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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臺灣位處全球颱風最密集之路徑上，加以全球暖化造成颱風等
極端氣候強度增強，又以臺灣四面環海，因此提昇颱風暴潮之
預報能力為臺灣氣象發展之重要目標。其中與民眾最相關之預
報項目為風暴潮之淹溢範圍。本研究擬發展一精準之風暴潮淹
溢模式，結合氣象局現有之大氣預報模式及近海波浪模式，以
及利用雙向巢狀網格與數值移動邊界法，精準計算沿海之時變
淹溢範圍，以提供決策與預報之用。本研究將以現有且成熟發
展之非線性 COMCOT 模式，利用其巢狀網格之功能，同時建構
深海之大網格系統與近海之高解析度系統，以同時計算遠洋及
近岸之波浪傳遞以及沿海溢淹。

研究成果

本年度計畫目前已完成之項目如下：
 修改暴潮模式，加入時變壓力梯度項以模擬颱風之移動低
氣壓中心。
 驗證所修改之壓力梯度模式，並與經驗公式結果加以比對。
II



修改暴潮溢淹模式，加入時變風剪力項以模擬颱風之風場。




驗證修改之風剪力模式，與經驗公式之結果加以比對。
帶入臺灣地形，並以歷史颱風暴潮為研究對象，帶入風場
與壓力場，並開啟移動邊界模式與巢狀網格，模擬大小尺
度下之風暴潮運動情形。
完成水位計設置，可輸出暴潮偏差歷時記錄。
完成氣象局大氣模式和波浪模式之資料收集




在模式修改與驗證方面，本研究系統充分驗證氣象力中之風剪
力及大氣壓力對水面之影響，由理想狀況下之驗證結果良好；
且模擬過程完整包含颱風生命週期，同時開啟巢狀網格之設
置，模擬結果也合乎我們預期，此有利於後續更複雜之模式發
展。

(台灣周圍海域導入參數化風場後所繪製之颱風風場向量圖，向
量表示風場方向，顏色表示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具體落實應用
情形

本計畫模式發展已接近尾聲，將於本年度或下一年度逐步上線
使用。

計畫變更說明

無

落後原因

無

檢討與建議
(變更或落後
之因應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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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臺灣四面環海，加以每年颱風肆虐，因此能否掌握風暴潮是為風暴潮災防之
關鍵。過去風暴潮之預報模式由於受限於模式開發與計算機速度限制，風暴潮之
模擬與預報多侷限於演算至近岸而無溢淹、或計算溢淹卻侷限於小計算域。然而
風暴潮淹溢範圍為災防重要參考依據，而計算域若能涵括整個颱風生命週期，則
可提昇預報準確度。為此，本計畫將借助 COMCOT 海嘯模式，利用其已建構成
熟之巢狀網格以及溢淹功能，加上風暴潮所需之壓力梯度項與風剪力項，並引入
潮汐邊界條件，以發展適用於臺灣之風暴潮溢淹模式。本模式亦將與氣象局現有
之風場與氣象資料結合，作為颱風之驅動力，以更精準預報風暴潮之動向。

