較傳統的方法[(3)式)]有較高的預

報技術得分。以下之附件具體提供了以 Fortran副程式 VPF得到矩陣 F[(12)式]

的程式碼(即 Matrix Q in this subroutine)。 

 

      SUBROUTINE VPF(X,Y,NX,NY,NT,CHK,CXX,EVX,HX,CYY,EVY,HY,U,V,CYX) 

c 

c calculate the transfer matrix Q such that Y = QX. Matrix Q 

c preserves the local variance QXX'Q' = YY' after transformation. 

c 

c input: 

c Matrix X stores the time series of predictors 

c Matrix Y stores the time series of predictends 

c It assumes that both seri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to N(0,1)-variates  

c with zero mean and unit variance. 

c 

c output: 

c Matrix CYX with dimensions (NY,NX) returns the variance preserved transfer function Q 

c 

c Author: Dr. Shu-Ping Weng at dept of Geography, NTNU 

c Created date: Aug. 26, 2009 

c *NOTE*: This is an experimental routine not comprehensively tested yet. Therefore use it at your 

c         own risk. 

c 

      PARAMETER (IMAX=500,JMAX=500) 

      DIMENSION X(NX,NT),Y(NY,NT) 

      DIMENSION CXX(NX,NX),EVX(NX),HX(NX,NX) 

      DIMENSION CYY(NY,NY),EVY(NY),HY(NY,NY) 

      DIMENSION U(NY,NY),V(NX,NX),CYX(NY,NX) 

      DIMENSION WKX(IMAX),WKY(JMAX) 

      LOGICAL   CHK 

c 

      IF(NX.GT.IMAX)THEN 

      WRITE(*,*)'IMAX is too small!' 



 59 

      STOP 

      ENDIF 

      IF(NY.GT.JMAX)THEN 

      WRITE(*,*)'JMAX is too small!' 

      STOP 

      ENDIF 

c 

      TVARX=0.0 

      DO 1 J=1,NX 

      DO 1 I=J,NX 

      SUM=0.0 

       DO K=1,NT 

       SUM=SUM+X(I,K)*X(J,K) 

       ENDDO 

      CXX(I,J)=SUM 

      CXX(J,I)=SUM 

      IF(I.EQ.J)TVARX=TVARX+CXX(I,J) 

1     CONTINUE 

 

      CALL SVDCMP(CXX,NX,NX,NX,NX,EVX,HX) 

      CALL EIGSRT(EVX,CXX,HX,NX,NX) 

      WRITE(*,*)'Cxx:' 

      WRITE(*,*)'Eigenvalues and percent of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N=0 

      DO 3 M=1,NX 

      WRITE(*,*) EVX(M), 100.0*EVX(M)/TVARX 

      IF(EVX(M).GE.0.0)N=N+1 

      DO 3 I=1,NX 

      IF(EVX(M).GE.0.0)HX(I,M)=HX(I,M)*SQRT(EVX(M))   !Cholesky factors for Cxx 

3     CONTINUE 

      IF(N.NE.NX)WRITE(*,*)NX-N,' negative eigenvalues occur in EVX!' 

      KAPAX=N 

 

      DO 5 I=1,NX 

      DO 5 M=1,KAPAX 

      CXX(M,I)=HX(I,M)/EVX(M)   !CXX now stores the inversed Cholesky factors 

5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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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ARY=0.0 

      DO 2 J=1,NY 

      DO 2 I=J,NY 

      SUM=0.0 

       DO K=1,NT 

       SUM=SUM+Y(I,K)*Y(J,K) 

       ENDDO 

      CYY(I,J)=SUM 

      CYY(J,I)=SUM 

      IF(I.EQ.J)TVARY=TVARY+CYY(I,J) 

2     CONTINUE 

 

      CALL SVDCMP(CYY,NY,NY,NY,NY,EVY,HY) 

      CALL EIGSRT(EVY,CYY,HY,NY,NY) 

      WRITE(*,*)'Cyy:' 

      WRITE(*,*)'Eigenvalues and percent of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N=0 

      DO 4 M=1,NY 

      WRITE(*,*) EVY(M), 100.0*EVY(M)/TVARY 

      IF(EVY(M).GE.0.0)N=N+1 

      DO 4 I=1,NY 

      IF(EVY(M).GE.0.0)HY(I,M)=HY(I,M)*SQRT(EVY(M))  !Cholesky factors for Cyy 

4     CONTINUE 

      IF(N.NE.NY)WRITE(*,*)NY-N,' negative eigenvalues occur in EVY!' 

      KAPAY=N 

 

      DO 9 I=1,NX 

      DO J=1,NY 

      WKY(J)=0.0 

       DO K=1,NT 

       WKY(J)=WKY(J)+Y(J,K)*X(I,K) 

       ENDDO 

      ENDDO 

      DO J=1,NY 

      CYX(J,I)=0.0 

       DO K=1,KAPAY 

       CYX(J,I)=CYX(J,I)+HY(J,K)*WKY(K) 

       END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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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DO 

9     CONTINUE 

 

      DO 11 J=1,NY 

       DO I=1,NX 

       WKX(I)=0.0 

        DO K=1,KAPAX 

        WKX(I)=WKX(I)+CYX(J,K)*CXX(K,I) 

        ENDDO 

       ENDDO 

       DO I=1,NX 

       CYX(J,I)=WKX(I) 

       ENDDO 

11    CONTINUE 

 

      DO 12 J=1,NY 

      DO 12 I=J,NY 

      SUM=0.0 

       DO K=1,NX 

       SUM=SUM+CYX(J,K)*CYX(I,K) 

       ENDDO 

      CYY(I,J)=SUM 

      CYY(J,I)=SUM 

12    CONTINUE 

 

      CALL SVDCMP(CYY,NY,NY,NY,NY,EVY,U)   !U(ny,kapa): left singular vector 

      CALL EIGSRT(EVY,CYY,U,NY,NY) 

      SUM=0.0 

      N=0 

      DO K=1,NY 

       IF(EVY(K).GT.0.0)THEN 

        N=N+1 

        SUM=SUM+SQRT(EVY(K)) 

       ENDIF 

      ENDDO 

      KAPAXY=N 

 

      WRITE(*,*)'C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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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Eigenvalues and percent of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DO K=1,KAPAXY 

      WRITE(*,*)SQRT(EVY(K)),100.0*SQRT(EVY(K))/SUM 

      ENDDO 

 

      DO 15 J=1,KAPAXY 

      DO 15 I=1,NX 

      SUM=0.0 

       DO K=1,NY 

       SUM=SUM+CYX(K,I)*U(K,J)/SQRT(EVY(J)) 

       ENDDO 

      V(I,J)=SUM                 !V(nx,kapa): right singular vector 

15    CONTINUE 

 

      DO 20 J=1,NY 

       DO I=1,NX 

       WKX(I)=0.0 

        DO K=1,KAPAXY 

        WKX(I)=WKX(I)+V(I,K)*U(J,K) 

        ENDDO 

       ENDDO 

       DO I=1,NX 

       CYX(J,I)=0.0 

        DO K=1,NX 

        CYX(J,I)=CYX(J,I)+CXX(I,K)*WKX(K) 

        ENDDO 

       ENDDO 

20    CONTINUE 

 

      DO 21 I=1,NX 

       DO J=1,NY 

       WKY(J)=0.0 

        DO K=1,NY 

        WKY(J)=WKY(J)+CYX(K,I)*HY(K,J) 

        ENDDO 

       ENDDO 

       DO J=1,NY 

       CYX(J,I)=WK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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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DO 

21    CONTINUE 

 

      IF(CHK)THEN 

      WRITE(*,*)'Time, Y(1), YHAT(1), Y(N), YHAT(N)' 

       DO 25 K=1,NT 

        DO J=1,NY,NY-1 

        WKY(J)=0.0 

         DO I=1,NX 

         WKY(J)=WKY(J)+CYX(J,I)*X(I,K) 

         ENDDO 

        ENDDO 

       WRITE(*,*)K,Y(1,K),WKY(1),Y(NY,K),WKY(NY) 

25     CONTINUE 

      ENDIF 

 

      RETURN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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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氣象局氣候模式發展策略建議 

DEMETRER 模擬結果的分析，顯示目前的海氣耦合模式有以下幾個特點： 

甲、 若給予適當的初始條件，目前的海氣耦合模式可以模擬出合理的二

米氣溫（可等同於海溫）的長期平均與變異量分佈、主結構（如聖嬰現

象、印度洋 basin mode 與 IOD 等）的空間特徵與逐年變化，雖然在細

節上仍有差距。 

乙、 在大氣環流、溫度與雨量方面：在熱帶海洋上，結構比較實際，振

幅也比較大，陸地上或附近則有較不實際與明顯低估的現象。由於低緯

度受熱帶海洋影響較明顯，而且中高緯度瞬變渦流隨機性強，若無強而

有力的外部作用力，不亦模擬其低頻變化，因此低緯度的模擬能力高於

中高緯度。低對流層的模擬優於高對流層，也是類似的原因，因為低對

流層受下墊面的影響較直接，影響高對流層的因素較為複雜。 

丙、 模式有過度模擬第一主結構的傾向，可能造成變化過於單一化的情

況，例如聖嬰現象的影響在模式中有被過度強化的情形。  

丁、 空間解析度較高的模式的模擬表現不見得比較好。 

 

模式發展策略： 

1.   本研究結果顯示目前海氣耦合模式對熱帶海洋的反應過大，對來自中

高緯度與陸地的影響機制模擬能力較弱，導致夏季模擬優於冬季模

擬，低緯度模擬優於高緯度模擬，海上模擬優於陸上模擬。為了改善

這些缺點，未來的氣候模式發展可以加強地表過程、邊界層模組的發

展、高聳地形的處理等，以強化氣陸交互作用的影響。 

2.   中高緯度瞬變渦流的交互作用，以及渦流-平均場交互作用對低頻擾

動十分重要，如果解析度不夠高，無法掌握這些過程，氣候模擬勢必

不佳。雖然，DEMETER 結果顯示，較高解析度模式的表現不一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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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較高解析度（DEMETER 的 T95 解析度恐怕仍不足）仍可能是好

的氣候模式的必要條件。 

3.   對台灣而言，更重要的問題是西北太平洋從對流、颱風到大尺度環流

之間的多重尺度交互作用，高解析度不足將嚴重影響模式模擬夏季季

風的能力。 

4.   最近的研究發現中高緯度海洋也可能影響鄰近地區的大氣環流，並間

接透過存在欲大氣中的波導（如噴流）影響下游地區的天氣與氣候。

有研究已顯示台灣冬季寒潮的爆發與 NAO 或 AO 有關。因此中高緯

度大氣擾動的模擬能力的加強，不可或缺。 

5.   氣候模式發展需要相當的人力與長期的投入，國內發展氣候模式可先

選擇一個中上等級的氣候模式，投入人力專注於物理參數化的改進。 

6.   建議邀集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與國內學術界，組成氣候模式

發展聯盟，網羅國內外人才，共同發展 community climat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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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氣象局訓練課程 

計畫主持人許晃雄分別於 4 月 13 日、5 月 27 日、6 月 19 日、8 月 27 日、9

月 24 日、10 月 29 日與 11月 26日，在氣象局 408 室講授 Rossby Wave、Equatorial 

Wave、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Part I)、Typhoon Morakot、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Part II)、Circulation Diagnostics of 2009 WNP Typhoon Season、Teleconnection: 

interannual to interdecadal，每次各約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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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發展西北太平洋年颱風頻率機率預報方法 

 

 

 

計畫類別：□國內    ■國外 

計畫編號：MOTC-CWB-98-3M-01 

執行期間：98 年 2 月 23 日至 98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朱寶信 

執行單位：Climate Systems Enterprise 

 

 

 

 

 

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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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政府部門科技計畫期末摘要報告 
計畫名稱： 發展西北太平洋年颱風頻率機率預報方法 
 
審議編號： x 部會署原計畫編號： MOTC-CWB-98-3M-01 
主管機關：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執行單位： Climate Systems 

Enterprise 
計畫主持人： 朱寶信 聯絡人： 朱寶信 
電話號碼： 808-956-2567 傳真號碼： 808-956-2877 
期程： 98 年 2 月 23 日至 98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全程） 73 萬 5 仟元 經費(年度) 73 萬 5 仟元 
 
執行情形： 
1.執行進度： 

 預定（％） 實際（％） 比較（％） 
當年 100 100 0 
全程 100 100 0 

 
2.經費支用： 

 預定 實際 支用率（％） 
當年 735,000 735,000 100 
全程 735,000 735,000 100 

 
3.主要執行成果： 
(1) 以貝式方法應用在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上成功的發展出預報西北太平洋

颱風頻率的機率預報。 
(2) 完成 2009 年西北太平洋颱風個數機率預測及校驗。 
(3) 完成以西北太平洋主要颱風路徑類型發展具有區域特性的颱風個數機率預

測方法。 
 

4.計畫變更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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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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robabilistic Forecast Models for Seasonal Typh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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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C-CWB-98-3M-01) 

 

Pao-Shin Chu 

Climate Systems Enterprise 

Honolulu, Hawaii, U. S. A. 

November 27, 2009 

 

1.  Introduction 

  

Our current effort is to develop a Poisson or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to 

forecast seasonal typhoon frequency at every 5° latitude-longitude resolution over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WNP)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r. Johnny Chan of Hong 

Kong and others (e.g., U.K.) hav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seasonal forecasts of 

tropical cyclone (TC) activity over the WNP and posted their forecasts in an 

operational setting.  However, their forecasts are based on a set of single numbers 

representing the entire WNP.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WNP is a huge basin and 

typhoons tend to have different tracks, it is desirable to have more detailed knowledge 

so that one can determine which region within the WNP has higher or lower TC 

predictability.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systematically forecast seasonal typhoon frequency at every grid 

points over the WNP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this study, the peak typhoon season (July to October) is used and the 

preseason (May and June) predictors encompass large-scal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The typhoon frequency (counts) is expressed by a Poisson distribution w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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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is governed by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over the ocean basin including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precipitable water, low-level relative vorticity, sea-level 

pressure, and vertical wind shear.  Critical regions ar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lagged correlations between each of these parameters and tropical cyclone counts at 

every 5° grid at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Two different experimental forecasts are conducted here.  The first one uses 

the observed TC counts at every grid as the predictand.  The second approach is 

more complicated.  We begin by categorizing historical TC tracks by an objective 

clustering method; in our case eight different track types are identified.  For each 5° 

grid, we count how many track types have passed through every year.  For some 

types, the number of passages is relatively high but for other types, there is no or at 

most one passage each year.  For the former, a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while for the latter a probit regression is employed.  For a fixed grid, forecasts are 

made first to each type using a Poisson regression or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summation of each individual forecasts is the overall forecasts.  A comparison is 

made to show which experimental forecasting methods produce better results.   In 

testing prediction skill, a leave-one-out cross-validation method is employed.  

Cross-validation is a technique of repeatedly omitting one or more observations from 

the data, reconstructing the model, and then making estimates for the omitted cases.  

We us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observations and hindcasts as a measure of 

forecast skills (Chu et al., 2007).  Because probabilistic forecasts are applied, the 

Brier skill score is also used.    

 

 

2.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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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Clustering method for TC tracks 

 

Our TC track clustering method is based on the mixture Gaussian model. A 

key feature of the mixture Gaussian model is its ability to model multimodal densities 

while adopting a small set of basic component densities. Finite mixture models have 

been widely used for clustering data in a variety of areas such as the large-scal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Camargo et al., 2007).  In this study, we assume that there 

are a few distinct path track types characterizing TC tracks in the WNP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each TC track path, we model it as a second order polynomial 

function of the existing time of this TC. The basic assumption we impose here is that, 

for each specific track type, the set of coefficient of this polynomial function is jointly 

Gaussian distributed. Each TC track type has its unique distribution parameter. 

Therefore, the space spanned by the parameters of this track type model is a convex 

linear combination of a set of Gaussian distribution, or a mixture Gaussian 

distribution model. 

 In mathematical notations, let’s assume there are n  observed track records at 

6-h intervals for a given TC. For each record, there will be three features reported, the 

latitude, the longitude and the time. Let’s denote the path record of a TC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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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latiz ,  and longiz ,  for ni ,..,1=  represent the i -th latitude and longitude 

record, respectively. And then we denote the relative observed time vector for the 

second order polynomial functio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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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t  for ni ,..,1=  represents the time for the i -th records of this TC relative to 

the first record. We further assume that there are K  distinct TC track types in the 

WNP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K  is assumed to be a constant throughout this 

study. With the definition (1a) and (1b), provided that this TC is categorized as Type 

k , Kk ≤≤1 ,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passage and the relative time is governed by 

the following formula: 

 εTβz k += ,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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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c), the parameter set kβ  is distinct from other TC types. With model given in 

(1), for type k , intuitively we can see that, the zero-order coefficient dual provides 

the mean genesis location of this type; the first-order term features the characteristic 

direction of this path type; and the second-order type will determine the recursive 

shape of the typical path of this type; the covariance matrix (Σ) in (1c) determines the 

spread of a particular type. 

 Given a set of a total N TC records, { }Niii ,...,1|, =Tz , to get th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all model parameters and class type, we resort to the 

Expectation-Maximization (EM) algorithm. In detail, in the E-step, we calculate the 

membership probability of each type for each TC. In formula,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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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αk = f(k) is the prior probability of type k.  Apparently, the membership 

probability of a TC in (2) is virtually the posterior probability of each track typ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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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model parameter sets. Let 
inkiki w 1w ,, = , where in  denote the record length of the 

i -th TC and 
in1  represents the in  vector of ones, we define a new diagonal matrix 

],...,,[ ,,2,1 kNkk www=kW  for each track type k . In the M-step, we then calculate the 

following estimation for the model parameter set of each type: 

 TZWTTWTβ kkk ')'(ˆ 1−=        (3a) 

 ∑
=

=
N

i
kik w

N 1
,

1α̂         (3b) 

 
kN α̂

)()'(1 kkk
k TβZWTβZΣ −−
=       (3c) 

In (3), ]',...,,[' 21 NzzzZ = , ]',...,,[' 21 NTTTT = , where z , T  are defined in (1) and 

the subscript represents the index of a TC. 

 Given an initial setting of the model parameters and with multiple iterations of  

(2) and (3), the proposed EM algorithm will converge to a fixed set of parameter 

estimation. These convergence values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global best estimation 

and are determined by the initial starting values. Therefore, we apply multiple 

different initial values and choose the set of estimation with the maximum likelihood. 

 

b.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The method of fitting a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is to use the Poisson formula 

to derive a maximum likelihood function.  For a given regression coefficient, 

Poisson intensity is calculated for each set of predictors, and the likelihood of the 

observed number of tropical cyclones is estimated using the Poisson distribution.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that maximize the product of probabilities over time are 

then used to forecast (or hindcast) typhoon counts. To solve the maximum likelihood 

equations, one resorts to an iterative procedure.   Here we use iteratively we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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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st squares.          

Poisson distribution is a proper probability model for describing independent 

(memory-less), rare event counts. Given the Poisson intensity parameter λ , the 

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PMF) of h  counts occurring in a unit of observation time, 

say one season, is  

!
)exp()|(

h
hP

hλλλ −= , where ,...2,1,0=h  and 0>λ          (4) 

The Poisson mean is simply λ , so is its variance. In many applications, 

Poisson rate λ , is usually treated as a random variable.   

Through a regression mod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get response 

variable, seasonal typhoon counts, and the selected predictors can be mathematically 

built. In this study, we adopt the Poisson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ssume there are 

N observations that are conditional on K  predictors. We define a latent random 

N-vector Z , such that for each observation ih , Ni ,...,2,1= , iiZ λlog= , where iλ  

is the Poisson rate for the i -th observation. The link function between the latent 

variable and its associated predictors is expressed as iiiZ ε+= βX , where 

]',...,,,[ 210 Kββββ=β  is a random vector; noise iε  is assumed to be identical and 

independent distributed (IID) and normally distributed with zero mean and 2σ  

variance; ],...,,,1[ 21 iKiii XXX=X  denotes the predictor vector. In vector form, the 

general Poisson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is formulated as below: 

∏
=

=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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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hPoissonZh  

),|(~,,| 22
NNormal IXβZXβZ σσ , where, specifically

 

],...,,[' ''
2

'
1 NXXXX = , NI  is the NN ×  identity matrix, and 

],...,,,1[ 21 iKiii XXX=X  is the predictor vector for ih , Ni ,...,2,1=  

]',...,,,[ 210 Kββββ=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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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Here, Normal  and Poisson  stand for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and the Poisson 

distribution, respectively.  In model (5), 0β  is referred to as intercep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Poisson rate λ  is a real value while the TC 

counts h  is only an integer. Accordingly, λ  contains more information relative to h.  

Furthermore, because h  is conditional on λ , λ  is subject to less variations than 

h  is. Taken together, λ  should be preferred as the forecast quantity of the TC 

activity than h for decision making. 

 

c.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for a Binary Classification Problem 

The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detailed in the previous subsection has been 

approved very effective for most rare event count series. However, if the underlying 

rate is significantly below 1, this model may introduce significant bias. In this study, 

for a given typhoon type, if there is no historical record showing more than one 

observation in any given season, we shall instead adopt a binary classification model. 

That is, the response variable here is a binary class label, which is termed by “Y”. For 

each observation period, we define a class “Y = 1” if a typhoon is observed and “Y = 

0” otherwise.  

As below we formulate the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Albert and Chib 1993, 

Zhao and Cheung 2007). Again, assume there are N observations conditional on K  

selected predictors. We define a latent random N-vector Z , such that for each 

observation iy , Ni ,...,2,1= , 1=iy  if 0≥iZ  and 0=iy otherwise. The link 

function between the latent variable Z  and its associated predictors is also linear, 

iiiZ ε+= βX , where ]',...,,,[ 210 Kββββ=β  is a random vector; noise iε  is 

assumed to be identical and independent distributed (IID) and normally 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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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zero mean and 2σ  variance; ],...,,,1[ 21 iKiii XXX=X  denotes the predictor 

vector. In vector form, the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is described 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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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NXXXX = , NI  is the NN ×  identity matrix, and 

],...,,,1[ 21 iKiii XXX=X  is the predictor vector for ih , Ni ,...,2,1=  

]',...,,,[ 210 Kββββ=β .                                         

 (6) 

Classification model (6) is very similar to the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5). Actually 

the probability of class “Y = 1” can be viewed as the rate of the typhoon counts. 

 

3.  Data 

 

The tropical cyclone data over the WNP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me from 

the U.S. Joint Typhoon Warning Center in Honolulu.  The data cover the period 1970 

to 2007. The data sets contain measurements of TC center location in latitude, 

longitude, one-minute sustained maximum wind speed, and central pressure at 6-h 

intervals for all TCs in the WNP.  Here TP refers to tropical storms and typhoons.  

Tropical storms are defined as the maximum sustained surface wind speeds between 

17.5 and 33 m s-1, and typhoons are defined as wind speeds at least 33 m s-1.     

 

4.  Predictor selection procedure  

 

In the Poisson regression and probit regression models we assu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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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ors are given a priori.  In a real application, however, choosing the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that are physically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and 

typhoon tracks is crucial for the success of the final forecast scheme.  In Chu and 

Zhao (2007) and Chu et al. (2007),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such as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sea level pressures, low-level relative vorticity, vertical wind shear 

(VWS), and precipitable water were chosen.     

Generally speaking,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are important for TC form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Warmer SSTs are expected to fuel the overlying atmosphere with 

additional warmth and moisture, thereby reducing atmospheric stability and 

increasing the likelihood of deep tropical convection.  A typhoon is characterized by 

a synoptic-scale low pressure (SLP) system with organized convection and strong 

cyclonic surface wind circulation (>33 m s-1) over the tropical WNP.  Usually lower 

SLP implies decreased subsidence, which would result in weaker trade wind inversion 

(Knaff, 1997). Because the trade wind inversion acts as a lid to atmospheric 

convection, weaker inversion would promote deeper convection. The occurrence of 

deep convection is important for typhoon formation because it provides a vertical 

coupling between the upper level outflow and lower tropospheric inflow circulations.  

Strong VWS disrupts the organized deep convection (the so-called ventilation effect) 

that inhibits intensification of typhoons.  Adequate moisture in the atmosphere 

provides a fundamental ingredient for deep convection.  Conversely, drier 

atmosphere tends to suppress deep convection and inhibits TC activity.  Most TCs in 

the WNP form in the monsoon trough marked by westerlies on its equatorward side 

and easterlies on its poleward side.  The monsoon trough can be approximately 

represented by the maximum in the relative vorticity at the 850 hPa level.  Local 

concentration of cyclonic vorticity in the trough enhances the spin-up process by 

strengthening boundary layer moisture convergence, increasing the likelihoo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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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of TCs.  We also examined the lagged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circulation 

index (e.g., NAO, AO) and the TC counts for each of eight clusters.  However, none 

of those correlation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5% level.  For this reason 

circulation indices are not chosen as predictors. 

 In this study, we apply the same procedure suggested in Chu and Zhao (2007) 

and Chu et al. (2007) to determine the critical region for each candidat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  We calculate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unt 

series of each type of typhoon track and the preseason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For any tested grid point, if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edictor and the 

target count serie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is point is marked as critical.  Based 

on the linear regression theory, for a sample size of 38, the critical value for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ith two tails is 0.356 at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Bevington 

and Robinson, 2002).  Hence,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ith its absolute value greater 

than 0.356 at a grid point is deemed locally significant and this point is then selected 

as a critical region. To avoid the large dimensionality of the predictor matrix, which 

would easily lead to overfitting the model, a simple average over the critical regions is 

chosen to serve as a final predictor.  

  

5.  Results  

 

Figure one shows that there are eight major track patterns over the WNP, with 

three straight movers (Types A, B, and C), four recurved ones (Types D. E. F, and G), 

and one mixed pattern of both straight moving and recurved (Type H).  Types A and 

B clusters are similar in nature in that they both move more or less straight across 

Philippines to South China Sea and/or Hong Kong, Hainan, and Vietnam.  The major 

difference is that Type B storms tend to form farther eastward and southward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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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A storms.  As a result, the mean track for Type B storms is longer than Type A 

storms.   Type C cyclones for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re landlocked by 

Indochina peninsula and southern China’s coast, with very short path.  Just like 

Types A and B storms, Type D and E systems also form in the Philippine Sea but 

storms from the latter two types turn north- or northwestward and many of them made 

landfall on Taiwan, eastern China coast, Japan, and Korea.  Type F storms tend to 

form in low-latitude and away from Asia.  Type G storms also form far away from 

the Asian continent but at higher latitudes (~15°N).  They move northwestward and 

then northward to the east of Japan over the open ocean.   Storms associated with 

Type H are generally formed near the equator and to the east of 165°E.  They have a 

long trajectory over the water.   In terms of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Type D has 

the highest occurrence (316 out of a total of 1261 cases).  This is followed by Type C 

and E.  Type H has the least number of occurrence (84) among eigh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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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ight TC track types identified by the mixture Gaussian model.  The 

number in each panel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cases in each type.  Black circles 

denote the mean track for each type.   

Figure 2 shows the climatological mean distribution of seasonal TC passage 

frequency at 5° grid over the WNP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maximum is 

found in an area to the east of Taiwan and the northern Philippines with a value of 3.5 

per season.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 major paths: the first moves westward through 

the northern Philippin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econd turns slightly 

northwestward through Taiwan toward the southern China coast; and the third heads 

northward towards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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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peak season (July to October) tropical 

cyclone passage frequency on 5° x 5° grids.    

 

Figure 3 displays the Pearson’s correlation for predicting seasonal TC 

frequency using the Poisson or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the 

categorized TC tracks.  The leave-one-out cross-validation method is used to assess 

the predictive skill.  Overall,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aches approximately 0.6 

over the WNP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higher values near Japan and Korea 

(~0.70) and to the east of 150°E.  The predictive skill is slightly lower in a band 

stretching from south of Japan, through Taiwan, and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Similar to Fig. 3, Fig. 4 displays the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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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dcasts and observations without categorizing TC tracks.  Results presented in Fig. 

4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Fig. 3, showing an overall skill of 0.6 in the core of the study 

domain and higher correlation in the area to the east of 150°E.     

Figures 3 and 4 exhibit similar but also somewhat different skills in 

forecasting seasonal TC at every 5° resolution from two approaches.  To appreciate 

the subtle difference, Fig. 5 shows the difference in forecast correlation skills between 

the track based and non track based results.   Positive values indicate that the non 

track based approach has higher skills and vice versa.  Two areas of negative 

difference are found; one covers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other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WNP near 150°E.  Positive areas are found elsewhere, with a 

relatively large difference in the Yellow Sea, Korea, and Japan.  Judging from these 

results, the track based approach should be used as a method for predicting seasonal 

TC frequency in midlatitude East Asia while the non track based approach is 

preferable for lower latitudes near the East Asian marginal Sea.  At present, it is 

unknown what causes this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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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Leave-one-out cross-validati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hindcasts 

and observations of seasonal (July through October) tropical cyclone frequency at 5° 

grid when forecasts are based on track patterns.  The predictors are based on the 

pre-season conditions of May/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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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Same as Fig. 3 but forecasts are not based on track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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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Difference map i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rack-based and non 

track-based forecasting methods. 

 

 Because the Poisson or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provides probability forecasts, it 

is also of interest to evaluate the model performance using the Brier Skill Score (BSS).  

The BSS can be viewed as the percentage improvement of model forecasts over 

climatology with zero indicating no skill relative to the climatological forecast and 

one for perfect score.  Figure 6 displays the BSS when the track patterns were 

categorized first.  For a large region including most of Japan, Taiwan, the northern 

Philippines, southeast China coast and Hainan, the BSS is approximately 0.3, 

indicating a 30% improvement over the climatology.  The skill is higher elsewhere.  

If typhoons are directly forecasted at every 5° grid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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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ing procedure (Fig. 7), the pattern of the BSS is similar to that shown in Fig. 6, 

and the difference map between Figs. 6 and 7 reveals that the forecast skill is lower 

near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hen the track pattern approach is employed 

(Fig. 8).  Again, these results are qualitative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shown in Fig. 5. 

 

Fig. 6.  The Brier Skill Score for the seasonal forecast of tropical cyclone frequency 

at 5° grid when forecasts are based on track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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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Same as Fig. 6 but forecasts are not based on track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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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Difference map in the Brier Sill Score between the track-based and non 

track-based forecas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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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費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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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執行成果： 

(1) 蒐集雷達,衛星及雨量計觀測之降雨資料，並且內插到 1.2公里的解析度。 

(2) 備妥台灣地區 1.2公里解析度網格日降雨觀測資料於 2006年和 2007年 5，

6月及 2008年 6月訓練期間。 

(3) 蒐集多重大尺度模式之降雨預報。 

(4) 使用 2所得之觀測資料來 statistically downscale多重大尺度模式 5天

預報，其中包含每個模式在整個 domain訓練期間內(如 2中) downscale 

slope 和 intercept coefficients的計算。 

(5) 使用 downscale的資料來執行 superensemble的訓練，以使獲得每個模式

在 superensemble預報之加權。 

(6) 使用 downscale slope 和 intercept coefficients(如 4) 來 downscale

每個大尺度模式之預報期間(2008年 6月)。 

(7) 使用訓練期間所得之加權及預報期間多重模式 downscale之結果來做 5天

superensemble降雨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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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台灣預報期間(2008年 6月)的每個降雨預報做技術評估。 

 

4.計畫變更說明：None 

 

5.落後原因：None 

 

6.主管機關之因應對策（檢討與建議）： 

 

 

 

台灣梅雨季節 superensemble及 downscaling統計之應用 

1. Introduction 

 

 This is a summary of our consulting project with the CWB in Taiwan. It entails a 

demonstration on the workings of the FSU downscaled superensemble for high resolution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over the Taiwan Region for June 2008.  This work is based on our 

recent work : 

 

Krishnamurti, T.N., A.K. Mishra, A. Chakraborty, and M. Rajeevan, 2009: Improving 

Global Model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over India Using Downscaling and the FSU 

Superensemble. Part I: 1–5-Day Forecasts. /Mon. Wea. Rev./, *137*, 2713–2735. 

 

This work carries eight components: 

 

a) Collecting radar /satellite based rainfall and interpolate, where necessary, all to a 1.2km 

resolution. 

b) Prepare high resolution gridded rainfall files for the Taiwan region at 1.2 km covering 

the months May and June of the years 2006 and 2007 and for June 2008 . Interv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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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fall totals 24 hourly per day. 

c) Collect large scale multimodel forecasts from a suite of operational models. 

d) Downscale all multimodel forecasts using the observed radar/satellite based rains 

covering each model and each day of forecasts through day 5.Obtain the downscaling 

slope and intercept coefficients for each model over entire domain for the training period. 

e) Carry out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using the downscaled supereensemble 

methodology during training phase to obtain weights for the forecast superensemble. 

f) From the member model forecasts during the forecast phase first carry out the 

downscaling of member model forecasts for each model using the slope and intercept 

coefficients of step d. 

g) Using the weights of the downscaled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carry out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forecasts from the entire suite of models through day 5 of forecasts. 

h) Apply skill metrics to evaluate each forecast over the Taiwan Domain . 

 

We shall be presenting these results here and we are willing to demonstrate this work in 

detail. These are for the year 2008. 

 

The following Tables and appendices are provided here: 

Table 1 List of member Models. 

 

Appendix 1 Superensemble Methodology 

 

Appendix 2 Downscaling Algorithm 

 

Appendix 3. Skill score 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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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infall data sets. 

 

 Taiwan CWB provided the radar data sets that carried rainfall at a resolution of 

1.2km over Taiwan. Our computational Taiwan domain is somewhat bigger, it covers 

21.5N to 26N and 118E to 123.5 E . To cover the oceans around Taiwan we have 

incorporated the TRMM 3B42 data sets and merged the two data sets. The TRMM data 

sets ar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from their web site easily on a 3 hourly basis at 25 km 

horizontal resolution. Radar data takes precedence over TRMM where radar data are 

available. The TRMM data is simply linearly interpolated to the 1.2km resolution and all 

final observed rain is at the 1.2 km resolution. This data sets covers, for training, daily 

totals for May and June of the years 2006 and 2007 and for the forecast phase it covers the 

month of June for the year 2008 . Sample rainfall illustrations are provided in the 

illustrations to follow. 

 

3. Forecast results over the Taiwan Area during  June 2008. 

 

 The training phase consisted of 5 day daily forecasts from the downscaled 

superenesmble over the Taiwan area covering the periods  May, June for the years 2006 

and 2007. This 4 months of training provided robust results for the superensemble weights. 

Minimally 120 days of training days seem to equilibrate the training weights. The 

downscaled resolution is 1.2 km. the model resolutions are provided in Table 1. We shall 

sequentially describe the forecast phase results, this phase covered the entire month of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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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s 1 and 2 show the equitable threat scores  and the bias scores( See appendix 

2) respectively  for day 1 of forecasts for this entire month.  This includes the suite of 

models shown in Table 1. The abscissa of Fig 1 are the thresholds, i.e. 25 mm/day or 

above carries the highest equitable threat score in this one day forecast from the 

multimodel downscaled superensemble. Over all the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carries 

the best forecast. The best single model of this suite is the UK Met model. The 

improvements from the  downscaled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are very significant.  

For low rain rates, i.e. less than 5 mm/day, the improvement over the best model is small, 

same is true for very high rain rates above 50mm/day.  For moderate rain rates, such as 

25mm/day, which is still quite heavy rain, the improvements are very large. This was a 

consistent result and this can be easily implemented by the Taiwan CWB for their interests. 

The bias score is illustrated in Fig 2.  As seen in appendix 2, a bias score of 1.0 is 

considered the best forecast. As can be seen in Fig 2 the best bias scores are carried by the 

multimodel for all rain rate thresholds. The abscissa of Fig 2 carries these thresholds and 

the ordinate denotes the bias scores.  Most models carry very large bias errors, such as the 

GFS which has bias errors around 4 for moderate rains..This is anothe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the downscaled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for day 1 of forecast.  For day 

3 of forecasts shown in figs 3 and 4 the ETS scores and their bias scor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again confirm essentially the same superiority of the skill of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for the downscaled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as compared to all member models. The 

ETS scores on day 3 are in fact quite a bit higher compared to day 1 of forecasts. This has 

to do with the member model spin up of precipitation. The bias scores on day 3 are a bit 

less for the downscaled superensemble, being closer to 2.0 as against day 1 of forecast 

when they were closer to 1.0. Nevertheless the downscale superensemble carries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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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s scores compared to all member models in a rather consistent manner for days 1 

through 3 of forecasts.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CWB can issue a downscaled forecast  for 

precipitation at 1.2km resolution that would be consistently superior to the forecast 

provided by the best model available to them. 

 

 In figs 5   we show the  entire month June 2008, rainfall totals  from day 1 of  

forecasts. and the area averaged skills. The total area averaged rain is shown on top inset 

in each diagram, the bottom insets include the rms errors an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s. The 

bottom scores and the details of patterns are most important. The pattern of details on 

mesoscale are best seen from the superensemble that carries the least rms errors and the 

highest spatial correlations as compared to all member models. The JMA model carries a 

spatial correlation of 0.09 whereas using the downscaled superensemble it is possible to 

improve that to 0.93. This is what the downscaled superensemble is all about. This also 

captures many details on the high resolution. 

 

 In figures 6 through 13 we present several sample forecasts of day 1 of forecasts. 

These show the rainfall patterns and the rms/pattern correlation skills for each of many 

days during June 2008 . The downscaled superensemble clearly carries mesoscale details 

that are not present in the results of forecasts of the large scale member models, nor are 

they seen in their ensemble mean. Almost every single downscaled superensemble  

forecast shows the lowest rms forecast skill and the highest value for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In this sense these forecasts from the downscaled superenesmble forecasts are 

very consistent .They nearly always perform better than all member models. The 

mesoscal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details are very impressive for the Taiwan region, that 

wa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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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ilar high skills were noted for days 2 and 3 of forecasts But the skills seem to 

slowly decrease by day 5 of forecasts. Sample day 5 of forecasts are illustrated in figures 

14 through 16.Even though the forecasts skills had gone lower by day 5 of forecasts, those 

from the downscaled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were still somewhat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best model. .ECMWF did carry high forecast skills, but theirs were large scale rainfall 

patterns, the downscaled superenesemble carried mesoscale rainfall patterns with a skills 

comparable or higher than those of ECMWF for day 5 of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Most 

models carried very low skills at day 5.  Having the ECMWF in this suite of models for 

this longer range day 5 of forecast  was very helpful. Our  recommendation to CWB is 

that they include ECMEF model in their multimodel suite if they wish to go as long as day 

5 of forecasts. 

 

  In figures 17 through 21 we show maps of temporal correlatioons for the 

forecasts for the entire month June 2008. This includes forecasts for days 

1, 2,3 and 5. We show these results for 5 best models, the ensemble mean, 

the bias corrected ensemble mean and the downscaled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Overall again the results seem to confirm that the overall 

temporal correlations for the Taiwan Domain are best provided by the 

downscalled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as comapred to all member models and 

the ensemble mean ensemble mean. We also show a bias corrected ensemble mean 

here, whose performance was close to that of the multimodel downscaled 

superensemble. Overall the results do degrade by day 5 of forecasts but the 

results from the downscaled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defin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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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IGGE Models 



10 

 

 

 

Figure 1: 

 

 

 

 

 

 

 



11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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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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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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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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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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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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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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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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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1 
 Multimodel conventional superensemble 
 

The notion of the multimodel superensemble for weather and seasonal forecasts was first 
proposed by Krishnamurti et al. (1999). This method is based on producing a weighted 
average of model forecasts to construct a superensemble forecast. This procedure carries 
two phases: training and prediction. During the training phase past forecasts from a 
number of member models and the corresponding observed (analyzed) fields are used. 
The training entails determining statistical weights for each grid location in the 
horizontal, at all vertical levels, for all variables, for each day of forecasts and for each 
of the member models.  
 
The constructed forecast is 

∑
=

−+=
N

i
iii FFOS a

1
)(  

where S  is superensemble prediction, O is the observed climatology; ia  is the 

weight for the thi member in the ensemble; and  iF  and  iF  are the forecasts and 

forecast climatological values for the training period, respectively, for the thi model’s 
forecast. The summation is taken over the N member models of the ensemble.  
 
The weight ia  are obtained by minimizing the error term G , written as 

∑
=

−=
trainN

i
tt OSG

1

2'' )(  

where trainN  is the number of time samples in the training phase, '
tS and  '

tO are the 

superensemble and observed field anomalies, respectively, at training time t . 
 
Following is the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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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s

a1

a2

a3

a4

aN

Forecast Phase

Minimization of error 
term G.

Forecast Tim
e Series 

Superensemble Methodology

Weights 

Statistical weights obtained in 
the training phase are passed 
on to the forecast phase.

Superensemble 
Forecasts:

F => Forecasts 
O=>Observations 
ai => Weights. 
Overbar 
represents 
climatology.

 In addition to removing the bias, the superensemble scales the individual model forecasts 
contribu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relative performance in the training period in a way that, 
mathematically, is equivalent to weighting them.

 

Figure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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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2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Given the forecasts of precipitation from a number of forecast models, our downscaling 
for model precipitation follows three steps. 
 

1) Coarse resolution precipitation data from various models are bi-linearly 
interpolated to the grid resolution of the observed datasets. This is done for each 
day of forecast for each model. Where ‘‘daily rain’’ refers to 24-h precipitation 
accumulation between 1200 and 1200 UTC the next day. 
 

2) A time series of the interpolated rain is made for each model at every grid point 
and for each day of forecast separately (i.e., the string of day-1 forecasts). The 
same procedure is followed to generate strings for the day-2, -3, -4, and -5 
forecasts. For each forecast lead time we have a string of high resolution, rain 
gauge–based rainfall observations. This provides an observational string. 

 
3) The downscaling strategy involves a linear regression of the time series of the 

data at each grid point: 
 

baXY ii +=  
Where iX  are the rainfall forecasts (separately handled for each day and that had been 
subjected to bilinear interpolation), iY  are the observed counterparts, a is slope and b is 
inter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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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進度： 

 預定（％） 實際（％）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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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    

2.經費支用： 
 預定 實際 支用率（％） 
當年 788仟元 788仟元 100 
全程    

3.主要執行成果：[finish tracer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and compare to original one] 
This project i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non-iteration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 into CWB (Central Weather Bureau) GFS (Global Forecast System). Three major 
things have be implemented; (1) tracers are kept in grid-point space among 
input/integration/output, (2) transpose tracer in grid-point space in MPI computation are done, 
(3) mass conserving and positive definite interpolation in PPM are implemented. A case 
result of comparing with original Eulerian advection is given and indicates a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Detail final report is attached. 
 