二、計畫背景與目的
臺灣位處全球颱風最密集之路徑上，加以全球暖化造成颱風等極端氣候強度
增強，又以臺灣四面環海，因此提昇颱風暴潮之預報能力為臺灣氣象發展之重要
目標。其中與民眾最相關之預報項目為風暴潮之淹溢範圍。本研究擬發展一精準
之風暴潮淹溢模式，結合氣象局現有之大氣預報模式及近海波浪模式，以及利用
雙向巢狀網格與數值移動邊界法，精準計算沿海之時變淹溢範圍，以提供決策與
預報之用。本研究將以現有且成熟發展之非線性 COMCOT 模式，利用其巢狀網
格之功能，同時建構深海之大網格系統與近海之高解析度系統，以同時計算遠洋
及近岸之波浪傳遞以及沿海溢淹。
風暴潮是由熱帶氣旋、溫帶氣旋、冷鋒的強風作用和氣壓驟變等強烈的天氣
系統引起的海面異常升降現象，又稱暴潮（storm surge）或異常潮（abnormal tide）
。
由於這水位變化純粹由於氣象作用所造成，因此又稱為氣象潮（meteorological
tide）。發生暴潮時的總水位與當時之天文潮位（astronomical tide）之差，稱為
暴潮偏差，亦稱為暴潮位。風暴潮會使受到影響的海區的潮位大大地超過正常潮
位。如果風暴潮恰好與影響海區天文潮位高潮相重疊，就會使水位暴漲，海水湧
進內陸，造成巨大破壞。如 1953 年 2 月發生在荷蘭沿岸的強大風暴潮，使水位
高出正常潮位 3 米多。洪水沖毀了防護堤，淹沒土地 80 萬英畝，導致 2000 餘人
死亡。又如 1970 年 11 月 12-13 日發生在孟加拉灣沿岸地區的一次風暴潮，曾導
致 30 餘萬人死亡和 100 多萬人無家可歸。（Wik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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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風暴潮（storm surge）示意圖
風暴潮之預報作業模式在過去 20 年來蓬勃發展，如美國 NOAA 之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NWS) 針對美國東南沿海發展並採用 ET-SURGE 模式（亦稱 ETSS
模式）作為風暴潮作業模式，並用於颶風來襲時之風暴潮預報之用。不過該模式
對於風暴潮溢淹預測僅採用線性推估，並未實際模擬溢淹範圍。而針對溢淹部分，
NOAA 則採用有限元模式風暴潮模式 ADCIRC。ADCRIC 風暴潮模式以 MMAP 網格
生成器產生不規則網格，並耦合 NWS 之氣象作業模式之產物作為風壓場之驅動
力，計算沿岸溢淹行為，不過 ADRIC 目前尚未成為作業模式，且其計算範圍僅侷
限於近岸地區。
國內學者對於風暴潮之研究，較早期的研究有楊（1974）應用線性模式模擬
北臺灣地區的暴潮水位；黃（1975）則以經驗公式推算花蓮港暴潮水位；魏（1976）
則採用統計經驗法分析澎湖、高雄港、臺西等地的暴潮特性。由上述文獻可知，
在 1970 年初期，國內的學者受限於計算機能力以及理論發展之限制，主要以利
用實測資料，配合統計方法來分析暴潮之特性。到 1970 年代末期，李（1979）
跳脫過去以統計及經驗之分析方法，改以流體動力方程建立整個臺灣海峽沿岸的
暴潮數值模式，並於 1984 年完成臺灣周圍海域風暴潮數值模式之建立。劉（1987）
甚至發展出三維風暴潮數值預報模式，並考慮到溫度及鹽度的變化，然而該模式
侷限於特定區域之模擬。然而以上之模式該在該時期多局限於學術使用，尚未達
到作業模式（operational model）之規模。
大約在同一時期，歐洲在風暴潮理論與模式之發展漸趨成熟，許多國家開始
著手發展適合該國使用之風暴潮作業模式，如使用於法國之 IFREMER 模式
（Salomon & Breton, 1990）、使用於比利時之 MUMM 模式（Ozer et al., 1990）、
使用於荷蘭之 KNMI 模式（Verboom et al., 1990）
、使用於英國之 POL 模式（Flather
& Proctor, 1983）
、以及使用於希臘之 UA/AUT 模式（Lascaratoset al., 1991）
。上述
之模式皆有一個共通點，即為求解深度積分之淺水波方程式（Pugh, 1987）
。換言
之，風暴潮模式在 80 年代後至今，在所求解之方程式上大致定型，也就是淺水
波方程式加上大氣壓力場以及風剪力場作為驅動，並以潮汐變化作為邊界條件以
驅動計算域內之潮汐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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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一趨勢，中央氣象局亦積極與學界合作，希望開發適合臺灣之風暴潮
作業模式。其中近期之模式法展以快速求解多尺度暴潮行為為主（于，2005）。
該報告亦結論到若要改進預報之準確度，風暴潮模式以完整描述颱風由生成至行
經臺灣之完整過程為佳。
另外一方面，在 2005 年美國卡翠娜（Katrina）颶風重創美國墨西哥灣及路
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城後，氣象單位開始注意到，過去之風暴潮模式僅描述近岸水
位變化顯然不足以預防類似卡翠娜颶風所帶來之災害。對於風暴潮災害之防治，
除了要能完整涵括颱風生命週期以及潮汐變動外，模式是否能同時模擬溢淹範圍
更是關鍵所在。然而要模擬颱風生命週期，又要模擬溢淹，又因為作業模式之需
求為快速預報，因此對模式本身即為一嚴苛之挑戰。
茲列舉現今對於風暴潮作業模式之需求如下：
1.
2.
3.
4.
5.
6.
7.

不規則網格或巢狀網格，可快速求解不同尺度之淺水波方程式。
必須或至少可求解球座標系統，以描述遠洋所生成之颱風。
模式中必須包含柯氏力、大氣壓力場、風剪力場、潮汐水位、底床摩擦阻力。
平行化之程式。
模式需包含移動乾濕邊界，以模擬溢淹情形。
近岸解析度需約小於 50 公尺，以提供溢淹所需資訊。
可結合氣象局之風場及壓力場之產品，作為計算域內之驅動力來源。

針對上述需求，目前就筆者知識範圍內，除了少部分研究用途之模式外，並
無風暴潮作業模式可達成上述需求。
另一方面，在 2011 年日本 311 大海嘯發生之後，COMCOT 海嘯模式之計算
效率以及準確性令人印象深刻。海嘯波與風暴潮皆為淺水波，皆求解淺水波方程
式。因此模式本身互通性相當高。
茲列舉 COMCOT 之特色如下：
1.

採用雙向耦合巢狀網格方式，快速求解不同尺度之海嘯行為。

2.
3.
4.

可使用球座標、卡式座標、或混用球、卡座標，以完整描述海嘯之生命週期。
模式中包含柯氏力、底床摩擦阻力、並支援多種形態之邊界條件。
透過中研院之協助，已完成模式平行化（參見附錄二，更深入之細節將於期
末報告中補充），且不需繁瑣之系統設定。
提供移動乾濕邊界，可模擬溢淹情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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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近岸解析度可自由調整，且模式已廣泛驗證，證實在深海之大尺度及近海小

7.

尺度皆相當準確，過去有可由 3.5 公里解析度縮小至 10 公尺之案例。
本計畫將導入氣象力，如壓力場及風剪力場。後期將導入潮汐作用。

圖 2.2 為以 COMCOT 模擬 2011 年 311 日本海嘯之初始波高圖。由於利用巢
狀網格，計算域可輕易涵蓋至日本海。海嘯由日本傳遞至臺灣由一般桌機（cpu
Intel i5）模擬時間約費時 1 分鐘。此高速計算速度將有利於速報或預報系統之建
立。圖 2.3 為利用 COMCOT 模擬 311 日本海嘯事件之潮位站資料校驗。上圖為日
本沿海位於 Hanasaki 之潮位站位置圖。下圖為模擬結果（藍線）與實測資料（黑
線）之時序比對。結果相當令人滿意。圖 2.4：利用 COMCOT 模擬 311 日本海嘯
事件之潮位站資料校驗。上圖為俄羅斯沿海位於 Rudnaya Prostan 之潮位站位置
圖。下圖為模擬結果（藍線）與實測資料（黑線）之時序比對。結果顯示即使位
於日本海，亦接收到海嘯訊號。此結果顯示 COMCOT 對於 10 公分以內之微小振
幅波亦可精準掌握。

圖 2.2：以 COMCOT 模擬 2011 年 311 日本海嘯之初始波高圖。由於利用巢狀網
格，計算域可輕易涵蓋至日本海。於 Intel i5 之一般桌機上僅花費 1 分鐘即完成
計算。過程包含海嘯波由日本傳遞至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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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利用 COMCOT 模擬 311 日本海嘯事件之潮位站資料校驗。上圖為日本沿
海位於 Hanasaki 之潮位站位置圖。下圖為模擬結果（藍線）與實測資料（黑線）
之時序比對。結果相當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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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利用 COMCOT 模擬 311 日本海嘯事件之潮位站資料校驗。上圖為俄羅斯
沿海位於 Rudnaya Prostan 之潮位站位置圖。下圖為模擬結果（藍線）與實測資
料（黑線）之時序比對。結果顯示即使位於日本海，亦接收到海嘯訊號。此結果
顯示 COMCOT 對於 10 公分以內之微小振幅波亦可精準掌握。