4.計畫變更說明：沒有變更 
5.落後原因：沒有落後 
6.主管機關之因應對策（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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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Report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 New Generation Dynamics Core of CWB Global Forecast Model: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 

 

Hann-Ming Henry Juang 

December 2,2009 

 

Summary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semi-Lagrangian transport method has been introduced, 
applied, and improved to have possibility of mass conserving and positive definition. It is 
applied to meteorological models; including regional, global, spectral and grid-point models. 
Thus, it is matured enough to implement into operational models. Based on the project 
requirement, we have implemented non-iteration dimensional splitting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for tracers with positive-definiteness in CWB GFS. The tracers in CWB GFS 
include specific humidity and cloud water. 

In order to have mass conservation, tracer equation has to combine with continuity 
equation to form a mass conservation equation for tracers. In this case, it shows total 
integration over entire global is conserved while there is no source or sink for tracers. 
However, continuity equation has not to be implemented into this project yet, thus only tracer 
advection is implemented, nonetheless, mass-conserving positive-definite interpol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into the CWB GFS. In the implementation, tracers are kept in grid-point 
space, and transpose grid points in spatial split computation for mass conserving and positive 
definite advection without halo in multi-processor cluster computing.  

One case is selected to test this new modified code with semi-Lagrangain tracer advection 
in grid-point space, and to compare with original Eulerian tracer advection in spectral space. 
The wall time between them is about the same, it indicates that mass conserving positive-
definite interpolation requires about the same computation as spectral transform. The results 
of 1 to 6hr integration from both methods are very similar, and they are starting to be 
different more after integration more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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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ckground for this proje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racers in spectral model carry negative values if tracers are 

kept in spectral form in the model due to the spectral truncation from spectral transform. The 
spectral computation for tracers in spectral model is only the horizontal advection in Eulerian 
system, which requires horizontal derivative. If tracer-advection requires no horizontal 
derivative, then tracers can be kept in grid-point space, thus no negative values of tracers will 
be generated from spectral transform. One of the methods for advection without derivative is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is not new to meteorological society. It has been 
introduced by A. Robert et al (1985), and used for most of operational cente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years, see the review paper by Staniforth and Cote (1991). Early problems of 
the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such as non-conservation and possible negative values due to 
interpolation, and others, are one by one resolved. Several different methods are introduced, 
such as shape reserving, positive-definite, finite volume etc, to make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as a conserved and non-negative properties numerical method [such as Lin and 
Rood (1996), Zurroukat et al (2002) and (2005)]. 

  Instead of following what others have done, we plan to implement recent 
implemented method, which is a non-iteration, spatial splitting, mass-conserving, and 
positive definite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to CWB GFS for tracers advection in this year’s 
project (Juang 2007, 2008). Using mid-point in grid point, we don’t need to guess and to do 
iteration to find the wind for advection. Spatial splitting can avoid the requirement for halo 
design in spectral model, which has no halo for spectral transform but grid transpose. Using 
transpose to have entire grid in any given direction can be easy to make mass conservation 
for the given direction. The non-negative interpolation is easy, either use monotonic PPM 
(piece-wise parabolic method) or monotonic Hermite interpolation. In this year, this semi-
Lagrangian is applied to tracers only. Furthermore, this method has the same concept as finite 
volume to conserve mass but it has done without integral through the volume along the 
advection, thus it is considerable simpler.  

 
   
 
 
 

2. Mass-conserving positive-definite semi-Lagrangan adv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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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 of non-iteration, mass conserving, and positive definite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CWB conference proceeding in Juang 2007 and 
2008. We will give finite differential equation in section a, then the descretization method in 
section b, as following. 

a.   Mass conserving tracer equations 
 For tracer equation without source and sink, it is simply written as 

 

∂q
∂t

= −m2u* ∂q
a∂λ

− m2v* ∂q
a∂ϕ

−ζ
• ∂q

∂ζ
 

where q is specific value of any given tracer, and the continuity or density equation in 
generalized vertical coordinates as shown in Juang 2005 can be written as  

 

∂(∂p /∂ζ )
∂t

= −m2 ∂u*(∂p /∂ζ )
a∂λ

+
∂v*(∂p /∂ζ )

a∂ϕ

 

 
 

 

 
 −

∂ζ
•
(∂p /∂ζ )
∂ζ

 

Combining above two equations, we can have flux form of tracer density equation as 

 

∂(∂p /∂ζ )
∂t

= −m2 ∂u*(∂p /∂ζ )
a∂λ

+
∂v*(∂p /∂ζ )

a∂ϕ

 

 
 

 

 
 −

∂ζ
•
(∂p /∂ζ )
∂ζ

 

Integral globally the above equation, we obtain  

 

∂
∂t

∂p
∂ζ

q
 

 
 

 

 
 

a2

m2 dλdϕdζ∫∫∫ = 0 

It shows global mass conservation of any giving tracer. To maintain this conservation, any 
descretization for numerical model has to provide the same characteristic of this mass 
conservation. In the next section, we will show how to have a descretization to maintain this 
characteristic. 

b.   Mass conserving positive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We will follow the method described in Juang (2007) to do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without iteration to find the mid-point wind. However, it started from advection form to do 
semi-Lagrangian, and spatial splitting. Since mass conserving can be easily obtained with 
flux form as the previous equation, let’s start from the previous flux form equation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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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 advection form of some alternative, thus it can be written in one direction for 
example as 

 

∂A
∂t

= −
∂uA
∂x

= −u ∂A
∂x

− A ∂u
∂x

   

where, for example, 

 

A =
∂p
∂ζ

q

x = λ
 

And the divergence term can be written as 

 

∂u
∂x

=
1

∆x
d∆x
dt

 

Then the flux form tracer density equation can be written in advection form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mass conversation as following 

 

dA∆x
dt

= 0 

so the final form for semi-Lagrangian equation become   

 

A∆x( )arrival− po int

n +1 = A∆x( )departure− po int

n−1  

It tells us that mass (tracer density A times volume) is conserving in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As long as we provide conditions during interpolation among following, 

 

A∆x( )departure− po int
global−sum

∑ = A∆x( )regular− po int
global−sum

∑
 

 

A∆x( )regular− po int
global−sum

∑ = A∆x( )arrival− po int
global−sum

∑
 

then the total global tracer mass should be conserved. The interpolation method to have mass 
conservation, we can adopt monotonic piece-wise parabolic method (PPM) to construct 
conserving and positive interpolation with up to 3rd order to 4th order accuracy (see Appendix 
A). The edge of any given cell at departure, regular, and arrival condition is determin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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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nd speed at the edge of the middle time step from regular model cell. The global sum 
can be divided into latitudinal and longitudinal summation. In multi-processor parallel 
environment, grid-point transposition is used. First, all grids at the same latitude with some 
latitudes are transposed to compute advection along east and west direction, then transpose to 
have all grids at the same longitude with some longitudes as sub-domain to compute 
advection in north and south direction.  

 

3. Implementation with routines modification and addition 
Tables 1 and 2 list all routines either modified or newly created for this project. Appendix 

A illustrates the monotonic mass conserving interpolation for newly created code, and 
Appendix B lists all code comparison between original and current modified routines.  

A logical variable called nislq is given as an option for integrating the model. It is given 
from Fortran namelist, and defined in const.h. If nislq is true, the model is running with 
mass-conserving positive-definite semi-Lagrangian for tracers in grid-point space without 
spectral transform. If nislq is false, the model is running with original Enlerian advection 
with spectral transform. Thus, most of the routines modified are related to the condition of 
nislq. 

Table 1 lists all routines, which are modified to have option to run both nislq being true 
and false. Since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options are (1) option to have tracer 
computation in spectral space or not and (2) option to have Eulerian or semi-Lagrangain 
advection. So, all routines related to spectral transform with tracers have to add option to do 
with or without tracer spectral transform (such as in getrdy.f, tendget.f, incrini.f, initial.f, and 
intgrt.f). All routines related to grid-point IO and spectral coefficient of tracer should be 
given with an option to have spectral coefficient or not, such as sigful.f, outflds.f, 
gather_spec.f, scatter_spec.f, with all spectral transform related routines as joinrs.f, joinsr.f, 
ujoinrs.f, ujoinsr.f). Routine used to do linear computation such as horizontal diffusion, 
hdiffu.f, should have no diffusion to tracer as well as routine for zonal implicit damping. The 
grid-point computation for advection has to have option to do Eulerian or semi-Lagrangian in 
main integration routine, intgrt.f, and mian forcing rotine, gridnl_hybrid.f. 

Table 2 lists all new routines, which are specifically for non-iteration mass-conserving 
and positive-definite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 The definition related to nislq is in 
nislq_def.f, the total 3D tracer advection computation is in nislq_advect.f, which ha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dvections. The transpose from east-west to north-south and vice 
versa is in nislq_transpose.f, so that there is no halo in this implementation, even for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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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computation of horizontal advection. The completed package of non-iteration 
dimensional splitting mass-conserving and positive definite tracer advection is in 
nislq_pack.f, which is written as a module, including the cell definition of spherical Gaussian 
grid,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onotonic interpolation with PPM, as illustrated in Appendix A. 

4. Results 
We have tested the newly developed model in two mode, original Eulerian tracer 

advection and semi-lagrangain tracer advection, and one arbitrary case has initial date on 
1200 UTC 13 July 2007 with T240 with 30 layers in hybrid sigma-pressure coordinate. Two 
points are verified in the results. First point is to check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advections on tracers after short integration such as 6 hour and long integration such as 5 day 
alter. The second point is to check how the differences from tracer advection affect all other 
fields in prediction. From our experiences, we know both results from 6 hour should be very 
similar, but it should become different somewhat significantly after 5-day integration.  

4.1 Comparison between Eulerian and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s on tracers 
This subsection, we compare two kinds of results from original Eulerian advection and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 from Fig. 1 to Fig. 8. The original Eulerian advection 
requires spectral transform with notation as nislqF for nislq being false, and the implemented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doesn’t require spectral transform, only in grid-point space, with 
notation as nislqT for nislq being true. 

Figures 1 and 2 show relative humidity after 6 hr integration on 700 hPa and 100 hPa, 
respectively. They show their differences are not many except the south polar area due to 
spectral transform for Eulerian advection. Figures 3 and 4 are the same as Figs. 1 and 2 
except after 24 hr integration, respectively. Figure 3 shows the same results as Fig. 1 that the 
wiggling patterns over south polar area are from Eulerian advection but not shown in semi-
Lagrangian advection. This area is high terrain for southern pole region. Figure 4 shows more 
noise from Eulerian advection as compared to those from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at 100 
hPa. And Figs 5 and 6 are the same results after 5-day integration. Since spectral Eulerian 
advection is high order scheme, the results from semi-Lagrangian look diffusive but 
reasonable and acceptable.  

Figures 7 and 8 gave even clear pictures of their differences by using cloud water at 100 
hPa. Since cloud water can be an isolated spotty area at high altitudes, such as 100 hPa. The 
spectral transform will show very clear artificial wave wiggling pattern all over the global, 
see Fig. 7 top panel. This kind of artificial wave would not be seen from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in bottom panel of Fig. 7 after 6 hr integration. This clear wiggling pattern will be 



9 
 

messed up after longer integration such as Fig. 8 top panel after 5-day integration, again not 
existed in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This kind of artificial wiggling values is the reason to 
diverge the results very much from both runs after 5-day integration.  

4.2 The influence to large-scale fields 
From the previous sub-section, we realized that the spectral Gibbs effect and different 

computation of advection diverge the results more after integration longer. We would like to 
check the large-scale patterns, such as mean-sea-level pressure (MSLP) and 500 hPa height 
(Z500), even rainfall (PRCP) to examine their differences from Fig. 9 to Fig. 13. 

Figures 9 shows the MSLP after 1-day integration. All the patterns a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between Eulerian and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s. It is due to different order of 
numerical scheme, the storm over East Asian is weaker in semi-Lagrangian as compare to 
Eulerian scheme. After 5-day integration, MSLP are somewhat different shapes and patterns 
in some areas. Figures 11 shows an example of rainfall patterns, it indicates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 has the similar rainfall but a little bit diverged and/or diffusive. 

Figures12 and 13 show the Z500 after 1- and 5-day integrations, respectively. We can see 
the large-scale patterns are very similar but, again, some diffusive in semi-Lagrangain 
scheme after 5-day integration. 

5. Final discussion and concerns 
From the results, though the third order interpolation in the scheme have some diffusive 

effects as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Eulerian scheme, the new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 gives positive definite tracer and indicates a reasonable and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However, some questions and several concerns have to address for future 
improvements and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scores over large samples have to be established by conducting a quasi-operational 
parallel run to mark the performance of new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 The 
performance or skill may have to fine tune through model physics and order of interpolation 
in semi-Lagragian scheme, though mass-conserving positive-definite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provides non-negative value of tracers for physics. Furthermore, even though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can have large time step, we have not tested it with different time 
step from the original code. More works have to be conducted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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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ists of modified routines 
const.h  grid.h 
cons.f  gather_spec.f  getrdy.f  
gridnl_hybrid.f hdiffu.f  incrini.f 
initial.f  intgrt.f  joinrs.f  
joinsr.f  lgndr.f  matrix_hybrid.f  
outflds.f  scatter_spec.f  sigful.f  
tendget.f  ujoinrs.f  ujoinsr.f  
 
Table 2. List of new routines 
nislq_advect.f 
nislq_def.f 
nislq_pack.f 
nislq_transpose.f 
zimadv_nislq.f 
 
These routines are in 
 /nwpr/gfs/xb48/henry/T240L30_hybrid_nodms/model_t240_64pe_q 
under CWB xb48@61.60.10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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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Monotonic Interpolation and Remapping 

The scheme is mass conservation as long 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given profile within any 
given model layer equals the mean value times the length of the model grid cell. While the 
limiter is applied to the profile within the range of local given values, it is monotonic with 
positive definite interpolation. We provide PLM to have simple concept to understand before 
giving PPM, though PLM is not us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For the PLM (piece-wise linear method), a linear function passing through the mean 
value is used for all points within any given grid cell, the slope of the linear function is based 
on the values of the nearby grid cells, thus it is second order after integration, and it requires 
specific treatment to be monotonic. The following is a summary of the procedures for the 
PLM to be monotonic. 

First, determine all slopes at all cell edges as   

  

 

?δ i = Qi − Qi−1( )/ xi − xi−1( )     (A1) 

where hat indicates a value at a cell edge, as mentioned, and 

 

Q = ρq . Then the slope of any 
given cell is obtained by the mean of two nearby slopes at the cell edges. However, if the 
slopes at the two nearby cell edges have opposite signs, then the slope at the cell is reset to be 
zero. Thus the slope at any given cell k can be written as 

  

 

δi = 0.5 ?δ i + ?δ i−1( )    if  ?δ i ?δ i−1 > 0
0.0                    otherwise

 

 
     (A2) 

We can then determine the values at cell edges for any given cell k as 

  

 

Qi
+ = 0.5δi ?x i+1 − ?x i( )+ Qi

Qi
− = 2Qi − Qi

+
     (A3) 

where superscript + indicates the value at the cell edge of 

 

?x i+1, and superscript – indicates the 
value at the cell edge of 

 

?x i. The last check for a positive definition is to make sure there are 
non-negative values at cell edges, with the condition as 

  

 

Qi
+ = Qi

− = Qi      if  Qi
+ < 0  or  Qi

− < 0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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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e profil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is linear function at given cell i can be written by values 
at cell edges as 

  

 

Q = Qi
+ − Qi

−( )t + Qi
−     (A5) 

where

 

t = (x − ?x i) /( ?x i+1 − ?x i) , which is between 0 and 1 from one edge to the other edge 
within a cell. Note that each cell has its own 

 

Qi
+ and 

 

Qi
− , thus Q may not be continuous at the 

cell edge, which is in a sense, piece-wise. 

For the PPM (Colella and Woodward 1984), a parabolic function is used as the profile 
for any given point within the given grid cell. The parabolic function is based on values of 
the nearby grid cells as well, and it was a third order scheme after integration of the second 
order profile. The procedure to have monotonicity is as follows. 

We followed “relaxed monotonicity for PPM” as proposed by Lin (2004) for our study 
with some corrections and modifications. First, we define the monotonic difference at any 
given cell k as 

  

 

∆qi
mono = sign min abs ∆qi( ),∆qi

max,∆qi
min( ),∆qi( )  (A6) 

where sign, max, min, and abs hereafter are the same usage as FORTRAN intrusive functions, 
and 

  

 

∆qi = 0.25 Qi+1 − Qi−1( )
∆qi

max = max Qi+1,Qi,Qi−1( )− Qi

∆qi
min = Qi − min Qi+1,Qi,Qi−1( )

    (A7) 

Then, we determined the values at cell edges as 

 

 

Qi
− =

Qi−1 ?x i+1 − ?x i( )+ Qi ?x i − ?x i−1( )
?x i+1 − ?x i−1

−
∆qi

mono − ∆qi−1
mono

3
Qi−1

+ = Qi
−

  (A8) 

For a positive definition, the following pass have to be performed on the values at cell edges 
as  

  

 

Qi
− = Qi − sign min abs 2∆qi

mono( ),abs Qi
− − Qi( )( ),∆qi

mono( )
Qi

+ = Qi + sign min abs 2∆qi
mono( ),abs Qi

+ − Qi( )( ),∆qi
mono( )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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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e profile for integration of this parabolic function at given cell k can be written by the 
values at cell edges as 

  

 

Q = 3 Qi
+ + Qi

− − Qi( )t 2 − 2 Qi
+ + 2Qi

− − 3Qi( )t + Qi
−  (A10) 

where, again, 

 

t = (x − ?x i) /( ?x i+1 − ?x i) from 0 to 1 within any given cell. Again, each cell has its 
own 

 

Qi
+ and 

 

Qi
− , thus Q may not have been continuous at the cell edge, but is continuous 

inside any given cell, the so-called piece-wise method for monoto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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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List of difference between original code and modified code 

In this section, the comparison by diff between original code and modified code are 
summarized. The symbol < indicates modified code, symbol > indicates original code. 
<Makefile  >Makefile-orig 

 42c42 
--- 
>  nislq_advect.f nislq_def.f nislq_pack.f nislq_transpose.f zimadv_nislq.f 
85,86c84 
--- 
>  nislq_advect.o nislq_def.o nislq_pack.o nislq_transpose.o zimadv_nislq.o 
============================================================ 
< lgndr.f  > lgndr.f-orig 
1,2c1,2 
< cfj   subroutine lgndr (myh,jtrun,mlmax,mlsort,sinl,poly,dpoly) 
<       subroutine lgndr (myh,jtrun,jtmax,sinl,poly,dpoly) 
--- 
> cfj   subroutine lgndr (my2,jtrun,mlmax,mlsort,sinl,poly,dpoly) 
>       subroutine lgndr (my2,jtrun,jtmax,sinl,poly,dpoly) 
9c9 
< c  myh: number of gaussian latitudes from south pole and equator 
--- 
> c  my2: number of gaussian latitudes from south pole and equator 
27c27 
<       dimension poly(jtrun,myh,jtmax),dpoly(jtrun,myh,jtmax),sinl(myh) 
--- 
>       dimension poly(jtrun,my2,jtmax),dpoly(jtrun,my2,jtmax),sinl(my2) 
38c38 
<       do 1001 j=1,myh 
--- 
>       do 1001 j=1,my2 
 
=============================================================== 
< cons.f   > cons.f-orig 
30c30 
<      5                , tmeans,ptmeans,update,taureg,doincr,hybrid,nislq 
--- 
>      5                , tmeans,ptmeans,update,taureg,doincr,hybrid 
33c33 
<       character*48 filist 
--- 
>       character*60 filist 
97,99c97 
< chmhj idtg = 200000000000 + idtg8*100 
<       idtg = 2.0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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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tg = idtg         + idtg8*100 
--- 
>       idtg = 200000000000 + idtg8*100 
223c221 
<       myh= my/2 
--- 
>       my2= my/2 
225c223 
<       do 180 j = 1, myh 
--- 
>       do 180 j = 1, my2 
277,280c275              
<       call lgndr (myh,jtrun,jtmax,sinl,poly,dpoly) 
< !     
< !  hmhj 
<       if( nislq ) call nislq_init(nx,my,cosl,weight,nsize,myrank) 
--- 
>       call lgndr (my2,jtrun,jtmax,sinl,poly,dpoly) 
 
============================================================== 
< matrix_hybrid.f   > matrix_hybrid.f-orig 
112,113c112,113 
< !     call mtxprt (dcdp,lev,1,'dcdp    ','f10.4   ') 
< !     call mtxprt (dp,lev,1,'dp      ','f10.4   ') 
--- 
>       call mtxprt (dcdp,lev,1,'dcdp    ','f10.4   ') 
>       call mtxprt (dp,lev,1,'dp      ','f10.4   ') 
165,168c165,168 
< !     call mtxprt (arrhyd,lev,lev,'arrhyd  ','20f6.2  ') 
< !     call mtxprt (eigval,lev,1,'eigval  ','f12.4   ') 
< !     call mtxprt (evectr,lev,lev,'evectr  ','20f6.3  ') 
< !     call mtxprt (evecin,lev,lev,'evecin  ','20f6.3  ') 
--- 
>       call mtxprt (arrhyd,lev,lev,'arrhyd  ','20f6.2  ') 
>       call mtxprt (eigval,lev,1,'eigval  ','f12.4   ') 
>       call mtxprt (evectr,lev,lev,'evectr  ','20f6.3  ') 
>       call mtxprt (evecin,lev,lev,'evecin  ','20f6.3  ') 
175c175 
< !     call mtxprt (pmcor,lev,1,'pmcor   ','f10.4   ') 
--- 
>       call mtxprt (pmcor,lev,1,'pmcor   ','f10.4   ') 
177c177 
< !     call mtxprt (tmcor,lev,lev,'tmcor   ','20f6.3  ') 
--- 
>       call mtxprt (tmcor,lev,lev,'tmcor   ','20f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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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atter_spec.f    > scatter_spec.f -orig 
3c3 
<      &  ,uzm,lev,ncld,jtrun,jtmax,my,nsize,nislq) 
---      
>      &  ,uzm,lev,ncld,jtrun,jtmax,my,nsize) 
15d14    
<       logical nislq 
30,31d28 
<        
<       if( .not. nislq ) then 
34,35d30 
<       endif 
<  
44,45d38 
<        
<       if( .not. nislq ) then 
48,49d40 
<       endif 
<        
58,59d48 
<        
<       if( .not. nislq ) then 
62,63d50 
<       endif 
< 
 
=============================================================== 
< sigful.f    > sigful.f-orig 
10c10 
<      4        , hybrid, nislq ) 
--- 
>      4        , hybrid ) 
47c47 
<       logical   hybrid, nislq 
--- 
>       logical   hybrid 
144,150c144,148 
<       do jj = 1, jlistnum 
<         j=jlist1(jj) 
<           do i = 1, nx 
<             shtmp(i,k,jj) = hld1(i,j) 
<           enddo 
<       enddo 
<    73 conti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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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73 jj = 1, jlistnum 
>        j=jlist1(jj) 
>       do 73 i = 1, nx 
>       sht(i,k,jj) = hld1(i,j) 
>   73  continue 
152c150 
<       if( hybrid ) call convert_sig_hybrid(shtmp,pltinp,plt, 
---     
>       if( hybrid ) call convert_sig_hybrid(sht,pltinp,plt, 
154,167d151 
<  
<       if( nislq ) then 
<       do j=1,jlistnum 
<         do k=1,lev 
<           do i=1,nx 
<             shtmp(i,k,j) = max(0.0,shtmp(i,k,j)) 
<           enddo 
<         enddo 
<       enddo 
< !     call check_positive(shtmp,nx,lev,jlistnum,' q after convert_sig_hybrid ') 
< !     call check_maxmin  (shtmp,nx,lev,jlistnum,' q after convert_sig_hybrid ') 
<       endif 
< 
<       sht(:,1:lev,:) = shtmp(:,1:lev,:) 
179,182c163,166 
<         j=jlist1(jj) 
<         do i = 1, nx 
<           shtmp(i,k,jj) = hld1(i,j) 
<         end do 
--- 
>        j=jlist1(jj) 
>       do i = 1, nx 
> !hmhj sht(i,kk,jj) = hld1(i,j) 
>       shtmp(i,k,jj) = hld1(i,j) 
184a169 
>       end do 
188,199d172 
<       if( nislq ) then 
<       do j=1,jlistnum 
<         do k=1,lev 
<           do i=1,nx<             shtmp(i,k,j) = max(0.0,shtmp(i,k,j)) 
<           enddo 
<         enddo 
<       enddo 
< !     call check_positive(shtmp,nx,lev,jlistnum,' cld after convert_sig_hybrid ')        
< !     call check_maxmin  (shtmp,nx,lev,jlistnum,' cld after convert_sig_hybr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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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if  
<  
201d173   
<        
347c319  
<       call joinrs(cc,ut,vt,dummy,dummy,nx,my_max,lev,jlistnum,2,0) 
--- 
>       call joinrs(cc,ut,vt,dummy,dummy,nx,my_max,lev,jlistnum,2,1) 
351c323 
<      &           ,mlistnum,2,0) 
---      
>      &           ,mlistnum,2,1) 
353d324 
<       if( .not. nislq ) then 
363,365d333 
<       else 
<            qrefs = 0.0 
<       endif 
498,533d465 
<       return 
<       end 
< 
<       subroutine check_positive( a, im, km, jm , ch ) 
<       character*(*) ch 
<       real a(im,km,jm) 
<       integer im,jm,km,i,j,k,numa,numq 
<       numa=im*km*jm 
<       numq=0 
<       do i=1,im 
<         do j=1,jm 
<           do k=1,km 
<             if( a(i,k,j).lt.0.0 ) numq=numq+1 
<           enddo   
<         enddo 
<       enddo 
<       print *,'negtive #',numq,'  of ',numa,' for ',ch 
<       return 
<       end   
<        
<       subroutine check_maxmin( a, im, km, jm , ch ) 
<       character*(*) ch 
<       real a(im,km,jm) 
<       integer im,jm,km,i,j,k 
<       real qmax,qmin 
<       qmax=a(1,1,1)  
<       qmin=a(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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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1,im 
<         do j=1,jm 
<           do k=1,km 
<             qmax = max(qmax,a(i,k,j)) 
<             qmin = min(qmin,a(i,k,j)) 
<           enddo 
<         enddo 
<       enddo 
<       print *,' max min ',qmax,qmin,' for ',ch 
 
 
=============================================================== 
< tendget.f    > tendget.f-orig 
43d42 
<         if( .not. nislq ) then 
47,49d45 
<         else 
<           qbar = 0.0 
<         endif 
76d71 
<       if( .not. nislq ) then 
83,85d77 
<       else 
<       qten = 0.0 
<       endif 
104,105c96,97 
<         call gridnl_hybrid (nx,lev,ncld,nislq 
<      *  , cp,radsq,ut(1,1,jj),vt(1,1,jj),pdot(1,1,jj),rdiv(1,1,jj) 
---      
>         call gridnl_hybrid (nx,lev,ncld 
>      *  , cp,radsq,ut(1,1,jj),vt(1,1,jj),rdiv(1,1,jj) 
129,134d120 
< ! 
< ! no need of advect q 
< ! 
< !     if( nislq ) then 
< !       call nislq_advect(dt,ut,vt,pdot,pt,qt,qt) 
< !     endif 
154,163d139  
< !hmhj: ok with 3,1 but it should be 2,0 
<       if( nislq ) then 
<       call joinrs(cc,diveng,ddtemp,dummy,dummy,nx,my_max,lev 
<      &           ,jlistnum,3,1) 
<       call tranrs(jtrun,jtmax,nx,my,my_max,lev,poly,weight,cc 
<      &           ,wss,3,nsize) 
<       call ujoinrs(wss,divten,temten,dummy,dummy,jtrun,jtmax,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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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listnum,3,1) 
<       qten = 0.0 
<       else 
170d145 
<       endif 
174,177c149,151 
<      &              ,weight,cim,onocos,poly,dpoly,temten,nsize) 
<       if( .not. nislq ) 
<      &call rstrantq (jtrun,jtmax,nx,my,my_max,lev*ncld,qadvv,qadvu 
<      &              ,weight,cim,onocos,poly,dpoly,qten,nsize) 
--- 
>      *              ,weight,cim,onocos,poly,dpoly,temten,nsize) 
>       call rstrantq (jtrun,jtmax,nx,my,my_max,lev*ncld,qadvv,qadvu 
>      *              ,weight,cim,onocos,poly,dpoly,qten,nsize) 
179c153 
<      &              ,weight,cim,onocos,poly,dpoly,hldten,vorten,nsize) 
--- 
>      *              ,weight,cim,onocos,poly,dpoly,hldten,vorten,nsize) 
 
=============================================================== 
< gather_spec.f    > gather_spec.f-orig 
3c3 
<      2   uzm,lev,ncld,jtrun,jtmax,my,nsize,nislq) 
--- 
>      2   uzm,lev,ncld,jtrun,jtmax,my,nsize) 
15d14 <       logical nislq 
30,31d28 
<  
<       if( .not. nislq ) then 
34,35d30 
<       endif 
< 
44,45d38 
< 
<       if( .not. nislq ) then 
48,49d40 
<       endif 
< 
58,59d48 
< 
<       if( .not. nislq ) then 
62,63d50 
<       endi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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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flds.f     > outflds.f-orig 
123a124 
>         j=jlist1(jj) 
 
=============================================================== 
< getrdy.f    > getrdy.f-orig 
493c493 
<      4       , ggdef,gmdef,hybrid,nislq) 
--- 
>      4       , ggdef,gmdef,hybrid) 
510,517d509 
<       if( nislq ) then 
<       call joinrs(cc,tt,dummy,dummy,dummy,nx,my_max,lev,jlistnum,1,0) 
<       call tranrs(jtrun,jtmax,nx,my,my_max,lev,poly,weight,cc 
<      &           ,wss,1,nsize) 
<       call ujoinrs(wss,temnow,dummy,dummy,dummy,jtrun,jtmax,lev 
<      &           ,mlistnum,1,0) 
<       qnow = 0.0 
<       else 
523d514 
<       endif 
526,528d516 
< 
< !     call check_maxmin  (temnow,lev*2,jtrun,mlistnum,' temnow after tranrs ') 
< !     call check_maxmin  (plnow,1,jtrun,mlistnum,' plnow after tranrs1 ') 
694,700d681 
<       if( nislq ) then 
<       call joinsr(wss,vornow,divnow,temnow,dummy,jtrun,jtmax,lev 
<      *           ,mlistnum,3,0) 
<       call transr(jtrun,jtmax,nx,my,my_max,lev,poly,wss,cc 
<      *           ,3,nsize) 
<       call ujoinsr(cc,rvor,rdiv,tt,dummy,nx,my_max,lev,jlistnum,3,0) 
<       else 
706d686 
<       endif 
901d880 
< c 
912d890 
< 
 
=============================================================== 
< ujoinrs.f    > ujoinrs.f-orig 
6,45c6,11 
<       if( ncld.eq.0 ) then 
<       if(num .eq. 1) call ujoin10rs(wss,s1,jtrun,jtmax,lev,mlistnum) 
<       if(num .eq. 2) call ujoin20rs(wss,s1,s2,jtrun,jtmax,lev,mlist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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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if(num .eq. 2) call ujoin2rs(wss,s1,s2,jtrun,jtmax,lev,mlistnum,ncld) 
<       if(num .eq. 3) call ujoin3rs(wss,s1,s2,s3,jtrun,jtmax,lev,mlistnum,ncld) 
<       if(num .eq. 4) call ujoin4rs(wss,s1,s2,s3,s4,jtrun,jtmax,lev,mlistnum,ncld) 
<       endif 
< c 
<       return 
<       end 
< c 
<       subroutine ujoin10rs(wss,s1,jtrun,jtmax,lev,mlistnum) 
< c      
<       dimension wss (lev,2,1,jtrun,jtmax) 
< c      
<       dimension s1(lev,2,jtrun,jtmax) 
< c     
<       do 10 m=1,mlistnum 
<       do 10 l=1,jtrun 
<       do 10 k = 1, lev*2 
<         s1(k,1,l,m) = wss(k,1,1,l,m) 
<   10  continue 
< c      
<       return 
<       end 
< c 
<       subroutine ujoin20rs(wss,s1,s2,jtrun,jtmax,lev,mlistnum) 
< c 
<       dimension wss (lev,2,2,jtrun,jtmax) 
< c 
<       dimension s1(lev,2,jtrun,jtmax) 
<       dimension s2(lev,2,jtrun,jtmax) 
< c      
<       do 10 m=1,mlistnum 
<       do 10 l=1,jtrun 
<       do 10 k = 1, lev*2 
<         s1(k,1,l,m) = wss(k,1,1,l,m)  
<         s2(k,1,l,m) = wss(k,1,2,l,m)  
<   10  continue 
---      
>       if(num .eq. 2) 
>      &  call ujoin2rs(wss,s1,s2,jtrun,jtmax,lev,mlistnum,ncld) 
>       if(num .eq. 3) 
>      &  call ujoin3rs(wss,s1,s2,s3,jtrun,jtmax,lev,mlistnum,ncld) 
>       if(num .eq. 4) 
>      &  call ujoin4rs(wss,s1,s2,s3,s4,jtrun,jtmax,lev,mlistnum,nc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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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joinsr.f    > ujoinsr.f-orig 
5,9d4 
<       if( ncld.eq.0 ) then 
<       if(num .eq. 1) call ujoin10sr(cc,r1,nx,my_max,lev,jlistnum) 
<       if(num .eq. 2) call ujoin20sr(cc,r1,r2,nx,my_max,lev,jlistnum) 
<       if(num .eq. 3) call ujoin30sr(cc,r1,r2,r3,nx,my_max,lev,jlistnum) 
<       else 
16,64d10 
<       endif 
< c 
<       return 
<       end 
< 
<       subroutine ujoin10sr(cc,r1,nx,my_max,lev,jlistnum) 
< c 
<       dimension cc(nx+3,lev,1,my_max) 
<       dimension r1(nx,lev,my_max) 
< c 
<       do 10 jj =1, jlistnum 
<       do 10 k=1,lev 
<       do 10 i=1,nx 
<         r1(i,k,jj)=cc(i,k,1,jj) 
<    10 continue 
< c 
<       return 
<       end 
< c 
<       subroutine ujoin20sr(cc,r1,r2,nx,my_max,lev,jlistnum) 
< c 
<       dimension cc(nx+3,lev,2,my_max) 
<       dimension r1(nx,lev,my_max) 
<       dimension r2(nx,lev,my_max) 
< c 
<       do 10 jj =1, jlistnum 
<       do 10 k=1,lev 
<       do 10 i=1,nx 
<         r1(i,k,jj)=cc(i,k,1,jj) 
<         r2(i,k,jj)=cc(i,k,2,jj) 
<    10 continue 
< c 
<       return 
<       end 
< c 
<       subroutine ujoin30sr(cc,r1,r2,r3,nx,my_max,lev,jlistnum) 
< c 
<       dimension cc(nx+3,lev,3,my_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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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ension r1(nx,lev,my_max) 
<       dimension r2(nx,lev,my_max) 
<       dimension r3(nx,lev,my_max) 
< c      
<       do 10 jj =1, jlistnum 
<       do 10 k=1,lev 
<       do 10 i=1,nx  
<         r1(i,k,jj)=cc(i,k,1,jj) 
<         r2(i,k,jj)=cc(i,k,2,jj) 
<         r3(i,k,jj)=cc(i,k,3,jj) 
<    10 continue 
 
=============================================================== 
< gridnl_hybrid.f    > gridnl_hybrid.f-orig 
1,2c1,2 
<       subroutine gridnl_hybrid ( nx,lev,ncld,nislq 
<      &                  , cp,radsq,ut,vt,pdot,rdiv,rvor,tt,qt,phi 
---      
>       subroutine gridnl_hybrid ( nx,lev,ncld 
>      &                  , cp,radsq,ut,vt,rdiv,rvor,tt,qt,phi 
19d18 
< c  pdot: gridpt vertical velocity in term of pressure sdot(dp/ds) ~ dp/dt 
52,53c51 
<       dimension ut(nx,lev),vt(nx,lev),pdot(nx,lev+1) 
<      *, rdiv(nx,lev),rvor(nx,lev) 
---        
>       dimension ut(nx,lev),vt(nx,lev),rdiv(nx,lev),rvor(nx,lev) 
70,71d67 
< c      
<       logical nislq 
185,188d180 
< c moisture advection 
< c 
<       if( .not. nislq ) then 
< c      
227,239d218 
< c 
< c end of moisture advection 
< c 
<       else 
< 
<       qvadv = 0.0 
<       qadvv = 0.0 
<       qadvu = 0.0 
<       pdot(:,    1) = 0.0 
<       pdot(:,lev+1)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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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ot(:,2:lev) = sd(:,2:lev) 
< 
<       endif 
 
=============================================================== 
< hdiffu.f    > hdiffu.f-orig 
3c3 
<      2                  , eps4,trefs,qrefs,nislq ) 
--- 
>      2                  , eps4,trefs,qrefs ) 
16d15 
<       logical nislq 
96d94 
<       if( .not. nislq ) then 
109d106 
<       endif 
122c119 
<        call filter_top (jtrun,jtmax,lev,ncld,nislq,temnow,qnow,vornow,divnow) 
--- 
>        call filter_top (jtrun,jtmax,lev,ncld,temnow,qnow,vornow,divnow) 
129c126 
<       subroutine filter_top(jtrun,jtmax,lev,ncld,nislq,temnow,qnow 
--- 
>       subroutine filter_top(jtrun,jtmax,lev,ncld,temnow,qnow 
144d140 
<       logical nislq 
174c170 
< chmhj    qnow(k,1,n,m)  = qnow(k,1,n,m)*flt 
--- 
>          qnow(k,1,n,m)  = qnow(k,1,n,m)*flt 
178c174  
< chmhj    qnow(k,2,n,m)  = qnow(k,2,n,m)*flt 
---      
>          qnow(k,2,n,m)  = qnow(k,2,n,m)*flt 
184,200d179 
<       if( .not. nislq ) then 
<       do k = 1, ktop 
<       do m = 1, mlistnum 
<        mf=max(2,mlist(m)) 
<       do n = mf, jtrun 
<        nflt = int ( wvn_top(k) / float(n) ) 
<        flt = min( 1.0, float(nflt) ) 
<         do l=1,ncld 
<          kk=k+(l-1)*lev  
<          qnow(kk,1,n,m)  = qnow(kk,1,n,m)*flt 
<          qnow(kk,2,n,m)  = qnow(kk,2,n,m)*f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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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do 
<       end do 
<       end do 
<       end do 
<       end if 
< c       
213c192 
< chmhj    qnow(k,1,n,m)  = qnow(k,1,n,m)*flt 
--- 
>          qnow(k,1,n,m)  = qnow(k,1,n,m)*flt 
217c196 
< chmhj    qnow(k,2,n,m)  = qnow(k,2,n,m)*flt 
--- 
>          qnow(k,2,n,m)  = qnow(k,2,n,m)*flt 
222,238d200 
< 
<       if( .not. nislq ) then 
<       do k = 1, ktop 
<       do m = 1, mlistnum 
<        mf=max(2,mlist(m)) 
<       do n = mf, jtrun 
<          fac = min(wvn_top(k),float(n-1)) * pi / wvn_top(k) 
<          flt = sin(fac)/fac 
<          do l=1,ncld 
<          kk=k+(l-1)*lev 
<          qnow(kk,1,n,m)  = qnow(kk,1,n,m)*flt 
<          qnow(kk,2,n,m)  = qnow(kk,2,n,m)*flt 
<          end do 
<       end do 
<       end do 
<       end do 
<       end if 
 
=============================================================== 
< incrini.f    > incrini.f-orig 
106d105 
<       if( nislq ) qtmp(:,1:lev,:) = max(0.0,qtmp(:,1:lev,:)) 
127d125 
<       if( nislq ) qtmp(:,1:lev,:) = max(0.0,qtmp(:,1:lev,:)) 
156,163d153 
<       if( nislq ) then 
<       call joinrs(cc,tt,dumy,dummy,dummy,nx,my_max,lev,jlistnum,1,0) 
<       call tranrs(jtrun,jtmax,nx,my,my_max,lev,poly,weight,cc 
<      &           ,wss,1,nsize) 
<       call ujoinrs(wss,temnow,dummy,dummy,dummy,jtrun,jtmax,lev 
<      &           ,mlistnu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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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ow = 0.0 
<       else 
169d158 
<       endif 
204,210d192  
<       if( nislq ) then 
<       call joinsr(wss,vornow,divnow,temnow,dummy,jtrun,jtmax,lev 
<      &           ,mlistnum,3,0) 
<       call transr(jtrun,jtmax,nx,my,my_max,lev,poly,wss,cc,3,nsize) 
<       call ujoinsr(cc,rvor,rdiv,tt,dummy,nx,my_max,lev,jlistnum,3,0) 
<       qnow = 0.0 
<       else 
215d196     
<       endif 
 
=============================================================== 
< initial.f    > initial.f-orig 
242c242  
<      &             ,mlistnum,3,0) 
---      
>      &             ,mlistnum,3,1) 
244c244 
<         call ujoinsr(cc,rvor,rdiv,tt,dummy,nx,my_max,lev,jlistnum,3,0) 
--- 
>         call ujoinsr(cc,rvor,rdiv,tt,dummy,nx,my_max,lev,jlistnum,3,1) 
279d278 
<       if( .not. nislq ) then 
287d285 
<       endif 
 