6

此外，國科會亦委託本團隊進行臺灣潛在大規模侵台海嘯之研究。圖 2.5：
以 COMCOT 進行若亞普海溝發生大規模地震並引發海嘯，海嘯能量傳遞行為。
由圖可見，由於使用巢狀網格，COMCOT 計算範圍可輕鬆涵蓋整個菲律賓海板塊。
此對於掌握颱風完整生命週期並進而增進模擬準確度相當有利。圖 2.6：以
COMCOT 進行若亞普海溝發生大規模地震並引發海嘯，海嘯對於宜蘭及花蓮沿海
之溢淹情形。由圖可見，COMCOT 除可同時計算大範圍之波浪運動情形，對於小
尺度（本案例約 50 公尺）之溢淹範圍亦可同時模擬。
由比較上述理想風暴潮之條件以及目前 COMCOT 現有之功能與特色後可發
現，兩者差異在於 COMCOT 並未引入「大氣壓力場」、「風剪力場」以及「潮汐
水位」之驅動力。然而由模式開發之技術層面而言，由於上述三者皆為點資料，
亦即不需經過相鄰網格之梯度計算，因此困難度不高。換言之，若成功導入實測、
大氣模式或理想模式下受颱風影響之大氣壓力場水位資料後，所建構之風暴潮作
業模式將具有理想且完整之功能。此模式若開發完成，將使臺灣於風暴潮之淹溢
模擬達快速、準確又兼具溢淹預報之水準。

圖 2.5：以 COMCOT 進行若亞普海溝發生大規模（Mw=8.7）地震並引發海嘯之海
嘯最大波高圖，亦代表海嘯能量傳遞行為。色階表最大波高，單位：公尺。由圖
可見，由於使用巢狀網格，COMCOT 計算範圍可輕鬆涵蓋整個菲律賓海板塊。此
對於掌握颱風完整生命週期並進而增進模擬準確度相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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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以 COMCOT 進行若亞普海溝發生大規模（Mw=8.7）地震並引發海嘯之海
嘯最大波高圖。色階表最大波高，單位：公尺。本圖表海嘯對於宜蘭（左）及花
蓮（右）沿海之溢淹情形。由圖可見，COMCOT 除可同時計算大範圍之波浪運動
情形，對於小尺度（本案例約 50 公尺）之溢淹範圍亦可同時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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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工作項目
本計畫為期四年，主要以模式發展為主，並將建構模式溝通介面，以導
入氣象局現有之大氣及近海波浪模式，以完成風暴潮溢淹模式。最後並將建
立人機介面，開發簡化之使用者介面、網路介面以及進行教育訓練。

2.

本年度工作項目如下：
暴潮模式預報系統與氣象局現有或即將使用之大氣及近海波浪模式之
耦合流程與介面規劃
暴潮模式預報系統預報之執行條件與門檻

3.
4.
5.

暴潮模式預報系統預報架構與流程
暴潮模式之歷史事件模擬
暴潮模式預報系統預報時效測試成果

6.

暴潮模式之案例模擬

1.

1.
2.
3.
4.

再利用已公開之暴潮模式在氣象局指定電腦系統測試，預計將完成：
於氣象局指定電腦建置海嘯及颱風暴潮模式雛形系統，並附上測試報
告。
建置測試系統供氣象局輸入相關風場及氣壓場，產出二維水位及各測站
水位預報（36 小時）。
建置測試系統供氣象局輸入颱風參數，模式透過輸入之參數化風場產出
二維及各測站水位預報（36 小時）。
系統所產出之水位格式符合中心需求，包含 25 個以上之測站每 6 分鐘
一筆的資訊。

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本研究目前在數值模式之開發尚未預期有太大困難，未來耦合氣象局大氣及
近海波浪模式將可能面臨網格解析度不同之問題，需將網格資料進行內插作為暴
潮模式之邊界條件和輸入條件，需特別注意其網格座標對應。另外，資料傳遞於
不同工作站與作業系統，跨平台相關設定需進行測試。
此外，參數化大氣模式之選定對於暴潮模式之準確度影響較大，未來能透過
不同颱風路徑之大量分析，以期能找出適合台灣之參數化大氣模式係數，例如 CD
值等。解決方式有二：一為採用更多臨時人力，針對不同歷史個案進行分析；二
為大量批次化分析資料，調整並校驗相關參數和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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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本計畫為期四年，第一年以模式發展為主，主要加入適當受颱風影響之大氣
壓力場及風剪力場。第二年將模式與氣象局現有之大氣及近海波浪模式結合，並
提供初版之風暴潮淹溢模式。第三年加入天文潮之影響，更進一步提昇淹溢範圍
之計算精確度。第四年則著重於人機界面之發展，包括使用者界面簡化、網路界
面之開發、以及教育訓練。
第一年已完成：
(1)
(2)

修改暴潮模式，加入時變壓力梯度項以模擬颱風之移動低氣壓中心。
驗證所修改之壓力梯度模式，並與經驗公式及其他相關數值模式之結
果加以比對。

(3)
(4)

修改暴潮模式，加入時變風剪力項以模擬颱風之風場。
驗證修改之風剪力模式，與經驗公式及其他相關數值模式之結果加以
比對。
帶入理想颱風模式係數，比對現有之颱風暴潮 Benchmark Problem 以驗
證完整之風暴潮模式。
帶入臺灣地形，並以歷史颱風暴潮為研究對象，帶入風場與壓力場，
並開啟移動邊界模式與巢狀網格，模擬風暴潮淹溢及大小尺度下之風
暴潮運動情形。

(5)
(6)

第二年：
(1)

(2)
(3)
(4)
(5)

收集中央氣象局現有或即將使用之大氣及近海波浪模式，了解各個模
式之風場、壓力場、及波浪場之運作方式及輸出格式，以利後續之模
式耦合。
建立資料傳遞介面，導入上述操作模式之輸出檔，作為風暴潮模式之
邊界條件與輸入條件，以計算即時風暴潮情形。
與中央氣象局研討風暴潮模式執行之條件與門檻，以建立即時自動之
風暴潮計算系統。
建置或購買內政部所發佈之高解析度國土地形資料，以精確計算風暴
潮淹溢範圍。
進行預報時效測試。

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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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於風暴潮模式中加入潮汐邊界與初始條件，以精確計算含潮汐影響之
長浪運動及淹溢範圍。
計算數個臺灣風暴潮淹溢事件，除驗證模式之準確度外，更進一步劃
分臺灣風暴潮影響區域之危險等級。
根據上述之風暴潮危險等級區域局部加密該地區之計算網格，以計算
高精確度之淹溢範圍。
至此模式主體開發已近完成，將與中央氣象局研商需改進之處，並適
時予以改良。

第四年：
(1)
(2)
(3)

發展人機界面，以利中央氣象局人員操作本模式。
廣泛與中央氣象局人員商討合適之操作界面。
開發網路界面，使作業人員能遠端操作程式，並適時取得模擬結果與

(4)
(5)

淹溢範圍之資訊。
進行教育訓練，並移交所完成之風暴潮淹溢模式。
完成中央氣象局風暴潮淹溢模式之建置及評估報告。

1. 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本研究所預計開發完成之風暴潮數值模式，將擁有涵蓋完整颱風生命週期，
以及可模擬溢淹範圍之功能，模擬完整颱風周期是為避免模擬區域中產生風
場未達收斂之情況，並使模擬成果更臻精確。此不僅在學術上少見，對於台
灣風暴潮預測能力亦將是一大進展。這對於風暴潮災防將有莫大助益。
2. 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練。
參與之工作人員，可獲得之訓練如下：
(1) COMCOT 模式之使用
(2) 風暴潮模式之使用
3. 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及績效（如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專書、技術報告、
專利或技術移轉等質與量之預期績效）
本研究第一年度預期研究成果將可發表一篇 SCI 期刊論文以及 2 篇研討會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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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定進度甘梯圖
時間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10
月

收集中央氣象局現有或即將
■
使用之大氣及近海波浪模
式，了解各模式之風場、壓力
場、及波浪場之運作方式及輸
出格式，以利後續之模式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進行預報時效測試

■

■

期末報告撰寫

■

■

80

90 100

帶入臺灣地形，並以歷史颱風
暴潮為研究對象，並開啟移動
邊界模式與巢狀網格，模擬風
暴潮淹溢及大小尺度下之風
暴潮運動情形
建立資料傳遞介面，導入上述
操作模式之輸出檔，作為風暴
潮模式之邊界條件與輸入條
件，以計算即時風暴潮情形
與中央氣象局研討風暴潮模