=============================================================== 
< intgrt.f    > intgrt.f-orig 
75a76    
> 
276d276 
<         if( .not. nislq ) then 
280,282d279 
<         else 
<          qbar = 0.0 
<         endif 
304d300 
<       if( .not. nislq ) then 
311,313d306 
<       else 
<       qten = 0.0 
<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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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340c332,333 
<         call gridnl_hybrid (nx,lev,ncld,nislq 
<      *  , cp,radsq,ut(1,1,jj),vt(1,1,jj),pdot(1,1,jj),rdiv(1,1,jj) 
--- 
>         call gridnl_hybrid (nx,lev,ncld 
>      *  , cp,radsq,ut(1,1,jj),vt(1,1,jj),rdiv(1,1,jj) 
365,388d357 
< ! 
< ! total advect q from qpm to qt 
< ! 
<       if( nislq ) then 
<         if( forward ) then 
<           do jj = 1, jlistnum 
<             do k = 1, lev*ncld 
<               do i = 1, nx 
<                qp (i,k,jj) = qt(i,k,jj) 
<                qpm(i,k,jj) = qt(i,k,jj) 
<               enddo 
<             enddo 
<           enddo 
<         else 
<           do jj = 1, jlistnum 
<             do k = 1, lev*ncld 
<               do i = 1, nx 
<                qp(i,k,jj) = qt(i,k,jj) 
<               enddo 
<             enddo 
<           enddo 
<         endif 
<         call nislq_advect(dta,ut,vt,pdot,pt,qpm,qt) 
<       endif 
405,414d373 
< ! hmhj: ok with 3,1 in fact it should be 2,0 
<       if( nislq ) then 
<       call joinrs(cc,diveng,ddtemp,dummy,dummy,nx,my_max,lev 
<      &           ,jlistnum,3,1) 
<       call tranrs(jtrun,jtmax,nx,my,my_max,lev,poly,weight,cc 
<      &           ,wss,3,nsize) 
<       call ujoinrs(wss,divten,temten,dummy,dummy,jtrun,jtmax,lev 
<      &           ,mlistnum,3,1) 
<       qten = 0.0 
<       else 
421d379 
<       endif 
427,428c385  
<       if( .not. nisl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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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rstrantq (jtrun,jtmax,nx,my,my_max,lev*ncld,qadvv,qadvu 
---            
>       call rstrantq (jtrun,jtmax,nx,my,my_max,lev*ncld,qadvv,qadvu 
432,433d388       
< !               
<       if( nislq )  qten = 0.0 
478,482d432    
<       if( nislq ) then 
<       call zimadv_nislq ( my,my_max,lev 
<      &             ,jtrun,jtmax,dt1,poly,onocos,weight 
<      &             ,uzm,vorten,vornow,vorold,nsize  ) 
<       else 
486d435 
<       endif 
550,551d498 
< 
<       if( .not. nislq ) then 
557d503 
<       endif 
581d526 
<       if( .not. nislq ) then 
588,590d532 
<       else 
<        qnow = 0.0 
<       endif 
605c547 
<      2                       , qnow,eps4,trefs,qrefs,nislq ) 
--- 
>      2                       , qnow,eps4,trefs,qrefs ) 
616,622d557 
<       if( nislq ) then 
<       call joinsr(wss,temnow,dummy,dummy,dummy,jtrun,jtmax,lev 
<      *           ,mlistnum,1,0) 
<       call transr(jtrun,jtmax,nx,my,my_max,lev,poly,wss,cc,1,nsize) 
<       call ujoinsr(cc,tt,dummy,dummy,dummy,nx,my_max,lev,jlistnum,1,0) 
<       qnow = 0.0 
<       else 
627d561 
<       endif 
660,667d593 
<       if( nislq ) then 
<       call joinrs(cc,tt,dummy,dummy,dummy,nx,my_max,lev,jlistnum,1,0) 
<       call tranrs(jtrun,jtmax,nx,my,my_max,lev,poly,weight,cc 
<      *           ,wss,1,nsize) 
<       call ujoinrs(wss,temnow,dummy,dummy,dummy,jtrun,jtmax,lev 
<      *           ,mlistnu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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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ow = 0.0 
<       else 
673d598 
<       endif 
727d651  
<       if( .not. nislq ) then 
742,744d665 
<       else 
<            qten = 0.0  
<       endif 
757d677  
<       if( .not. nislq ) then 
764,766d683 
<       else 
<        qten = 0.0             
<       endif 
788c705 
<      2                       , qten,eps4,trefs,qrefs,nislq ) 
---      
>      2                       , qten,eps4,trefs,qrefs ) 
799,805d715         
<       if( nislq ) then 
<       call joinsr(wss,temten,dummy,dummy,dummy,jtrun,jtmax,lev 
<      *           ,mlistnum,1,0) 
<       call transr(jtrun,jtmax,nx,my,my_max,lev,poly,wss,cc,1,nsize) 
<       call ujoinsr(cc,tt,dummy,dummy,dummy,nx,my_max,lev,jlistnum,1,0) 
<       qten = 0.0 
<       else 
810d719  
<       endif 
841,848d749 
<       if( nislq ) then 
<       call joinrs(cc,tt,dummy,dummy,dummy,nx,my_max,lev,jlistnum,1,0) 
<       call tranrs(jtrun,jtmax,nx,my,my_max,lev,poly,weight,cc 
<      *           ,wss,1,nsize) 
<       call ujoinrs(wss,temten,dummy,dummy,dummy,jtrun,jtmax,lev 
<      *           ,mlistnum,1,0) 
<       qten = 0.0 
<       else 
854d754 
<       endif 
897d796 
<       if( .not. nislq ) then 
906,917d804 
<       else 
<         qold = 0.0 



32 
 

<         qnow = 0.0 
<         do jj = 1, jlistnum 
<           do k = 1, lev*ncld 
<             do i = 1, nx 
<              qpm(i,k,jj) = qp(i,k,jj) + tfilt*( qpm(i,k,jj) 
<      &               - 2.0*qp(i,k,jj) + qt(i,k,jj) ) 
<             enddo 
<           enddo 
<         enddo 
<       endif 
941,947d827 
<       if( nislq ) then 
<       call joinsr(wss,vornow,divnow,temnow,dummy,jtrun,jtmax,lev 
<      *           ,mlistnum,3,0) 
<       call transr(jtrun,jtmax,nx,my,my_max,lev,poly,wss,cc,3,nsize) 
<       call ujoinsr(cc,rvor,rdiv,tt,dummy,nx,my_max,lev,jlistnum,3,0) 
<       qnow = 0.0 
<       else 
952d831 
<       endif 
1090c969 
<      2   uzm,lev,ncld,jtrun,jtmax,my,nsize,nislq) 
---     
>      2   uzm,lev,ncld,jtrun,jtmax,my,nsize) 
 
=============================================================== 
< joinrs.f    > joinrs.f-orig 
5,8d4 
<       if( ncld.eq.0 ) then 
<       if(num .eq. 1) call join10rs(cc,r1,nx,my_max,lev,jlistnum) 
<       if(num .eq. 2) call join20rs(cc,r1,r2,nx,my_max,lev,jlistnum) 
<       else 
11,12d6  
<       if(num .eq. 4) call join4rs(cc,r1,r2,r3,r4,nx,my_max,lev,jlistnum,ncld) 
<       endif 
17,46d10   
<       subroutine join10rs(cc,r1,nx,my_max,lev,jlistnum) 
< c            
<       dimension cc(nx+3,lev,1,my_max)  
<       dimension r1(nx,lev,my_max) 
< c            
<       do 10 jj =1, jlistnum 
<       do 10 k=1,lev 
<       do 10 i=1,nx 
<       cc(i,k,1,jj)= r1(i,k,jj) 
<    10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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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return      
<       end 
< c      
<       subroutine join20rs(cc,r1,r2,nx,my_max,lev,jlistnum) 
< c      
<       dimension cc(nx+3,lev,2,my_max) 
<       dimension r1(nx,lev,my_max) 
<       dimension r2(nx,lev,my_max) 
< c 
<       do 10 jj =1, jlistnum 
<       do 10 k=1,lev 
<       do 10 i=1,nx 
<       cc(i,k,1,jj)= r1(i,k,jj) 
<       cc(i,k,2,jj)= r2(i,k,jj) 
<    10 continue 
< c 
<       return 
<       end 
< c 
60c24 
<       do 20 n=1,max(1,ncld) 
--- 
>       do 20 n=1,ncld 
86c50 
<       do 20 n=1,max(1,ncld) 
--- 
>       do 20 n=1,ncld 
92,119d55 
<    20 continue 
< c 
<       return 
<       end 
< c 
<       subroutine join4rs(cc,r1,r2,r3,r4,nx,my_max,lev,jlistnum,ncld) 
< c 
<       dimension cc(nx+3,lev,2+ncld,my_max) 
<       dimension r1(nx+3,lev,my_max) 
<       dimension r2(nx+3,lev,my_max) 
<       dimension r3(nx+3,lev,my_max) 
<       dimension r4(nx+3,lev*ncld,my_max) 
< c      
<       do 10 jj =1, jlistnum 
<       do 10 k=1,lev 
<       do 10 i=1,nx  
<       cc(i,k,1,jj)= r1(i,k,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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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i,k,2,jj)= r2(i,k,jj) 
<       cc(i,k,3,jj)= r3(i,k,jj) 
<    10 continue 
< c   
<       do 20 jj =1, jlistnum 
<       do 20 n=1,max(1,ncld) 
<       nk=(n-1)*lev 
<       do 20 k=1,lev 
<       kk=nk+k 
<       do 20 i=1,nx 
<       cc(i,k,3+n,jj)= r4(i,kk,jj) 
 
=============================================================== 
< joinsr.f  > joinsr.f_org 
6,10d5 
<       if( ncld.eq.0 ) then 
<       if(num .eq. 1) call join10sr(wss,s1,jtrun,jtmax,lev,mlistnum) 
<       if(num .eq. 2) call join20sr(wss,s1,s2,jtrun,jtmax,lev,mlistnum) 
<       if(num .eq. 3) call join30sr(wss,s1,s2,s3,jtrun,jtmax,lev,mlistnum) 
<       else 
17,71d11 
<       endif 
< c      
<       return 
<       end 
< c      
<       subroutine join10sr(wss,s1,jtrun,jtmax,lev,mlistnum) 
< c      
<       dimension wss (lev,2,1,jtrun,jtmax) 
< c 
<       dimension s1(lev,2,jtrun,jtmax) 
< c 
<       wss=0. 
<       do 10 m=1,mlistnum 
<       do 10 l=1,jtrun 
<       do 10 k = 1, lev*2 
<          wss(k,1,1,l,m) = s1(k,1,l,m) 
<   10  continue 
< c 
<       return 
<       end 
< c 
<       subroutine join20sr(wss,s1,s2,jtrun,jtmax,lev,mlistnum) 
< c 
<       dimension wss (lev,2,2,jtrun,jtmax)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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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ension s1(lev,2,jtrun,jtmax) 
<       dimension s2(lev,2,jtrun,jtmax) 
< c 
<       wss=0. 
<       do 10 m=1,mlistnum 
<       do 10 l=1,jtrun 
<       do 10 k = 1, lev*2 
<          wss(k,1,1,l,m) = s1(k,1,l,m) 
<          wss(k,1,2,l,m) = s2(k,1,l,m) 
<   10  continue 
< c 
<       return 
<       end 
< c 
<       subroutine join30sr(wss,s1,s2,s3,jtrun,jtmax,lev,mlistnum) 
< 
<       dimension wss (lev,2,3,jtrun,jtmax) 
< c 
<       dimension s1(lev,2,jtrun,jtmax) 
<       dimension s2(lev,2,jtrun,jtmax) 
<       dimension s3(lev,2,jtrun,jtmax) 
< c      
<       wss=0. 
<       do 10 m=1,mlistnum 
<       do 10 l=1,jtrun 
<       do 10 k = 1, lev*2 
<          wss(k,1,1,l,m) = s1(k,1,l,m) 
<          wss(k,1,2,l,m) = s2(k,1,l,m) 
<          wss(k,1,3,l,m) = s3(k,1,l,m) 
<   10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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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Relative humidity on 700 hPa after 6 hr integration is obtained from Eulerian advection 
on top panel (nislqFs) and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 on bottom panel (nislq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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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he same as Fig. 1 except on 100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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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The same as Fig. 1 except after 24 hr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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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The same as Fig. 2 except after 24 hr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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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he same as Fig. 1 except after 120 hr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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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The same as Fig. 2 except after 120 hr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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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Cloud water in g/kg on 100 hPa after 6 hr integration is obtained from Eulerian advection 
on top panel (nislqFs) and semi-Lagrangian advection on bottom panel (nislq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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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The same as Fig. 7 except after 120 hr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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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Mean sea level pressure in hPa after 24 hr integration is obtained from Eulerian advection 
on top panel (nislqF) and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 on bottom panel (nisl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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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The same as Fig. 9 except after 120 hr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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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The same as 9 except for accumulated rainfall in mm/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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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2  Geopotential height in meter on 500 hPa after 24 hr integration is obtained from Eulerian 
advection on top panel (nislqF) and semi-Lagrangian tracer advection on bottom panel (nisl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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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3 The same as Fig. 12 except after 120 hr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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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dvances in computing power allow atmospheric prediction models to be run at progressively finer 
scales of resolution, using increasingly more sophisticated physical parameterizations and numerical 
metho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cloud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is a key component of these models, 
over the past decade both research and operational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models [i.e., the 
Fifth-gener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CAR)/Penn State University 
Mesoscale Model (MM5), the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 Eta, and the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WRF)] have started using more complex microphysical 
schemes that were originally developed for high-resolution cloud-resolving models (CRMs).  CRMs, 
which are run at horizontal resolutions on the order of 1-2 km or finer, can simulate explicitly 
complex dynamical and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deep, precipitating atmospheric 
convection.  A recent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Weather Research Program (USWRP) Science 
Steering Committee specifically calls for the replacement of implicit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schemes with explicit bulk schemes in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NWP) as part of a community 
effort to improv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  
 
A sophisticated cloud microphysics parameteriz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into a high-resolution 
non-hydrostatic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 system (WRF). This cloud microphysics scheme has 
been extensively tested and applied for various clouds/cloud system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 
locations. It includes a parameterized two-category liquid water scheme (cloud water and rain), and a 
parameterized three-category ice scheme (cloud ice, snow and hail/graupel). The snow, hail/graupel 
and rain are heavier particles that fall relative to the cloud updraft with appreciable terminal 
velocities. These precipitation particles (rain, snow and graupel/hail) ultimately fall to the ground as 
rainfall and/or snowfall tha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determining the QPF. 
 
The cloud microphysics parameterization on precipitation and rainfall in the WRF needs to be 
investigated.   Specifically, we have (1) continued improving, testing and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icrophysical scheme for heavy precipitation events, (2) conducted both case study (Typhoon 
Marokot) and real time forecast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WB’s WRF, and (3) examined 
the sensitivity of model resolution on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and surface rainfall amount.  In addition, 
we implemented improved radiation schemes (both long- and short-wave radiative transfer) in 
CWB/s WRF. We also provided software on separating convective and stratiform rain. 
 
It is expected that these WRF modeling research at CWB can provide precipitation and rainfall 
forecast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to the operational unit for reference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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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Recent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computer power allow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NWP) to be 
run at fine grid sizes.  NWP can therefore include the more sophisticated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Cloud Resolving Models (CRM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A recent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Weather Research Program (USWRP) Science Steering Committee 
specifically calls for the replacement of implicit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schemes with explicit 
bulk schemes as part of a community effort to improve the model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 (Fritsch and Carbone 2002). Consequently, NWP should be able to improve its QPF.  
Such a move cannot, however, be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QPF unless the forecast initializations of 
precipitation are at least in reasonable agreement with observations. 
 
However, traditional convective parameterization (i.e., Kain-Fritsch, Betts-Miller-Janjic, Arakawa 
and Schubert and others) is still needed for NWP and global models for long-term forecasts.  Many 
convective parameterization schemes and processes may be grid size and case dependent (Rogers and 
Fritsch 1996; Wang and Seaman 1997; Gallus 1999; Yang and Tung 2003 and others).  Also, it was 
recognized that no parameterization scheme is designed for a 10-20 km grid (Tao et al. 2003b). 
Molinari and Dudek (1992) suggested that a “hybrid scheme” in which a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and an explicit moisture scheme interact directly and simultaneously, could be a possible solution. 
The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scheme is generally used to represent convective precipitation and the 
explicit moisture scheme to represent grid-resolvable precipitation such as stratiform/anvil rain.  
How to allow the direc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processes is a very difficult issue and needs 
future investigation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cloud microphysi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on-hydrostatic high-resolution 
simulations as evidenced by the extensive amount of research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loud microphysical schem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hurricanes and other severe weather events over the past two and a half decades (see Table 
1). Many different approaches have been us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microphysics on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convective systems1

                                                 
1   The effects of aerosols (see a brief review by Tao et al. 2007) on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schemes have also been studied.  

.  For example, new ice phase schemes 
were developed in the 80’s (Lin et al. 1983; Cotton et al. 1982, 1986; Rutledge and Hobbs 1984), 
and the impact of those ice processes on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deep convection 
were investigated (Yoshizaki 1986; Nicholls 1987; Fovell and Ogura 1988; Tao and Simpson 1989; 
and other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propagation speed and cold outflow structure were similar 
between runs with and without ice-phase processes.  This is because evaporative cooling and the 
vertical shear of the horizontal wind in the lower troposphere largely determine the outflow structure.  
However, ice phase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are crucial for developing a realistic stratiform structure 
and precipitation statistics.  The sensitivity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icrophysical schemes and 
processes on precipitation was also investigated (i.e., McCumber et al. 1991; Ferrier et al. 1995; Wu 
et al. 1999; Tao et al. 2003a; and others).  Tho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use of three ice classes 
produces better results than two classes ice, and for tropical cumuli, the optimal mix of bulk ice 
hydrometeors is cloud-ice, snow and graupel (i.e., McCumber et al. 1991).  Ice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ng-term simulation of cloud properties and cloud-
radiative properties (i.e., Wu et al. 1999; Zeng et al. 2008).  Additionally, water budgets and process 
diagrams (see Fig. 7 in Tao et al. 1991 and Fig. 10 in Colle and Zeng 2004) we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the dominant cloud and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i.e., Fovell and Ogura 1988; Tao et al. 
1991; Colle and Zeng 2004; and Colle et al. 2005).  For example, Fovell and Ogura (1988) fou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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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lting of hail w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rain for a long lasting mid-latitude squall line.  Tao et al. 
(1991) showed that the dominant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were quite different between the 
convective and stratiform regions and between the mature and decaying stages.  Condensation, 
collection (accretion) of cloud water by rain, and melting of graupel dominated in the convective 
region, while deposition, evaporation, melting and accre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ice phase dominated 
during the mature phase of a tropical squall line.  However, melting and sublimation became 
important during the dissipating stage in the stratiform region.  Colle et al. (2005) determined that 
condensation, snow deposition, accretion of cloud water by rain and melting are important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orographic precipitation events.   
 
Many new and better microphysical parameterization schemes were also developed in the past 
decade (i.e., Ferrier 1994; Meyers et al. 1997; Resiner et al. 1998; Hung et al. 2004; Walko et al. 
2005; Morrison et al. 2005a,b; Straka and Mansell 2005; Milbrandt and Yau 2005; Morrison and 
Grabowski, 2008; Thompson et al. 2004, 2008; Dudhia et al. 2008 and others).  These schemes range 
from one-moment bulk with three ice classes to one-moment bulk with multiple ice classes to two-
moment two, three and four classes of ice.  However, only idealized simul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test new microphysical schemes.  In addition, some of modeling research has only been performed 
to examine specific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i.e., turning melting/evaporation on or off, reducing the 
auto-conversion rate from cloud water to rain, etc.) within one particular microphysical scheme (i.e., 
evaporation, melting of large precipitating ice particles, etc.) responsible for determin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of convective systems (i.e., Tao et al. 1995; Wang 2002; Colle et al. 2005; 
Zhu and Zhang 2006; and many others).  
 
The proposed research will focus on both real case studies and operational modes to examin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ddard microphysical scheme.  The Goddard scheme includes a parameterized 
two-category liquid water scheme (cloud water and rain), and a parameterized three-category ice 
scheme (cloud ice, snow and hail/graupel). The snow, hail/graupel and rain are heavier particles that 
fall relative to the cloud updraft with appreciable terminal velocities. These precipitation particles 
(rain, snow and graupel/hail) ultimately fall to the ground as rainfall and/or snowfall tha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determining the QPF.  The major objective of this one-year proposed 
research is to continue improving and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microphysics in WRF.  The 
sensitivity tests will be also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grid sizes on the microphysical 
parameterization and its predicted strength and evolution of rainfall. Numerical experiments will be 
also performed for selected severe weather events over the Taiwan area.  This proposed research 
could advance both the QPF and regional climate modeling research throug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loud and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radiation and surface processes.  It is also 
recognized that comparison studies with observational data (i.e., from radar and rain gauge) collected 
over the Taiwan region are needed to validate the cloud microphysics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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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Microphysics Resolutions 

Vertical Layers 
Integration Time Case 

Lin et al. (1983) 2D 3-ICE 200 m/95 48 min Hail Event Montana 
Cotton et al. (1982, 1986) 2D 3-ICE & Ni 500 m/31 5 hours Orographic  

Snow 
Rutledge and Hobbs 

(1984) 
2D 

Kinematics 
3-ICE 600 m/20 Steady State Narrow Cold Front 

Lord et al. (1984)  2D  
axisymmetric 

3-ICE vs Warm Rain 2 km/20 4.5 days Idealized 

Yoshizaki (1986)# 2D 
slab-symmetric 

3-ICE scheme vs Warm 
Rain 

0.5 km/32 4.5 hours 12 September GATE 
Squall Line 

Nicholls (1987) 2D 
slab-symmetric 

3-ICE vs Warm Rain 0.5 km/25 5 hours 12 September GATE 
Squall Line 

Fovell and Ogura (1988) 2D 
slab-symmetric 

3-ICE vs Warm Rain 1 km/31 10 hours Mid-latitude Squall 
Line 

Tao and Simpson (1989, 
1993) 

2D 
 and 3D 

3-ICE vs Warm Rain 1 km/31 12 hours GATE Squall Line 

Tao et al. (1990) 2D 3-ICE 1 km/31 12 hours GATE Squall Line 
McCumber et al. (1991) 2D 

 and 3D 
3-ICE scheme (graupel vs 

hail, 2ICE vs 3ICE) 
 

1 km/31 
12 hours GATE Squall Line 

Wu et al. (1999) 2D 
slab-symmetric  

2 ICE 3 km/52 39 days TOGA COARE 

Ferrier (1994), Ferrier et 
al. (1995) 

2D 
slab-symmetric 

2-moment 4-ICE 1 km/31 12 hours COHMEX, GATE 
Squall Line 

Tao et al. (1995) 2D 
slab-symmetric 

3-ICE 0.75 and 1 km/31 12 hours EMEX, PRESTORM 

Walko et al. (1995) 2D 4-ICE 0.3 km/80 30 min Idealized 
Meyers et al. (1997) 2D 2-moment 4-ICE 0.5 km/80 30 min Idealized 

Straka and Mansell (2005) 3D 10-ICE 0.5 km/30? ~2 hours Idealized 
Lang et al. (2007) 3D 3-ICE .25 to 1km /41 8 hours LBA 
Zeng et al. (2008) 2D and 3D 3-ICE 1 km/41 40 days SCSMEX, KWAJEX 

Milbrandt and Yau (2005) 1D Three-moment /51 50 minutes Idealized Hail Storm 
Morrison et al. (2005) Single column model Two moments and 2-ICE Single column model 

27 layers 
3 days SHEBA  

FIRE-FACE 
Morrison and Grabowski 

(2008) 
2D Two-moment ICE 50 m/60 90 minutes Idealized 

Reisner et al. (1998) MM5 
Non-hydrostatic 

3-ICE and 2-moment for 
ICE 

2.2 km/27 6 hours (2.2 km 
grid) 

Winter Storms 

Thompson et al. (2004) MM5 
2D 

3-ICE 10 km/39 3 hours Idealized 

Thompson et al. (2008) WRF 
2D 

3-ICE 10 km/39 6 hours Idealized 

Colle and Mass (2000) MM5 
Non-hydrostatic 

3-ICE 1.33 km/38 96 hours Orographic Flooding 

Colle and Zeng (204) 2-D MM5 
Non-hydrostatic 

3-ICE  1.33 km/39 12 hours Orographic  

Colle et al. (2005) MM5 
Non-hydrostatic 

3-ICE 1.33 km/320 36 hours IMPROVE 

Yang and Ching (2005) MM5 
Non-hydrostatic 

3-ICE 6.67 km/23 2.5 days Typhoon Toraji (2001) 

Zhu and Zhang (2006) MM5 
Non-hydrostatic 

3-ICE 4 km/24 5 days Bonnie (1998) 

Wang (2002) TCM3-hydrostatic 3-ICE 5 km/21 5 days Idealized 
Hong et al. (2004) WRF 

Non-hydrostatic 
3-ICE 45 km/23 48 hours Korean Heavy Rainfall 

event 
Li and Pu (2008) WRF 

Non-hydrostatic 
2-ICE and 3-ICE 3 km/31 1.25 days Hurricane Emily (2005) 

Jankov et al. (2005; 2007) WRF 
Non-hydrostatic 

2-ICE and  
3ICE 

12 km/31 1 day IHOP 

Dudhia et al. (2008) WRF 
Non-hydrostatic 

3-ICE 5 km/31 1.5 days Korean Heavy Snow 
event 

Tao et al. (2010) WRF 
Non-hydrostatic 

2-ICE,  
3ICE and warm rain 

1.667 km/31 3 days Hurricane Katrina 
(2005) 

 
Table 1 Key papers using high-resolution numerical cloud models (including those that developed new 

improved microphysical scheme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microphysical schemes on precipitation.  
Model type (2D or 3D), microphysical scheme (one moment or multi-moment bulk), resolution (km), 
number of vertical layers, time step (seconds), case and integration time (hours) are all listed..  
TCM3 stands for the “Tropical Cyclone Model with triple nested movable mesh”.  Also only papers 
with bulk schemes are listed.  MM5 stands for the Penn State/NCAR Mesoscale Model Vers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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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thodology 

 
The WRF is a next-generation mesoscale forecast model and assimilation system that will be used to 
advan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prediction of mesoscale precipitation systems.  The model will 
incorporate advanced dynamics, numeric and data assimilation techniques, a multiple re-locatable 
nesting capability, and improved physical packages.  The WRF model will be used for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from idealized research to operational forecasting, with an emphasis on horizontal 
grid sizes in the range of 1-10 km.  The WRF will be a candidate to replace existing research and 
forecast models (i.e., MM5, NCEP/ETA). 
 
At Goddard, the modeling and dynamic group has implement several ice schemes (Tao et al. 2003a; 
Lang et al. 2007 and Zeng et al. 2008) into WRF V2.2, V2.2.1 and V3.1.  The Goddard radiation 
(including explicitly calculated cloud optical properties) is recently implementing into and testing 
into WRF3.1. WRF can also be initialized with the Goddard Earth Observing System (GEOS) global 
analyses.  This link between the GEOS global analyses and the WRF models could allow for many 
useful regional modeling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a series of weeklong WRF simulations we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sensitivity of the initia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derived from NCEP, ECMWF, 
and GEOS on simulations of precipitation and chemistry (for air pollution study) transport over the 
eastern USA and East Asia 
 
The Goddard Cumulus Ensemble (GCE) model’s (Tao and Simpson 1993) one-moment bulk 
microphysical schemes were implemented into WRF.  These schemes are mainly based on Lin et al. 
(1983) with additional processes from Rutledge and Hobbs (1984).  However, the Goddard 
microphysics schemes have several modifications.  First, there is an option to choose either graupel 
or hail as the third class of ice (McCumber et al. 1991).  Graupel has a relatively low density and a 
high intercept value (i.e., more numerous small particles).  In contrast, hail has a relative high density 
and a low intercept value (i.e., more numerous large particles).  These differences can affect not onl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hydrometeor popul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anvil-stratiform region but also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microphysical-dynamical-radiative processes.  Second, a new 
saturation technique (Tao et al. 1989) was added.  This saturation technique is basically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super saturation (sub-saturation) cannot exist at a grid point that is clear (cloudy).  The 
saturation scheme is one of the last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to be computed.  It is only done prior to 
evaluating evaporation of rain and deposition or sublimation of snow/graupel/hail.  Third, all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that do not involve melting, evaporation or sublimation (i.e., transfer rates 
from one type of hydrometeor to another)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one thermodynamic state.  This 
ensures that all of these processes are treated equally.  The opposite approach is to have one 
particular process calculated first modifying the temperature and water vapor content (i.e., through 
latent heat release) before the next process is computed.  Fourth, the sum of all sink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one species will not exceed its mass.  This ensures that the water budget will be 
balanced in the microphysical calculations2

 
.  

In addition to the two different 3ICE schemes (i.e., cloud ice, snow and graupel or cloud ice, snow 
and hail) implemented into WRF 2.2.1 and 3.1, the Goddard microphysics has other two options. The 
first one is equivalent to a two-ice (2ICE) scheme having only cloud ice and snow.  This option may 
be needed for coarse resolution simulations (i.e., > 5 km grid size).  The two-class ice scheme could 
be applied for winter and frontal convection (Tao et al. 2009; Shi et al. 2009).  The second one is a 
warm rain only (cloud water and rain).  Recently, the Goddard 3ICE schemes were modified to 
reduce over-estimated and unrealistic amounts of cloud water and graupel in the stratiform region 
                                                 
2  The above Goddard microphysical scheme has been implemented into the MM5 and A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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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et al. 2003a; Lang et al. 2007).  Various assump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saturation technique 
were also revisited and examined (Tao et al. 2003a).  Table 2 shows the list of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that parameterize the transfer between water vapor, cloud water, rain, cloud ice, snow and 
graupel/hail in Goddard scheme implemented into WRF. The formula in each process can be found 
in Lin et al. (1983), Rutledge and Hobbs (1984), Tao and Simpson (1993), Tao et al. (2003a), and 
Lang et al. (2007).  A Spectral Bin Microphysical (SBM) scheme is recently implemented into WRF 
V3.1. 
 

 Cloud Water 
(QC) 

Rain 
(QR) 

Cloud Ice 
(QI) 

Snow 
(QS) 

Graupel/Hail 
(QH) 

Condensation CND     
Evaporation DD ERN    

Auto-conversion -PRAUT +PRAUT    
Accretion -PRACW +PRACW    
Deposition 

DEPOSITION OF QS 
DEPOSITION OF QG 

  PIDEP 
PINT 
DEP 

PSDEP  

Sublimation   -DD1 -PSSUB  
Melting PIMLT PSMLT 

PGMLT 
-PIMLT -PSMLT -PGMLT 

AUTOCONVERSION OF QI TO QS   -PSAUT PSAUT  
ACCRETION OF QI TO QS   -PSACI PSACI  

ACCRETION OF QC BY QS (RIMING) (QSACW FOR 
PSMLT) 

-PSACW 
-QSACW 

QSACW  PSACW 
 

 

ACCRETION OF QI BY QR   -PRACI del3* 
PRACI 

(1-del3)* 
PRACI 

ACCRETION OF QR OR QH BY QI  -PIACR  del3* 
PIACR 

(1-del3)* 
PIACR 

BERGERON PROCESSES FOR QS -PSFW   PSFW  
BERGERON PROCESSES FOR QS   -PSFI PSFI  

ACCRETION OF QS BY QH (DGACS,WGACS: DRY AND 
WET) 

   -PGACS 
-DGACS 
-WGACS 

PGACS 
DGACS 
WGACS 

ACCRETION OF QC BY QH (QGACW FOR PGMLT) -DGACW 
-QGACW 

   DGACW 
QGACW 

ACCRETION OF QI BY QH (WGACI FOR WET GROWTH)   -DGACI 
-WGACI 

 DGACI 
WGACI 

ACCRETION OF QR TO QH (QGACR FOR PGMLT)  -DGACR 
-(1-del)* 
WGACR 

-del* 
WGACR 

  DGACR 
WGACR 

WET GROWTH OF QH      
 
 

SHED PROCESS 

  
 

QGACW 
 

 WGACR= 
PGWET-
DGACW-
WGACI-
WGACS 

 
 

QGACW 
 

AUTOCONVERSION OF QS TO QH    -PGAUT PGAUT 
FREEZING  -PGFR   PGFR 

ACCRETION OF QS BY QR    -PRACS PRACS 
ACCRETION OF QR BY QS (QSACR FOR PSMLT)  -PSACR  del2* 

PSACR 
(1-del2)* 
PSACR 

HOMOGENEOUS FREEZING OF QC TO QI (T < T00) -PIHOM  PIHOM   
DEPOSITION GROWTH OF QC TO QI -PIDW  PIDW   

 
Table 2 List of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abbreviation and brief description) that parameterize the transfer between water 

vapor, cloud water, rain, cloud ice, snow and graupel/hail in Goddard scheme implemented into WRF.  Please 
note that the source term is regular font and sink term is italic font.  The formula in each process can be found in 
Lin et al. (1983), Rutledge and Hobbs (1984), Tao and Simpson (1993), Tao et al. (2003a), and Lang et al. 
(2007).  Del, del2 and del3 are 1 or 0 and depend on the value of the mixing ratio of cloud species (see Lin et al.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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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hat the Goddard 3ICE scheme has been used for the CWB-WRF operational scheme since 
April 2008. Co-PI, Ms. Chang has recently used the Goddard 3ICE scheme in WRF3.1 to conduct (1) 
SoWMEX/TiMREX IOP cases (IOP5 and IOP8), (2) Typhoon Morakot 2009 and (3) real time for 
2009.  In addition, the Goddard improved microphysics and radiation scheme (see descriptions in 
section 3) were recently provided to the Co-PI, Mei-Yu Chang for testing in CWB’s WRF3.1.1. 
 
3.  Results  

 
3.1 Radiation 
 

PI was asked by CWB to examine the WRF RRTM scheme and its associated cloud radiative 
proper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threshold for determining the effect of cloud on radiative 
heating/cooling is large in RRTM compared to Goddard radiation scheme. In addition, one of the 
precipitating clouds (graupel or hail) is not considered in the RRTM (although the effect of large 
precipitating particles is not significant compared to small non-precipitating particle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impact of changing the threshold is not significant for short-
term model integration (i.e., 24 h forecast).  However, it could have impact on radiation budget and 
for long-term model integration (i.e., monthly regional climate simulation). 
 
(a) Radiative Transfer 

 
The parameterizations developed by Chou and Suarez (1999) for shortwave radiation and by Chou et 
al. (1995), Chou and Kouvaris (1991), Chou et al. (1999), and Kratz et al. (1998) for longwave 
radiation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to the WRF model. The solar radiation scheme includes 
absorption due to water vapor, CO2, O3, and O2. Interactions among the gaseous absorption and 
scattering by clouds, aerosols, molecules (Rayleigh scattering), and the surface are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Fluxes are integrated virtually over the entire spectrum, from 0.175 µm to 10 µm. The 
spectrum is divided into seven bands in the ultraviolet (UV) region (0.175-0.4 µm), one band in the 
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 (PAR) region (0.4-0.7 µm), and three bands in the near infrared 
region (0.7-0.10 µm).  In the UV and PAR region, a single O3 absorption coefficient and a Rayleigh 
scattering coefficient are used for each of the eight bands. The O3 absorption coefficient is taken 
from the spectral values given in WMO (1985). In the infrared, the k-distribution method is applied 
to compute the absorption of solar radiation. Ten k-distribution functions (equivalently, ten k values) 
are used in each of the three bands.  The one-parameter scaling is used to compute the absorption 
coefficient in individual layers wher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vary with height. The absorption due 
to O2 is derived from a simple function, and the absorption due to CO2 is derived from pre-computed 
tables. Ref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a cloud and aerosol-laden layer are computed using the d-
Eddington approximation.  Fluxes for a composite of layers are then computed using the two-stream 
adding approximation.  
 
In computing thermal infrared fluxes, the spectrum is divided into nine bands. As in the solar spectral 
region, the k-distribution method wit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scaling is used to compute the 
transmission function in the weak absorption bands of water vapor and minor trace gases (N2O, CH4, 
CFC's). Six values of k are used for water vapor absorption, and only a few values of k are used for 
the minor trace gases.  For the strong absorption bands of water vapor, the 15-µm CO2 band, and the 
9.6-µm O3 band, the cooling is strong in the upper stratosphere. The use of the k-distribution method 
with the one-parameter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scaling induces a large error in the cooling rate 
above the 10-mb level. Instead, a look-up table method is used to compute the transmiss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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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trong absorption bands, which computes accurately the cooling rate from the surface to the 
0.01-mb level. 
 
(b) Cloud Optical Properties 
 
The use of a fully explicit microphysics scheme (liquid and ice) and a fine horizontal resolution (5 
km or less) can simulate realistic cloud optical properties, which are crucial for determining the 
radiation budgets.  With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each atmospheric layer is considered either 
completely cloudy (overcast) or clear.  No partial cloudiness is assumed. For detailed discussion on 
cloud optical properties can be found in Tao et al. (2003).   
 
Predicted radiative cooling and heating rates at cloud-top from both methods are on the order of 30 to 
50 oK/day, which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Ackerman et al. (1988) and Stephens (1978).  
Sensitivity tests have been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various cloud optical property 
calculations on rainfa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the various cloud optical property 
calculations is greater in tropical cases, 3-5% compared to just 1-2% for midlatitude cases.    
 
3.2  Improved microphysical scheme 
 
(a) An improved rain evaporation process 
 
By comparing the bulk and spectral bin microphysics, it was found that the evaporation of rain in the 
bulk scheme is usually too large.  An empirical correction factor—r(qr) = 0.11q−1.27r + 0.98, where qr 
is the rain mixing ratio (g kg−1)—is developed to correct the overestimation of rain evaporation in the 
bulk scheme (Li et al. 2009). Applying r(qr) in the bulk scheme produces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modes similar to those in sensitivity tests using the mean evaporation reduction factor. 
However, using r(qr) consistently results in a larger stratiform area. Similarly, it is possible to modify 
the ice phase microphysics in the bulk simulation using the bin scheme. However, ice phase 
microphysics has many uncertainties, including ice initiation and multiplication and the density, 
shape, and terminal fall velocity of various ice specie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one another. Many 
fundamental processes in ice microphysics are still being actively researched. Planned future study 
includes validating the ice microphysics in the bin scheme using both in situ and remote observations. 
After gaining confidence in the bin simulation, it will then be used to improve bulk microphysical 
schemes. 
 
(b) An improved microphysical scheme to reduce 40dBz at high altitude 
 
It is needed to continue examining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RF's bulk microphysics 
schemes. For example, there is a well-known bias in bulk schemes, which tend to generate 
excessively large reflectivity values (e.g., 40 dBZ) aloft due to graupel (e.g., Lang et al. 2007; Li et 
al. 2009).  This bias is also related to a bias in excessive simulated ice scatte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CE bulk microphysics scheme was improved by reducing the bias in over penetrating 40-dBZ 
echoes at higher altitudes (Fig. 1), which is due mainly to excessively large amounts and/or sizes of 
graupel particles at those altitudes.  This also improved the overall model reflectivity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i.e., CFADs).  These improvements were achieved by systematically 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individual ice processes in the bulk scheme such as:  (1) accounting for relative humidity 
and mean cloud ice mass in the Bergeron process for snow, (2) adding a simple Hallett-Mossop rime 
splintering parameterization, (3) replacing the Fletcher curve, which determines the number of active 
ice nuclei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with the Meyers et al. (1992) curve, which determines the 
active ice nuclei as a function of ice supersaturation, in the cloud ice nucleation, deposit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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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ergeron growth parameterizations, (4) relaxing the saturation scheme to allow for ice 
supersaturation, (5) adding two additional parameterizations for contact nucleation and immersion 
freezing, (6) including cloud ice fall speeds, (7) allowing graupel and snow to sublimate (the original 
R&H scheme only allows graupel and snow deposition but not sublimation, and (8) mapping the 
snow and graupel intercepts (effectively the mean snow and graupel particle diameters) as functions 
of temperature and mass. 

 

 
 

Fig. 1 Time-height cross sections of maximum radar reflectivity obtained from 3D simulations of the 23 February 1999 
easterly regime event observed during TRMM LBA (Large Scale Biosphere-Atmosphere Experiment in Amazonia) 
using the original Rutledge and Hobbs (1984) based bulk microphysics formulation (left panel) and an improved 
version (right panel). Climatologically, 40-dBZ penetrations above 10 km are rare even over land (Zipser et al. 
2006; Liu et al. 2008).  Ground-based radar data for this case indicated 40-dBZ echoes reached to approximately 
8 km. 

 
3.3 Convective and stratiform separation method 
 
In the CRM model simulation, the simulated cloud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ir 
convective and stratiform components (Tao et al. 1991, 1993b; Lang et al. 2003).  In short, 
convective regions include those with large vertical velocities (exceeding 3-5 m s-1) and/or large 
surface precipitation rates. The stratiform region is separated into regions with and without surface 
rainfall.  The separation method was implemented into WRF and was tested in offline for the early 
(more convective), and mature stage of the convective system.  The convective and stratiform 
separation software would provide a statistical evaluation of cloud and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in 
WRF. 
 
3.4 Perform high-resolution model simulations associated with deep convective events  
To examine the genera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microphysical schemes, several different types of 
precipitation systems were selected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ddard microphysical scheme 
with its different options (i.e., 2ICE and both 3ICE versions).   

 
(a) Conduct high-resolution model simulations 
 
We have conducted sensitivity tests in terms of model grid mesh for a heavy precipitation 
event. The preliminary resul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3ICE with hail option simulated 
maximum rainfall is larger and in better agreement with observation compared with 3ICE 
with graupel option (Table 3). The comparison with simulated radar reflectivity (pattern 
and intensity)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1 km grid resolution simulation is in better agreement 
with observation than the 6 km grid simulation (not shown). 

Grid resolution 3ice scheme Maximum Rainfall 
1 km Cloud ice, snow and hail 307.7 mm 
1 km Cloud ice, snow and graupel 236.5 mm 
2 km Cloud ice, snow and graupel 178.4 mm 
6 km Cloud ice, snow and graupel 168.1 mm 

Observation  294.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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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maximum rainfall simulated by model with different grid spacing (1, 2 or 6 km) and different 

Goddard microphysical options (hail or graupel).  Observed maximum rainfall is also shown for 
comparison. 

 
We will continue performing the sensitivity test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horizontal grid sizes 
and numbers of vertical layers on the modeled predicted strength and evolution of rainfall. Numerical 
experiments will be performed for selected severe weather events over the Taiwan area (see next 
section).  In addition, contoured frequency with altitude diagrams (CFADs) (Yuter and Houze 1995) 
will be constructed to examine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f various fields as a function of height. 
 
 (b)  Typhoon Morakot (2009) case 
 
Typhoon Morakot struck Taiwan on the night of Friday August 7th, 2009 as a category 2 storm with 
sustained winds of 85 knots (92 mph).  Although the center made landfall in Hualien county along the 
central east coast of Taiwan and passed over the central northern part of the island, it was southern 
Taiwan that received the worst effects of the storm where locally as much as 2000 mm of rain were 
reported, resulting in the worst flooding there in 50 years. Figure 3 shows the observed surface rainfall 
distribution. 
 
 
 
 
 
 
 
 
 
 
 
 
 
Fig. 3  Twenty (20)-h ((from 00 Z August 8 to 20 Z August 8, left panel), 48-h (from 08 Z August 7 to 08 Z 

August 9, middle panel) and 72-h (from 08 Z August 7 to 08 Z August 10, right panel) accumulated 
observed surface rainfall (mm).  Note that the significant rainfall continued in the same locations (S. 
Taiwan) over the 72-h period. 

 
Morakot began as a tropical depression on the morning of the 4th of August (local time) in the central 
Philippine Sea about midway between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and Taiwan.  The system 
strengthened into a tropical storm later on the 4th and became a typhoon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as 
is tracked due westward toward Taiwan. Morakot maintained category 1 (in intensity) on the 6th with 
sustained winds estimated at 80 knots (~92 mph) by the Joint Typhoon Warning Center.  The storm 
briefly reached category 2 (in intensity) with sustained winds of 85 knots (~98 mph) as it neared the 
coast of Taiwan on the 7th.  Over the next two days, there are extremely heavy amounts of rain over 
the southern half of Taiwan, which is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storm track.  Nearly the entire 
southern half of the island has in excess of 1000 mm of rain.  Within that are areas in excess of 1000 
mm along the western slopes of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see Fig. 3).  The result of the enormous 
amount of rain has been massive flooding and devastating mudslides.  More than 600 people are 
confirmed dead (including hundreds of people in Shiao Lin, which was destroyed by a large mudslide).  
Shiao Lin is located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in south central Taiwan. On 9 
August 2009, the center of Morakot had already passed over Taiwan and was just about to make 
landfall on the east coast of Mainland China.  However, a large rain band of light to moderate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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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mbedded areas of heavy rain oriented southwest to northeast still over southern Taiwan.  This 
feature reveals the reason for the heavy amounts of rain over the southern portion of the island (Fig. 3):  
persistent southwesterly flow associated with Morakot and it's circulation was able to draw up copious 
amounts of moisture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into southern Taiwan where it was able to interact with 
the steep topography.  
 
The WRF V3.1 with improved microphysics (described in Section 3.2) is used to simulate this 
typhoon case.  Fig. 4 shows the WRF domain, with 18, 6 and 2 km with corresponding numbers of 
grid points 391x322x61, 475x427x61, 538x439x61, respectively. Time steps of 60, 20 and 6.667 
seconds are used in these nested grids, respectively. The Grell-Devenyi (2002)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scheme was used for the outer grid (18 km) only.  For the inner two domains (6 and 
2 km), the Grell-Devenyi parameterization scheme was turned off.  The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parameterization employed the Mellor-Yamada-Janjic (Mellor and Yamada 1992) turbulence closure 
model. The surface heat and moisture fluxes (from both ocean and land) were computed from 
similarity theory (Monin and Obukhov 1954).  The land surface model is based on Chen and Dudhia 
(2001).  It is a 4-layer soil temperature and moisture model with canopy moisture and snow cover 
prediction. The Goddard broadband two-stream (upward and downward fluxes) approach was used 
for the shortwave and longwave radiative flux calculations (Chou and Suarez 1999).  The model was 
initialized from NOAA/NCEP/GFS global analyses (1.0o by 1.0o).  Time-varying lateral boundary 
conditions were provided at 6-h intervals.  
 
 
 
 
 
 
 
 
 
 
 
 

Fig. 4 WRF Inter-nesting model configuration used for Typhoon Moratok case.  Horizontal resolutions for 
domains are 18, 6 and 2 km, respectively.  

 
Figures 5 and 6 show the WRF-simulated rainfall from four different options (3ICE-hail with reducing 
rain evaporation, original 3ICE-graupel, improved 3ICE-graupel and Warm Rain only) in the Goddard 
microphysical scheme. Generally speaking, WRF produced the right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for 
this typhoon case despite using different Goddard microphysical options.  For example, in all of the 
runs the main precipitation event is elongated in the southwest-northeast direction and organizes into a 
convective line near the Southern Taiwan as observed (Fig. 3).  All of the schemes resulted in 
simulations wherein the main area of precipitation continued over Southern Taiwan over the 72-h 
period.  This feature also generally agrees with observations (Fig. 3).  The results (with high 
resolution visualization) also show that a persistent (over 48 h) southwesterly flow associated with 
Morakot and its circulation was able to draw up copious amounts of moisture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into southern Taiwan where it was able to interact with the steep topography in all four 
microphysical options.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major rainfall distribu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large-scale circulation pattern (Typhoon induced circulation) for this Morakot ca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rrain and moisture flux are the key processes to cause floods /landslides for this case.  
However, less rainfall is simulated in warm rain only option compared to those with ice processes (see 
Table 4). This clearly indicated that ice processes are important for producing significant rainfall for 
this typhoon case. All ice schemes also produced more than 2000 mm accumulated rainfall over south 
Taiwan. The improved 3ICE-graupel option simulated maximum rainfall amount is in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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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with observation than the other two ice options (Table 4).  However, the improved 3ICE-
graupel might produce more rainfall over east-northern Taiwa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model simulation 
(Fig. 5). 
 
 
 
 
 
 
 
 
 
 
 
 
 
 
 
 
 
 
 
 
 
Fig. 5  WRF simulated accumulated-surface rainfall (mm) from 08Z 8/7 to 08Z 8/9, 2009 using Goddard 

3ICE microphysical schemes. Top two panels are 3ICE-hail with reduced rain evaporation (left) and 
one with warm rain only (right), respectively.  The bottom panels are with original 3ICE-graupel (left) 
and with improved 3ICE-graupel (right), respectively.    

 
 
 
 
 
 
 
 
 
 
 
 
 
 
 
 
 
 
 
 
Fig. 6  Same as Fig. 5 except for 72-h WRF simulated accumulated-surface rainfall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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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physical schemes 48 – hours 

Maximum Rainfall (mm) 
72-hours 

Maximum Rainfall 
3ICE-Hail with reduced Evaporation 2867 3307 

3ICE-Graupel 2856 3345 
3ICE – Graupel Improved 2396 2942 

Warm Rain Only 1589 2000 
Observation 2134 2434 

 
Table 4 The maximum rainfall simulated by model with different Goddard microphysical options (include 

improved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3.2).  Observed maximum rainfall is also shown for comparison. 
 
(c) SoWMEX/TiMREX 2008 
 
Several major precipitation events (i.e., observed during the SoWMEX/TiMREX 2008) that 
developed over the Taiwan region were selected for exam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loud 
microphysics parameterization on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and its predicted rainfall.  The selection of 
these cases will be consulted with CWB operational forecasters and researchers.  For example, Co-
PI., Ms. Chang, has conducted case studies (IOP6 and IOP8 and see Table 5) observed during 
SoWMEX/TiMREX in 2008.  Sensitivity tests a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microphysics 
(2ICE, 3ICE-graupel, 3ICE-hail), horizontal resolution (5 and 2.5 km), and vertical layers (45 vs 61 
layers) on simulated rainfall amount and patterns. Generally, the 3ICE-hail simulates in better 
agreement with observed radar reflectivity than using either 2ICE or 3ICE-graupel.  For example, the 
simulated rainfall is mainly over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aiwan as seen in observation (Fig. 7).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5-km grid simulated stronger (or more intense) rainfall than 
those of 2-km grid (Fig. 8).  In addition, the more vertical layers simulated more intense rainfall for 
the 2-km grid simulation.  The 2-km grid with 61-vertical layers seems to simulate better rainfall 
patterns.  
 
PI and co-PI plan to continue conducting detailed analyses and comparisons with observations 
(Typhoon Morakot and SoWMEX/TiMREX cases).   We will evaluate model forecasts with ground-
based observations (i.e., radar, rain gauge) and satellite data.  Model estimates of radar reflectivity 
will be produced from the simulated precipitation u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crophysics 
properties (i.e., hydrometeor type, size distribution).  Actual radar reflectivity (in convective or heavy 
rainfall region and stratiform or light rainfall region) can then be interpolated to WRF grid to 
facilitate comparisons similar to the QPF evaluations. We will use the contoured frequency with 
altitude diagrams (CFADs)3

 

 to examine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f various fields as a function of 
height. The validation of model microphysics needs to work with CWB operational group.   

IOP# 
 

Date 
 

Science objectives 
 

1 
(a & b) 

06Z May 19 to 00Z May 22 Frontal circulation 
Upstream environment for orographic convection 

2 06Z May 27 to 21Z May 29 Southwest flow interacting with the terrain 
Upstream condition for mountain convection - Lee side vortex/shear zone 

3 
 

21Z May 29 to 12Z May 31 Island effects on SW (LLJ) and the Mei‐Yu front 
Upstream condition forheavy precipitation 

4 21Z June 1 to15Z June 3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 
Shallow surface front - Mesoscale convective vortex 

5 18Z June 3 to 12Z June 4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 
Quasi-stationary front - Mesoscale convective vortex 

6 18Z June 4 to 12Z June 6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 
Quasi-stationary front - Mesoscale convective vortex 

7 00Z June 12 to 12Z June 13 Convection initiation - Orographic convection 

                                                 
3   This CFAD program including the subroutine for computing radar reflectivity has been provided to Co-
PI. Ms. Mei-Yu Chang 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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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0Z June 14 to 12Z June 17 

 

Southwesterly flow interacting with the terrain 
Upstream condition for mountain convection, low level jet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 - Mesoscale convective vortex 
9 
 

06Z June 23 to 12Z 26 June Typhoon Fengseng track uncertainty 
Typhoon induced southwesterly flow and related heavy rain systems 

 
Table 5  The summary of SoWMEX/TiMREX IOP cases (kindly provided by Dr. Pay-Liam Lin).  Red 

indicated the cases (IOP6 and IOP8)  have been conducted by Ms. Mei-Yu Chang 
 
 
 
 
 
 
 
 
 
 
 
 
 
 
 
 
 
 
 
 
Fig. 7  CWB’s WRF simulated surface rainfall (mm) at 20:00 Z (UTC) on June 6 2008 using Goddard 3ICE 

microphysical schemes. Top two panels are observed (left) and one with 2ICE scheme (right), 
respectively.  The bottom panels are with 3ICE-hail (left) and with 3ICE-graupel (right), respectively.   
A 5-km grid is using for these sensitivity tests. 

 
 
 
 
 
 
 
 
 
 
 
 
 
 
 
 
 
 
 
Fig. 8  CWB’s WRF simulated surface rainfall (mm) at 20:00 Z (UTC) on June 4 2008 using Goddard 3ICE 

microphysical scheme. Top two panels are observed (left) and one with - km and 61-vertical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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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respectively.  The bottom panels are with - km and 45-vertical layer (left) and with 2-km and 
63-vertical layer (right), respectively.   The Goddard 3ICE-graupel is used for these sensitivity tests. 

 
(d) Real time forecasts 
 
The Goddard 3ICE schemes with Goddard radiation schemes have been provided to the Co-PI, Ms. 
Mei-Yu Chang for testing.  Ms. Chang has recently conducted a real-time forecast for typhoon 
Morokot case to examin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ddard 3Ice scheme.  Sensitivity tests have been 
done on the impact of microphysics on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with high-resolution 45 x 15 x 5 km 
with corresponding numbers of grid points 221x121x45, 181x193x45, 148x178x45, respectively. 
Time steps of 180, 90, and 30 seconds were used in these nested grids, respectively. The Kain-Fritsch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scheme was used for the outer grid (45 and 15 km grid mesh) only.  For 
the inner domain (5 km grid mesh), the parameterization scheme was turned off.  The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parameterization employed the YSU turbulence scheme.  The surface heat and 
moisture fluxes (from both ocean and land) were computed from the similarity theory (Monin and 
Obukhov 1954). The land surface model is based on a thermal diffusion scheme that provides 
sensible and latent heat fluxes to the boundary layer scheme (Noah LSM)).  The longwave scheme is 
based on Mlawer et al. (1997) and is a spectral-band scheme using the correlated-k method.  For 
shortwave radiative transfer processes, the Goddard scheme is used. Three tests are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initial and lateral boundary condition, and update cycle (Table 6).  Both 
NCEP-GFS and CWF-GFS utilized the data assimilation.  The model is integrated from 00 UTC 
August 6 to 12 UTC August 10, 2009. 
 
 
 
 
 
 
 
 
 
 
 
 
 
 
 
 
 
 
 
Fig. 9 Nesting configuration used for the Typhoon Morakot case.  Horizontal resolutions for domains are 45, 

15 and 5 km, respectively.    
 

System Initial and Boundary Condition Update Cycle 
WRF-M00 NCEP-GFS Full-updated 
WRF-M01 NCEP-GFS Limited-updated 
WRF-M02 CWB-GFS Full-updated 

 
Table 6 The initia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update cycle used in the WRF foreca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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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shows the WRF predicted rainfall amount for Typhoon Morakot.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less rainfall was simulated for the 15-km grid than that of the 5-km grid.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better rainfall was simulated with 24-h forecast than those of 48-h forecast.  Both results show 
that NWP has better rainfall forecast ability with higher resolution and shorter integration.  
 
 
 
 
 
 
 
 
 
 
 
 
 
 
 
 
 
 
 
 
 
 
 
 
 
 
 
 
 
 
 
 
 
 
 
 
 
 
 
 
 
 
 
 
Fig. 10  CWB’s WRF simulated accumulated surface rainfall (mm) from 06 UTZ August 8 to 12:00 UTZ 

August 10 2009 using Goddard 3ICE microphysical schemes. Top panel is observed, and the middle 
and bottom panel show the WRF simulated.  The middle and bottom panels are 24-h and 48-h forecast, 
respectively.  The left panel and right panels show the 15-km and 5-km grid simulated rain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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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Tables 7 and 8 show the statistics / scores (bias, maximum rainfall amount) from WRF forecasts.  
The results clearly show that the WRF simulations with 5-km grids have better rainfall forecasts than 
those with coarser resolutions (15 and 45 km grid mesh). For example, the 5-km domain simulated 
maximum rainfall ranges from 62 to 105% as observed.  These maximum rainfalls are at least 30% to 
70% better than those from 15-km and 45-km grid model,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higher model resolution could help improving the rainfall forecast.  Als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RF simulated rainfall has better bias (mean of all rainfall thresholds) with full updated cycle than 
the case with limited updated cycle.  These runs with 15-km and 5-km grid models also have very 
good bias (> 0.80).  In addition, the 12-h rainfall forecast is in very good agreement with observation.  
The 12-h forecast is also better than those with 24-h, 36-h and 48-h forecast.   
 

 0-12 h 12-24 h 24-36 h 36-48 h 
M00-45 km 12.60% 12.14% 10.17% 7.81% 
M01-45 km 19.08% 15.79% 12.49% 12.77% 
M02-45 km 12.39% 12.80% 10.27% 6.63% 

 0-12 h 12-24 h 24-36 h 36-48 h 
M00-15 km 47.29% 44.97% 55.14% 51.32% 
M01-15 km 44.24% 34.98% 39.17% 41.19% 
M02-15 km 47.05% 55.34% 47.99% 39.31% 

 0-12 h 12-24 h 24-36 h 36-48 h 
M00-5 km 74.50% 88.62% 98.92% 76.16% 
M01-5 km 76.27% 68.63% 99.93% 97.05% 
M02-5 km 78.59% 105.38% 80.05% 62.56% 

Mean – 5km 76.45% 87.54% 92.97% 78.59% 
 
Table 7 Model performance in maximum rainfall forecast in percentage represented by the ratio between 

forecast maximum rainfall and observed maximum rainfall. 
 

 0-12 h 12-24 h 24-36 h 36-48 h Averaged 
M00-45 km 0.584 0.499 0.441 0.390 0.479 
M01-45 km 0.674 0.594 0.548 0.506 0.581 
M02-45 km 0.592 0.548 0.459 0.407 0.502 
Averaged 0.616 0.574 0.482 0.434 0.520 

 0-12 h 12-24 h 24-36 h 36-48 h  
M00-15 km 0.753 0.810 0.833 0.796 0.817 
M01-15 km 0.829 0.678 0.766 0.676 0.736 
M02-15 km 0.882 0.880 0.863 0.759 0.847 
Averaged 0.821 0.783 0.837 0.744 0.800 

 0-12 h 12-24 h 24-36 h 36-48 h  
M00-5 km 0.997 0.871 0.891 0.848 0.902 
M01-5 km 0.909 0.766 0.831 0.749 0.814 
M02-5 km 1.050 0.953 0.890 0.804 0.924 
Averaged 0.985 0.863 0.871 0.800 0.880 

 
Table 8 Model performance in bias including the mean of all rainfall thresholds. 
 
We will continue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WB WRF's bulk microphysics schemes and 
investigate the sensitivity of model resolution on precipitation processes and surface rainfall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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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WB Visit  
 
The PI, W.-K. Tao, has visited the CWB and worked with Ms. Chang the week of April 6 2009.  He 
also presented a talk to CWB and its title is “The impact of microphysics on hurricane and the 
impact of resolution on cloud development”. In this talk, he presented: (a) A review on previous 
modeling studies in terms of sensitivity tests of microphysics on the intensity and track of 
hurricanes/typhoons,  (b) The impact of resolution on rainfall intensity and patterns on a heavy 
precipitation event in Taiwan, and (c) The impact of horizontal resolution on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During the visit to CWB, Tao has provided the new improvement of microphysical processes to the 
Co-I. Ms. Mei-Yu Chang of CWB. Tao and Ms. Chang will be implementing these improvements 
into CWB’s WRF (V3.1) this summer. He also discussed the radiative processes with Co-I., and 
other CWB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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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政府部門科技計畫期末報告 
計畫名稱：98 年颱風投落送飛機觀測 

 
林博雄、吳俊傑、周昆炫 

國立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摘    要 

歷年來颱風屢屢造成台灣地區重大災害，颱風研究的重要性不容小覷。國科

會於 2002 年 8 月起三年內提供相當經費，進行由台大大氣科學系吳俊傑教授所

主持的「颱風重點研究」（National Priority Typhoon Research）。首要研究項目是

以「全球衛星定位式投落送」（GPS Dropwindsonde）進行飛機觀測，名為侵台颱

風之飛機偵察及投落送觀測實驗 [Dropwindsonde Observations for Typhoon 

Surveillance near the TAiwan Region（DOTSTAR）]，又名追風計畫。追風計畫是

一跨部會、臺美兩國跨國合作、並由我國研究人員主導的國際研究計畫，並與美

國國家海洋大氣總署所屬颶風研究中心（NOAA/HRD）、國家環境預報中心

（NCEP）等共同合作。此計畫使台灣在國際颱風研究領域中進入新的里程碑，

扮演西北太平洋及東亞地區颱風研究的領導角色。 

此計畫將使用 ASTRA 飛機與機載垂直大氣探空系統（AVAPS）設備，以每

架次 5-6 小時時間直接飛到颱風周圍 43000 英呎的高度投擲投落送，以取得颱風

周圍關鍵區域的大氣環境資料：溫度、溼度、氣壓以及風速等，所取得的資料會

即時傳送至中央氣象局、NCEP、FNMOC 以及 JMA，並同化至 CWB, NECP

（AVN/GFDL）, FNMOC（NOGAPS/COAMPS/GFDN）, UKMET 以及 JMA 等

模式中。以期對於颱風分析與路徑預報上提供可貴的資料；增進對颱風動力，特

別是邊界層的了解（Wu et al. 2005, BAMS）。其成果更可作為我國及各國未來擬

定飛機觀測策略的重大指標，亦有助於推動策略性颱風觀測（ targeted 

observation）。 

從 2003 年至 2009 年，追風計畫已針對杜鵑、米勒（以上為 2003 年所觀測）、

妮妲、康森、敏督利、梅姬、艾利、米雷、納坦、南瑪都（以上為 2004 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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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馬莎、珊瑚、卡努、龍王（以上為 2005 年）、碧利斯、凱米、寶發、桑美、

珊珊（以上為 2006 年）、帕布、聖帕、韋帕、柯羅莎（以上為 2007 年）、風神、

卡玫基、鳳凰、如麗、辛樂克、哈格比及薔蜜（以上為 2008 年）、蓮花、莫拉克、

芭瑪及盧碧（以上為 2009 年）等 35 個颱風完成 45 航次之飛機偵察及投落送觀

測任務，總計在颱風上空飛行 239 小時，並成功投擲 751 枚投落送。在觀測的同

時，這些寶貴的投落送資料皆即時進入中央氣象局及世界各國氣象單位之電腦預

測系統中，協助預測颱風路徑及分析其周圍結構，如暴風半徑（對颱風停班停課

之決策具關鍵性影響）。 

到 2004 年底為止，針對追風計畫所得資料的評估結果顯示，投落送資料平

均可以改進美國氣象局、美國海軍及日本氣象廳全球電腦模式前 72 小時颱風路

徑預測準確度達 20%（Wu et al. 2007a）。廖（2009）針對 2004 至 2006 年的 22

個追風計畫觀測個案進行投落送資料研究，發現同化全部的投落送資料在 6-72

小時顯示平均能夠有效改善路徑預報達 24%。本研究團隊亦使用 MM5 模式與其

伴隨之 3DVAR 模式，來進行有效結合虛擬渦旋與投落送資料的渦旋初始化工

作，研究結果顯示透過此方法，颱風之路徑及強度預報能力將有明顯提升（Chou 

and Wu 2008）。另一方面，投落送也已被成功用來驗證及校正衛星與雷達等遙測

資料（Chou et al. 2009），藉此提升遙測颱風參數的可信度。追風研究團隊也已經

在主要國際學術期刊發表數篇研究成果。 

Wu et al. (2009a)中運用 MM5 ADSSV 方法成功發現影響 2006 年珊珊颱風運

動主要的高敏感區域為中緯度槽線以及太平洋高壓邊緣，並以位渦反演方法得到

驗證。Yamaguchi et al. (2009)則利用 JMA SV 方法驗證 DOTSTAR 2004 年的康森

個案，指出運用 JMA SV 方法有效同化位於敏感區域的投落送資料可以掌握康森

颱風往東北方向移動的訊息。Wu et al. (2009b)則進一步針對 2006 年 84 個西北太

平洋颱風個案的 6 種不同策略敏感性方法進行分析比較，包括 3 種奇異向量法

(total-energy singular vectors, TESVs)、系集轉換卡門濾波器(ETKF)、系集散落

(DLM)、共軛敏感度(ADSSV)，並探討其對颱風路徑影響的動力特徵與比較。 

國科會所推動的追風計畫相當圓滿成功，第一期計畫已經在 2005 年 7 月結

束，追風研究團隊亦已完成第二期追風計畫（2005 至 2008 年）研究。目前在以

中央氣象局為主、加上國科會的合作支持下繼續推動，一方面對國內科技、民生



3 

與防災有重大貢獻，另一方面則期望做出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並在國際學術研

究領域佔有一席之地。本委託計畫延續追風計畫過去六年所累積之研究成果，繼

續執行使用 GPS 投落送進行颱風飛機偵察之觀測任務。在氣象局與國科會的經

費聯合支持下，氣象局主要是提供飛機觀測所需要的飛機租賃費用，而國科會則

提供購買投落送及其他研究所需之相關經費。 

在 2008 年夏天，由主持人吳俊傑教授與林博雄副教授共同主持的追風計畫

參與由聯合國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所屬「觀測

系 統 研 究 及 預 報 實 驗 (The Observing System Research and Predictability 

Experiment, THORPEX)」中的「亞太區域聯合颱風觀測計畫(Pacific-Asian Rigional 

Campaign, PARC)」，與美、日、韓、德、加、法等各國共同合作，使用四架飛機

與氣球飄落送針對西北太平洋地區颱風之生成、結構改變、路徑轉折、溫帶變性

及消散等科學與預報議題進行密集性策略性觀測。在 T-PARC 實驗期間，其中如

麗、辛樂克、哈格比、薔蜜等 4 個侵台颱風並與日、德的 Falcon、美國的 P3、

C130 等飛機完成超過 25 架次國際聯合的飛機觀測。觀測所獲得之資料，如對

辛樂克颱風連續三天的完整觀測，已被充分應用於颱風資料同化研究中，這些新

的結果將為颱風及策略性觀測研究帶來嶄新的突破。 

本計畫今年度（2009）至今已完成蓮花、莫拉克、芭瑪及盧碧颱風等七次飛

機觀測。在此七次飛機觀測中，累計的飛行時數已達 32 個小時，並成功使用 102

具投落送。此外，七次颱風觀測的投落送資料已透過衛星電話撥接回傳中央氣象

局，並即時顯示於氣象局的 WINS 系統。另外，投落送資料模式影響實驗亦已開

始進行中。 

在 2009 年 9 月主持人吳俊傑受邀前往至美國 Monterey，由 WMO 所舉辦的

第三屆 THORPEX 科學研討會，針對台灣追風計畫參與 T-PARC 實驗後之經驗分

享以及與參加 T-PARC 實驗的學者進行科學議題探討，並在會中發表運用 EnKF

有效改善颱風渦旋初始化的新方法，並獲得廣大迴響。 

2009 年 10 月主持人吳俊傑前往上海參與 WMO 所舉辦的第二屆國際熱帶氣

旋登陸過程研討會(IWTCLP-II)，會中與各國科學家報告 2008 年追風計畫參與

T-PARC 實驗的最新成果介紹。並在 10 月底受邀至美國 Monterey 參與由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所舉辦 2008 年熱帶氣旋結構研討會，會中針對 EnKF 方法與



4 

2008 年 T-PARC 實驗期間獲得多架次國際聯合觀測的辛樂克颱風的雙眼牆結構

演變發表演說，並與多位國際知名熱帶氣旋研究學者在此議題上進行熱烈討論。 

在分別由台灣中央氣象局、國科會、美國海軍 ONR 經費支持下，主持人吳

俊傑正領導國際相關研究團隊成員進行一項颱風觀測策略理論比較及資料同化

研究，此亦為世界氣象組織於第六屆國際颱風研討會後所宣示之重點議題之一。

美國氣象學會所發行 Monthly Weather Review 期刊的總編輯（Editor in Chief）已

於 2009 年發表刊出相關十數篇由主持人吳俊傑所主導並衍生之國際性論文專刊

（Special Collection on Targeted Observations, Data Assimilation, and Tropical 

Cyclone Predictability）。 

最後，我們預期在學術界與氣象局的充分合作下，將讓學術界在颱風議題上

位於國際研究與作業的前端，而氣象局的付出與投入亦能符合社會大眾最迫切的

需求，如此學界與氣象局將創造雙贏的局面。此外，颱風之投落送飛機觀測已有

具體成果，對於國內及國際皆有相當之貢獻。我們感謝中央氣象局之充分支持，

讓這一個重大的學術及作業研究計畫持續發揚光大，進而造福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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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颱風是自然界最具破壞力的天氣系統，也是台灣最重要的災變天氣，但其所

帶來的雨量亦是台灣地區最重要的水資源之一。以 1995 年為例，許多颱風過門

而不入，未帶來足夠降水，使得全省水庫貯水量持續下降，因此造成缺水及限水

的問題，從而嚴重影響農耕及經濟民生。另外，同年的賴恩颱風於 9 月 22 日掠

過恆春半島外海，因為路徑預報的輕微誤差以及暴風半徑的減小，使台灣大部分

地區民眾度過一個少風、少雨的停班停課日，也使國家損失一天的經濟生產（近

百億台幣損失）。而 1996 年的賀伯颱風，雖然中央氣象局有相當不錯的路徑預

報，但因雨量過大及防災體系運作並未落實，導致台灣承受了超過三百億台幣的

直接損失。1998 年的瑞伯颱風與芭比絲颱風、2000 年的象神颱風、2001 年的桃

芝及納莉颱風也都重創台灣，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及經濟與農業損失，然而 2002

年台灣地區旱象亦因納克利及雷馬遜颱風侵台而解除、2004 年的敏督利（七二

水災）及艾利颱風也帶來嚴重災情，另外，2005 年連續三個強烈颱風（海棠、

泰利、龍王）登陸台灣也造成累計高達百億台幣的農業災害損失。在 2008 年的

卡玫基颱風由於其旺盛的西南氣流而重創南台灣，而今年直撲台灣而來的莫拉克

颱風，更造成台灣近 30 年來最為慘重的人員傷亡，並且其造成的農業損失則僅

次於 1996 年的賀伯颱風。 

以上實例再再凸顯颱風對台灣地區的重要性。綜合而言，颱風的影響在於：

(1)直接間接的經濟、交通建設、農業災害、社會安定、水利、土木建築…等破

壞災害（持續的豪雨、強風和暴潮所導致之淹水、土石流、坍方、海水倒灌…等）；

(2)停班停課期（侵台乃至離台後）對經濟面之重大衝擊；以及(3)水資源之管理

與規劃。 

基於颱風對於台灣地區的重大衝擊，行政院於 1996 年 9 月召開的第五次全

國科技會議中，決定將防颱防洪列為天然災害防治的國家型計畫中。如何加強對

於侵台颱風路徑、結構與風雨分佈之瞭解與研究，進而提昇侵台颱風路徑、風雨

的預報能力，且將颱風減災納入整個防災決策系統中，應是颱風研究乃至國內大

氣科學界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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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颱風重點、整合研究」說明 

有鑑於 2001 年桃芝及納莉等颱風重創台灣，造成台灣地區的嚴重災情與損

失，颱風基礎及預報改進研究的重要性不容小覷，國科會因此在過去六年內（自

2002 年 8 月 1 日至 2008 年 7 月 31 日止），提供相當之經費補助「颱風重點研究」

計畫，由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吳俊傑教授擔任主持人。中央氣象局亦積極參與本

計畫，並提供相當的人力及設備支援。此研究計有台灣大學、中央大學、文化大

學、中央研究院、中央氣象局等五個研究單位，十八位博士級研究人員共同參與。

研究目標包括提升颱風動力理論與改進颱風預報，特別是結合新的颱風觀測系統

及颱風數值模擬與同化，以進行突破性的颱風研究。在延續上述颱風相關基礎科

學研究突破及颱風預報改進之前提下，我們提出新的颱風整合研究規劃。期望透

過新階段颱風研究的執行，繼續讓過去的研究成果與能量提供更大的貢獻。 

由於颱風生命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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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太平洋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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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缺乏是颱風研究進步的最大致命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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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and Kuo 1999; Wu et al. 

2000）。為了克服傳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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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颱風生成、移動、強度變化、與地形交互作

用、海氣交互作用、與大尺度環流及氣候變異之關係，以及預報與防災改進等重

要颱風相關議題，乃是颱風研究亟待突破的重要方向。上述研究可望增進對於颱

風動力理論之瞭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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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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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必須強調的是，為解決觀測資料不足之問題，「颱風整合研究」包含一

項具指標性的研究議題，即為「颱風偵察飛機投落送觀測實驗」。 

三、「颱風偵察飛機觀測實驗（追風計畫）」 

1. 實驗介紹 

美國自 1982 年起，便開始執行從 WP-3D 和 C-130 飛機投落 Omega 

Dropwindsonde 的實驗。利用飛機在距離颶風中心一千公里範圍，由中對流層

（pressure level higher than 400 hPa）投擲降落傘探空進行觀測作業，探測 400 百

帕以下大氣層之風場、溫度場、和濕度場剖線。結果顯示在增加 Dropwindsonde

資料後，可以對模式之路徑及強度預報有改善作用（Tuleya and Lord 1997），而

Franklin et al.（1996）也顯示使用該資料可以協助印證颱風運動與周圍環境渦度

梯度關係的颱風運動理論。 

依據 Burpee et al. (1996)研究報告顯示，至 1996 年止，此一觀測資料的增加

對於作業之數值模式預報結果以及國家颶風中心官方路徑預報結果都有非常顯

著的改進（例如：對於 12-60 小時颶風路徑預報，改進幅度達 16-30%之多）。1996

年夏天，美國大氣研究中心（NCAR）完成新一代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wind finding 的 Dropwindsonde、接收主機和應用程式，技術轉移給芬蘭 Vaisala

公司製成 AVAPS（Airborne Vertical Atmospheric Profiling System） 商品，配置在

NCAR EC130Q 飛機、NOAA WP-3Ds 以及 Gulfstream IV，後者是 1996 年美國國

家颶風中心所增購的高對流層噴射機–灣流四號（Gulfstream-IV SP jet，簡稱

G4），來執行颶風和暴風雪天氣系統的投落探空觀測。前後三者的主要差別除了

因飛機性能差異，GPS wind-finding 的技術也較先前的 Omega 導航定位方法所導

出水平風場數據的誤差由 2 m/s 縮小到 0.5 m/s（Hock and Franklin 1999）。同時，

依據 1997~1998 年之間 24 次飛行投擲 Dropwindsonde 的實驗結果顯示，GPS 

Dropwindsonde 資料對於 GFDL 模式大西洋颶風 48 小時路徑及強度預報可分別

改進達 32％及 20％（Aberson and Franklin 1999）。以上結果皆顯示 Dropwindsonde

資料對於增進颱風環境與結構瞭解及改進颱風數值預報之具體貢獻。 

基於上述 GPS Dropwindsonde 的重要性，與為有效增加西北太平洋颱風周遭

環境大氣資料之觀測，本計畫乃規劃在西北太平洋海面上的 Dropwindsonde 投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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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並透過模式對影響模式路徑之氣象因子時空分佈探討，形成有效率的機動

觀測策略，配合氣象局之資料同化能力導入海上探空資料，來提高颱風預報水準。 

此重點研究整合了國內學術界及氣象局相當之人力，並與美國 NCEP、

HRD、FNMOC 及日本 MRI 進行密切的合作，是一個具前瞻性並完全由國內研

究人員所主導的國際研究計畫。在國科會及中央氣象局支持下、2003 年至 2009

年為止，投落送觀測實驗（追風計畫, Wu et al. 2005）已針對杜鵑、米勒、妮妲、

康森、敏督利、梅姬、艾利、米雷、納坦、南瑪都、海棠、馬莎、珊瑚、卡努、

龍王、碧利斯、凱米、寶發、桑美、珊珊、帕布、聖帕、韋帕、柯羅莎、風神、

卡玫基、鳳凰、如麗、辛樂克、哈格比、薔蜜、蓮花、莫拉克、芭瑪及盧碧等

35 個颱風完成 45 航次之飛機偵察及投落送觀測任務，總計在颱風上空飛行 239

小時、並成功投擲 751 枚投落送。 

在觀測的同時，這些寶貴的投落送資料皆即時進入中央氣象局及世界各國氣

象單位之電腦預測系統中，協助預測颱風路徑及分析其周圍結構，如暴風半徑（對

颱風停班停課之決策具關鍵性影響）。到 2004 年底為止，針對追風計畫所得資料

的評估結果顯示，投落送資料對於在颱風路徑預報的改進上，在國外三個主要全

球模式均有顯著的成效，而根據三者系集平均的結果的路徑誤差修正可達 20％

（Wu et al. 2007a）。廖（2009）針對 2004 至 2006 年的 22 個追風計畫觀測個案

進行投落送資料研究，發現同化全部的投落送資料在 6-72 小時顯示平均能夠有

效改善路徑預報達 24%。本研究團隊亦使用 MM5 模式與其伴隨三維變分資料同

化模式，來進行有效結合虛擬渦旋與投落送資料的渦旋初始化工作，研究結果顯

示透過此結合適當渦旋結構與投落送資料的方法，颱風之路徑及強度預報能力將

有明顯提升（Chou and Wu 2008）。另一方面，投落送也已被用來驗證及校正衛

星與雷達遙測資料，藉此提升遙測颱風參數的可信度（Chou et al. 2009）。 

研究團隊亦提出以共軛模式計算出颱風觀測敏感區域之颱風觀測的創新策

略理論（Wu et al. 2007b），以預先評估關鍵的敏感觀測位置，配合飛機航程及航

管限制以決定投落送的最適當投落位置。目前已被採用作為新一代國際（如美國

國家海洋大氣總署所屬颶風研究中心）颱風飛機觀測之參考。整體而言，投落送

飛機觀測實驗深受國際矚目。 

在飛行資源及時間的限制下，如何決定出「策略性觀測（targeted obse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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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為整體觀測任務中十分重要的環節。研究團隊亦使用及發展最新策

略性觀測，包括「系集散落[Deep Layer mean （DLM） wind variance, Aberson 

2003]」、「系集轉換卡門濾波器[Ensemble-Transform Kalman Filter （ETKF）, 

Majumdar et al. 2002]」、「奇異向量（Singular Vector, Peng and Reynolds 2006）」、

及「共軛敏感度[Adjoint-Derived Sensitivity Steering Vector （ADSSV）, Wu et al. 

2007b]」等，以預先評估關鍵的敏感觀測位置，配合飛機航程及航管限制以決定

投落送的最適當投落位置。 

颱風路徑改進是追風計畫的核心議題，因此上述之「共軛敏感度」方法是我

們延續 Wu et al. (2006)中以「觀測系統模擬實驗（OSSE）」探討颱風渦旋初始化

的工作，使用 MM5 adjoint modeling system （Zou et al. 1997）所發展一套新的

架構來尋找影響颱風駛流的敏感區域（Wu et al. 2007b）。此方法設計「反應函數

（response function，R）」為驗證區域（verifying area）之平均風場，由於模式中

限制 R 須為純量，故分別定義 R1 為 u 場之平均，R2 為 v 場之平均，亦即(R1, R2)

代表駛流向量。在利用 MM5 模式進行 36 小時的預報後，以其共軛模式往回進

行 36 小時之積分，計算出 R1、R2 相對於各個控制變數之梯度，即為颱風駛流

相對於各變數之敏感程度。為使實驗結果能得到更清晰的物理解釋，我們定義

Adjoint-Derived Sensitivity Steering Vector（ADSSV）以同時代表 R1、R2 相對於

渦度的敏感性。換句話說，ADSSV 之大小代表其所在區域渦度改變量對於驗證

區域駛流的敏感程度，而ADSSV之方向則表示渦度改變所造成的駛流改變方向。 

Wu et al. (2009a)中運用 MM5 ADSSV 方法成功發現影響 2006 年珊珊颱風運

動主要的高敏感區域為中緯度槽線以及太平洋高壓邊緣，並以位渦反演方法得到

驗證。Yamaguchi et al. (2009)則利用 JMA SV 方法驗證 DOTSTAR 2004 年的康森

個案，指出運用 JMA SV 方法有效同化位於敏感區域的投落送資料可以掌握康森

颱風往東北方向移動的訊息。Wu et al. (2009b)則進一步針對 2006 年 84 個西北太

平洋颱風個案的 6 種不同策略敏感性方法進行分析比較，包括 3 種奇異向量法

(total-energy singular vectors, TESVs)、系集轉換卡門濾波器(ETKF)、系集散落

(DLM)、共軛敏感度(ADSSV)，並探討其對颱風路徑影響的動力特徵與比較。 

追風計畫已成為世界氣象組織所規劃 T-PARC 實驗 2008 年亞洲觀測實驗的

重要一環，與東亞各國及美國共同合作推動 T-PARC 實驗。追風計畫所建立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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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平台也已為台灣於梅雨期間進行的西南氣流觀測實驗及規劃中的雲物理及空

氣污染量測研究奠下紮實根基。主持人吳俊傑於 2006 年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30

日受邀參與聯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所舉辦的「第六屆國際颱風研討會」(WMO’s 6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ropical Cyclones)，並針對颱風之策略性觀測及資料同

化給予進行 30 分鐘專題回顧演講。會中追風計畫深受國際矚目並為多次演講所

引用。國人所支持及成功推動的追風計畫在國際間已具一席之地。會議結論並正

式推薦未來更多國家共同參與相關之颱風飛機觀測研究。 

2007 年 12 月 4-7 日，主持人吳俊傑前往夏威夷參加 T-PARC 所舉辦的 2008

年觀測實驗的規劃會議。美國海軍規劃進行 TCS-08 實驗（Tropical Cyclone 

Structure 2008），已於 2008 年派遣美國海軍 P-3 與空軍 C-130 飛機於西北太平洋

共同參與 T-PARC 觀測實驗，針對位於台灣與日本琉球群島附近的颱風，進行同

時有四架飛機（台灣的 Astra、日本、韓、德的 Falcon 與美國的 P3、C130）的觀

測實驗。此外，2008 年 5 月 21 日與 7 月 8 日上午於中央氣象局進行為時約 4 小

時的颱風投落送飛機觀測與 WMO T-PARC 國際聯合觀測實驗計畫介紹，並與相

關單位討論協助觀測執行之配合事項。於 7 月 28 日 T-PARC 國際聯合觀測實驗

開始前，於中央氣象局與相關單位就資料蒐集及模式設定作最後準備工作的確認

會議；並於 8 月 22 日、9 月 3 日與氣象局相關單位召開實驗期中檢討會，就資

料蒐集情況、如何配合國際聯合觀測及模式運作等議題進行討論。 

T-PARC 實驗於 2008 年 8、9 兩月已順利圓滿完成，共針對如麗、辛樂克、

哈格比、薔蜜等四個侵台颱風完成超過 25 架次國際聯合的飛機觀測，而 2008 年

十次的任務中有多達 6 次參與國際的聯合飛機觀測。這些前所未有的觀測資料在

各國科學家努力研究之下，預期將對颱風路徑預報、颱風形成、結構演變、路徑

偏轉及變性等相關研究能有重大突破。 

目前追風團隊針對 2008 年 T-PARC 期間所獲得豐富的投落送觀測資料已展

開相關研究，在 2009 年 9 月主持人吳俊傑受邀前往至美國 Monterey，由 WMO

所舉辦的第三屆 THORPEX 科學研討會，針對台灣追風計畫參與 T-PARC 實驗後

之經驗分享以及與參加 T-PARC 實驗的學者進行科學議題探討，並在會中發表運

用 EnKF 有效改善颱風渦旋初始化的新方法，並獲得廣大迴響。 

2009 年 10 月主持人吳俊傑前往上海參與 WMO 所舉辦的第二屆國際熱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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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登陸過程研討會(IWTCLP-II)，會中與各國科學家報告 2008 年追風計畫參與

T-PARC 實驗的最新成果介紹。並在 10 月底受邀至美國 Monterey 參與由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所舉辦 2008 年熱帶氣旋結構研討會，會中針對 EnKF 方法與

2008 年 T-PARC 實驗期間獲得多架次國際聯合觀測的辛樂克颱風的雙眼牆結構

演變發表演說，並與多位國際知名熱帶氣旋研究學者在此議題上進行熱烈討論。 

在分別由台灣中央氣象局、國科會、美國海軍 ONR 相關經費支持下，主持

人吳俊傑正領導國際相關研究團隊成員進行一項颱風觀測策略理論比較及資料

同化研究，此亦為世界氣象組織於第六屆國際颱風研討會後所宣示之重點議題之

一。美國氣象學會所發行 Monthly Weather Review 期刊的總編輯（Editor in Chief）

已於 2009 年發表刊出相關十數篇由主持人吳俊傑所主導並衍生之國際性論文專

刊（Special Collection on Targeted Observations, Data Assimilation, and Tropical 

Cyclone Predictability）。此專刊之標誌與前言如附錄 1 所示，詳細論文資訊如表

1 所示。 

表 1：Monthly Weather Review 期刊發表之專刊“Special Collection on 
Targeted Observations, Data Assimilation, and Tropical Cyclone Predictability＂
之詳細論文列表。 
# paper 

1 Mu Mu,  Feifan Zhou, and Hongli Wang, 2009: A Method for Identifying the 
Sensitive Areas in Targeted Observations for Tropical Cyclone Prediction: 
Conditional Nonlinear Optimal Perturbation. 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137, Iss. 5, pp. 1623–1639. 

2 Hyun Mee Kim and Byoung-Joo Jung, 2009: Singular Vector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Recurving Tropical Cyclone. 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137, Iss. 2, pp. 505–524. 