第
8
月

■

■

■

■

■

■

■

第
11
月

第
（
期
末
）
月

第
9
月

工作項目

第
7
月

備
註

式執行之條件與門檻，以建立
即時自動之風暴潮計算系統
購買所發佈之高解析度國土
地形資料，以精確計算風暴潮
淹溢範圍

工作進度估計
百分比（累積數）

5

10

20

25

30

40

50

60

70

■

說明：(1)工作項目請視計畫性質及需要自行訂定。預定進度以粗線表示其起訖日期。
(2)「工作進度百分比」欄係為配合管考作業所需，累積百分比請視工作性質就以下因
素擇一估計訂定：
1.工作天數 2.經費之分配 3.工作量之比重 4.擬達成目標之具體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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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重網格暴潮溢淹模式
6-1 文獻回顧
颱風暴潮預測或模擬大致上可以分為統計（經驗）分析法、類神經網路法、
及數值模擬法（何明錦，2006）。統計（經驗）分析法可再分為兩類，一類利用
現有之暴潮觀測資料進行頻率分析，推估不同重現期距下之最大暴潮偏差量：另
一類以暴潮偏差與颱風特性進行統計相關性分析，進而建立推估暴潮之經驗式。
數值模擬法直接求解流體動力學方程式，並導入地形資料、颱風風場資料，以及
邊界相關條件而成。本研究採數值分析法，茲針對此進行探討。
風暴潮之研究在國際間已進行一段時日，而台灣在風暴潮之研究也早於
1970 年代及開始發展。這當中有諸多文獻對風暴潮之發展有詳細敘述（白，2009、
張 and 余，2010、李 et al.，2004、許 et al.，1999），茲整理如下。1979 年李賢
文教授以流體動力方程式式建立臺灣海峽沿岸之暴潮數值模式（李賢文, 1979），
並在 1984 年提出台灣周圍海域颱風暴潮預報模式（李賢文, 1984）。類似時間
Dendrou et al.（1983）在 FEMA 發展風暴潮數值模式，被各國廣泛應用於暴潮演
算及海岸災害評估。劉（1990）發展二維及三維快速颱風暴潮模式，可評估未來
24 小時內之暴潮情況。Chien（1994）提出一維暴潮推估模式，在模式中利用風
浪評估近岸海域衍生之波揚與波降。黃榮鑑等（1995）利用邊界調協座標系統建
立半隱式三維數值環流模式，以探討河口及海岸受颱風暴潮影響之水位堆升及海
流變動情形。許泰文等（1997）應用有限元素法同步求解波浪模式與二維暴潮模
式，並應用此模式預測颱風所引發的暴潮偏差。許等（1999）以限元素法建立颱
風暴潮數值模式，模式中結合了海陸域地形資料、流體動力方程式、邊界條件以
及颱風模式。詹森等（2001）採用 POM 模式（Princeton Ocean Model；Blumberg
and Mellor, 1987）及 Chao 和 Paluszkiewicz（1991）之環流模式等相關原始程式
碼，以三維數值模式進行潮位、潮流、溫鹽預報結果之校驗，並發展臺灣海峽短
期現報系統（Taiwan Strait Nowcast Model Study；TSNOW, 1997）。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結合多個學術單位共同規劃研發適合臺灣海域的「臺灣近
岸海象預報模式系統」（Taiwan Coastal Operational Modeling System；TaiCOMS,
2006），包含實測資料的觀測網（流場、水位、波浪、風場、氣壓）建立與數值
預報模式（擴散、流場、水位、波浪、風場），兩者資料最後經過資料同化與驗
證，以改進模式誤差。高家俊等（2006）利用 POM 模式，針對臺灣海域進行颱
風暴潮推算，並分析不同外在條件對颱風暴潮推算的影響程度。首先利用 Smith
and Banke（1975）、Garratt（1977）、Smith（1980）、Wu（1980、1982）等學者
的計算拖曳係數對暴潮的測試，其中以 Smith and Banke（1975）的計算結果較
佳。于嘉順等（2006a）進行 TaiCOMS 之風暴潮校驗，該文以近年來十個颱風歷
程做為校正之過程，並利用實測資料進行比對。于嘉順等（2006b）在「西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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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颱風暴潮模式敏感度分析」中，校驗模式參數，如底床摩擦力、水平擴散係數