3 Carolyn A. Reynolds,  Melinda S. Peng, and Jan-Huey Chen, 2009: Recurving 
Tropical Cyclones: Singular Vector Sensitivity and Downstream Impacts. 
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137, Iss. 4, pp. 1320–1337. 

4 Hyun Mee Kim and Byoung-Joo Jung, 2009: Influence of Moist Physics and 
Norms on Singular Vectors for a Tropical Cyclone. 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137, Iss. 2, pp. 525–543. 

5 Fuqing Zhang,  Yonghui Weng,  Jason A. Sippel,  Zhiyong Meng, and Craig 
H. Bishop, 2009: Cloud-Resolving Hurricane Initialization and Prediction 
through Assimilation of Doppler Radar Observations with an Ense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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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man Filter. 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137, Iss. 7, pp. 2105–2125. 
6 Chun-Chieh Wu,  Shin-Gan Chen,  Jan-Huey Chen,  Kun-Hsuan Chou, and 

Po-Hsiung Lin, 2009: Interaction of Typhoon Shanshan (2006) with the 
Midlatitude Trough from both Adjoint-Derived Sensitivity Steering Vector and 
Potential Vorticity Perspectives. 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137, Iss. 3, pp. 
852–862. 

7 Munehiko Yamaguchi,  Ryota Sakai,  Masayuki Kyoda,  Takuya Komori, 
and Takashi Kadowaki, 2009: Typhoon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Developed at the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137, Iss. 8, pp. 2592–2604. 

8 Ryan D. Torn and Gregory J. Hakim, 2009: Ensemble Data Assimilation 
Applied to RAINEX Observations of Hurricane Katrina (2005). 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137, Iss. 9, pp. 2817–2829. 

9 Munehiko Yamaguchi,  Takeshi Iriguchi,  Tetsuo Nakazawa, and Chun-Chieh 
Wu, 2009: An Observing System Experiment for Typhoon Conson (2004) 
Using a Singular Vector Method and DOTSTAR Data. 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137, Iss. 9, pp. 2801–2816. 

10 Chun-Chieh Wu,  Jan-Huey Chen,  Sharanya J. Majumdar,  Melinda S. 
Peng,  Carolyn A. Reynolds,  Sim D. Aberson,  Roberto Buizza,  Munehiko 
Yamaguchi,  Shin-Gan Chen,  Tetsuo Nakazawa, and Kun-Hsuan Chou, 2009: 
Intercomparison of Targeted Observation Guidance for Tropical Cyclones in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137, Iss. 8, pp. 
2471–2492. 

11 Rolf H. Langland,  Christopher Velden,  Patricia M. Pauley, and Howard 
Berger, 2009: Impact of Satellite-Derived Rapid-Scan Wind Observations on 
Numerical Model Forecasts of Hurricane Katrina. Monthly Weather Review, 
Vol. 137, Iss. 5, pp. 1615–1622. 

 

基於 GPS 投落送的潛在價值，為有效增加颱風周遭環境大氣資料之觀測，

我們認為亟需針對有可能侵襲台灣的颱風進行 GPS 飛機觀測實驗之後續研究

（follow-up study），以期取得及測試新資料；並透過模式探討對影響模式颱風路

徑氣象因子的時空分佈，以形成有效率的機動觀測策略，配合學術界與中央氣象

局資料同化能力之提昇，提高預報侵台颱風準確度。此研究乃是台灣及東亞各國

進行西北太平洋地區颱風飛機觀測之先驅工作，成果亦將做為未來擬定飛機觀測

策略之重大指標。且此研究有助推動策略性觀測（targeted observation）研究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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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資料同化研究，因此可謂扮演颱風基礎及預報研究火車頭之先驅實驗。此研究

將整合國內學術界及中央氣象局相當人力，並與美國 NCEP、HRD、FNMOC 及

日本 JMA/MRI 進行研究合作，是一個具前瞻性並完全由國內研究人員所主導的

國際研究計畫。此計畫亦將協助整體颱風重點整合研究之推動。 

 

2. 計畫執行進展 

本計畫於 2003 年起正式進行颱風的飛機偵察觀測，迄今已成功進行 35 個颱

風、45 架航次的觀測任務。計畫執行各階段進展條列如下： 

 2003 年赴美國颶風研究中心 Gulfstream-IV 飛機偵察觀測過程參與觀摩

訓練。 
 2003 年建置完成 ASTRA 飛機觀測平台及投落送設備（漢翔公司於

2003/3 通過適航驗證）。 
 2003 年完成觀測系統（飛機、航管、通訊、投落送、機上資料分析、及

航路規劃決策）及資料分析同化系統（資料接收、即時分析、同化、模

擬、協助颱風預報、及資料影響評估研究）之建置。 
 與中央氣象局、美國大氣海洋總署颱風研究中心、美國海軍氣象中心及

日本颱風研究中心建立完整資料分享及研究合作關係。 
 2003 年 5/23、 6/13、及 6/24 分別完成三次模擬測試飛行。 
 2003 年 9/1、11/2 成功完成杜鵑及米勒颱風觀測、資料分析、預報及後

續研究。 
 2004 年 4/15 新機載軟體及模擬測試飛行。 
 2004 年 5/17、6/8、6/27-29、8/16、8/23、9/25、10/24 及 12/3 成功完成

妮妲、康森、敏督利、梅姬、艾利、米雷、納坦、與南瑪都颱風觀測、

資料分析、預報並著手進行後續研究。 
 2005 年 7/16-17、8/12、8/11、9/9、9/30 及 10/1 成功完成海棠、馬莎、

珊瑚、卡努、龍王颱風觀測、資料分析、預報並著手進行後續研究。 
 2006 年 7/11、7/23、8/8、8/9 及 9/14 成功完成碧利斯、凱米、寶發、桑

美、珊珊颱風觀測、資料分析、預報並著手進行後續研究（開始由中央

氣象局委託計畫支持觀測飛機租用費用）。 
 2007 年 8/7、8/16、9/17 及 10/4 成功完成帕布、聖帕、韋帕、柯羅莎颱

風觀測、資料分析、預報並著手進行後續研究（第二年中央氣象局委託

計畫支持觀測飛機租用費用）。 
 2008 年 6/23、7/16、7/26、8/20、9/10-11、9/16、9/22 及 9/27-28 成功完

成風神、卡玫基、鳳凰、如麗、辛樂克、哈格比、薔蜜颱風觀測、資料

分析、預報並著手進行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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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飛機觀測投落送資料已即時透過氣象局將資料傳送至 GTS，國際各

主要作業及研究單位皆能即時使用投落送量測大氣資料。這些單位包括 
JMA, KMA, FNMOC, NCEP, UKMO, ECMWF。 

 成功研發 ADSSV 之策略性觀測理論架構（Wu et al. 2007b）。 
 追風計畫已成為世界氣象組織所規劃T-PARC實驗 2008年亞洲觀測實驗

的重要一環，與東亞各國及美國共同合作推動 T-PARC 實驗，此實驗已

成功針對如麗、辛樂克、哈格比、薔蜜等四個侵台颱風完成超過 25 架次

國際聯合的飛機觀測，而 2008 年十次的任務中有多達六次參與國際的聯

合飛機觀測。於實驗期間，取得前所未有的觀測資料，更進一步投落送

資料的影響之研究仍在進展中，以期能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進行 6 種不同策略敏感性方法進行分析比較。 
 成功研發運用 EnKF 有效改善颱風渦旋初始化的新方法。 
 2009 年 6/20、8/6、10/3 00Z 及 12Z、10/20-22 00Z 成功完成蓮花、莫拉

克、芭瑪、盧碧颱風觀測、資料分析、預報並著手進行後續研究。 

 
3. 計畫特殊貢獻 

 自 2003 年 9 月至今，追風計畫已針對杜鵑、米勒（以上為 2003 年所觀

測）、妮妲、康森、敏督利、梅姬、艾利、米雷、納坦、南瑪都（以上

為 2004 年）、海棠、馬莎、珊瑚、卡努、龍王（以上為 2005 年）、碧

利斯、凱米、寶發、桑美、珊珊（以上為 2006 年）、帕布、聖帕、韋帕、

柯羅莎（以上為 2007 年）、風神、卡玫基、鳳凰、如麗、辛樂克、哈格

比、薔蜜（以上為 2008 年）蓮花、莫拉克、芭瑪及盧碧（以上為 2009
年）等 35 個颱風完成 45 航次之飛機偵察及投落送觀測任務，總計在颱

風上空飛行 239 小時、並成功投擲 751 枚投落送。在觀測的同時，這些

寶貴的投落送資料皆即時進入中央氣象局及世界各國氣象單位之電腦預

測系統中，協助預測颱風路徑及分析其周圍結構，如暴風半徑（對颱風

停班停課之決策具關鍵性影響）。(Wu et al. 2005, 2007a,b) 
 到 2004 年底為止，針對追風計畫所得資料的評估結果顯示，投落送資料

平均可以改進美國氣象局、美國海軍及日本氣象廳全球電腦模式 24~72
小時颱風路徑預測準確度達 20%（Wu et al. 2007a）。廖（2009）針對

2004 至 2006 年的 22 個追風計畫觀測個案進行投落送資料研究，發現同

化全部的投落送資料在 6-72 小時顯示平均能夠有效改善路徑預報達

24%。投落送也已被成功用來驗證及校正衛星與雷達等遙測資料，藉此

提升遙測颱風參數的可信度（Chou et al. 2009），如圖 3.1。 
 Wu et al. (2009a)中運用 MM5 ADSSV 方法成功發現影響 2006 年珊珊颱

風運動主要的高敏感區域為中緯度槽線以及太平洋高壓邊緣，並以位渦

反演方法得到驗證。Yamaguchi et al. (2009)則利用 JMA SV 方法驗證



20 

DOTSTAR 2004 年的康森個案，指出運用 JMA SV 方法有效同化位於敏

感區域的投落送資料可以掌握康森颱風往東北方向移動的訊息。Wu et al. 
(2009b)則進一步針對 2006 年 84 個西北太平洋颱風個案的 6 種不同策略

敏感性方法進行分析比較，包括 3 種奇異向量法(total-energy singular 
vectors, TESVs)、系集轉換卡門濾波器(ETKF)、系集散落(DLM)、共軛

敏感度(ADSSV)，並探討其對颱風路徑影響的動力特徵與比較。 
 另外，Wu et al. (2009c) 針對 2008 年的投落送資料對於辛樂克颱風的路

徑預報影響研究發現，在 GFS 模式中，同化投落送資料可以有效地改善

路徑預報達 77%，如圖 3.2。 
 Wu et al. (2009d) 成功研發運用 EnKF 有效改善颱風渦旋初始化的新方

法，如圖 3.3。 
 追風研究團隊已經在頂尖國際學術期刊發表第 7 篇成果論文。此外，追

風科學團隊分別於 2006、2008 年參加美國氣象學會所舉辦之第 27、28
屆熱帶氣象與颶風研討會，會中分別有 8 篇與 4 篇追風計畫相關研究成

果論文進行發表。 
 國科會所推動的追風計畫相當圓滿成功，第一期計畫已於 2005 年 7 月結

束。追風研究團隊除持續進行具關鍵性的後續研究外，亦已完成由中央

氣象局與國科會共同合作支持的後續追風及追雨計畫（2005 至 2008
年），一方面對國內科技、民生與防災有重大貢獻，另一方面則期望做

出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並在國際學術研究領域佔有一席之地。 
 追風計畫深受國際矚目，成功地大幅提昇台灣颱風研究之國際能見度，

不僅為西北太平洋颱風飛機觀測先驅，日本亦確定於 2008 年跟進並與我

合作進行突破性觀測。 
 追風先驅實驗亦成功建置國內使用飛機進行其他特殊天氣/氣候/大氣環

境之重要觀測平台，另如：高空閃電（追電計畫；追風計畫觀測同時架

設與攜帶低感光攝影器材記錄/量測對流層頂的颱風閃電訊號，此觀測正

與成功大學之紅色精靈研究團隊合作進行，結果可提供與福爾摩莎二號

衛星資料相互比對）、西南氣流（追雨計畫，在中央氣象局與國科會支持

下，已於 2007 年 6 月啟動，由台大周仲島教授及中大廖宇慶教授成功完

成先期實驗，並於 2008 年 6 月進行國際 TIMREX 實驗）及空氣污染與

雲物理觀測實驗之平台等。 
 追風研究團隊提出以共軛模式計算出颱風觀測敏感區域之颱風觀測的創

新策略理論（Wu et al. 2007b），已被採用作為新一代國際（如美國國家

海洋大氣總署所屬颶風研究中心）颱風飛機觀測之參考，主持人並獲邀

針對此颱風觀測策略專題於國際研討會進行回顧演講及論文撰寫（Wu 
2007）。 

 追風計畫受到國際氣象研究單位相當高的評價，並已列為世界氣象組織

所規劃 T-PARC 實驗 2008 年亞洲觀測實驗重要的一環，與東亞各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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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共同合作推動 T-PARC 實驗。T-PARC 實驗針對位於台灣與日本琉

球群島附近的颱風，進行同時有四架飛機（台灣的 Astra、日本、韓、德

的 Falcon 與美國的 P-3、C-130）的觀測實驗。T-PARC 實驗於 2008 年 8、
9 兩月已順利圓滿完成，共針對如麗、辛樂克、哈格比、薔蜜等四個侵

台颱風完成超過 25 架次國際聯合的飛機觀測，而十次的任務中有多達六

次參與國際的聯合飛機觀測。 
 追風團隊針對 2008年T-PARC期間所獲得豐富的投落送觀測資料已展開

相關研究，在 2009 年 9 月主持人吳俊傑受邀前往至美國 Monterey，由

WMO 所舉辦的第三屆 THORPEX 科學研討會，針對台灣追風計畫參與

T-PARC 實驗後之經驗分享以及與參加 T-PARC 實驗的學者進行科學議

題探討，並在會中發表運用 EnKF 有效改善颱風渦旋初始化的新方法，

並獲得廣大迴響。 
 2009 年 10 月主持人吳俊傑前往上海參與 WMO 所舉辦的第二屆國際熱

帶氣旋登陸過程研討會(IWTCLP-II)，會中與各國科學家報告 2008 年追

風計畫參與 T-PARC 實驗的最新成果介紹。並在 10 月底受邀至美國

Monterey 參與由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所舉辦 2008 年熱帶氣旋結構

研討會，會中針對 EnKF 方法與 2008 年 T-PARC 實驗期間獲得多架次國

際聯合觀測的辛樂克颱風的雙眼牆結構演變發表演說，並與多位國際知

名熱帶氣旋研究學者在此議題上進行熱烈討論。 
 在分別由中央氣象局、國科會、美國 ONR 經費支持下，主持人吳俊傑

正領導國際相關研究團隊成員進行一項颱風觀測策略理論比較及資料同

化研究。美國氣象學會所發行 Monthly Weather Review 期刊的總編輯

（Editor in Chief）已於 2009 年發表刊出相關十數篇由主持人吳俊傑所主

導並衍生之國際性論文專刊（Special Collection on Targeted Observations, 
Data Assimilation, and Tropical Cyclone Predictability）。 

 國科會「颱風重點研究」有助國內深奠國際級颱風研究中心之基礎，台

灣的颱風研究團隊具實力扮演亞太地區颱風研究與觀測之領導角色。 
 科普及社會回饋層面：有鑑於追風計畫之學術影響及科普議題性，行政

院新聞局於 2005 年以追風計畫為議題之一，拍攝一部名為「台灣 e 化、

美麗 e 島」的國家形象紀錄片，此紀錄片於 2007 年 4 月獲得美國休士頓

國際影展「科技紀錄片類」之銀牌獎。另外，美國國家地理頻道於 2007
年 7 月正式通過，利用一年半的時間(2007 年夏至 2008 年底)，拍攝一部

以追風計畫故事背景為主、THORPEX/PARC 國際實驗為輔，長度為一

小時的科學紀錄片。此紀錄片已於 2009 年 6 月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播

放，期許對於國際社會及科普有重要的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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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美國氣象學會所發行 Monthly Weather Review 期刊於 2009 年發表主

持人吳俊傑所主導並衍生之國際性論文專刊（Special Collection on Targeted 
Observations, Data Assimilation, and Tropical Cyclone Predictability）之標誌與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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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a) 2004 年艾利颱風觀測風場。黑色風標為 Quikscat 地面風；投落送量

測之地表 10 公尺風場(原始位置為綠色風標；颱風相對位置為藍色風標) (b) 2004
年 8 月 23 日 0924 UTC 艾利颱風 TRMM/TMI 85-GHz 亮度溫度影像。紅色點圈

為 Quikscat 與投落送風場差異超過 10.0 m/s 處。 
 
 

 
圖 3.2：2008 年 9 月 10 日 0000 UTC 辛樂克颱風的 JTWC 最佳路徑與 GFS 有無

投落送資料實驗的模擬路徑。TKE(ND)為無投落送實驗路徑誤差，TKE(WD)為
有投落送實驗路徑誤差，單位為公里。IMP(km)代表有投落送實驗相較於無投落

送實驗之路徑誤差改進，單位為公里。IMP(%)代表誤差改進率，單位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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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2008 年鳳凰颱風實驗海表面風場與軸對稱平均風速結構的變化。上、

中、下圖各為 7 月 25 日 15 時、26 日 0 時、26 日 12 時。(a)皆為系集平均。色階

為海表面風速量值(單位：m/s)，等值線為海平面氣壓(單位：hPa)，黑色粗線為

初始化時段起始時間至當時的觀測路徑 (同化至模式中的資料)，藍色粗線為同

一時段的模式颱風路徑。 (b)黑色粗線為觀測的颱風海表面軸對稱風速剖面 (同
化至模式中的資料)，紅色粗線為模式系集平均的海表面軸對稱風速剖面，灰色

細線為個別系集成員的風速剖面 (單位：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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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測個案 

本委託計畫今年度已經完成蓮花、莫拉克、芭瑪及盧碧颱風等 4 個颱風 7 架

次的觀測，總共使用 32 個小時的飛行時數，並成功拋投 102 枚投落送。各飛機

觀測任務的研究結果將分段列述如下： 

1、 蓮花颱風（Linfa，2009/06/20/0000UTC） 

蓮花颱風為今年西太平洋編號第 3 號的颱風，也是第一個可能侵襲台灣的颱

風。氣象局於 6 月 20 日早上 8 點所分析的颱風路徑如圖 4.1 所示，圖中顯示蓮

花颱風可能在 21-22 日期間影響澎湖、金門、馬祖與台灣地區。氣象局於 6 月 19

日下午 8 時 30 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飛機觀測執行的時間為針對 6 月 20 日 0000 

UTC（早上 8 時）的模式預報時間來進行觀測。 

ASTRA 飛機於 20 日清晨 5 點 7 分起飛，於早上 8 點 53 分落地，飛行時間

為 3 小時 46 分，成功拋投 13 枚投落送，觀測飛行路徑與拋投位置如圖 4.2 所示。

另外，13 枚投落送所量測的 925 hPa 風場則如圖 4.3 所示，由風場分佈可以發現

蓮花颱風南側為較大的風場區域。圖 4.4 則為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所顯示的飛

機觀測路徑、颱風移動路徑及衛星雲圖分佈情形，此資訊對於研究團隊在觀測過

程中提供相當重要的飛航資訊。 

觀測過程中，GPS 投落送的量測結果已即時透過衛星電話傳送至氣象局，並

正確顯示於 WINS 系統中，圖 4.5、圖 4.6 所表示的即為投落送量測蓮花颱風的

925、250 hPa 在 WINS 所顯示的風場分佈。另外，台大研究團隊針對蓮花颱風所

分析的地表 10 公尺風場則如圖 4.7 所示。 

2、 莫拉克颱風（Morakot，2009/08/06/0000UTC） 

莫拉克颱風為今年西太平洋編號第 9 號的颱風，氣象局於 8 月 5 日下午 8 時

30 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氣象局於 8 月 6 日早上 8 點所分析的颱風路徑如圖 4.8

所示。飛機觀測執行的時間為針對 8 月 6 日 0000 UTC（上午 8 時）的模式預報

時間來進行觀測。ASTRA 飛機於 6 日上午 5 點 2 分起飛，於上午 10 點 38 分落

地，飛行時間為 5 小時 36 分，成功拋投 17 枚投落送，觀測飛行路徑與拋投位置

如圖 4.9 所示。另外，17 枚投落送所量測的 925 hPa 風場則如圖 4.10 所示。圖

4.11 則為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所顯示的飛機觀測路徑、颱風移動路徑及衛星雲

圖分佈情形，此資訊對於研究團隊在觀測過程中提供相當重要的飛航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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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過程中，GPS 投落送的量測結果已即時透過衛星電話傳送至氣象局，並

正確顯示於 WINS 系統中，圖 4.12、4.13 所表示的即為投落送量測莫拉克颱風的

925、250 hPa 在 WINS 所顯示的風場分佈。另外，台大研究團隊針對莫拉克颱風

所分析的地面風場則如圖 4.14 所示。 

3、 芭瑪颱風（Parma，2009/10/03/0000UTC） 

芭瑪颱風為今年西太平洋編號第 19 號的颱風，氣象局於 10 月 3 日上午 5 時

30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氣象局於 10月 3日早上 8點所分析的颱風路徑如圖 4.15

所示。追風計畫針對芭瑪颱風總共執行二次的飛行觀測，第一次飛機觀測執行的

時間為針對 10 月 3 日 0000 UTC（上午 8 時）的模式預報時間來進行敏感區域觀

測。ASTRA 飛機於 3 日上午 5 點 2 分起飛，於上午 10 點 36 分落地，飛行時間

為 5 小時 34 分，成功拋投 19 枚投落送，觀測飛行路徑與拋投位置如圖 4.16 所

示。另外，19 枚投落送所量測的 925 hPa 風場則如圖 4.17 所示。圖 4.18 則為氣

象局 QPESUMS 系統所顯示的飛機觀測路徑、颱風移動路徑及衛星雲圖分佈情

形，此資訊對於研究團隊在觀測過程中提供相當重要的飛航資訊。 

觀測過程中，GPS 投落送的量測結果已即時透過衛星電話傳送至氣象局，並

正確顯示於 WINS 系統中，圖 4.19、4.20 所表示的即為投落送量測芭瑪颱風的

925、250 hPa 在 WINS 所顯示的風場分佈。另外，台大研究團隊針對芭瑪颱風第

一次飛機觀測所分析的地面風場則如圖 4.21 所示。 

4、 芭瑪颱風（Parma，2009/10/03/1200UTC） 

氣象局於 10 月 3 日晚上 8 點所分析的颱風路徑如圖 4.22 所示。追風計畫對

於芭瑪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執行的時間為針對 10 月 3 日 1200 UTC（下午 8 時）

的模式預報時間來進行敏感區域觀測。ASTRA 飛機於 3 日下午 4 點 59 分起飛，

於下午 9 點 13 分落地，飛行時間為 4 小時 14 分，成功拋投 14 枚投落送，觀測

飛行路徑與拋投位置如圖 4.23 所示。另外，14 枚投落送所量測的 925 hPa 風場

則如圖 4.24 所示。圖 4.25 則為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所顯示的飛機觀測路徑、

颱風移動路徑及衛星雲圖分佈情形，此資訊對於研究團隊在觀測過程中提供相當

重要的飛航資訊。 

觀測過程中，GPS 投落送的量測結果已即時透過衛星電話傳送至氣象局，並

正確顯示於 WINS 系統中，圖 4.26、4.27 所表示的即為投落送量測芭瑪颱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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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250 hPa 在 WINS 所顯示的風場分佈。另外，台大研究團隊針對芭瑪颱風第

二次飛機觀測所分析的地面風場則如圖 4.28 所示。 

針對芭瑪颱風的兩次飛行觀測採影響芭瑪颱風移動路徑最大的敏感區域作

投落送觀測，由於芭瑪颱風處於鞍型場中，世界各國主要作業模式對於芭瑪颱風

的預測不易，因此這兩次飛機觀測資料對於芭瑪颱風外圍環境與敏感區域應有後

續研究價值。 

5、 盧碧颱風（Lupit，2009/10/20/0000UTC） 

盧碧颱風為今年西太平洋編號第 22 號的颱風，氣象局未對盧碧颱風發布海

上颱風警報。氣象局於 10 月 20 日早上 8 點所分析的颱風路徑如圖 4.29 所示。

追風計畫針對盧碧颱風總共執行三次的飛行觀測，第一次飛機觀測執行的時間為

針對 10 月 20 日 0000 UTC（上午 8 時）的模式預報時間來進行敏感區域觀測。

ASTRA 飛機於 20 日上午 5 點 4 分起飛，於上午 10 點 12 分落地，飛行時間為 5

小時 8 分，成功拋投 14 枚投落送，觀測飛行路徑與拋投位置如圖 4.30 所示。另

外，14 枚投落送所量測的 925 hPa 風場則如圖 4.31 所示。圖 4.32 則為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所顯示的飛機觀測路徑、颱風移動路徑及衛星雲圖分佈情形，此

資訊對於研究團隊在觀測過程中提供相當重要的飛航資訊。 

觀測過程中，GPS 投落送的量測結果已即時透過衛星電話傳送至氣象局，並

正確顯示於 WINS 系統中，圖 4.33、4.34 所表示的即為投落送量測盧碧颱風的

925、250 hPa 在 WINS 所顯示的風場分佈。另外，台大研究團隊針對盧碧颱風第

一次飛機觀測所分析的地面風場則如圖 4.35 所示。 

6、 盧碧颱風（Lupit，2009/10/21/0000UTC） 

氣象局於 10 月 21 日早上 8 點所分析的颱風路徑如圖 4.36 所示。追風計畫

對於盧碧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執行的時間為針對 10 月 21 日 0000 UTC（上午 8

時）的模式預報時間來進行觀測。ASTRA 飛機於 21 日上午 4 點 33 分起飛，於

上午 10 點 06 分落地，飛行時間為 5 小時 33 分，成功拋投 19 枚投落送，觀測飛

行路徑與拋投位置如圖 4.37 所示。另外，19 枚投落送所量測的 925 hPa 風場則

如圖 4.38 所示。圖 4.39 則為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所顯示的飛機觀測路徑、颱

風移動路徑及衛星雲圖分佈情形，此資訊對於研究團隊在觀測過程中提供相當重

要的飛航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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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過程中，GPS 投落送的量測結果已即時透過衛星電話傳送至氣象局，並

正確顯示於 WINS 系統中，圖 4.40、4.41 所表示的即為投落送量測盧碧颱風的

925、250 hPa 在 WINS 所顯示的風場分佈。另外，台大研究團隊針對盧碧颱風第

二次飛機觀測所分析的地面風場則如圖 4.42 所示。 

7、 盧碧颱風（Lupit，2009/10/22/0000UTC） 

氣象局於 10 月 22 日早上 8 點所分析的颱風路徑如圖 4.43 所示。追風計畫

對於盧碧颱風第三次飛機觀測執行的時間為針對 10 月 22 日 0000 UTC（上午 8

時）的模式預報時間來進行敏感區域觀測。ASTRA 飛機於 22 日上午 6 點 30 分

起飛，於上午 9 點 20 分落地，飛行時間為 2 小時 50 分，成功拋投 6 枚投落送，

觀測飛行路徑與拋投位置如圖 4.44 所示。另外，6 枚投落送所量測的 925 hPa 風

場則如圖 4.45 所示。圖 4.46 則為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所顯示的飛機觀測路徑、

颱風移動路徑及衛星雲圖分佈情形，此資訊對於研究團隊在觀測過程中提供相當

重要的飛航資訊。 

觀測過程中，GPS 投落送的量測結果已即時透過衛星電話傳送至氣象局，並

正確顯示於 WINS 系統中，圖 4.47、4.48 所表示的即為投落送量測盧碧颱風的

925、300 hPa 在 WINS 所顯示的風場分佈。另外，台大研究團隊針對盧碧颱風第

三次飛機觀測所分析的地面風場則如圖 4.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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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氣象局於 6 月 20 日 00Z 所發佈之蓮花颱風移動路徑。 
 

 

圖 4.2：蓮花颱風飛機觀測飛行路徑及 13 枚投落送拋投順序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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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投落送所量測之蓮花颱風 925 hPa 水平風場（knots）。 
 
 

 
圖 4.4：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於 6 月 20 日 02Z 即時顯示之蓮花颱風路徑、衛

星雲圖、雷達回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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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蓮花颱風 925 hPa 之投落送量測風場，陰影區

為可見光雲圖。 
 
 

 
圖 4.6：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蓮花颱風 250 hPa 之投落送量測風場，陰影區

為可見光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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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台大研究團隊根據高垂直解析度的蓮花颱風投落送資料所分析之地面風

場，單位 m/s。 
 
 

 
圖 4.8：氣象局於 8 月 6 日 00Z 所發佈之莫拉克颱風移動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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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莫拉克颱風飛機觀測飛行路徑及 17 枚投落送拋投順序與位置。 
 
 

 
圖 4.10：投落送所量測之莫拉克颱風 925 hPa 水平風場（kn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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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於 8 月 6 日 03Z 即時顯示之莫拉克颱風路徑、

衛星雲圖、雷達回波資訊。 
 
 

 

圖 4.12：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莫拉克颱風 925 hPa 之投落送量測風場，陰影

區為可見光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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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莫拉克颱風 925 hPa 之投落送量測風場，陰影

區為可見光雲圖。 
 

 
圖 4.14：台大研究團隊根據高垂直解析度的莫拉克颱風投落送資料所分析之地面

風場，單位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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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氣象局於 10 月 3 日 00Z 所發佈之芭瑪颱風移動路徑。 
 
 

 
圖 4.16：芭瑪颱風第一次飛機觀測飛行路徑及 19 枚投落送拋投順序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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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投落送所量測之芭瑪颱風第一次飛機觀測 925 hPa 水平風場（knots）。 
 
 

 
圖 4.18：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於 10 月 3 日 03Z 即時顯示之芭瑪颱風路徑、衛

星雲圖、雷達回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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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芭瑪颱風第一次飛機觀測 925 hPa 之投落送量

測風場，陰影區為可見光雲圖。 

 
圖 4.20：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芭瑪颱風第一次飛機觀測 250 hPa 之投落送量

測風場，陰影區為可見光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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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台大研究團隊根據高垂直解析度的芭瑪颱風第一次飛機觀測投落送資料

所分析之地面風場，單位 m/s。 
 
 

 
圖 4.22：氣象局於 10 月 3 日 12Z 所發佈之芭瑪颱風移動路徑。 



40 

 
圖 4.23：芭瑪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飛行路徑及 14 枚投落送拋投順序與位置。 
 
 

 
圖 4.24：投落送所量測之芭瑪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 925 hPa 水平風場（kn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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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於 10 月 3 日 14Z 即時顯示之芭瑪颱風路徑、衛

星雲圖、雷達回波資訊。 
 
 

 
圖 4.26：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芭瑪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 925 hPa 之投落送量

測風場，陰影區為可見光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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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芭瑪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 250 hPa 之投落送量

測風場，陰影區為可見光雲圖。 

 

圖 4.28：台大研究團隊根據高垂直解析度的芭瑪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投落送資料

所分析之地面風場，單位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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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氣象局於 10 月 20 日 00Z 所發佈之盧碧颱風移動路徑。 
 
 

 
圖 4.30：盧碧颱風第一次飛機觀測飛行路徑及 14 枚投落送拋投順序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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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投落送所量測之盧碧颱風第一次飛機觀測 925 hPa 水平風場（knots）。 
 
 

 
圖 4.32：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於 10 月 20 日 02Z 即時顯示之盧碧颱風路徑、

衛星雲圖、雷達回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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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盧碧颱風第一次飛機觀測 925 hPa 之投落送量

測風場，陰影區為可見光雲圖。 

 
圖 4.34：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盧碧颱風第一次飛機觀測 250 hPa 之投落送量

測風場，陰影區為可見光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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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台大研究團隊根據高垂直解析度的盧碧颱風第一次飛機觀測投落送資料

所分析之地面風場，單位 m/s。 
 
 

 
圖 4.36：氣象局於 10 月 21 日 00Z 所發佈之盧碧颱風移動路徑。 
 
 



47 

 
圖 4.37：盧碧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飛行路徑及 19 枚投落送拋投順序與位置。 
 
 

 
圖 4.38：投落送所量測之盧碧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 925 hPa 水平風場（knots）。 



48 

 
圖 4.39：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於 10 月 21 日 02Z 即時顯示之盧碧颱風路徑、

衛星雲圖、雷達回波資訊。 
 
 

 
圖 4.40：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盧碧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 925 hPa 之投落送量

測風場，陰影區為可見光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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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盧碧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 250 hPa 之投落送量

測風場，陰影區為可見光雲圖。 

 

圖 4.42：台大研究團隊根據高垂直解析度的盧碧颱風第二次飛機觀測投落送資料

所分析之地面風場，單位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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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氣象局於 10 月 22 日 00Z 所發佈之盧碧颱風移動路徑。 
 
 

 

圖 4.44：盧碧颱風第三次飛機觀測飛行路徑及 6 枚投落送拋投順序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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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投落送所量測之盧碧颱風第三次飛機觀測 925 hPa 水平風場（knots）。 
 
 

 

圖 4.46：氣象局 QPESUMS 系統於 10 月 22 日 02Z 即時顯示之盧碧颱風路徑、

衛星雲圖、雷達回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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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盧碧颱風第三次飛機觀測 925 hPa 之投落送量

測風場，陰影區為可見光雲圖。 

 

圖 4.48：氣象局 WINS 系統所顯示盧碧颱風第三次飛機觀測 300 hPa 之投落送量

測風場，陰影區為可見光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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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9：台大研究團隊根據高垂直解析度的盧碧颱風第三次飛機觀測投落送資料

所分析之地面風場，單位 m/s。 



54 

五、結論 

國科會於 2002 年 8 月起三年內提供相當經費，進行由台大大氣科學系吳俊

傑教授所主持的颱風重點研究。首要研究項目是以全球衛星定位式投落送進行飛

機觀測，名為侵台颱風之飛機偵察及投落送觀測實驗，又名追風計畫（Wu et al. 

2005）。此計畫使用 ASTRA 飛機與機載垂直大氣探空系統（AVAPS）設備，以

每架次 5-6 小時時間直接飛到颱風周圍 43000 英呎的高度投擲投落送，以取得颱

風周圍關鍵區域的大氣環境資料：溫度、溼度、氣壓以及風速等。在觀測的同時，

這些寶貴的投落送資料皆即時進入中央氣象局及世界各國氣象單位之電腦預測

系統中，協助預測颱風路徑及分析其周圍結構，如暴風半徑（對放颱風假與否具

關鍵性影響）。 

追風計畫在 2003-2009 年的研究成果中，總共針對 35 個颱風執行 45 次觀測

任務，飛機累計飛行時數超過 239 小時並拋投 751 枚投落送。投落送資料對於在

颱風路徑預報的改進上，在國外三個主要全球模式均有顯著的成效，而根據三者

系集平均的結果的路徑誤差修正可達 20％（Wu et al. 2007a）。廖（2009）針對

2004 至 2006 年的 22 個追風計畫觀測個案進行投落送資料研究，發現同化全部

的投落送資料在 6-72 小時顯示平均能夠有效改善路徑預報達 24%。本研究團對

亦使用MM5 adjoint modeling system所發展一套新的架構來尋找影響颱風駛流的

敏感區域，此一方法以即時運用於每次的飛機觀測中（Wu et al. 2007b）。另一方

面，研究團隊亦使用 MM5 模式與其伴隨的 3DVAR 資料同化模式，來進行有效

結合虛擬渦旋與投落送資料的渦旋初始化工作，研究結果顯示透過此方法，颱風

之路徑及強度預報能力將有明顯提升（Chou and Wu 2008）。投落送也已被成功

用來驗證及校正衛星與雷達等遙測資料（Chou et al. 2009），藉此提升遙測颱風參

數的可信度。 

Wu et al. (2009a)中運用 MM5 ADSSV 方法成功發現影響 2006 年珊珊颱風運

動主要的高敏感區域為中緯度槽線以及太平洋高壓邊緣，並以位渦反演方法得到

驗證。Yamaguchi et al. (2009)則利用 JMA SV 方法驗證 DOTSTAR 2004 年的康森

個案，指出運用 JMA SV 方法有效同化位於敏感區域的投落送資料可以掌握康森

颱風往東北方向移動的訊息。Wu et al. (2009b)則進一步針對 2006 年 84 個西北太

平洋颱風個案的 6 種不同策略敏感性方法進行分析比較，包括 3 種奇異向量法

(total-energy singular vectors, TESVs)、系集轉換卡門濾波器(ETKF)、系集散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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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M)、共軛敏感度(ADSSV)，並探討其對颱風路徑影響的動力特徵與比較。 

本委託計畫延續追風計畫過去六年所累積之研究成果，繼續執行使用 GPS

投落送進行颱風飛機偵察之觀測任務。本計畫於今年 2009 年至今已完成蓮花、

莫拉克、芭瑪及盧碧颱風等七次飛機觀測。此七次飛機觀測累計的飛行時數達

32 個小時，並成功使用 102 具投落送。另外，七次颱風觀測的投落送資料均已

透過衛星電話撥接回傳中央氣象局，並即時顯示於氣象局 WINS 系統。此外，2008

年T-PARC國際觀測實驗資料之後續研究與今年度投落送資料之模式影響實驗亦

持續進行中。 

總之，此研究將進行西北太平洋地區颱風偵察飛機觀測實驗。研究人員直接

飛行到接近台灣的颱風周圍上空，投擲 GPS 投落送（GPS Dropwindsonde），藉

此取得颱風周圍最敏感地區的大氣環境詳盡資料。此資料將即時傳輸至中央氣象

局資料處理中心，與電腦預報模式相結合，除可增進對颱風結構的瞭解外，亦能

有效改進颱風路徑、強度及風雨分布預報。預期此研究計畫成果將為颱風研究及

颱風監測與預報帶來重大突破。 

基於 GPS 投落送的潛在價值，為有效增加颱風周遭環境大氣資料之觀測，

我們認為亟需針對有可能侵襲台灣的颱風進行 GPS 飛機觀測實驗之先期及後續

研究（pilot and follow-up studies），以期取得及測試新資料；並透過模式探討影

響模式颱風路徑氣象因子的時空分佈，以形成有效率的機動觀測策略，配合學術

界與氣象局資料同化能力之提昇，提高預報侵台颱風準確度。此研究乃是台灣及

東亞各國進行西北太平洋地區颱風飛機觀測之先驅工作，成果亦將做為未來擬定

飛機觀測策略之重大指標。且此研究有助推動策略性觀測（targeted observation）

研究及提昇資料同化研究，因此可謂扮演颱風基礎及預報研究火車頭之先驅實

驗。此研究將整合國內學術界及氣象局相當人力，並與美國 NCEP、HRD、FNMOC

進行研究合作，是一個具前瞻性並完全由國內研究人員所主導的國際研究計畫。 

追風計畫已成為世界氣象組織所規劃 T-PARC 實驗 2008 年亞洲觀測實驗的

重要一環，與東亞各國及美國共同合作推動 T-PARC 實驗。追風計畫所建立的觀

測平台也已為台灣於梅雨期間進行的西南氣流觀測實驗及規劃中的雲物理及空

氣污染量測研究奠下紮實根基。主持人吳俊傑於 2006 年 11 月受邀參與聯合國世

界氣象組織所舉辦的「第六屆國際颱風研討會」 (WMO’s 6th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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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on Tropical Cyclones)，並針對颱風之策略性觀測及資料同化給予進行

30 分鐘專題回顧演講。會中追風計畫深受國際矚目並為多次演講所引用。國人

所支持及成功推動的追風計畫在國際間已具一席之地。會議結論並正式推薦未來

更多國家共同參與相關之颱風飛機觀測研究。 

2007 年 12 月 4-7 日，主持人吳俊傑前往夏威夷參加 T-PARC 所舉辦的 2008

年觀測實驗的規劃會議。美國海軍規劃進行 TCS-08 實驗（Tropical Cyclone 

Structure 2008），已於 2008 年派遣美國海軍 P-3 與空軍 C-130 飛機於西北太平洋

共同參與 T-PARC 觀測實驗，針對位於台灣與日本琉球群島附近的颱風，進行同

時有四架飛機（台灣的 Astra、日本、韓、德的 Falcon 與美國的 P3、C130）的觀

測實驗。此外，2008 年 5 月 21 日與 7 月 8 日上午於中央氣象局進行為時約 4 小

時的颱風投落送飛機觀測與 WMO T-PARC 國際聯合觀測實驗計畫介紹，並與相

關單位討論協助觀測執行之配合事項。於 7 月 28 日 T-PARC 國際聯合觀測實驗

開始前，於中央氣象局與相關單位就資料蒐集及模式設定作最後準備工作的確認

會議；並於 8 月 22 日、9 月 3 日與氣象局相關單位召開實驗期中檢討會，就資

料蒐集情況、如何配合國際聯合觀測及模式運作等議題進行討論。 

T-PARC 實驗於 2008 年 8、9 兩月已順利圓滿完成，共針對如麗、辛樂克、

哈格比、薔蜜等四個侵台颱風完成超過 25 架次國際聯合的飛機觀測，而 2008 年

十次的任務中有多達六次參與國際的聯合飛機觀測。這些前所未有的觀測資料在

各國科學家努力研究之下，預期將對颱風路徑預報、颱風形成、結構演變、路徑

偏轉及變性等相關研究能有重大突破。 

目前追風團隊針對 2008 年 T-PARC 期間所獲得豐富的投落送觀測資料已展

開相關研究，在 2009 年 9 月主持人吳俊傑受邀前往至美國 Monterey，由 WMO

所舉辦的第三屆 THORPEX 科學研討會，針對台灣追風計畫參與 T-PARC 實驗後

之經驗分享以及與參加 T-PARC 實驗的學者進行科學議題探討，並在會中發表運

用 EnKF 有效改善颱風渦旋初始化的新方法，並獲得廣大迴響。2009 年 10 月主

持人吳俊傑前往上海參與 WMO 所舉辦的第二屆國際熱帶氣旋登陸過程研討會

(IWTCLP-II)，會中與各國科學家報告 2008 年追風計畫參與 T-PARC 實驗的最新

成果介紹。並在 10 月底受邀至美國 Monterey 參與由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所舉辦 2008 年熱帶氣旋結構研討會，會中針對 EnKF 方法與 2008 年 T-PARC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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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期間獲得多架次國際聯合觀測的辛樂克颱風的雙眼牆結構演變發表演說，並與

多位國際知名熱帶氣旋研究學者在此議題上進行熱烈討論。 

我們預期在學術界與氣象局的充分合作下，將讓學術界在颱風議題上位於國

際研究與作業的前端，而氣象局的付出與投入亦能符合社會大眾最迫切的需求，

如此學界與氣象局將創造雙贏的局面。總之，颱風之投落送飛機觀測已有具體成

果，對於國內及國際皆有相當之貢獻。我們感謝中央氣象局之充分支持，讓這一

個重大的學術及作業研究計畫持續發揚光大，進而造福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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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本計畫擬採用一高解析度(網格間距小於 4.0 公里)之數值模式為一計算

平台，發展一適用於台灣地區，針對風暴/對流尺度(storm/convective scale)

劇烈降雨系統之氣象雷達資料同化方案，並著重在探討此方案對於極短期

(1~ 2 小時)定量降水預報的改進程度。吾人計畫使用的數值模式為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WRF) model，準備使用的資料同化方法則以三維

變分法為基礎。 

本次期末報告的重點在於完成探討下列同化因子對模式預報的影響: 

包含 (1)雷達位置測試; (2)資料不完整覆蓋測試； (3)背景場測試。本計

畫於今年度除了完成前述的測試項目外，亦於計畫執行期間完成了關於同

化策略的測試，如同化的間隔、同化的次數、有探空與無探空資料輔助時

的同化方式組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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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分析: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為了改善對劇烈降水的監測與預報，積極投入發展

短期定量降水預報系統，來加強對強降水事件的預報能力。而「資料同化」

是將不同型態、不同時間及地點的觀測資料，加入到預報模式中，可提供

模式預報時，一個對大氣狀態精確的描述。 

目前全台共有九部陸基式氣象雷達，2008 年 3 月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已完成建置由國科會補助、全台第一部移動式雙偏極化都卜勒氣象雷達 

(Taiwan Experimental Atmospheric Mobile – Radar; TEAM-R)，另外空軍也已

完成換裝馬公與清泉崗的氣象雷達為雙偏極化雷達。都卜勒氣象雷達可以

提供高時空解析度的風場與回波場資料，而雙偏極化雷達更可以估計精確

的降雨與雲物理的資訊，因此是監測對流尺度劇烈天氣系統的重要設備，

如何最佳化的使用這些多樣與大量的雷達資料，以改進數值天氣預報的準

確度，滿足中央氣象局對進行精緻化劇烈天氣預報的需求，提升國內相關

單位防救災的能力，是國內氣象界長期努力的目標。 

自 1980 年代以來隨著計算機高速運算能力的大幅進步，Lilly (1990)提出

了要預報雷暴(thunderstorm)時所須克服的問題，並指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而同化雷達資料來迅速地調整模式所產生的狀態變數(state variables)，以便

及時修正預報的誤差，便是該文中所指出非常重要的一環。 

目前氣象學界或作業單位所採用的雷達資料同化方法主要有 3DVAR、

4DVAR、以及系集卡曼濾波器(Ensemble Kalman Filter；EnKF)。4DVAR (Sun 

et al. 1991; Crook and Sun, 2002)的理論架構在數學上相當嚴謹，但是必須依

照原有的預報模式，發展與之相對應的伴隨模式，此過程極為複雜，且

4DVAR 所需的計算機資源相當龐大，目前尚不易作業化。將 EnKF 應用在

雷達資料同化上的歷史則相對較為短淺，Snyder and Zhang(2003)首次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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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KF 用在含暖雨過程對流的都卜勒雷達徑向風資料同化。Tong and Xue 

(2005)則使用 EnKF 同時同化雷達徑向風以及回波，其模式中的微物理變數

還包含了冰相。目前許多關於 EnKF 的論文係以理想的 Observation System 

Simulation Experiment (OSSE)方式進行測試。Dowell et al. (2004) 則以一個

發生於 1981 年美國 Oklahoma 州 Arcadia 市的 super cell 實際個案來測試

EnKF 在反演真實風暴中風場與溫度場的表現，Zhang et al. (2009)利用 EnKF

同化雷達資料來改進大西洋颶風的預報。由於 EnKF 在運算中必須建構許多

筆樣本，雖然具有平行化處理的潛力，但仍然有很高的計算機資源需求。 

Xiao et al. (2005) 使用 MM5 3DVAR 同化雷達徑向風，且以 Richardson 

equation 來聯結風場與熱力場，然而該方程式的推導過程中引入了靜力平

衡的假設，因此在對流旺盛的區域會產生低估垂直風速的情形。 

所謂熱動力反演是指經由三維風場(可由都卜勒雷達觀測得到)，反求出

當時與之相對應的熱力場三維結構。文獻上指出 1978 年共有四篇論文不約

而同的討論如何進行這種反演(Bonesteele and Lin 1978; Hane and Scott 1978; 

Gal-Chen 1978; Leise 1978) ，其中只有由 Gal-Chen(1978)所提出方法，由於

採取了適當的邊界條件，被證明極為有效，因此被廣泛的使用，該文並指

出這是使用雷達資料初始化數值模式的關鍵步驟。Gal-Chen 方法的優點在

於其計算過程中，壓力是由求解一 Poisson 方程式而來，不必預設任何未知

係數，而此壓力方程式的邊界條件卻可由風場來給定。但 Gal-Chen 方法的

限制在於只能求得溫度與壓力擾動場相對於水平平均的偏差值。Lin et al. 

(1993)首次將 Gal-Chen 方法初始化模式的概念付諸實行，用來改善對 1977

年發生在美國 Oklahoma 州 Del City 一個 tornadic storm 的預報，發現確實

具有效果。Crook(1994)與 Crook and Tuttle(1994)也採用此方法來初始化一個

乾模式，以預報三個陣風鋒面的個案，如與持續法相比較，對地表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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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場的預報改善可達至少 25%以上。Crook(1996)亦採用類似的方法初始

化模式，並探討濕對流的發展對於邊界層熱力場、水汽場的敏感度。

Weygandt et al. (2002a)、Weygandt et al. (2002b)結合 Shapiro et al. (1995)的單

一雷達風場反演技術，與熱動力反演，發現對雷暴變化的掌握可達至少 35

分鐘。Liu et al. (2005) 也設計一以 Gal-Chen 法為核心的都卜勒雷達分析技

術，並將其應用在 2002 年 6 月位於長江流域的梅雨鋒面真實個案分析。 

在本研究中將以 3DVAR 做為使用之同化方案。基本上，吾人擬發展一

新的多雷達風場合成演算法，再結合傳統的熱動力反演法，以及搭配一重

新設計的水汽調整方案，來估算雷達所無法觀測到的水汽與雲水場，在此

情況下，天氣系統的運動場、熱力場(含溫度與壓力)、以及微物理場(含水

汽、雲水、雨水)均已確定，因此可大幅縮短模式的 Spin-up time，並降低預

報誤差。 

本次期末報告的重點在於完成探討下列同化因子對模式預報的影響: 包

含 (1)雷達位置測試; (2)資料不完整覆蓋測試； (3)背景場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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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 

3.1 實驗設計與模式設定： 

 本次報告的實驗內容來自於一個理想個案的數值模擬，使用的模式為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WRF) model 2.1 版，在所謂的 Nature Run

中，模擬的是一獨立的雷暴(thunderstorm)，模式的水平與垂直解析度分別

為 2 公里與 0.5 公里，網格點數目為 41×41×40，時步為 10 秒鐘，模式的初

始場以一個最大強度為 3K 的鐘型熱胞開始成長，在模式模擬到某一時間點

時，吾人取出當時的模式三維風場，將此三維風場投影到兩座假想的雷達，

產生該雷達所會觀測到的徑向風資料，再利用本研究中所發展的一全新多

都卜勒雷達風場合成技術，來解析出此時間點的合成風場，並且與模式的

風場相互比較，以了解該合成方法的準確度。接下來，再使用此合成風場

進行熱動力反演，以求出溫度與氣壓資訊，並與模式模擬到當時的溫度壓

力相比較，經由溫度與氣壓，可再進行水汽的調整。 

吾人可再進行第二次的模擬，稱為 Assimilation Run，但由一不同的初始

條件開始，如一強度較弱或位置錯誤的熱胞，在模式積分過程中將前述所

有觀測與反演的氣象狀態變數，完全取代模式當時的預報場，再檢驗模式

在後續的預報中，與 Nature Run 的差異，是否有為之減少。此種研究步驟

亦稱為 Observational System Simulation Experiment (OSSE)。 

3.2 多都卜勒雷達風場合成方法: 

由於都卜勒雷達僅能提供回波場及徑向風場等資訊，無法得知風場的三

維分佈情形，故於本研究中採用 Liou (2009)所提出的雙都卜勒雷達風場合

成技術來解決此問題。而此方法優於傳統風場反演技術主要有以下三點：(1)



 
 

6 

於沿著雷達基線及其附近的風場仍能藉由此新方法獲得。(2)不再需要提供

計算垂直風場時所需要的積分頂、底層邊界條件。(3)此方法可輕易納入多

部都卜勒雷達觀測資料。 

此法主要是藉由變分的概念，極小化下列之價值函數: 

                         ∑
=

=
5

1M
MJJ                          (1) 

上式中包含兩個時間，有 N 座雷達可進行合成，於本研究中則假設有兩座

雷達進行風場合成(N=2)。價值函數中共有 5項約束條件，各項代表意義解

釋如下: 

                      ( )∑∑∑
==

=
N

i
ti

xyzt
TJ

1

2
,,11

2

1
1 α                    (2)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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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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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 ) ( )222 i
z

i
y

i
xi PzPyPxr −+−+−=                (4) 

    第一項如公式(2)-(4)所示，代表合成的風場( ttt wvu ,, )在兩個時間，

沿每座雷達徑向方向的投影，需等於該雷達於該時間觀測的徑向風 ( ) tirV , 。

(
i

z
i
y

i
x PPP ,, )代表第 i個雷達的坐標； ir 為格點到第 i個雷逹之間的距離；

tTW , 為終端落速，可利用雷逹回波估計，而權重係數 1α 在有(無)該座雷達

資料的格點上設為 1.0 (0.0)。 

                     
2

,2

2

1
2 )( tBt

xyzt
VVJ


−= ∑∑
=

α                    (5) 

    第二項代表背景場項如(5)式，是用來處理當模式的格點沒有被任何一

座雷達的資料覆蓋時，這些點的風場需由背景場的值來填補。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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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同化時，是使用初始化模式的探空資料，而第二次以後的同化則是

以模式當時預報的風場來提供背景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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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定義如(6)式，代表合成的風場要滿足非彈性連續方程。其中 0ρ

是空氣密度，僅為高度的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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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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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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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ξ                        (8) 

    在忽略混合項及鈄壓項的作用下，第四項由公式(7)代表合成的風場要

滿足垂直渦度方程。上標橫線代表於兩個時間間隔內的時間平均。這個方

程式給予了風場更多的約束關係，可進一步提高合成風場的精確度。 

 

                     (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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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ttt

xyzt
wvuJ ++∇= ∑∑

=

α               (9)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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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10) 

最後，公式(9)為 Laplacian 平滑項。 

前述第二項到第五項的權重係數，是經由一系列的測試過程而決定，其

值 2α 、 3α 、 4α 、 5α 分別為 210− 、 7104× 、 11104× 及 910 。上式涵蓋的區域

與模式範圍相等，以方便同化的進行。藉由極小化以上的價值函數，可以

得到風場的三維分佈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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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熱動力反演方法: 

原始的熱動力反演法僅適用於無水相變化的大氣，但本研究中則加上暖

雨過程的考慮。由如下的流體力學公式(11)-(13)出發，吾人可得: 

      x
F

dt
ud

∂
′∂

−=−=
π

θ
)(1

v0



                         (11) 

      y
G

dt
vd

v ∂
′∂

−=−=
π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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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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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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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z θθ

θπ
θ

+
∂
∂

==+


                  (13) 

其中的上標一撇代表相對於基本態的擾動量，下標 0 代表基本態， rq 為

雨水混合比，可由雷達回波估計之， cθ ′是虛雲位溫擾動，已納入了來自水

汽與雲水的貢獻，π為標準化以後的壓力，兩者的定義分別如下: 

      V
''' )01.0( θθθ cvc qq −+=                      (14) 

      

pC
R

p p
pC )(

0

=π
                            (15) 

(11)-(13)式中等號左邊的項可由都卜勒雷達風場的合成結果求得。吾人極小

化如下的價值函數: 

      
dxdy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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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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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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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πJ

                (16) 

可得出公式(17)以 Poisson 方程型態表示的壓力方程，以及如公式(18)所示

的 Neumann 邊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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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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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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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17)-(18)所得的解會相差一個未知待定常數，但可以唯一地解出

某一層的 >′<−′ ππ ，亦即壓力擾動場相對於水平平均的偏差值。將每一層的

>′<−′ ππ 都算出來後，再應用公式(13)，可求出 >′<−′ cc θθ 。若在系統內有額

外加放的探空資料，則可以求出各層之 >′< π 與 >′< cθ ，再進一步確定每一點

的π ′與 cθ ′，如果沒有此額外探空資料，本研究中則用模式的模擬資料來計

算 >′< π 與 >′< cθ 。 

3.4 熱動力場及水汽調整方法: 

     由於都卜勒雷達無法測得水汽的資訊，故在本研究中使用新發展的水

汽調整方法，並假設水汽不會過飽和，只會正好達到飽和，此時只要判斷

那個格點已經飽合了，就可以進行水汽混合比的修正。本研究中乃以高度

大於舉升凝結層(Lifting Condensation Layer; LCL)、有雷達回波且垂直速度

絶對值大於 3 1−ms 的格點視為達飽和狀態。因為在調整水汽場的過程中，需

要溫度場及氣壓場的資訊，但根據 3.3 所介紹的熱動力反演技術，主要是

得到氣壓擾動量、溫度擾動量相對於其水平平均值的偏差量，即
'' ππ − 與

''
cc θθ − ，其中每一層的

'π 、
'
cθ 是未知的待定常數，故此反演結果只能

用來討論天氣系統的水平結構，在垂直結構的分析上將很可能出現錯誤。

如果能在每個高度層都有一單點壓力與溫度的實際觀測值，便可得到大氣

真正的擾動量在三度空間的分布情形。本研究使用兩種方法來解決，其中

一種為使用探空資料，其二則使用模式預報結果來計算
'π 、

'
cθ 。首先

以探空資料解決
'π 、

'
cθ 等未知待定常數為例，調整水汽場步驟如下: 

(1) 由熱動力反演過程求出
'' ππ − 、 ''

cc θθ − ，經由公式推導後可得： 

( )''''
00

0

0

pp
p
p

p
R Cp

R

−







≈− π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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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61.0'''' θθθθθ ccvvcc qqqq −−−+−=−                (20) 

( ) ( )''''''
0

000 pp
p

TT
p

p
k

−−−







=−

θκθθ                      (21) 

於開始調整水汽時，先令擾動水汽混合比(
'
vq )及擾動雲水混合比( cq )為零

( cq 亦可以使用模式當時預報的結果)，便可得到每一高度層
'' pp − 、

'' TT − 的結果，其中 pCRk = 。假設此時，有一通過模擬區域內的探空，

則可以得到通過此地各個高度層上單點的氣壓及溫度場( p ，T )。再將此

氣壓場及溫度場扣除大氣基本場( 0P ， 0T )後，得到此點每一高度層的氣壓

及溫度擾動量(
'p， 'T )，因為此點上每一高度層的

'' pp − 、 '' TT − 已知，

故將該點得到的(
'p ， 'T )代入後，便可獲得每一層的

'p 、 'T ，而在該

層每點的
'' pp − 、 '' TT − 被反演為已知項的情形下，則可求得該高度層

上每一點的
'p 、 'T 。吾人對每一高度層都進行相同的步驟，最後加上大氣

基本場( 0P ， 0T )後，就可得到 p 、T 的三維分布情形。如在同化過程中無

探空資料，則採用模式預報到同化當時的結果去計算氣壓擾動及溫度擾動

水平平均場
'π 、

'
cθ 。 

(2)利用熱力反演之壓力場資訊，可計算出地表的露點溫度，其公式如

(22)，其中 kPaA 810533.2 ×= 、 KB 310417.5 ×= 、 622.0=ε 。 

  

( ) 









=

sfcv

d

pq
A
BT

0

ln ε                     (22)  

由地表溫度與露點溫度之差值可估計舉升凝結層的高度(Rogers and Yau, 

1989) H，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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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8

dTTkmH                     (23) 

其中溫度 T為步驟(1)所得到的結果。當舉升凝結高度已知後，加上以雷達

回波及垂直速度閥值的判別，可估計模擬區域內那些格點已達到飽和標準。 

(3)取得完整溫度場後，可由公式(24)、(25)針對飽合的格點計算飽合水汽

壓 se ，及飽合水汽混合比 )( vsq  

                      
T

B

s AeTe −=)(                          (24) 

                      p
eq s

vs ε=                            (25) 

(4)對於達飽和的格點，計算其調整後的水汽混合比擾動量
'
vq  

                      0
'

vvsv qqq −=                          (26)             

其中 0vq 為大氣基本水汽混合比。 

(5) 將步驟(4)調整後的水汽混合比擾動量
'
vq ，代入步驟(1)的公式(20)，

此時
'
vq 不再為零，最後得到一組新的溫度場。接下來將此溫度場再代入步

驟(2)，可得到一組新的舉升凝結高度，即可重新進行判別網格點是否達飽

和的動作。之後，繼續重覆步驟(1)~(5)的疊代過程，使水汽混合比及溫度

場達到我們所設定的收斂門檻值，即完成水汽調整動作，並且得到最佳的

水汽混合比分布情形。 

另外必須指出的是，在調整水汽過程中，於第一次同化時都是假設

0' =vq 為初始猜測值，亦即不滿足飽合條件的網格點，其 0' =vq ，表示這些

點的水汽場僅為大氣基本水汽場 0vq ；而在第一次同化以後再做的後續同化

過程中，則是採用模式預報的水汽混合比擾動量， 0' vvv qqq −= (其中 vq 為

模式預報至同化當時的水汽混合比)來做為初始猜測值，則此時不滿足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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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的網格點不再是只有大氣的基本水汽場資訊，而是加入了預報的結

果，其餘達飽和的各點，則使用以上所介紹的概念去進行調整。 

     經由以上所介紹的各種方法，該天氣系統加入雷達所觀測的回波場、

反演的三維風場及反演的熱力場等資訊，其運動場、熱力場(含溫度與壓

力)、以及微物理場(含水汽、雲水、雨水)均已確定，可繼續往下預報，或

進行下一次同化。 

4. 同化結果檢驗方法 

4.1空間相關係數 

    空間相關係數(SCC)定義如下： 

         ( ) ( )( )
( ) ( )∑ ∑
∑

−−

−−
=

22
ttrr

ttrr

AAAA

AAAA
ASCC            （27） 

其中 A代表壓力場、溫度場、水汽場或風場，下標的 r是反演的結果；而 t

則是「虛擬真實大氣」的模擬結果。另外，A表示反演區域內三維體積的平

均值。相關係數的值介於-1.0～1.0之間，正值愈大則表示反演的氣象場與

真實結果有正相關且愈準確。 

4.2相對均方根誤差 

    相對均方根誤差(Relative Root-Mean-Square Error: RRMSE)定義如下: 

 

        

( )

∑

∑ −
=

2

2

1

1

t

tr

A
N

AA
NRRMSE                （28） 

其中 A 代表欲比較的氣象場，下標的 r 是反演的結果；而 t 是「虛擬真實

大氣」的真實結果；N 則是反演區域內體積的網格點總數。RRMSE 值愈大，

表示反演結果和真實結果差異愈大。 

4.3 GS得分值 

   GS 得分(Gilbert Skill Score)是由 CSI(Critical Success Index)臨界成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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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演變而來，其概念為利用「預報」與「事件」是否發生的可能性，做交

叉統計而獲得，根據 Schaefer(1990)所提出的四種「預報」與「事件」發生

可能性，以下列的計算方式求得 GS得分: 

                   )( ZYX
XCSI
++

=                    （29）                   

T
EPC ×=                          (30）                   

( )
( )ZYCX

CXGS
++−

−
=                     (31) 

在本研究中，考慮地面上的某一點，若預報模式表現有降水，而實際觀測

也確實有降水，此處視「虛擬真實大氣」的模擬結果為實際觀測值，則此

點為正確預報，屬於 X 族群。若預報模式表現無降水，而實際觀測值顯示

有降水，則是錯失預報，歸為 Y 族群。若預報模式表現有降水，而實際觀

測卻無降水，則是錯誤警報，計入 Z，其餘表現則歸類為 W 族群。E 表示

所有降水點數，P 表示所有預報有降水點數，T 為所有地面的點數，C則為

修正量。CSI計算如（29）式，表示成功預報的比例。若以 CSI中的 X用(X-C)

取代，即把 X 減去修正量，便可得到 GS 值。GS 得分的值介於 0~1 之間，

GS 愈大表示降水預報愈準確。本研究參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大雨」的定

義：指 24 小時累積降雨量達 50 毫米以上，且其中至少有一小時雨量達 15

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來定義。當模擬區域地面上某一點每 5 分鐘內的累積

降雨量若在 1.25 毫米以上時，視為有降雨現象。若 GS 值維持在 0.4 以上

都算是有不錯的表現。 

5. 資料同化實驗: 

5.1 實驗 1: 影響同化因子探討-雷達位置 

    由於本研究中採用 Liou (2009)所提出的雙都卜勒雷達風場合成技術來

得到風場三維分佈情形，其優點是可將沿著雷達基線及其附近的風場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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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反演獲得。故實驗 1 主要測試當雷達位置的擺放有基線問題產生時，對

最後同化結果的影響。此實驗是以中心擾動溫度為 0.5k (Nature Run 中的

熱胞強度為 3k)、水汽為 0.5 vq  (即水汽為「Nature Run」 的一半)為熱胞

當做初始條件，自 00:00 開始向前模擬，這個實驗過程中無降雨產生，代

表一個失敗的模擬。在模擬到 00:50 及 01:00 時，分別進行二次沒有探空

資料的同化，亦即在同化過程中，是利用模式預報到當時的結果來計算氣

壓及溫度擾動水平平均場等未知常數。吾人同化由「Nature Run」資料反演

所得的氣壓場、溫度場，及雷達觀測的回波場。其中，兩座虛擬雷達的水

平位置相對於原點，分別為(x,y)=(32 km,16 km)及(x,y)=(32 km ,64 km)，

此將形成一南北向的基線。最後在進行水汽調整後，得到一組最佳大氣狀

態變數，並將其置入模式中，且將第二次同化結果，自時間 01:00 向前模

擬二小時。 

比較實驗 1同化結果與「Nature Run」在第 60分鐘時的氣壓梯度場、

位溫擾動場及水汽混合比場的差異性。在定量上，SCC 及 RRMSE 結果如

表 1，可以明顯看出氣壓場水平梯度、風場及水汽場和「Nature Run」結果

相當一致。唯獨在位溫擾動場的部份，和「Nature Run」差異較大，而氣壓

場在垂直方向梯度的相對均方根誤差在 1.2 以上，造成位溫及氣壓結果如

此不理想的原因，為本實驗是利用模式預報場來計算氣壓及溫度擾動的水

平平均場，其結果與真實的解之間是存在著差異的，以這樣的結果進行同

化時，自然會造成同化結束後的溫度場有較大的誤差。 

    在定性上，則比較 x=15 公里所切的垂直剖面圖(y-z 剖面圖)，各氣象

變數的分佈情形與「Nature Run」的差異。圖 1、2分別為「Nature Run」及

實驗 1 的結果，其中氣壓擾動垂直梯度量及位溫擾動場，於高度 12~16 km

部份都有略微高估情形，位於 14公里的垂直氣壓梯度與暖心中心極大值分

別為 12 hpa/km、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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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定量降水預報能力的改善，一直是國內外氣象學者及單位相當重

視，因此，本研究也比較實驗 1和「Nature Run」在整個模擬區域內有降雨

網格點上，每 5分鐘的平均累積降雨量，如圖 3所示，其中的Assimilation Run

在模擬過程中，若沒有同化任何雷達資料及其反演的大氣狀態變數，圖中

顯示模擬全程並沒有任何降水產生，換言之以此微弱的初始熱胞向前模

擬，並沒有雷暴發展。實驗 1的結果，則和「Nature Run」的表現相當類似，

顯示初始條件微弱的熱胞經同化雷達資料後，的確改善降水預報的結果。

實驗 1和「Nature Run」5分鐘累積降雨量的相關性，隨模擬時間的變化情

形如圖 4之實線，圖中顯示模擬 70分鐘後，相關性仍有 0.8左右，且在同

化結束時的降雨量相關係數最高，後來不再同化，相關性開始遞減。在本

研究中也使用「GS得分」隨著模擬時間的變化來看實驗 1的降雨預報能力，

如圖 4虛線所示，圖中顯示模擬 70分鐘後，GS 得分尚能維持在 0.6 以上，

但隨著時間增加，GS值減小，表示降雨預報的誤差變大了。圖 5為「Nature 

Run」及實驗 1模擬至 80、100、及 140分鐘的結果，兩實驗的雷雨暴不論

位置或是強度上，都相當一致。 

 

表 1 實驗 1與「Nature Run」在第 60分鐘時，風場、氣壓梯度場、位溫度

擾動場及水汽混合比場的 SCC 及 RRMSE 值。 

Exp1 dp/dx dp/dy dp/dz Pt’  qv u v W 

SCC 
0.95 0.92 0.73 0.38 0.99 0.99 0.99 0.94 

RRMSE 
0.32 0.42 1.27 1.53 0.08 0.02 0.03 0.33 

 

 

 

 



 
 

16 

  

 

 
圖 1  「Nature Run」於第 60 分鐘時，沿 x=15km 各狀態變數的垂直剖面圖。(a).x方

向氣壓梯度，等值線間距為 0.5；(b).y方向氣壓梯度，等值線間距為 1；(c).z方向氣

壓梯度，等值線間距為 2，單位為 hPa/km。(d) 位溫擾動場，等值線間距為 2 度，單位

為 K；(e)水汽混合比，等值線間距為 2，單位為 g/kg。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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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驗 1於同化結束(01:00)時，沿 x=15Km各狀態變數的垂直剖面圖。(a).x方向氣

壓梯度，等值線間距為 0.5；(b).y方向氣壓梯度，等值線間距為 1；(c).z 方向氣壓梯

度，等值線間距為 2，單位為 hpa/km。(d) 位溫擾動場，等值線間距為 2 度，單位為 K；

(e)水汽混合比，等值線間距為 2，單位為 g/kg。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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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實驗 1、「Nature Run」平均於模擬區域內有降雨網格點上，五分鐘累積降雨量隨

時間變化圖。長虛線為無同化實驗；實線為 nature run；短虛線為實驗 1結果。 

 

      

    

 
圖 4  實驗 1和「Nature Run」五分鐘累積降雨量相關性(實線)、「GS」得分(虛線)隨時

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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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模擬時間第 80、100、120及 140分時的回波場。由上而下依次為「Nature Run」

與實驗 1、實驗 2、實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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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實驗 2: 影響同化因子探討-資料不完整覆蓋測試 

    實驗 2的設計則是根據實際作業時，於模擬區域內每格點上不一定都

會有雷達資料的提供，而在本實驗則是假設回波值低於 10dBZ的格點，沒

有雷達資料，其風場由初始的探空來填補。故此實驗主要在測試同化過程

中，當資料覆蓋不完全時，對模擬結果所造成的影響。本實驗同樣以中心

擾動溫度為 0.5 k、水汽 0.5 vq  的熱胞來初始化模式，並在模擬到 00:50

及 01:00時，分別進行二次沒有探空資料的同化。 

比較實驗 2同化結果與「Nature Run」在第 60分鐘時的氣壓梯度場、

位溫擾動場及水汽混合比場的差異性。在定量上，SCC 及 RRMSE 結果如

表 2，可以明顯看出氣壓場水平梯度、風場及水汽場和「Nature Run」結果

相當一致。唯獨在位溫擾動場的部份，和「Nature Run」差異較大，而氣壓

場在垂直方向梯度的相對均方根誤差在 2.0 以上。與實驗 1 比較，造成位

溫及氣壓結果不理想的原因，除了如實驗 1 所描述的以外，即利用模式預

報所得到氣壓及溫度擾動的水平平均場，和真實結果差異很大，更因為本

實驗中資料量減少，造成同化結束後的溫度場有更大的誤差。 

    累積降雨量的預報部份，比較實驗 2 和「Nature Run」，平均降雨網格

點上每 5 分鐘累積降雨量隨模擬時間的變化情形，如圖 6 所示，實驗 2(虛

線)相對於「Nature Run」(實線)的最大差異在正負 0.2 mm之間。雖然在某

些時間內，平均 5分鐘累積降雨量，實驗 2與「Nature Run」的比較的確有

高估或低估的情形，但其隨著模擬時間的相關性如圖 7 實線所示，圖中指

出自同化結束第 60 分鐘開始向前模擬 70 分鐘後，相關性仍有 0.8 以上。

另外，從「GS 得分」隨模擬時間的變化，來看實驗 2 在降雨預報能力上的

表現，如圖 7之虛線。圖中顯示模擬至第 70分左右，GS得分仍維持在 0.6

以上，隨著時間增加，GS值遞減。另外，從圖 5可比較實驗 2和「Nature Run」

分別模擬至 80、100、及 140分鐘的結果，其中雷雨胞不論位置或是強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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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與真實結果相當一致。 

 

 

表 2 實驗 2與「Nature Run」在第 60分鐘時，風場、氣壓梯度場、位溫度

擾動場及水汽混合比場的 SCC 及 RRMSE 值。 

 

Exp1 dp/dx dp/dy dp/dz Pt’  qv u v W 

SCC 
0.90 0.84 0.55 0.16 0.99 0.99 0.87 0.90 

RRMSE 
0.43 0.54 2.01 1.89 0.08 0.07 0.34 0.45 

 

 

 

 

 
圖 6 實驗 2、「Nature Run」平均於模擬區域內有降雨網格點上，五分鐘累積降雨量隨

時間變化圖。長虛線為無同化實驗；實線為 Nature Run；短虛線為實驗 2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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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實驗 2和「Nature Run」五分鐘累積降雨量相關性(實線)、「GS」得分(虛線)隨時

間變化圖隨時間變化。



 
 

23 

 

5.3 實驗 3: 影響同化因子探討- 背景場測試 

    實驗 3的設計則是在探討使用 Liou (2009)所提出的雙都卜勒雷達風場合

成技術，於價值函數的第二項背景場項(如公式 5)，當模式的格點沒有被任

何一座雷達的資料覆蓋時，不採用探空，而是利用模式預報到當時的風場來

填補背景場的值，並檢驗其對模擬結果所造成的影響。本實驗同樣以中心擾

動溫度為 0.5k、水汽 0.5 vq  的熱胞來初始化模式，並在模擬到 00:50 及

01:00時，分別進行二次無探空資料的同化。 

比較實驗 3同化結果與「Nature Run」在第 60分鐘時的氣壓梯度場、位

溫擾動場及水汽混合比場的差異性，其結果與前兩個實驗類似，亦即在定量

上，檢視 SCC 及 RRMSE 結果如表 3，可以明顯看出氣壓場水平梯度、風場

及水汽場和「Nature Run」結果一致。但位溫擾動場的部份則出現較大差異，

而氣壓場在垂直方向梯度的相對均方根誤差達 1.2以上。 

    累積降雨量的預報部份，比較實驗 3和「Nature Run」，平均降雨網格點

上每 5 分鐘累積降雨量隨模擬時間的變化情形，如圖 8 所示，實驗 3(虛線)

相對於「Nature Run」(實線)的最大差異在正負 0.4 mm之間。相關性隨著模

擬時間的變化如圖 9(實線)所示，圖中可見自同化結束第 60分鐘開始向前再

模擬 70 分鐘後，相關性仍有 0.8 以上。另外，從「GS 得分」隨模擬時間的

變化，來看實驗 3在降雨預報能力上的表現，如圖 9之虛線。圖中顯示模擬

至第 70分左右，GS得分仍維持在 0.5以上。從圖 5中比較實驗 3和「Nature 

Run」分別模擬至 80、100、及 140分鐘的結果，其中雷雨胞不論位置或是強

度上還是與真實結果相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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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實驗 3與「Nature Run」在第 60分鐘時，風場、氣壓梯度場、位溫

度擾動場及水汽混合比場的 SCC 及 RRMSE 值。 

 
dx

dp  dy
dp  dz

dp  
'pt   vq   u  v w 

SCC 0.96 0.92 0.72 0.38 0.99 0.99 0.99 0.94 

RRMSE 0.31 0.42 1.26 1.53 0.08 0.01 0.04 0.35 

 

 

 

 

     

圖 8 實驗 3、「Nature Run」平均於模擬區域內有降雨網格點上，五分鐘累積降雨量隨時

間變化圖。長虛線為無同化實驗；實線為 Nature Run；虛線為實驗 3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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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實驗 3 和「Nature run」五分鐘累積降雨量相關性(實線)、「GS」得分(虛線)隨時

間變化圖隨時間變化。 

 

6. 結論: 

本計畫自今年開始執行以來，依照計畫進度已發展完成一多雷達風場合成

演算法、熱動力反演法、以及水汽調整方案，目前也已經將這三部份與 WRF

模式整合起來。本次期末報告的重點為以非理想的觀測資料來測試完整的同

化流程，以檢視不同因素對定量降水預報的影響，報告的內容描述了下列同

化因子對模式預報影響的探討，包含: (1)雷達位置測試; (2)資料不完整覆蓋測

試； (3)背景場測試。在這些實驗中，雖然資料的品質並非理想，但卻較接

近分析真實個案時會面臨的狀況。本計畫於今年度除了完成前述的測試項目

外，亦於計畫執行期間完成了關於同化策略的測試，如同化的間隔、同化的

次數、有/無探空資料輔助的同化方式組合等。吾人發現本研究計畫中所提出

的辦法，的確可以經由同化雷達的觀測與反演得到的大氣變數，有效的掌握

對流尺度天氣現象的特徵訊號，此種資訊應該可用來改進模式對雷暴的預

報，而實驗結果亦的確顯示本方法對定量降水的預報有顯著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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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 實際（％） 比較（％） 
當年 100 100 0 
全程 100 100 0 

 
2.經費支用： 

 預定 實際 支用率（％） 
當年 2893 仟元 2893 仟元 100％ 
全程 2893 仟元 2893 仟元 100％ 

 
3.主要執行成果： 

整合計畫相關學術單位以及氣象局模式的模擬與預報結果，每個月持

續以已建立的二階段、多假想海溫、多重模式動力氣候預報系統（參見圖

一）進行全球與區域的月季降雨預報實驗，提供作為長期預報科的實際預

報參考。延續過去工作重點，除了已完成的預報系統歷史預報（hindcast）
驗證評估工作，也取得歐洲中心所主導的 DEMETER 計畫的多模式系集預

報系統（參見圖二）歷史預報資料，並分析比較兩個預報系統的異同，評

估的內容除了傳統的三分類降雨距平預報（偏多、正常、偏少；30%—40%—

30%）外，也同時針對更極端季節降雨距平的預報技術進行客觀評估。本

年度新增項目為以可信度圖（reliability diagram）的預報診斷結果為基準

的機率預報的誤差修正方法探討，比較其在可信度（reliability）得分與解

析度（resolution）得分的影響。 針對季節氣候三分類，提供機率預報的

誤差修正調整研究發現，在所研究的區域而言多數是可以使 Brier Skill 
Score 改善，而改善的主要原因是經過校正（calibration）後的可靠度

（Reliability）得分增加，但是分辨率（Resolution）得分卻會下降，少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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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分辨率得分下降超過可靠度得分提升時，機率預報修正就沒有實質

意義。在較為極端（小於 15%機率）的季節預報方面，特別是夏、秋季的

預報，往往修正的效果並不理想。 

針對預報應用在水資源經濟模式方面，是以討論多模式系集模擬情境

對桃竹苗地區水資源經濟的影響衝擊。當透過降雨量的預報而未採取任何

因應措施時，桃竹苗地區之降雨量降少所造成之水資源供給減少，將會顥

著地影響到工業和民生用水，因此整體社會福利減少約 18.6 億元。  

當生產者或政府掌握了此雨量預報資訊時，可透過水資源管理策略的

應用來降低此衝擊。舉例而言，由於農業部門的用水量是最高的一個部

門，但是其產值相對而言是較工業部門低，因此在預報雨量偏少時，透過

休耕面積的增加來將農業用水移轉至非農業部門時，此時的整體社會利益

將會增加 1.48 億元。由於雨量預報資訊系統的提供加上因應策略的執行，

就整體的因應策略之效益和成本而言，水資源的成本，含休耕的補助金額

加上無法種植水稻所時損失的利潤，再加上水資源移轉到非農業部門的移

轉成本的增加，小於用水轉移所產生的效益 以及整體社會福利，故就益

本比而言，遠高於一，顯示預報系統資訊與因應策略的價值。 

4.計畫變更說明： 

在計畫內容方面，並無變更。 

但在計畫經費方面，做下列兩項變更： 

(1)人事費：由於其中一名研究助理只聘到學士級，故有多餘經費，將這些多

餘的經費用來聘僱一些臨時工，以協助計畫能有效執行，達成預期目標。 

(2)已於 98 年 6 月行文至中央氣象局變更國外差旅費之時間及地點：在原先預

估經費不變更之原則下，更改會議時間及地點，由原先之 98 年 9.13-17 日

韓國釜山更改會議時間及地點為 98 年 7 月 12-15 日新加坡。 

5.落後原因：  

6.主管機關之因應對策（檢討與建議）： 
本年度各參與預報系統的執行學校單位，並沒有設備租賃採購之費用，但已積極

協調各執行單位，運用各執行單位現有計算與資料儲存資源，支援計畫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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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二階段、多假想海溫、多重模式系集動力預報系統以及驗證、

評估、誤差修正方法架構示意圖。 

 

 
 

圖二  DEMETER多重模式系集動力預報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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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東亞地區之月、季定量降水估計技術研發與應用  
 

執行單位：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金會     計畫編號： MTOC-CWB-98-6M-03 

計畫主持人：陳正達（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鄒治華（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 

 曾仁佑（國立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副教授） 

 洪志誠（國立台北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系副教授） 

陳吉仲（國立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 

研究人員：蕭玲鳳、林修立、邱素瑜、童裕翔 

聯絡方式：台北市汀州路 4 段 88 號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E-mail: chen@rain.geos.ntnu.edu.tw 
 

前言 
 

短期氣候預報的技術發展與應用具有相當大的潛在社會經濟價值，

具有技術的月季氣候預報可以提供政府與民間參考運用，在重大自然氣

候變動（如旱澇與極端冷熱）發生前，儘早採取相關的防減災因應措施。

目前世界許多主要氣象預報作業中心都以中長期的月季氣候預報為發展

的重點方向，氣候預報模式發展、預報策略以及預報技術的進展，都比

傳統的數值天氣預報更加快速。也因此，氣象局的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

之一，即是建立這種季節至年際尺度的區域氣候預報能力，並加以評估

其預報特性與價值。 

 
在過去幾年，透過氣象局與大學的研究合作，已經運用高速的叢集

運算平台與數個全球氣候模式建構完成實驗性的氣候預報系統，以兩階

段方式（two-tier approach）進行未來至少兩個季節的降雨與氣溫預報，

並同時運用模式與觀測分析資料，進行個別與多重模式系集短期動力氣

候的歷史模擬預報（hindcast），同時運用美國環境預報中心的大氣海洋

耦合預報系統（NCEP/CFS）與中央氣象局的動力統計預報系統

（CWB/OPGSST）所預報的兩種未來海溫距平情境加以驅動。在歷史模

擬預報的驗證與技術評估方面，則是運用世界氣象組織所制定的長期預

報的標準化驗證程序做為工作準則，並以機率預報形式作為分析評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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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同時也收集歐洲中長期預報中心的 DEMETER 多重模式系集預報

系統的資料，並與計畫所建立系統的各種特性加以比較。在預報結果應

用方面，則是估計雨量預報在水資源市場的資訊價值，若能透過事先的

雨量預報系統，來針對各用水標的做一分配，將可創造更多的社會福利。  

 
本年度的計畫重點，除了持續進行、測試、擴展與測試已建立的多

重模式實驗系集氣候預報系統與驗證之外，將從預報系統診斷驗證結果

為基準，發展季節氣候機率預報的誤差修正技術，將診斷分析 Reliability 

Diagram 中所呈現的預報系統特徵，以線性回歸方程加以修正其誤差，

並比較本計畫的多模式系集動力預報與 DEMETER 計畫修正前後之異

同。此外在氣候預報產品的應用方面，將以降雨預報對水資源管理的影

響，並進而以區域水資源經濟模型，估計降雨預報的潛在經濟價值。同

時計畫也將協助氣象局積極參與亞太經合會（APEC）氣候中心的氣候預

報相關活動，充分運用區域共享的氣候預報資源，在 APEC 的架構下，

推展區域的國際合作。 

 
期末摘要報告的重點，除了延續從預報診斷資料的特性發展機率預

報的誤差修正方式外，主要是將雨量預報技術應用在估計水資源市場的

資訊價值，以用水需求較迫切之桃竹苗地區為研究對象，將水資源的供

給與需求同時考量，在需求面方面，須針對各標的用水的用水量來做估

計；在供給面方面，需針對水庫、河川及地下水的抽取量來估計；並透

過數學規劃的方法來建立水資源的經濟模型以求解出其市場的價格，進

一步探討農業用水移用補償合理金額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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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資料及評估、修正方法 
 
1.1 觀測資料 

 
在觀測資料方面，本研究使用了全球降雨氣候計畫 (Global 

Precipitation Climatology Project, GPCP)月平均降雨資料，水平解析度為 

2.5 x 2.5 (將其差分至 T42)，資料長度為 1981 年 1 月到 2005 年 4 月，詳

細資料內容，請參見 Huffman et al. (1997)。 
 
1.2 模式資料 

 
在模式資料方面，本研究以美國環境預報中心耦合預報系統

(NCEP/CFS)的 Hindcast (後報)海溫預報資料，進行德國馬克斯普朗克氣

象研究所的 ECHAM4、中央氣象局的全球大氣模式(CWB/GFS)以及

ECHAM5、美國大氣研究中心的 CCM3(NCAR/CCM3)、大氣海洋總署環

境預報中心的 NCEP/GSM，完成五個模式 2、5、8、11 月從 1981 年至

2004 年的系集後報(Hindcast)實驗。其中每個模式均包括十個系集成員，

水 平 解 析 度 為 三 角 截 取 42 波 (Triangular truncation 42 

wavenumbers,T42)，對應東西方向 網格點，南北方向 64 個高斯網格點。

選擇評估區域為東亞地區（80E-160E, EQ-50N）。此外 德國馬克斯普朗

克氣象研究所的 ECHAM4、中央氣象局的全球大氣模式(CWB/GFS)以及

ECHAM5 亦以中央氣象局的動力統計預報系統（CWB/OPGSST）所預報

的海溫距平驅動，完成第二組假想海溫發展的系集後報(Hindcast)實驗，

在多重模式組合的機率預報，是以上述八種模式與驅動海溫組合為基

準。美國大氣海洋總署下的國家環境預報中心在 2004 年推出的大氣海洋

耦合預報系統（NCEP/CFS）當作對應比較之一階段耦合模式。 

 
DEMETER 計畫中的多模式系集預報系統是由七個不同的大氣海

洋耦合模式組合而成，每個模式有九個系集成員（參見上述圖二），也都

同樣有超過二十年以上的歷史模擬預報資料，可以加以分析比較。這個

比較除了檢驗此計畫的預報系統技術水準外，還可以提供二階段與一階

段多模式系集預報系統的初步差異評估，對於未來氣象局在下一期經建

計畫中，建立以大氣海洋耦合模式與資料同化系統作為氣候模擬與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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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構想，亦可以有規劃方面的參考價值。 

 
1.3 評估方法 
 
1.3.1  可靠度圖（Reliability diagram）和 Brier 技術得分 

預報技術評估的方法眾多，所著重的預報特性呈現也不相同。相對

運作特性（Relat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預報技術得分主要是

評估預報系統區分不同預報結果的能力，也就是預報解析度

（resolution），其得分高低對於預報誤差並不敏感，也就是並無法說明

預報的可靠度（Reliability）的高低，有偏差的預報還是有可能有好的預

報解析度及相對運作特性曲線（ROC curve），這也代表有可能可以藉由

校正（calibration）來改善預報結果。不過對於預報可靠度的指標對模式

發展者、預報員以及後續使用者都非常重要，除了ROC預報技術得分外，

我們也運用可靠度圖與相伴的預報機率的直方圖（histogram），同時也

計算其Brier技術得分。 ROC技術得分所用的是基於觀測資料的條件機

率，而可靠度圖則是以預報機率為基準的條件機率畫成，一般而言，可

以相輔相成，其中必須要小心的是，可靠度圖需要較多的資料點整合在

一起計算，所以無法得到單一網格點的評估值，排序機率技術得分

（Ranked Probability Skill Score）可以做為這方面預報技術得分分析的補

充。可靠度圖與相對運作特性曲線繪製原理相似，不過在X與Y軸所代表

的，則是以預報機率範圍為條件下的觀測事件發生頻率；曲線可表示預

報偏差，也可以更有效地判斷預報系統的特性，也被稱為是預報的診斷

驗證（diagnostic verification），根據Wilks（1995）的分類，預報系統特

性可以舉例如圖三中的子圖所示，其中圖a表現出的是氣候之展現值；而

圖b展現出較小的預報解析度；圖c為曲線皆在對角線之上，表示預報出

現預報偏低（underforecasting）的偏差，反之，若曲線在對角線之下，

表示預報偏高（overforecasting）；而圖d為預報可信度表現出非常好的

預報解析度；當可靠度圖出現如e圖時，表示出此為一罕見的個案；最後

若模式個案非常少，則呈現出的可靠度圖則會類似 f 圖。在本研究中，

將可靠度圖結果與後述相對運作特性技術得分互相搭配，可以做為提供

預報是否接近真實的一個參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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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Reliability and sharpness (from Wilks 1995) 

此外，在本研究中，並提供 Brier 技術得分（Brier score skill, BSS）

的值協助可靠度圖的判讀，並將結果與ROC得分互相搭配，作為提供預

報是否接近真實的一個參考訊息。Brier score可視為趨勢預報中的均方根

誤差（mean square error），其最佳得分為0，而BSS最佳得分為1；若BSS

的值為0時，表示相對於參考預報是無預報技術的。其中BS和BSS的計算

如下： 

（Brier score） ( )
2N

1=i
ii∑ O-P

N
1

=BS  

其中N為預報的總數，Pi為趨勢預報結果，Oi為實際觀測（計算過程

中當事件發生時定義得分為1，事件未發生則得分為0），而上式可經轉

換變為： 

( ) ( ) ( ) ( )O-1O+O-On
N
1

-O-Pn
N
1

=O-P
N
1

=BS
2T

1=K
KK

2T

1=K
KKK

2N

1=i
ii ∑∑∑  

Brier skill score：
referencereference

reference

BS
BS

-1=
BS-0
BS-BS

=BSS  

 

1.3.2 相對運作特性曲線與得分（Relat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ve 

and score） 

相對運作特性（ROC）是一個利用「命中預報」與「錯誤預報」比

較下所得的技術得分，其中「命中預報HRn」(Ｙ軸)與「錯誤預報F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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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軸)的計算分別為： 

∑

∑
N

1=i
i

N

n=i
i

n
O

O
=HR

         

∑

∑
N

1=i
i

N

n=i
i

n
NO

NO
=FAR

。 

相對運作特性得分也是判定模式模擬結果的一個重要技術得分，其

得分大小即為ROC的面積，最完美的技術得分為1，而當曲線剛好落在對

角線時，此時技術得分（面積）即為0.5；ROC被用來做為模式技術得分

的展現結果，而非判別與預報誤差之數據大小；偏差比較大的預報也許

仍有好的ROC，因此ROC也可被視為是一種潛在效益的評量。 

除了ROC技術得分外，也可利用曲線來看模式模擬結果的表現。

ROC 曲線的定義，一定要從座標（0,0）到（1,1），其值的範圍從0至1，

當曲線向對角線左側彎曲時，表示「命中預報」大於「錯誤預報」；當

ROC 曲線正好在對角線上時，此時為無預報技術；而當曲線在對角線之

下時，亦即「命中預報」小於「錯誤預報」，則此預報技術低於隨機預

報。不同於多數 skill score只能運用在決定性預報上，ROC則同時適用於

決定性預報與機率預報。在本研究中，將資料以三分法區分（多雨、正

常、少雨），並以此分類畫出三條ROC 曲線，藉此提供模式預報結果之

可信度參考。 

ROC score 的計算可以是整個宏觀區域的特性，也可以是個別網格

點的值與分布情形。 

 

1.3.3 排序機率技術得分 (Ranked Probability Skill Score) 

排序機率技術得分（Ranked Probability Skill Score, 簡稱 RPSS）

為一廣泛使用的方法，用以量化系集預報。其方法如圖四(左)所示, fcst 為

預報的機率密度函數, obs 為實際觀測值，K 為觀測之分類組數，圖四(中)

為 fcst 與 obs 之累加合。圖四(右)紅色部分為兩者差值，其平方合即為

RPS 值。圖五為各種 RPS 值好壞之結果。當預報機率最大值與實際觀測

值穩合時，RPS 值最小結果最好。當實際觀測發生在預報機率較低位置

時，RPS 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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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RPS 示意圖(Elbert 2007) 

 
圖五 RPS 比較圖(Elbert 2007 ) 

 

RPS 和 RPSS 的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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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i 為趨勢預報結果，Oi 為實際觀測（計算過程中當事件發生時

定義得分為 1，事件未發生則得分為 0），K 為觀測之分類組數（在本文中，

對於資料的事件分類，採取三等分法，偏高、正常與偏少，則 K=3）RPS

最佳得分為 0，RPSS 最佳得分為 1。 

Ranked probability skill score（簡稱 RPSS）計算公式為： 

ClimClim

Clim

RPS
-1

RPS-0
RPS- RPSRPS

RPSS ==
 

 

本研究除了計算 RPSS 值之外，亦採用 Weigel et al. (2007) 所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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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SS 修正參數，改進由於系集數量較少導致 RPSS 值較差之情形。歐洲

DEMETER 多重模式系集預報系統亦採用相同之修正法。 

 
以下為等分類多模式之 RPSS 修正式： 

D
RPSRPSS D +

=
ClimRPS

-1
 

 

K
KD

6
1

M
1 2 −
⋅=

 
 

其中 M 為系集數量，K 為觀測之分類組數 
 

 

 
1.4 誤差修正方法 

在三分類機率預報的誤差修正方面，計畫將診斷分析可靠度圖中所呈現

的預報系統特徵，以線性回歸方程加以修正其誤差。可靠度圖是以預報機率

為 X 軸，Y 軸為預報機率條件下的觀測事件發生機率（如圖六），因此落在圖

形中的對角線上，代表統計上，預報結果的可靠度高。如果條件機率曲線系

統性地位在對角線以下，代表所分析的預報系統有高估發生機率的情形；反

之，則是預報機率經常性地低估實際發生的頻率；條件機率曲線斜率太小，

通常意味著預報系統過於自信（儘管預報不夠精準，還是勇於預報較高（或

低）的發生機率）；條件機率曲線斜率太大，則表示預報系統易趨於保守的機

率預報，不願預報太高或太低的發生機率。 

運用上述曲線分布的特徵，Wilks (2000) 發展出一種簡單的轉換關係式，

可以用來修正系統機率預報的誤差， 預報修正轉換關係式為  

fadj =α f − f ( )+ o 
 

α  是修正預報 f  在其平均值 f  的分布收縮或擴散的尺度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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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是觀測發生機率的氣候值 

上列的轉換式涵蓋了對於 over confidence (α  < 1) 與 under confidence 

(α  > 1) 的修正，可以使預報的可靠度提高（參見圖六）。 

 

 
圖六 透過函數轉換式修正預報機率後的 Reliability Diagram 分布曲線，修正前

為左圖，修正後為右圖（摘自 Wilk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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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與 DEMETER 計畫資料誤差修正結果比較 

下列將以預報季節降雨距平的偏多（30%）與極多（20%）為例，

比較本計畫多模式預報系統（左圖）與DEMETER計畫多模式系集預報

系統（右圖）在修正前（上圖）與修正後（下圖）在不同起始月份（含 2, 

5, 8, 11月）的各項技術得分。其他單一模式，或者偏少與極少的情形，

或者將極多（少）的條件改為15%時的敏感度測試，以及個別模式與不

同預報領先時間等結果，可以至完整的計畫結果資料圖庫下載。 

2.1  Reliability Diagram and Brier Skill Score 

以十一月起始，預報冬季（DJF）降雨距平偏多（30%）的本計畫（左圖）

與DEMETER計畫（右圖）修正前（上圖）與修正後（下圖）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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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月起始，預報春季（MAM）降雨距平偏多的比較： 

 

 

 

以五月起始，預報夏季（JJA）降雨距平偏多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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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月起始，預報秋季（SON）降雨距平偏多的比較： 

 

 

以十一月起始，預報冬季（DJF）降雨距平的極多（20%）的本計畫

（左圖）與DEMETER計畫（右圖）修正前（上圖）與修正後（下圖）結

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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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月起始，預報春季（MAM）降雨距平極多的比較： 

 

 

以五月起始，預報夏季（JJA）降雨距平極多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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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月起始，預報秋季（SON）降雨距平極多的比較： 

 

 

 
以可靠度圖進行預報校正，在四個不同季節，對於 DEMETER 預報系統

與本計畫的多模式實驗預報系統而言，一般三分類的機率預報，絕大多數都

可以提升 Brier 技術得分（增高其中預報可靠度的得分，但是略微降低預報

解析度得分），不管在偏多（30%）或偏少的預報都有此現象。在極多（15%）

時，特別是在夏季與秋季預報，有少數的情形可能無法以其提升機率預報的

技術得分，這時須注意對預報解析度的影響（傾向減少預報較高或較低的機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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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OC 技術得分 

以十一月起始，預報冬季（DJF）降雨距平的偏多（30%）的本計

畫（左圖）與DEMETER計畫（右圖）修正前（上圖）與修正後（下圖）

結果比較： 

 

以二月起始，預報春季（MAM）降雨距平的偏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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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月起始，預報夏季（JJA）降雨距平的偏多比較： 

 

 

 

以八月起始，預報秋季（SON）降雨距平的偏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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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一月起始，預報冬季（DJF）降雨距平的極多（20%）的本計

畫（左圖）與DEMETER計畫（右圖）修正前（上圖）與修正後（下圖）

結果比較： 

 

以二月起始，預報春季（MAM）降雨距平的極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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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月起始，預報夏季（JJA）降雨距平的極多比較： 

 

 

 

以八月起始，預報秋季（SON）降雨距平的極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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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此趨勢線修正後，區域ROC score平均值並不會因此而變好或變

差，只會造成預報機率往中間集中(紅藍區域變少)，正是預報解析度

（resolution）變差的結果。本計劃與DEMETER計畫均有此相同結果。 

 
2.3  Ranked Probability Skill Score 

以十一月起始，預報冬季（DJF）降雨距平偏多、正常、偏少三等

分類，本計畫（左圖）與DEMETER計畫（右圖）修正前（上圖）修正

後（下圖）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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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月起始，預報春季（MAM）降雨距平的比較： 

 

 
 
 

以五月起始，預報夏季（JJA）降雨距平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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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月起始，預報秋季（SON）降雨距平的比較： 

 

 
此修正會造成預報機率往中間集中的現象，本計劃秋冬季經過修正後與

DEMETER 計畫結果更為接近。但是夏季修正完結果變差，DEMETER 計劃

也有此現象產生。 
 

2.4  診斷驗證的結果 

本計畫持續每個月定期進行兩階段、多假想海溫、多樣模式的中長期降

水系集動力預報系統的實驗性預報。在運用可靠度圖（Reliability Diagram）

的預報特性診斷分析，以診斷驗證（diagnostic verification）方法，針對

季節氣候三分類，提供機率預報的誤差修正調整研究發現，在所研究的區域

而言多數是可以使 Brier Skill Score 改善，而改善的主要原因是經過校正

（calibration）後的可靠度（Reliability）得分增加，但是分辨率

（Resolution）得分卻會下降，少數區域的分辨率得分下降超過可靠度得分

提升時，機率預報修正就沒有實質意義。在較為極端（小於 15%機率）的季

節預報方面，特別是夏、秋季的預報，往往修正的效果並不理想。 

由於驗證的過程是交互檢驗（Cross-validated），所以雖然只用

1981-2003 年的資料，結果應有通適性。另外在分析評估月、季降水預報在

水資源管理與經濟模式的應用，以及應用所需的降尺度方法將在下一章中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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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雨量預報模式對水資源管理之應用--以桃竹苗地區為例 

台灣地區屬於降雨量豐沛的地區，年平均降雨量高達 2,510 公釐，是世界

年平均降雨量的 2.6 倍，但是降雨量的分佈不均，有 78%的降雨量是集中在

每年的 5 月至 10 月(豐水期)，其餘的 22%則在每年 11 月至翌年 4 月(枯水期)，

加上河川坡陡流急且腹地狹窄，使得大部分的雨水均流入海中，可利用的水

量不及總降雨量的 15%，每年每人平均分配到的雨量約為 4,500 立方公尺，

只有世界平均值的 1/6，這使得我國成為全球排名第 18 名的缺水國家(李玲

玲、楊玉昌，2002)。因台灣地區降雨量的分佈不均和陡峭的地理型態，常因

降雨量的異常變動而發生不同程度的災害，在豐水期期間，可能因降雨量的

過多而造成水災，但在枯水期卻產生缺水現象，缺水嚴重時還必須藉由農地

休耕或者是限制民生用水，以減緩供水量的消耗速度。近幾年來，隨著工商

業的發達與人口的快速成長，台灣的民生及工業用水需求皆逐年增加，而農

業用水在政府提倡稻田轉作及休耕下則有相對減少的趨勢，但是在枯水期期

間，水的供給仍不足以供應各方面的需求。 

在過去有關水資源的國內經濟相關文獻中主要集中在水資源需求面的分

析，在民生用水方面，有于宗先(1975)、沈信廷(1990)、高惠玲(1992)、劉長

齡、李宗仰、吳其璋(1993)、劉繼政(1994)等文獻，利用統計及迴歸的方法來

估計民生用水的需求函數，大部分的結論均認為水為民生必需品，其需求彈

性小於一。在工業用水方面，則有蕭景楷、徐享田、廖香蘭(1989)、鄭欽龍

(1991)、江秀娥(1992)、盧文俊(1997)等估計工業用水的引伸需求函數。而黃

宗煌、楊淑麗、李堅明(1993)則針對自來水及地下水作探討，發現土地面積與

自來水使用量呈明顯相關，而與地下水使用量無明顯關聯。在農業用水方面，

有呂俊達(1990)、鄭立民(1995)，研究發現農業用水受到產業別的影響。 

再就水資源調配的相關文獻而言，中已有許多的文獻探討農業用水移轉

到其他部門時的補償問題，如吳功顯、鄭秋桂(1994)、林幸樺(1996)、羅慶瑞 

(1997)、劉欽泉、陳慧秋(2003)人，但是這些研究並未從實際的水資源供給與

需求來求得一水資源的價格。在國外的文獻中可發現許多的水資源移轉之相

關研究，Bosch(1991)、Becker(1995)及 Syme、Nancarrow(1997)皆針對水資源

移轉的經濟分析做一實証估計，這些文獻皆顯示當水資源能有效的分配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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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水資源在不同的部門間移轉時，則整體的社會福利以及水資源移轉的供

需雙方皆會獲利，不過前題則是移轉的價格須雙方皆能接受。 

但是有關氣候變遷或者是氣候條件改變對水資源的供需之影響以及其預

報資訊之價值卻較少的文獻，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估計雨量預報在水資源

市場的資訊價值，為達此目的，本研究選定了桃竹苗地區，因為新竹科學園

區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工業區，每日工業需水量大，近幾年來因為台灣的

季節性乾旱，而發生與桃竹苗地區其他主要用水團體爭水的情形，根據水利

法第 18 條的規定：用水順序是以家用及公共給水為優先，其次為農業用水，

再其次才是水力用水、工業用水。但是現今高科技用水的需要性及迫切性已

遠超過其他類別的用水需求，而其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也遠比其他用水團體

來的大。因此若能透過事先的雨量預報系統，來針對各用水標的做一分配，

將可創造更多的社會福利。 

因此本研究將以用水需求較迫切之桃竹苗地區為研究對象，將水資源的

供給與需求同時考量，在需求面方面，須針對各標的用水的用水量來做估計，

包含民生用水、工業用水與農業用水；在供給面方面，需針對水庫、河川及

地下水的抽取量來估計；並透過數學規劃的方法來建立水資源的經濟模型以

求解出其市場的價格(亦即水資源的移轉價格)，進一步探討農業用水移用補償

合理金額之訂定。本文除前言外，第一節介紹桃竹苗地區的水資源需求概況，

第二節為桃竹苗地區的水資源供需部門模型之建立，第三節為資料來源說明

與實證模型的校準，第四節則雨量預報系統的資訊價值之估計。 

3.1 桃竹苗地區水資源需求概況 

由於本研究以用水需求較迫切之桃竹苗地區為研究對象，底下首先針對

桃竹苗地區的水資源需求，依照民生用水、工業用水及農業用水等三部份扼

要加以說明。 

3.1.1 民生用水 

桃竹苗地區的民生用水主要是來自於自來水的供應，目前桃竹苗地區自

來水普及率以新竹市的 96.8%和桃園縣的 92.5%較高，此數字高於全台灣地區

的自來水普及率 90.53%，而新竹縣的 71.7%及苗栗縣的 70.3%則是比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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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了不少(如表 1)，另外，表 1 亦顯示每人每日的平均用水量。除自來水的

供應外，有一部分的民生用水是來自於民眾的自行取水，如表 2 所示，桃竹

苗地區的民生用水中有 89%是來自於自來水公司的供應，另外 11%則是來自於

民眾的自行取水。另外桃竹苗地區的每人每日用水量和全台灣地區的平均值

457 公升相當接近，兩者並無太大的差異。 

表 1 桃竹苗地區歷年民生用水量及自來水普及率      單位：公升、% 

年別 
縣市/項目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每人每日用水量 308 300 304 300 300 296 294 340 366 391桃

園

縣 
自來水 
普及率(%) 78.8 81.3 84.8 85.6 88.8 90.8 92.3 93.7 93.9 92.5

每人每日用水量 389 391 350 362 353 337 360 405 391 422新

竹

市 
自來水 
普及率(%) 87.1 86.8 86.2 86.0 94.7 96.1 96.5 96.8 97.1 96.8

每人每日用水量 243 276 230 226 216 222 244 268 347 318新

竹

縣 
自來水 
普及率(%) 48.3 53.2 57.4 60.1 61.2 67.1 69.2 70.2 71.8 71.7

每人每日用水量 237 237 236 245 229 236 250 266 326 346苗

栗

縣 
自來水 
普及率(%) 57.8 61.4 64.3 65.0 65.1 67.0 67.3 68.9 69.8 70.3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2001。 

表 2 桃竹苗地區民生用水量 

自來水供應量 自行取水量 總民生用水量 

用水人

口 

每人

每日

用水

量 

年用水量
用水人

口 

每人每

日用水

量 

年用水

量 
用水人

口 

每人每

日用水

量 
年用水量

縣  市 

(千人) (公升) (千立方

公尺) (千人) (公升) (千立方

公尺) (千人) (公升) (千立方

公尺) 
桃園縣 1,630 397 235,903 132 324 15,740 1,762 391 251,664
新竹市 361 424 55,930 11 355 1,546 373 422 57,476
新竹縣 320 389 45,384 126 321 14,788 446 369 60,173
苗栗縣 394 366 52,667 166 299 18,191 560 346 70,859
合  計 2,705 1,576 389,886 437 1,299 50,267 3,143 1,528 440,173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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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工業用水 

桃竹苗地區工業生產面積及用水量如表 3 所示，工業的生產面積與用水

量均以桃園縣為最多，共佔地 4714.78 公頃和用水量為 304.53 百萬立方公尺，

在工業22種業別中，桃園縣以電子業佔地777.05公頃最廣，其次紡織業673.90
公頃，用水量則以紡織業的 61.85 百萬立方公尺及造紙業的 39.03 百萬立方公

尺佔最高。新竹市的工業生產面積則是以化學材料業 41.47 公頃及非金屬業

38.38 公頃為最多，工業用水量則以化學材料業的 3.88 百萬立方公尺為首，

其次為造紙業的 1.24 百萬立方公尺。新竹縣的工業生產面積以電子業佔地

189.96 公頃最廣，其次運輸業 134.66 公頃，工業用水量則以紡織業的 11.94
百萬立方公尺為首，其次為電子業的 9.20 百萬立方公尺；苗栗縣工業面積則

是以非金屬業的 183.70 公頃最多，其次為食品業的 134.87 公頃，工業用水量

則以造紙業的 14.61 百萬立方公尺為首，其次為食品業的 11.93 百萬立方公

尺。由表 3 的合計數字可發現工業生產面積和用水量呈正向的比例關係。 

表 3 年桃竹苗地區工業面積及用水量 單位：公頃、百萬立方公尺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栗縣 

業別 
面積 用水量 面積 用水量 面積 用水量 面積 用水量

食    品 256.95 22.74 5.04 0.45 31.77 2.81 134.87 11.93
菸    草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紡    織 673.90 61.85 8.23 0.76 130.07 11.94 90.99 8.35
成    衣 44.18 1.97 1.11 0.05 2.05 0.09 9.12 0.41
皮    革 16.94 1.39 0.38 0.03 0.25 0.02 8.24 0.68
木    材 17.54 0.20 2.46 0.03 9.07 0.10 21.60 0.24
傢    俱 24.80 0.10 4.39 0.02 6.77 0.03 3.12 0.01
造    紙 134.32 39.03 4.27 1.24 17.06 4.96 50.27 14.61
印    刷 14.81 0.21 0.98 0.01 1.79 0.03 1.23 0.02
化學材料 265.55 24.84 41.47 3.88 55.34 5.18 82.28 7.70
化學製品 232.09 14.90 8.03 0.52 61.95 3.98 61.48 3.97
石油煉製 480.47 21.78 0.38 0.02 1.95 0.09 55.41 2.51
橡    膠 200.38 27.32 2.41 0.33 26.54 3.62 6.12 0.83
塑    膠 128.30 8.49 8.03 0.53 22.52 1.49 68.52 4.55
非 金 屬 255.27 7.99 38.38 1.20 115.93 3.63 183.70 5.75
基本金屬 200.75 7.41 6.51 0.24 18.89 0.70 66.40 2.45
金    屬 301.24 11.13 8.50 0.31 60.93 2.25 44.33 1.64
機    械 241.73 3.67 12.43 0.19 69.36 1.05 21.55 0.33
電    子 777.05 37.65 16.65 0.81 189.96 9.20 79.28 3.84
運    輸 356.13 4.73 8.77 0.12 134.66 1.79 109.37 1.45
精密機械 18.28 1.03 1.64 0.09 4.20 0.24 3.22 0.18
雜    項 74.37 6.08 2.53 0.21 49.80 4.07 4.76 0.39
合    計 4714.78 304.53 182.60 11.02 1010.85 57.26 1106.23 71.84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及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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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農業用水 

農業灌溉用水之用水量為 1,378 百萬立方公尺(表 4)，其中農田水利會進

水口取水量為 1,006 百萬立方公尺，地面水配合量為 372 百萬立方公尺，地

下水的使用量則為 0，這與南部地區大量使用地下水的狀況不同。桃竹苗地

區的養殖用水量為 77,393 千立方公尺(表 5)，其中地下水使用了 58,122 千立

方公尺，佔養殖用水量的 75%，顯示養殖用水多以地下水為主，養殖面積共

為 2,963.74 公頃，主要養殖地區為桃園縣佔了 2,460.49 公頃 (83%)；畜牧用

水量則平均分布各縣市，共計 7,953.56 千立方公尺。 

表 4  桃竹苗地區各農田水利會實際用水量與種植面積 
單位：百萬立方公尺、公頃 

一期作 (水稻、雜作、甘蔗等) 

農田水利會 進水口 

取水量 

地面水 

配合量 

地下水 

配合量 
小  計 

面積 

 (公頃) 
桃  園 193 90 0 283 25,933
石  門 69 44 0 113  9,804
新  竹 129 0 0 129  6,297
苗  栗 176 0 0 176  9,136

 二期作 (水稻、雜作、甘蔗等) 
桃  園 131 179 0 310 25,933
石  門 54 58 0 113  9,490
新  竹 109 0 0 109  6,262
苗  栗 143 0 0 143  9,457
合  計 1,006 372 0 1,378 102,312

資料來源：各農田水利會資料輯(2001)及本研究整理。 
 
表 5  桃竹苗地區養殖用水量與畜牧用水量 

養殖用水量 (千立方公尺) 
縣市\項目 

養殖面積 

 (公頃) 地下水 地面水 合  計 

畜牧用水量 

 (千立方公尺) 
桃 園 縣 2460.49 47,089 16,164 63,253 3452.52
新 竹 縣  329.83  6,590  2,616 9,207 2074.02
苗 栗 縣  173.42  4,443    490 4,933 2427.02
合    計 2963.74 58,122 19,270 77,393 7953.56

資料來源：農業用水量化目標及總量清查報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民國 90 年漁業統計年報 行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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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資源供需部門模型之建立 

為了建立桃竹苗地區的水資源經濟模型以評估雨量預報系統的價值，本

節將依照價格內生化的理論來建構水資源供需部門模型經濟評估模式。此部

份均衡模型的理論基礎為 Samuelson(1952)所提出完全競爭市場之均衡點可

透過生產者剩餘及消費者剩餘加總之極大化而求得的定理，Takayama and 

Judge(1964)根據此定理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具有實證能力的空間均衡數學規

劃模型，Plessner、Heady(1965)、Yaron(1967)、Duloy、Norton(1973)、

Baumes(1978)、Burton、Martin(1987)、Adams、Hamilton＆McCarl(1986)、

Chang et al.(1992)將之應用在農業上，建立一系列的農業部門模型。由於

此種模型具有價格內生與競爭性市場的特質，假設個別生產者和消費者為價

格接受者，個別消費者在預算限制與價格給定條件下來追求效用極大，所求

得之需求量為價格的函數，再透過個別消費者需求的加總求得市場的需求曲

線。同理，生產者在生產函數與價格給定之限制條件下追求利潤極大化，所

得供給量為價格、技術等變數的函數，加總所有生產者的供給即可求得市場

之供給曲線。模型內每個生產者與消費者因應經濟環境的改變，內生化地調

整其產出量、要素使用量及消費量，因此適合用於模擬外在環境或政策改變

所造成的影響(McCarl、Spreen，1980)。在國內的研究中有張靜貞、陳吉仲

(1995)所建立之臺灣農業部門模型，分析技術變動與保護政策造成之農業部

門福利變動；張靜貞、林依瑩(1997)，Chang(2002)續將此部門模型擴充，並

納入林業部門，探討各類溫室氣體減量之政策工具如何影響臺灣農業部門。 

由水資源之供需情形可將水資源的需求分為民生用水、工業用水及農業

用水等三部份。在民生用水部份，假設 i 地區的民生用水需求函數如下： 

( )mu
im

mu
im PfQD 1=                                               (1) 

式中 mu
imQD 為 i地區m 月份的民生用水量， mu

imP 為 i地區m 月份民生用水價格，

而變數右上標的 mu 代表以民生用水為標的。 

同理，假設工業用水的需求函數為下式： 

( )in
im

in
im PfQD 2=                                                (2) 

其中 in
imQD 為 i地區m 月份之工業用水量， in

imP 為 i地區m 月份之工業用水價格，

而變數右上標的 in 代表以工業用水為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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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業用水部份，農業用水的需求是間接來自於市場上對農產品的需

求，為一引伸需求，假設農民是追求利潤極大化的生產者，如下： 

ag
imip qX

Max
,

ag
im

ag
imip

ag
ipipipcip qPXTCQXP ×−×−××=π                       (3) 

限制式為：  ( )ag
imip qhQ =   

式中 cP 為農產品價格， ipX 為 i地區第 p 期之生產面積， p 為期數(1、2 期)，

為 i地區第 p 期之單位產出， ag
ipTC 為 i地區第 p 期之單位生產成本， ag

imP 為 i地

區m 月份之農業用水價格， ag
imq 為 i地區m 月份之農業用水數量，而變數右上

標的 ag 代表以農業用水為標的。由下列之一階條件可推導得其用水需求函

數。 

0=−=
∂

∂ ag
ipipc

ip

ip TCQP
X
π

 

( ) 0
aq

ip aqim
c ip imaq aq

im im

h qp X P
q q
π∂ ∂

= − =
∂ ∂

 

因此某一農民的用水需求函數為： 

( )ip
ag

imc
ag
im XPPfq ,,3=                                           (4) 

故農業用水的需求為農產品價格、農業用水價格及水稻種植面積的函數，將

所有農民的用水函數加總可得到農業用水的需求函數為： 

( )ip
ag

imc

M

i

ag
im

ag
im XPPfqQD ,,3

1

== ∑
=

                                  (5) 

另外，在水資源總供給方面，主要有水庫調節、河川引水及地下水等三

部份，假設其供給函數分別為： 

( )w
ikm

w
ikm PgQS 1=                                               (6) 

( )r
im

r
im PgQS 2=                                                (7) 

( )g
im

g
im PgQS 3=                                                (8) 

其中w為水庫調節， r 為河川引水， g 為地下水； w
ikmQS 為 i地區 k 水庫m 月份

之水庫供給量，k=1, 2,…, K； r
imQS 為 i地區m 月份河川供給量； g

imQS 為 i地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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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地下水供給量； w
ikmP 為 i地區 k 水庫m 月份之水庫用水供給價格； r

imP 為 i地

區m 月份之河川用水供給價格； g
imP 為 i地區m 月份之地下水供給價格。 

假設產品之可積分反需求函數(integrable inverse demand function)存在，

且各生產要素之可積分反供給函數亦存在，則可將上述的需求函數和供給函

數轉換成反需求函數和反供給函數，如下列各式所示： ( )mu
im

mu
im QDfP 1

1
−= 、

( )in
im

in
im QDfP 1

2
−= 、 ( )ag

im
ag

im QDfP 1
3
−= 、 ( )w

ikm
w

ikm QSgP 1
1
−= 、 ( )r

im
r

im QSgP 1
2
−= 、

( )g
im

g
im QSgP 1

3
−= 。 

假設水資源市場為一完全競爭市場，則在供需曲線相交之處，即供需均

衡處，其社會福利會達到極大，根據此概念，參考 Keplinger, et al.(1998)、
Mendelsohn、Bennett (1997)及 Chen, et al. (2001，2005)，建構本研究的水資源

經濟模型如下：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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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式為： 

    miWTRANQSQSQSQDQDQD im
g
im

r
im

K

k

w
ikm

ag
im

in
im

mu
im ,0

1
∀≤+−−−++ ∑

=

    (10) 

ipipip LASIDEX ≤+                                           (11) 

式中 w
ikmQS  為 i地區 k 水庫m 月份之放水量； 

r
imQS  為 i地區m 月份河川供給量； 

g
imQS  為 i地區m 月份地下水總供給量； 

ipX   為 i地區第 p 期稻米種植面積； 

ipASIDE  為 i地區第 p 期的休耕面積； 

PSET 為每公頃休耕的補貼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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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L   為 i 地區第 p 期可耕作的總耕地面積； 

PTRAN  為水資源移轉之補償價格； 

imWTRAN 為水資源移轉之數量。 

(9)式為模型之社會福利目標式，為需求曲線下的面積減去供給曲線下的

面積，第三行則為生產農產品(水稻)的收益減去生產成本和灌溉用水成本再加

上休耕補貼金額及移轉灌溉用水的補償金額。(10)式表示每個地區每個月份用

水需求量不能超過該地區該月份用水供給量，(11)式表示土地的耕作面積和休

耕面積不能超過總耕地面積之限制式。 

上述區域水資源供需部門模型具有下列幾項特點：(1)此模型同時考量一

個地區的水資源之供絡與需求，透過供需均等，使得水資源價格內生化

(endogenization)，因此模型所內生求解的價格可反映出水資源的價格，由於

本研究所考量的各種需求用水皆是原水，因此由模型求得之水資源的價格是

一水資源的移轉價格的概念。(2) 此模型將農業的用水以引申需求的方式納

入，因此水稻的生產面積為模型的內生變數，此表示不同用水需求的變動(如
工業用水需求的增加)和水資源供給的變動(如水庫供給成本的增加)皆會對農

業的生產及其用水量產生衝擊；反過來說，農地休耕面積的變動亦會造成農

業用水需求的變動，因而對水資源的價格產生影響。(3) 本模型假設水資源市

場為一完全競爭市場，因此在目標函數的社會福利極大化下，並受到水資源

供需均衡以及其他限制式下，供需均衡式的影子價格(Shadow Price)即為市場

的價格。理性的生產者會在產品的邊際價值等於購買生產要素的價格條件下

購買生產要素，並在產品的價格等於產品的邊際成本條件下來出售其生產的

產品。因此模型中產品的供給所對應的是使用要素的邊際成本之加總，而購

買要素的引申需求所對應的則是產品的邊際價值之加總。 

3.3 資料來源與實證模型的校準 

本文的桃竹苗地區水資源經濟模型建立所需資料，在用水需求部份，由

於本研究將用水需求分為民生用水、工業用水及農業用水，其所需資料主要

為桃竹苗地區之民生、工業及農業用水價格、用水量及用水價格彈性；而在

用水供給部份，由於本研究將水資源供給來源分為水庫、河川及地下水，所

需資料為桃竹苗地區之水庫、河川及地下水之供給價格、供給水量及供水彈

性。上述資源來源包括台灣地區生活用水量統計報告、台灣地區工業用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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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報告、台灣地區農業用水量統計報告、台灣地區蓄水設施統計報告、台

灣省自來水公司、台灣農業年報、行政院農委會、桃園、石門、新竹及苗栗

農田水利會等及各相關研究報告。以下為資料來源的詳細說明。 

在民生用水價格方面，民生用水價格為 10.14 元/立方公尺，是台灣地區

之平均水價，其資料來源為台灣省自來水公司，此價格是由台灣省自來水公

司之總水費收入除以總售水量而得。而在民生用水量方面，本文分為自來水

供應及自行取水部份，在自來水供應部份，採用桃竹苗地區之月別自來水供

應量資料，資料主要來自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及台灣地區生活用水量報告。而

自行取水部份方面，由於自行取水為年資料，並未細分為月別資料，故本文

將其拆解為月別資料，其處理方式為「每天自行取水總用水量」乘上「每月

份天數」，如此可得到桃竹苗地區自行取水之月別資料，而將自來水供應量加

上自行取水量，可得到桃竹苗地區民生總用水量，如表 6 所示。另外民生用

水價格彈性值為-0.1134，此數字取自鄭立民(1995)的實證估計結果。 

在工業用水方面，由於工業用水價格並無優惠，但是工業用水的主要來

源為自來水公司，因此比照民生用水價格計算，所以工業用水的價格亦為

10.14 元/立方公尺。在工業用水量方面，本研究將其區分為自來水供應及自

行取水部份，在自來水供應部份，取自桃竹苗地區之月別自來水供應資料，

資料主要來自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及台灣地區工業用水量報告。而自行取水部

份方面，則參考桃園縣、新竹縣和苗栗縣三縣市工業用水量所佔比例加以設

算，桃竹苗地區的工業用水量中來自於自來水的部份占 0.26%，而自行取水

占 0.74%，因此各地區的自行取水量為該地區的自來水量除以 0.26再乘上 0.74
而得，如表 6 所示；本文所採用之工業用水價格彈性值為-0.23，此為江秀娥

(1992)的實證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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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桃竹苗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量  
單位：百萬立方公尺 

 民生用水 工業用水 
月份\縣市 桃園縣 新竹縣 苗栗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栗縣 
一  月 19.917 9.717 5.885 22.411 18.162 5.326
二  月 19.168 8.953 5.336 24.401 17.403 5.763
三  月 21.307 9.827 5.935 26.735 19.083 6.323
四  月 20.374 9.533 5.765 24.964 18.268 5.883
五  月 21.757 10.047 5.935 26.846 19.448 6.342
六  月 21.134 9.833 5.685 25.235 18.890 5.933
七  月 22.077 9.967 5.985 26.098 19.044 6.165
八  月 22.267 10.337 6.235 26.957 19.944 6.365
九  月 19.244 9.733 6.035 24.131 18.490 5.671
十  月 21.837 10.177 6.065 25.431 19.362 5.977
十一月 21.224 9.693 6.025 25.945 18.622 6.110
十二月 21.347 9.867 5.655 25.371 18.660 5.983
合  計 251.651 117.685 70.542 304.525 225.376 71.841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及本研究整理。 

 

在農業用水價格方面，本文所採用的農業用水價格為 0.28 元/立方公尺，

此數字主要是由 2001 年之農業年報中所提供的一、二期水稻購水費及其一、

二期水稻用水量計算而得，計算公式為(一期水稻購水費/一期水稻用水量)

＋(二期水稻購水費/二期水稻用水量)。在農業用水量方面，由於台灣地區農

業用水量統計報告中只提供一、二期期農業用水量，經桃園、石門、新竹及

苗栗農田水利會之協助，取得桃竹苗地區農業用水量之月別資料如表 7 所

示；本文所採用之農業用水價格彈性為-0.732，取自鄭立民(1995)的實證估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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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桃竹苗地區農業用水量             單位：百萬立方公尺 
月別 

縣市 
桃園縣 新竹縣 苗栗縣 

一  月 0.000 0.000 0.000
二  月 77.315 0.926 0.000
三  月 80.220 15.413 55.908
四  月 62.707 18.014 38.886
五  月 58.812 18.517 44.846
六  月 72.112 15.968 33.958
七  月 139.047 3.900 17.375
八  月 104.475 18.776 46.125
九  月 91.213 12.137 36.348
十  月 73.775 16.761 36.929
十一月 60.972 7.885 9.385
十二月 0.000 0.000 0.000
合  計 820.648 128.297 319.760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及本研究整理。 

在水庫供水價格方面，由於水庫供水價格不易估算，當市場是完全競爭

時的市場價格會等於其邊際成本，因此本研究由成本面來推算其供給價格。

參考吳惠如(1997)使用 20 年期的成本價格，由於該文並沒有本研究所需的所

有水庫成本，故以用水庫容量相近之水庫供給成本代替。石門水庫之供水價

格為 1.7147 元/立方公尺，寶山水庫之供水價格為 6.7408 元/立方公尺，永

和山水庫之供水價格為 10.9849 元/立方公尺，大埔水庫之供水價格為 6.7408

元/立方公尺，明德水庫之供水價格為 2.9571 元/立方公尺，劍潭水庫之供水

價格為 6.7408 元/立方公尺，鯉魚潭水庫之供水價格為 1.7147 元/立方公尺。

其中石門水庫與鯉魚潭水庫引用翡翠水庫之供水價格，大埔水庫與劍潭水庫

引用寶山水庫之供水價格，如表 8所示。 

在水庫供水量方面，由於台灣地區 2001 年蓄水設施統計報告中只提供主

要水庫之年運轉資料，故水庫供給量資料主要來自各水庫之管理機關，其中

石門水庫之管理機關為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寶山水庫及永和山水庫

之管理機關為台灣自來水公司，明德水庫及劍潭水庫之管理機關為苗栗農田

水利會，鯉魚潭水庫之管理機關為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大埔水庫的

資料則經由經濟部水利署取得，如表 9 所示。在水庫供水彈性方面，由於無

法取得歷年來的資料以估計出彈性，故本文假設供水價格彈性值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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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桃竹苗地區水庫之供水價格   單位：元/立方公尺 
水  庫 供水價格 引用水庫價格之水庫名稱 
石  門 1.7147 翡翠水庫 
寶  山 6.7408 寶山水庫 
永和山 10.9849 永和山水庫 
大  埔 6.7408 寶山水庫 
明  德 2.9571 白河水庫 
劍  潭 6.7408 寶山水庫 
鯉魚潭 1.7147 翡翠水庫 

資料來源：吳惠如，1997。 
 
表 9 桃竹苗地區水庫供水量            單位：百萬立方公尺 

月別 
水庫 

石  門 寶  山 永和山 大  埔 明  德 劍  潭 鯉魚潭

一  月 41.540 1.972 7.144 1.339 1.183 0.000 16.958
二  月 78.190 2.056 6.839 1.989 1.051 0.000 14.323
三  月 93.630 2.342 7.765 3.008 12.228 1.338 15.082
四  月 67.100 2.160 7.025 2.331 3.180 0.953 18.338
五  月 86.310 2.319 7.381 3.084 4.963 1.108 18.655
六  月 78.190 2.267 7.749 3.439 4.673 0.773 19.203
七  月 85.250 2.224 7.294 3.372 5.746 0.372 19.749
八  月 95.010 2.253 7.531 2.430 4.820 1.193 21.769
九  月 49.990 2.187 6.886 2.273 2.945 1.114 19.086
十  月 65.790 2.009 7.371 2.810 4.599 0.945 21.808
十一月 90.790 1.773 7.054 1.748 3.492 0.193 20.047
十二月 52.910 1.801 6.987 0.778 2.603 0.000 17.578
合  計 884.700 25.363 87.026 28.601 51.483 7.989 222.596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及本研究整理。 

在河川用水價格方面，由於河川沒有真實用水價格，故本文以農田水利

會平均每噸水的營運成本來代替河川用水價格，其計算方法為將農田水利會

的事業支出除以其營運水量而得，因此桃園農田水利會的平均每噸水營運成

本為 1.743 元；石門農田水利會的平均每噸水營運成本為 2.325 元；新竹農

田水利會的平均每噸水營運成本為 0.906 元；苗栗農田水利會的平均每噸水

營運成本為 0.925 元。另外由於桃園地區包含了桃園和石門兩水利會，因此

以此二水利會的平均營運成本作為桃園之河川用水價格，所以假設桃園縣之

河川用水價格約為 1.904 元/立方公尺，新竹縣之河川用水價格為 0.91 元/

立方公尺，苗栗縣之河川用水價格為 0.92 元/立方公尺。在河川供水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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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河川淨流量資料難以取得，故以總需求量（民生用水量＋工業用水量＋

農業用水量）等於總供給量(水庫供水量＋地下水供水量＋河川供水量)之方

式，求出河川部分之供水量，亦即河川的供水量等於總需求量減去水庫供水

量及地下水供水量，如表 10 所示。在河川供水價格彈性方面，由於無法取得

歷年來的資料以估計出彈性，故本文亦假設為 0.5。 

在地下水供水價格方面，由於地下水用水成本計算不易，而根據地下水

的設備和抽取成本等因素，本文假設地下水用水價格為 5元/立方公尺；在地

下水供給量方面，由於地下水多為水位之資料，缺乏地下水用量的統計資料，

而將地下水位資料轉成地下水用水量資料有執行上之困難，故將民生用水及

工業用水中之自行取水量部份折算為地下水之供水量，如表 10 所示；在地下

水供給價格彈性方面，由於無法取得歷年來的資料以估計出彈性，本文亦假

設其為 0.5。 

表 10 桃竹苗地區河川和地下水供水量   單位：百萬立方公尺 

河川供水量 地下水供水量 
月別\縣市 

桃園縣 新竹縣 苗栗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栗縣 

一  月 4.240 3.170 2.096 17.318 14.259 5.401
二  月 33.994 2.981 2.092 19.389 13.776 5.819
三  月 30.915 22.167 72.513 21.152 15.120 6.378
四  月 35.806 26.976 48.555 19.648 14.431 5.928
五  月 22.286 27.199 54.342 21.113 15.345 6.397
六  月 32.739 22.680 40.699 19.659 14.853 6.008
七  月 56.671 5.989 13.861 20.255 15.012 6.200
八  月 31.906 25.880 42.120 21.044 15.661 6.320
九  月 46.897 17.531 34.717 19.205 14.512 5.627
十  月 34.111 23.139 33.353 19.668 15.189 5.992
十一月 17.915 12.906 8.569 20.339 14.695 6.065
十二月 0.485 4.270 0.373 19.777 14.697 6.028
合  計 347.970 194.892 353.294 238.566 177.551 72.162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及本研究整理。 

 

本文的實證模型是採用數學規劃的方法來求解，模型包含的地區主要為

桃園縣、新竹縣及苗栗縣等 3縣市，以 2001 年桃竹苗地區水資源之供給量及

需求量的實際觀察值為基期年的資料，作為實證模型校準(calibration)的依

據。水資源供給主要來自水庫、河川及地下水，而水資源需求主要來自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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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及農業用水，所得之實證結果包含供需面的價格及數量。為了確認所建

構的實證模型是否可以接受，必須將模型的基本解與實際觀察值作一比對，

如果模型基本解與實際觀察值之差距在一可容忍之範圍內，模型就具有某種

程度的可信度。由模型的實証結果顯示，這三個地區在民生用水、工業用水

及農業用水的模型基本解和實際的觀察值非常接近，誤差範圍皆在 1%以下。

此顯示本實證模型應可以接受，並可進一步用來做相關的水資源移用補償模

擬分析。 

由模型之基本解，可求得桃園、新竹及苗栗 3 個地區水資源市場之各種

重要經濟變數解，由表 11 可知桃園、新竹及苗栗地區的均衡水資源價格介於

2.57 至 3.16 元/立方公尺之間，其中新竹地區的水資源價格比桃園地區略

高，此可能因工業用水在新竹縣的比例較高，另外苗栗地區的水資源價格遠

比桃園縣和新竹縣低，這主要是因為桃園及新竹地區內農業用水只占全部用

水的 43.69%及 32.17%，而苗栗地區的農業用水則占該地區的全部用水之

70.44%所致。 

表 11 亦顯示福利值的部分，桃園地區之總福利值為 18,789 百萬元，消

費者剩餘為 17,602 百萬元，生產者剩餘為 1,187 百萬元，新竹地區之總福利

值為 10,739 百萬元，其中消費者剩餘為 10,285 百萬元，生產者剩餘為 454

百萬元，苗栗地區之總福利值為 33,484 百萬元，其中消費者剩餘為 31,496

百萬元，生產者剩餘為 346 百萬元，在這三個地區當中因桃園地區的用水總

量最高，所以產生的福利值亦為最高。 

表 11  桃竹苗地區之價格、用水需求量及社會福利值 
單位：百萬元 

  桃園縣 新竹縣 苗栗縣 合計 
水 資 源 價 格 
(元/立方公尺)  3.12 3.16 2.57 2.99*

民生用水 251160 117690 70600 439950
工業用水 304520 225400 71820 601740
農業用水 472730 170332 364845 1007907

需求量 

 (千立方公尺) 
總需求量 1028910 513422 507265 2049599

消費者剩餘  17602  10285  3609 31496
生產者剩餘 1187 454 346 1987

社會福利 

 (百萬元) 總福利值 18789 10739 3955 3348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是三個地區的平均水資源價格。 



 40

3.4 雨量預報系統價值之估計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於估計預報系統的資訊之價值，第一步驟是要

將所預報的雨量如何影響到水資源的供給結合，透過水庫放流量和雨量間的

迴歸分析可獲得雨量對水庫放流量的影響；第二步驟的則是將此影響放入模

型中來估計雨量對水資源的經濟影響；第三步驟則是透過水資源的移轉，如

透過農業部門的休耕來將水資源由農業部門移轉至工業和民生部門，如此即

可估計出雨量預報的資訊價值。 

就第一步驟而言，因為雨量的變化對水資源的供給有顥著的影響，為估

計雨量變化對供水量的影響，本研究以雨量變化對石門水庫流入量的影響為

分析對象，利用為石門水庫 1978 年至 2003 年共 26 年的各月份流入量資料與

石門水庫流域歷年平均降雨量，做一簡單迴歸分析，共有 12 條方程式，分別

為 

immmm RAINW εβα ++=        m =1,…,12    

其中 mW 為第m 月份水庫流入量， mα 為常數項， mβ 為估計之參數， mRAIN

為第m 月份之平均降雨量， iε 為誤差項。利用最小平方法，來估計各月份雨

量變化對石門水庫流入量之影響，結果發現估計出來之 t值在 95%之信賴水

準下皆為顯著（t值大於 1.96），可通過檢定， 2R 也有足夠的解釋能力，由

表 12 中之β 值得知雨量變化對水庫之流入量有正向之影響，尤其以 3、9、10、

11 月份之影響較為明顯，大約增加 1公厘降雨量，水庫流入量約增加 0.66

百萬立方公尺。另外表 12 中的彈性值是由估計出的係數計算而得，以 1月份

的 0.431 為例，此表示雨量增加 1%時，對水庫放流量會增加 0.431%，反過來

說，若雨量減少了 1%，水庫的供給就會減少 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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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水庫流入量的估計結果 

項 目 α  β  
彈性值 

2R  

1W   19.492 0.194（3.47） 0.431 0.346 

2W  -11.649  0.464（14.81） 1.058 0.905 
3W  -41.424 0.662（8.85） 1.242 0.791 

4W   25.235 0.393（6.59） 0.807 0.657 
5W   28.502 0.277（4.30） 0.675 0.476 
6W   21.142 0.544（9.62） 1.003 0.811 
7W   51.158 0.341（5.51） 0.699 0.570 
8W  -24.803  0.593（11.21） 1.027 0.846 
9W    6.139  0.669（10.56） 0.988 0.834 

10W   17.570  0.674（11.73） 0.777 0.860 

11W   -5.479 0.664（5.59） 0.753 0.581 

12W   23.115 0.173（3.29） 0.750 0.358 
資料來源：本文實證統計結果，括弧中為 t值 

接著由雨量的預報系統中，並有 63 種可能的預報結果，每一種預報結果

皆有 1980 年至 2001 年的 22 種雨量在 12 個月的預測結果，將每一預報系統

中的上述 22 年中的每一月之雨量變動百分比乘上表 12 的彈性值即可得到該

預報系統中桃竹苗地區的該月降雨量之變動百分比，如附錄的附表 I所示。

如 1980 年一月的數字是-0.126，此表示在該模式下的雨量預報資訊在一月份

的降雨量將會減少 12.6%，其它數字的意義可以此類推。而附表 II 則是 63

種預報模式下，計算每一模式在 1980 年至 2001 年下的降雨量變動百分比之

數字，舉例而言， 附表 II 在 RUN1 模式下的一月份之數值為 0.58，此表示此

RUN1 模型式所預測的降雨量透過對水庫流入量的影響之後，一月份會增加

0.58%水庫供水量 。 

在開始底下的模擬情境設定及實証模擬之前，要特別說明有關此雨量預

報資訊價值的估計之基本理論基礎及其假設，由前人(Chen and McCarl 

(2000); Chen et. al(2002); 陳吉仲等人(2003))的研究可知，何透過貝式

定理可來描述氣候預測資訊下的經濟價值。所謂氣候預報的經濟價值是當生

產者或消費者獲得氣候預報資訊時，由於採取了一些調適行為所增加的利益

（或減少的損失），因此一個風險決策模型必須包含在獲得預報資訊之後的決

策行為的調適，若無決策行為的調適，則此種預報資訊就不會產生所謂的經

濟價值。舉例而言，Chen and McCarl (2000) 等研究中之預測價值的產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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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來自於農民調整其生產作物的種類而得。而本研究的預測價值將會來自於

水資源的移轉之策略下所產生。 

一般經濟個體在做決策時會以過去所發生過的歷史資料來做為決策時的

依據，舉例而言，在沒有任何雨量預報資訊下，生產者(或農民) 會根據歷史

經驗來決定生產何種作物，如過去的豐水年機率是 20%，乾旱年的機率是

30%，其餘為正常年，生產者即是在這樣的資訊下做生產決策。現在若政府可

以提供生產者雨量的預報訊息，根據這項事前的預報訊息，生產者認為發生

上述三種現象的機率(事後機率)會和前述的機率(事前機率或概似機率)不

同，此時生產者會根據此事後機率來調整其生產決策。因此本研究亦利用貝

式定理來區分有無氣候預報資訊下，並假下此預報的資訊是百分之百的準確

程度下，將雨量的預報資訊之降雨量變動結果納入上述的水資源之經濟模

型，以計算其預測的價值。 

因此本研究的模擬情境設定及其詳細定義如下。 

情境一：基期年情境(即未考量任何降雨量的影響)； 

情境二：在給定的 63 種預報雨量資訊系統下，對桃竹苗地區的水資源之

經濟影響，分別由 1980 年開始來執行，一直致 2001 年為止；亦即每一年皆

有 63 種可能的降雨量，即表示將附表 I及附表 II 的 22 年中，每一年的 63

種不同模式下對桃竹苗地區雨量影響的百分比納入模型中執行； 

情境三：在給定的 63 種預報雨量資訊系統下，將此事先預報的資訊透過

相關的因應策略，若是當期的雨量預測之平均值是正的，那就不須要有任何

的因應策略之調整，反之若當期的雨量之平均值是負的，則將所減少的雨量

透過水庫放入量的減少部分，再來換算出應該休耕面積的比例，如附表 III

所示，因此透過休耕面積的增加來將農業用水移轉至非農業部門時，對此水

資源市場的經濟影響。 

在執行情境二及三時，水資源的經濟模型是要執行 22 次，而每次皆有 63

種可能的狀態(state of nature)，因此模型可求此每一年的 63 種不同預報

模式下的水資源之經濟解，亦即求出每一年的水資源供需量、價格及福利解。

但是為了方便，我們只呈現這 22 年的平均結果。 

表 13 為上述模擬情境下桃竹苗地區水資源經濟的影響衝擊。當透過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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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的預報而未採取任何因應措施時(即情境二時)，由於透 63 種雨量預報系統

所估計的雨量有增加亦有減少，但是平均而言是減少，且變動幅極大，故此

時會造成水資源的價格上升，而工業部門的用水量和民生部分的用水量皆會

減少，如工業用水的數量由情境一(基期年的情境)786.2 百萬立方公尺下跌

至 718.9 百萬立方公尺，而民生用水則是由 501.9 百萬立方公尺下跌至 480.1

百萬立方公尺，下跌百分比分別為 8.56%及 4.38%。但是農業部門的用水價格

較便宜，故農業用水的數量未改變。 

情境二的模擬結果隱含在未有任何生產決策調整時，面臨此種雨量預報

下的桃竹苗地區之降雨量降少所造成之水資源供給減少，將會顥著地影響到

工業和民生用水，因此整體社會福利減少了 18.6 億元。 

當採取相關的因應指施時，舉例而言，當生產者或政府掌握了此雨量預

報資訊時，且假設此資訊是百分之百正確下，可透過水資源管理策略的應用

來降低此衝擊。舉例而言，由於農業部門的用水量是最高的一個部門，但是

其產值相對而言是較工業部門低，因此透過休耕面積的增加來將農業用水移

轉至非農業部門時，此時的整體社會利益將會增加，此即為情境三的設定。 

在針對不同的降雨量之預測來決定是否增加休耕的面積情境下，此時的

水資源價格會由情境二的 4.81 元/立方公尺降為 4.67 元/立方公尺，而農業

用水量減少了 1.32%，但是工業和民生用水則增加了 0.45%和 0.24%。由於雨

量預報資訊系統的提供加上因應策略的執行，才產生上述水資源供需數量和

價格的改變，就整體的因應策略之效益和成本而言，表 13 中有水資源成本之

項目，所謂水資源的成本是定義在當土地休耕時，休耕的補助金額加上無法

種植水稻所時損失的利潤(即種稻的利潤)再加上水資源移轉到非農業部門的

移轉成本，故在情境一和二時未有水資源移轉成本，其水資源的成本即只有

休耕的補助金額和未種植水稻時而無法賺取的利潤，此時為 1,135 百萬元，

當雨量預報資訊提供且將水資源移轉至工業和民生部門時，其水資源成本為

1,192 百萬元，增加了 57 百萬元，此為執行預報資訊系統下之成本。就所產

生成的效益而言，在情境二下的總福利值為 33,070 百萬元，有執行水資源移

轉下的總福利值為 33,218 百萬元，因此整體社會福利增加了 148 百萬元，故

就益本比而言(即 148/57)，遠高於一，故此因應策略值得採行。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價值之計算是在預報資訊是百分之百正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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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計結果，因此是屬於預測價值的最大範圍；若考量預測的準確機率以及

是否採行因應策略時，本研究反推在雨量預報準確度在 38%以上時，其效益

就會大於成本，不過此前題是在上述的 63 種預報的機率是均等分配，且其每

一預報模式下的每一年之可能發生結果亦是均等分配的前題假設下所計算之

結果。亦即在任何可能的預報雨量系統之機率下，若一律採取水資源的移轉

策略，其執行成本為 57 百萬元，此時的預報雨量資訊系統的價值可在 0至

148 百萬元之間，超過 38%的正確預報機率下的效益就會超過其成本。 

表 13  有無雨量有無雨量預報資訊下之水資源市場的經濟影響 

 
情境一 

 (基期年) 
情境二 

(雨量的直接影響)

情境三 
(事先預測及休耕

調整) 
平均價格 

 (元/立方公尺) 
2.82 4.81

(0.47)
4.67

(0.47)
[-2.91%]

農業 1,007,909 1,007,909
(0.00)

994,596
(0.00)

[-1.32%]
工業 786,299 718,980

(4419)
722,188

(4121)
[0.45%]

民生 501,964 480,177
(1533)

481,345
(1435)

[0.24%]

用水量

(千立方

公尺) 

合計 2,296,173 2,207,057
(5950)

2,211,443
(5554)

[0.20%]
休耕面積 21,885 21,885 22,590

[3.22%]
休耕給付 
(百萬元) 

875 875 903
[3.20%]

水資源成本 
(百萬元) 

1,135 1,135 1,192
[5.02%]

消費者剩餘 32,387 30,183
(383)

30,320
(372)

[0.45%]
生產者剩餘 2,541 2,886

(118)
2,898
(104)

[ 0.42%]
總福利值 
 (百萬元) 

34,928 33,070
(492)

33,218
(469)

[0.44%]
資料來源：本研究。註：情境三之括孤內和情境一比較的變動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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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附表 I、雨量預報系統在 1980 至 2001 年中桃竹苗地區的每月降雨量之變動百分比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980 -0.126 1.824 -0.99 -0.122 0.035 -0.201 0.046 -0.004 -0.359 0.309 -0.075 0.021

1981 0.224 -0.796 -0.42 -0.432 0.326 0.06 0.311 -0.469 -0.06 0.292 0.614 -0.057

1982 0.101 -0.443 -0.616 -0.505 -0.38 0.756 -0.329 -0.506 -0.06 -0.47 -0.297 0.196

1983 0.236 -0.011 -0.599 -0.059 0.226 1.016 0.288 -0.555 0.224 0.453 -0.07 -0.057

1984 -0.099 -0.016 -0.373 -0.018 -0.282 0.803 -0.417 -0.555 -0.197 -0.25 0.46 0.268

1985 -0.152 -0.551 -0.474 -0.342 -0.134 -0.212 -0.087 0.822 -0.65 -0.417 -0.186 -0.114

1986 -0.243 0.308 -0.457 -0.364 -0.135 0.158 -0.431 0.513 0.458 -0.417 -0.4 -0.105

1987 0.228 -0.216 0.357 0.289 -0.49 -0.2 0.149 -0.577 0.233 -0.39 0.969 -0.058

1988 -0.244 1.838 -0.372 0.146 0.04 0.975 0.263 0.847 -0.619 0.655 0.657 -0.058

1989 0.226 -0.779 0.835 -0.544 8.78E-04 0.007 0.318 -0.2 -0.479 0.655 -0.349 -0.093

1990 -0.037 -0.722 2.248 -0.083 0.369 -0.232 0.034 -0.145 -0.358 -0.24 0.044 -0.045

1991 -0.221 -0.165 -0.378 -0.18 -0.121 0.144 -0.401 -0.504 0.85 0.143 -0.513 -0.043

1992 -0.207 -0.05 -0.466 0.9 0.335 0.235 -0.265 -0.189 0.85 0.208 -0.584 0.034

1993 0.498 -0.886 -0.377 0.731 0.352 0.08 0.351 -0.439 0.502 0.208 -0.021 -0.117

1994 -0.11 -0.438 -0.025 -0.004 0.337 -0.313 -0.082 -0.165 -0.141 -0.532 -0.639 -0.058

1995 -0.126 -0.171 -0.438 -0.057 0.412 0.178 -0.322 0.831 0.008 0.669 0.407 0.016

1996 -0.209 -0.782 -0.594 -0.291 -0.157 0.153 -0.184 0.545 -0.454 -0.482 -0.18 -0.133

1997 0.225 -0.782 -0.466 -0.371 -0.182 0.091 0.303 0.364 -0.369 -0.511 -0.531 0.015

1998 -0.165 0.007 0.031 0.365 -0.253 0.394 -0.413 0.364 0.79 0.678 0.84 0.018

1999 -0.21 -0.64 3.424 0.303 0.433 -0.217 0.486 -0.057 0.496 1.01 0.138 0.131

2000 -0.208 -0.599 -0.344 0.577 0.316 0.103 -0.012 0.425 -0.285 -0.485 0.754 -0.014

2001 -0.071 0.133 0.553 0.618 0.316 -0.181 0.039 -0.051 -0.123 0.571 -0.127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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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II、雨量預報系統在不同模式情境下對桃竹苗地區的每月降雨量之影響百分比 

氣候模式情境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RUN1 -0.55 9.14 3.41 -1.01 0.96 -3.62 0.01 1.17 0.25 -1.11 1.91 0.29 

RUN2 -0.69 -3.94 0.06 0.56 1.37 3.60 -0.35 0.29 0.26 1.66 0.91 -0.31 

RUN3 1.84 0.31 -0.13 1.33 -0.83 -1.55 0.33 -0.18 1.93 -0.72 -0.07 0.83 

RUN4 0.86 -0.05 0.79 2.88 1.73 -1.09 0.48 -0.82 -0.05 0.73 -1.00 0.73 

RUN5 0.30 -0.96 -1.68 -3.87 0.56 -3.22 0.24 -0.56 0.82 0.63 -0.51 -0.83 

RUN6 -0.85 -5.16 -3.28 -0.16 -0.88 1.10 0.31 1.17 -1.27 2.32 -0.63 -0.25 

RUN7 -0.24 -0.74 1.04 1.39 -1.65 1.22 -0.58 0.16 -0.66 -2.16 2.21 -0.48 

RUN8 -0.30 -0.61 2.87 -2.31 -0.74 4.72 -0.74 0.11 -1.45 0.88 0.43 0.29 

RUN9 -0.37 2.01 -2.83 1.20 -0.51 -1.16 0.30 -1.34 0.19 -2.22 -3.26 -0.27 

RUN10 -0.90 -3.78 2.79 -2.05 1.17 -4.10 -0.54 -3.30 -1.53 4.12 -0.15 -0.16 

RUN11 -0.07 -1.49 -1.14 2.08 -0.10 -1.19 1.58 0.47 -0.21 -1.85 1.80 0.03 

RUN12 -1.25 -2.41 6.19 -4.27 0.11 -2.34 1.35 -0.74 0.79 2.85 1.87 -0.33 

RUN13 1.59 1.99 -0.44 1.44 -1.14 2.88 -0.32 0.28 -1.30 0.09 2.69 0.00 

RUN14 0.15 -2.58 -4.45 -0.45 -1.68 -1.06 -1.06 -1.54 -0.47 1.99 0.57 1.39 

RUN15 -0.49 4.35 1.09 -1.21 0.92 1.81 -0.49 1.57 -1.15 -4.63 -0.84 0.32 

RUN16 0.59 5.28 -4.93 1.20 0.39 -2.23 0.23 4.69 1.30 -3.49 -0.92 -0.37 

RUN17 0.08 1.95 2.16 1.66 -0.25 3.46 0.07 0.87 2.70 -1.48 -3.96 -0.76 

RUN18 0.30 -3.30 -1.28 1.59 0.59 2.78 -0.82 -2.31 -0.13 2.41 -1.05 -0.12 

RUN19 0.63 0.45 -0.53 -1.91 1.35 0.18 1.33 -0.14 -0.49 1.09 1.20 0.12 

RUN20 -0.95 0.16 1.83 0.24 -0.84 0.91 -1.26 -0.49 0.95 -4.51 -2.87 -0.04 

RUN21 1.87 3.61 -0.92 2.48 -0.39 -1.66 0.98 0.40 -1.49 -0.40 -2.25 0.92 

RUN22 1.33 0.19 2.41 0.76 0.04 -2.62 -0.67 0.28 0.89 -1.62 1.47 -0.10 

RUN23 -0.49 4.80 0.00 -0.34 0.62 -1.26 1.60 0.68 3.15 -0.09 -0.07 -0.25 

RUN24 -0.75 -0.73 3.12 1.53 -0.30 3.02 -0.09 0.48 -0.39 2.84 -1.49 0.01 

RUN25 -1.51 1.71 -3.26 0.56 0.62 -0.17 -1.42 -0.48 -0.40 0.31 2.68 -0.53 

RUN26 -1.07 -4.97 -3.95 0.16 -0.91 2.37 0.83 -1.36 -3.08 3.43 0.42 -0.01 

RUN27 0.95 -5.22 1.30 -3.48 -0.19 -0.76 -1.29 0.64 0.86 -1.05 0.92 -0.11 

RUN28 -1.28 0.18 -2.74 -1.30 0.37 -0.93 -1.50 -0.52 -0.19 -0.08 -0.63 0.06 

RUN29 1.89 -0.22 3.43 4.12 -0.31 0.53 1.56 0.31 -3.78 -2.19 0.95 0.27 

RUN30 -1.25 0.81 -1.62 -0.07 -0.61 -0.13 0.16 2.25 -5.38 0.65 -1.56 0.15 

RUN31 0.33 1.26 1.65 1.21 0.07 0.60 1.52 -2.25 6.06 1.43 0.11 0.30 

RUN32 -0.19 -4.46 -4.00 -1.48 -0.80 1.17 1.79 0.83 0.42 5.62 -1.31 -0.58 

RUN33 0.43 0.46 -1.34 -3.28 0.50 -1.53 2.30 1.06 -0.29 -2.00 1.30 -0.89 

RUN34 0.03 -5.47 -1.21 1.79 1.45 -0.61 -2.15 0.16 0.32 -1.42 0.6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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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35 -0.35 0.20 3.85 -1.93 1.43 0.29 -2.11 0.16 2.81 0.72 -0.85 0.25 

RUN36 0.39 7.25 1.98 0.93 -2.11 0.60 -1.58 -2.00 0.03 -2.72 1.37 0.59 

RUN37 -0.58 4.68 -3.26 -0.14 0.10 0.70 -2.07 -0.66 -0.96 0.79 4.41 -0.89 

RUN38 -0.56 5.05 -1.00 3.46 -0.73 -0.99 1.33 -1.87 4.03 0.82 -0.62 -0.15 

RUN39 -0.79 -3.73 1.86 -0.02 0.48 -2.51 0.28 3.07 0.61 1.31 -2.88 -0.79 

RUN40 0.70 2.84 1.08 1.17 0.74 3.36 0.01 0.60 -2.49 -1.60 -1.49 -0.02 

RUN41 2.83 -1.75 -0.94 1.97 -0.53 0.39 -1.78 -0.09 -0.23 -2.79 -0.53 0.87 

RUN42 -1.28 -1.90 2.74 -3.44 1.22 0.01 3.69 -0.45 -2.02 1.84 -3.61 -0.43 

RUN43 0.41 -0.96 1.31 1.22 -0.36 -1.31 1.22 0.57 -0.29 -6.35 2.10 -0.17 

RUN44 0.28 -1.88 0.69 -1.41 -0.11 -1.84 -3.38 0.08 2.49 2.95 1.27 1.18 

RUN45 -1.02 -2.36 -1.98 -2.82 -0.81 2.19 0.69 -1.25 -1.14 3.03 1.34 0.40 

RUN46 0.03 2.52 2.08 -0.99 0.37 0.61 -0.87 -1.87 -0.22 1.77 -2.55 -0.69 

RUN47 -0.17 -1.91 -3.32 -0.19 1.69 -3.49 2.22 1.97 -1.17 0.18 -0.30 0.42 

RUN48 -1.29 2.68 -2.84 -4.26 -0.11 -0.90 2.16 1.42 -2.83 2.10 -0.42 0.17 

RUN49 0.87 -1.40 0.11 1.11 0.93 -1.53 0.58 0.03 -0.79 4.29 -1.25 0.06 

RUN50 0.55 3.70 5.00 1.05 -1.64 -1.31 0.51 0.06 2.74 -2.04 -2.38 -0.25 

RUN51 -0.08 3.89 -1.00 1.49 -0.68 2.06 -2.74 -0.67 -1.89 0.18 -3.22 -0.27 

RUN52 0.10 -0.48 0.48 -0.28 -0.15 0.02 -1.63 -0.83 1.05 -1.93 -0.08 -0.30 

RUN53 -0.37 -5.62 2.05 4.11 -0.65 0.27 1.30 0.10 1.57 0.18 2.99 0.68 

RUN54 0.36 -3.37 -2.56 -2.05 0.24 4.28 -1.53 -0.21 1.54 -4.74 7.20 0.17 

RUN55 -0.80 -0.93 -1.81 -0.12 1.41 -3.27 2.54 0.67 -1.41 -3.50 0.88 -1.17 

RUN56 0.53 -1.78 -3.74 1.00 0.01 1.01 0.31 -0.60 -0.21 1.79 -0.79 0.48 

RUN57 -0.17 0.98 1.59 1.91 1.59 0.96 0.37 0.91 -0.17 1.56 1.48 0.16 

RUN58 -0.13 1.54 -0.77 1.80 -0.21 1.03 -2.24 1.31 0.17 4.50 1.06 0.40 

RUN59 -0.98 2.42 1.89 0.57 -1.11 -1.15 -1.40 -0.97 -0.48 -0.47 -0.61 -0.58 

RUN60 1.19 2.00 -0.96 -2.30 -1.02 -0.06 -0.57 0.75 2.85 -0.85 0.90 0.34 

RUN61 -0.29 -0.79 -0.25 -2.66 -0.28 2.16 3.20 2.36 -2.07 0.89 -1.50 -0.40 

RUN62 0.32 -4.53 -0.42 -2.33 0.21 -0.03 -10.13 41.90 2.32 -2.03 0.23 -0.19 

RUN63 0.34 1.17 4.73 2.13 -0.60 -0.64 -0.08 -4.43 -0.99 -1.90 -1.65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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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III、1980 至 2001 年之每年預測之平均降雨量變動百分比及休耕面積調整百分

比 
 平均降雨量變動百分比 休耕面積增加百分比 

   

1980 -0.033 -0.016 
1981 -0.090 -0.040 
1982 -0.064 -0.044 
1983 0.083 0.025 
1984 -0.0001 -0.004 
1985 -0.082 -0.033 
1986 -0.021 -0.013 
1987 -0.072 -0.031 
1988 0.146 0.054 
1989 -0.103 -0.037 
1990 -0.037 -0.008 
1991 -0.080 -0.033 
1992 0.007 0.014 
1993 0.040 0.016 
1994 -0.015 0.008 
1995 0.073 0.031 
1996 -0.083 -0.020 
1997 -0.027 -0.028 
1998 0.245 0.102 
1999 0.042 0.030 
2000 0.047 0.010 
2001 0.026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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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出席 APCC 年度氣候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陳正達（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地點  2009 年 7 月 12-15 日，Singapore 

會議名稱  APEC Climate Symposium 2009 

 

2009年7月12-15日期間，APEC Climate Symposium配合今年APEC相關會議

在新加坡舉行，依據去年在祕魯的科學指導會議的決議，也在新加坡召開年度

會議，以提高APEC各經濟體對短期氣候季節預報及長期氣候變遷推估相關工

作與議題的了解，今年的推動主題是「氣候預測與應用：氣候調適策略的關連

性」（Climate Prediction and Application: Relevance for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ies），由於我目前為APEC Climate Center的Affiliated Scientist，通常會應

邀參加年度會議。  

1. 參加會議經過 

會議舉行的地點在新加坡的 Holiday Inn Atrium Singapore，各國與會人員也

都住在該飯店，會議第一天7月12日，主要是working group的會議，APEC各經

濟體的代表會針對他們參與的相關氣候預報工作進行進度報告，並且討論未來

工作的計畫與重點，代表中央氣象局參與此working group為胡志文博士，介紹

中央氣象局現階段的季節預報系統的架構與進展，其他所有參與經濟體也分別

說明各自的工作重點。 

正式會議是由7月13日進入會議議程，APEC會議的秘書與災害預防特別小

組的主持人針對APEC科學與技術政策方面的議題報告為大會揭開序幕，接著

的議程事先由APCC的科學指導委員會成員針對氣候模擬與預報的新方向進行

報告，隨後是來自美國NASA、澳洲氣象局、日本氣象廳、台灣中央氣象局、

加拿大環境預報中心、中國國家氣象局、美國環境預報中心以及其他大學氣候

相關研究系所等單位介紹在季節預報方面的進展，其中也有幾篇針對區域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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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預報的部份加以討論。下午的議程開始觸及針對氣候預報資訊的應用與調

適部份的議題，但也涵蓋新加坡、香港等氣象單位在季節預報方面的工作，我

的報告偏重在應用方面，主要是討論熱浪與寒潮等溫度異常對大台北地區老年

人因心血管與呼吸道疾病死亡率的影響，由於會議中並沒有其他針對公共衛生

方面的應用成果，我的研究結果引起相當多的討論。7月14日的會議集中在氣

候預報的應用外，也有部份的報告討論氣候變遷方面的議題，包含祕魯、紐西

蘭、俄羅斯、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的氣象水文單位的報告，最後一天主要是分

別有科學指導委員會議與教育訓練課程的進行，來自美國海軍氣象研究所以及

台灣的張智北教授是科學指導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會中積極建議APCC應在

APEC各經濟體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提供季節預報與氣候變遷研究的專家諮

詢。我則參與部份的教育訓練課程，在降尺度應用、機率預報、以及APCC所
新發展的CLIK氣候預報應用工具程式都有所接觸。 

2. 與會心得與建議 

APEC相關會議是臺灣少數可以用經濟體的名義正式參與的國際活動，對

中央氣象局而言，是難得可以在國際上發聲的機會，季節氣候預報與氣候變

遷議題，也是氣象局現階段經建計畫的重要主軸之一。目前透過一位科技中

心研究員參與working group活動，配合進行氣候預報模式的模擬工作，以及

運用本計畫提高氣象局參與程度的做法，還是顯得相當被動。即使過去幾年

也曾經透過計畫或直接派員前往APEC氣候中心進行超過半年以上的訪問，還

是會受到人力資源的限制，無以為繼。未來，也許氣象局應該考慮在局內成

立氣候工作小組，針對氣象局業務中氣候相關的任務積極規劃工作項目，以

氣象局的工作重點及人力的強項，有計劃地逐一建立氣候研究任務群，並將

成果透過APEC氣候中心在各APEC經濟體的交流管道展現，希望可以積極提

升氣象局的研究能量與國際參與。以未來短期氣候變化與長期氣候變遷推估

越來越受重視的趨勢下，這似乎是氣象局無法逃避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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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學習氣象先進資料同化與預報模式系統發展技術心得報告 

 

蕭玲鳳 

中央氣象局 

 

摘要 

天氣研究與預報模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 Model；WRF）由

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NCAR）

所發展，為中央氣象局目前使用的區域預報模式之一。有鑑於觀測資料不斷

的增加，特別是非傳統觀測資料，如何使用觀測資料決定最佳初始場，已成

為目前模式發展重要的項目之一。藉由目前氣象上最新且有效之四維變分

（4-dimensional variational，4DVAR）資料同化法進行觀測資料同化配合

本局新一代高速電腦系統，期望能有效提升颱風預報準確率。另外，在預報

模式系統發展方面，成功地將颱風移置（Relocarion）技術加入 WRF 模式。

此技術除能改進颱風初始位置外，亦能有效地結合同化颱風虛擬觀測資料，

達到提升颱風初始場與預報能力的目的。 

 

一、過程 

赴美時間為 2009 年 2 月 20 日至 2009 年 12 月 4 日，行程與工作內容概述

如下表所示： 

日期 地點與相關工作內容 

2009/2/20 抵達美國丹佛 

2009/2/23~ 

2009/2/27 

辦理報到並處理電腦使用等相關申請工作 

2009/3/2 與郭英華、黃向宇、張昕博士等討論工作內容 

2009/3/3~ 

2009/3/20 

使用新版本的 WRF 與 WRFDA code 

2009/3/23~ 

2009/3/31 

CWB 與 NCAR 討論本年度工作內容 

2009/4 
進行 TC relocation scheme 加入 WRF 模式 

新版 4DVAR code 架設於 CWB 超級電腦 

2009/5 
成功完成 TC relocation scheme，並進行測試 

測試 4DVAR 對颱風預報的能力 

2009/6/1~ 

2009/6/22 

準備 WRF workshop 發表 WRF TC relocation 

scheme 

進行 multi-incremental 4DVAR 架設於 CWB 超級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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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3~ 

2009/7/3 

參加第十屆 WRF workshop 與 tutorial，並於會

議發表「TYPHOON RELOCATION IN CWB WRF」一文

研 討 會 網 頁 ：

http://www.mmm.ucar.edu/events/2009_wrfuse

rs/agenda.php 

2009/7 

針對 TC relocation scheme 研究個案進行深入分

析 

測試 multi-incremental 4DVAR 對颱風預報的能

力 

2009/8~2009/9 
撰寫 TC relocation scheme 研究個案論文 

測試 new bogus 資料在 4DVAR 對颱風預報的影響

2009/10 
完成 TC relocation scheme 研究個案論文 

測試 3DVAR 與 4DVAR 對颱風預報之差別 

2009/11 

投稿「A vortex relocation scheme for tropical 

cyclone initialization in advanced research 

WRF」一文至美國氣象學會期刊 Monthly Weather 

Review 

撰寫 WRF 4DVAR 之工作報告 

2009/12/1~ 

2009/12/3 

準備並報告赴美期間之工作內容 

2009/12/4 美國丹佛回台北 

 

二、心得 

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Model 是由 NCAR、NCEP、FSL

（Forecast System Laboratory；美國預報系統實驗室）、AFWA、Oklahoma 

University 以及其他學術研究人員目前所致力共同發展的最新一代數值天氣

預報及資料同化系統，可適用於水平解析度約 1至 10 公里，並可提供研究以

及作業之應用。WRF 4DVAR 的優點在於同化時間窗區給定觀測資料，透過數

值預報模式的動力限制調整與伴隨模式反覆積分，依據誤差協方差矩陣適切

地調整模式中其他的控制變數。於單點實驗測試中，發現 4DVAR 較 3DVAR 為

優，特別在分析增量中有 flow-dependent 與背景誤差協方差隨時間變化的特

徵。颱風渦旋植入資料包括動量場與質量場，大部分的研究使用同化風場與

海平面氣壓。在此加入同化溫度與相對溼度等質量場觀測資料，並針對 2008

年辛樂克颱風個案模擬研究。由路徑模擬得知同化動量場與質量場的渦旋資

料有較好的結果，並且與同化動量場的實驗較大的差異在颱風通過台灣地形

前後。模擬颱風中心氣壓顯示由於 4DVAR 同化海平面氣壓，故分析場颱風差

異較小，但隨時間積分差異逐漸變大。主要差異在中高層，其中以同化動量

場與質量場的渦旋資料有較接近實際且較強的颱風環流。分析海平面氣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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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表熱通量模擬顯示，因為同化完整的動量場和質量場颱風結構，颱風環

流較強且配合結構較好的地表熱通量。另一方面，相同的結果亦顯示在分析

兩實驗預報場垂直結構。同化動量場與質量場的渦旋資料有發展較好的低層

輻合與高層輻散的垂直配置，加以眼牆附近的上升氣流，有助於颱風熱力和

動力結構上的發展。綜合上述，WRF 4DVAR 分析同化渦旋動量場與質量場得

到較好的熱力和動力的初始結構。其經由低層輻合產生中層的上升運動，造

成水氣凝結並釋放潛熱，透過第二類條件不穩定機制的模擬，生成動力與熱

力結構較好的颱風渦旋。因此，對此辛樂克颱風個案在分析中加入同化植入

質量場和動量場的渦旋，其路徑和結構有較好的模擬結果。 

WRF模式預報颱風路徑往往會發現初始颱風位置和觀測位置差異過大的情

形。產生颱風初始位置偏移的原因可能來自全球模式的初始場或是模式本身

的預報場，抑或是植入颱風渦旋資料經過客觀分析後產生位置上的差異等因

素。過去颱風初始化的研究受限於觀測資料無法直接用於模式，導致預報模

式於初始模擬期間產生動力與熱力不一致的情形。本研究之颱風渦旋移置技

術為 Kurihara 渦旋初始化方法的延伸，颱風環流則是使用模式產生的颱風擾

動加以取代並移至觀測的颱風中心位置。颱風渦旋移置技術已使用於 NCEP 的

GFS（Global Forecast System）模式（Liu et al. 2000）和氣象局 NFS

（Nonhydrostatic Forecast System）模式（Liou 2004）。此技術的發展主

要來自 Kurihara et al.（1995）將颱風渦旋從首次猜測場（first guess field）

中分離出來，再移動颱風至觀測位置。此颱風渦旋可避免模式動力和物理不

一致，以及其所造成模式的 spin up 問題。利用發展完成的颱風移置技術測

試 2008 年辛樂克與薔蜜颱風共 58 個個案，結果呈現若不考慮地形因素，大

約高達 70%個案需要經過颱風移置技術的處理。此顯示颱風六小時預報的中

心位置大致上皆超過一個網格點的誤差，故更突顯颱風移置技術的重要性。

比較有無使用颱風移置技術其颱風路徑預報，結果發現分析場颱風位置差別

最大，採用颱風移置技術有超過 50%的改進能力。在預報方面，平均則有 38%

颱風路徑預報的提升，最少也有改進 28%。分析颱風移置技術改進的原因，

由海平面氣壓場可見颱風移置技術的建置使得颱風環流結構較呈現圓形分

布。反之，若未使用颱風移置技術颱風結構明顯有拉伸變形的趨勢。此結果

說明颱風初始位置和同化颱風資料的位置距離較大時，分析場則呈現扭曲的

颱風中心，導致模式初期需積分一段時間以達到動力和物理平衡。甚者，可

發現預報前期 12 小時颱風路徑異常轉折的現象。因此，預報結果 72 小時颱

風路徑亦較使用颱風移置技術差。 

 

三、建議 

目前 WRF 4DVAR 在切線與伴隨模式中皆為簡單的物理過程，此對颱風預報

可能較為局限。因為颱風尺度較小，且有強烈的潛熱釋放，此明顯動力和熱

力的變化更需要模式的物理過程。另外，對於觀測資料的使用可能會因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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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背景場相差甚大而拒絕好的觀測資料。為此，若能使用多次 outer-loop，

亦即將分析資料的偏差進行多次最小化（minimization）過程。不僅能使分

析解越趨於準確，亦能對觀測資料能夠有效地使用。更能呈現 WRF 4DVAR 

flow-dependent 的特性。 

另一方面，颱風移置技術目前已發展完成並將成果發表於國際學術會議與

期刊中。但是有鑑於颱風移置技術中設計的颱風環流是根據典型颱風結構，

所以對於颱風結構特殊或較弱的颱風，其環流較難定義，故颱風環流的移置

有其困難度。因此，未來亦將針對此類型颱風做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以更

加提升颱風初始化與預報能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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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以二月起始，預報二月(左圖)與三月(右圖)之 Reliability Diagram and 
Brier Skill Score ： 

 
以二月起始，預報二月(左圖)與三月(右圖)之 ROC 技術得分： 

 
以二月起始，預報二月(左圖)與三月(右圖)之 ETS 技術得分： 

 
以二月起始，預報二月(左圖)與三月(右圖)之 RPSS 技術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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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月起始，預報五月(左圖)與六月(右圖)之 Reliability Diagram and 
Brier Skill Score ： 

 
以五月起始，預報五月(左圖)與六月(右圖)之 ROC 技術得分： 

 
以五月起始，預報五月(左圖)與六月(右圖)之 ETS 技術得分： 

 
以五月起始，預報五月(左圖)與六月(右圖)之 RPSS 技術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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