及海面剪力係數等，並進行模式參數之敏感度分析，以便選擇較適合臺灣海域的
條件。該文指出，剪力係數可採 Smith and Banke（1975）
、Large and Pond（1981）
及 Geernaert（1986）等之經驗公式與模式預設，然而不同模式對結果影響有限。
上述模式之文獻可以發現，目前國內最理想之風暴潮作業模式，以求解三維
水靜力方程式為主之 TaiCOMS 最為完整，其可呈現流場於垂直方向上之運動，
亦可描述潮流運動。然而也因此造成計算量大，在使用於風暴潮之模擬時往往必
須犧牲近岸解析度以求增進模擬速度。目前 TaiCOMS 之最高解析度僅達一弧分
精度，尚無法描述近岸風暴潮及溢淹情形。
另一方面，由於風暴潮屬於標準之長波，或稱淺水波，可直接求解淺水波方
程式。蔡丁貴等（2001）應用 MIKE21-HD 水動力數值計算模式針對臺灣南部之
開放海域求解淺水波方程式，並探討潮流數值模擬計算與其邊界條件設定之相關
問題。Yu 等（1989）求解淺水波方程式，以分析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
和北海（North Sea）南端之風暴潮潮位變化，該文發現使用曼寧摩擦定律
（Manning’s friction law）於近岸溯升時可獲得較好結果，並且使模式能夠更適合
複雜之地形。Tang 等（1996）研究分析北昆士蘭海岸（North Queensland Coast）
之風暴潮與潮汐，由改良式之 Orlanski-type radiation boundary condition（Tang
and Grimshaw, 1996）輻射邊界條件作為邊界設定，該研究發現，模式預測值包
含風暴潮水位都小於直接在暴潮水位上加上天文潮水位。以前文獻中多解釋為風
暴潮與潮汐之間非線性之相互作用所產生之情況，然而作者證實其原因為底床摩
擦因素導致，另外，研究潮汐的動力過程需要同時考慮天文潮和風暴潮兩者的影
響，才能確實掌握海水位變化的特性。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求解三維水靜力學模式部分，如以 POM 為基礎之模式，
模式功能繁多，計算較為費時，網格不易更動，近岸解析度不足，因此大多無法
模擬風暴潮溢淹。而求解淺水波方程式部分，模式功能單一，速度較快，然而大
多未開發至平行化版本，無法發揮多核心之現代電腦效能，亦無法滿足作業模式
之需情。另外部分模式未考慮潮汐或無法使用求座標等，皆無法列入作業模式之
候選名單。
本研究採 COMCOT 模式為核心發展風暴潮模式，過去該模式已成功被修改為
風暴潮模式之記錄（Lin et al., 2010），然而當時受限於程式尚未平行化，計算費
時，因此無法滿足作業模式之需求。本計畫除了將 COMCOT 納入風暴潮之氣候
力外，更將予以平行化及簡化介面，以符合氣象局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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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模式特色
在數值分析方面，本研究將以非線性淺水波模式分析海嘯之生成、傳播、以
及近岸溯昇。本研究將採用 COMCOT 海嘯模式分析。該模式為美國康乃爾大學
所開發之國際知名海嘯模式，廣被應用於研究諸多知名之海嘯事件，並有良好之
計算結果，如 1992 Flores Islands（Indonesia）tsunami（Liu et al., 1994; Liu et al.,
1995）, the 2003 Algeria Tsunami （Wang and Liu, 2005） and more recently the 2004
Indian Ocean tsunami （Wang and Liu, 2006）
。
COMCOT 海嘯模式之特點如下：
(1) 結合球座標與卡式座標之計算，可同時求解全球尺度與地方尺度之海嘯。本
特點將適用於模擬馬尼拉斷層所引發之海嘯事件。由於馬尼拉斷層長達
1500 公里，此大規模之海嘯必須使用球座標計算，然而當海嘯波地達臺灣
沿岸，如沙崙油庫區，則需以小尺度之卡式座標計算。因此模式結合球座標
與卡式座標為一重要之功能。
(2) 結合線性與非線性淺水波方程式。海嘯波為標準之淺水波，因此適以淺水波
方程式加以描述。其中深海地區適用線性淺水波方程式，而近海或上岸後之
海嘯波則適用非線性淺水波方程式。本研究在遠距海嘯模擬部分將採線性淺
水波方程式加以模擬，而近岸地區則以非線性淺水波方程式加以計算。
(3) 具有移動邊界之功能，可處理海嘯波上溯時之乾濕邊界之問題。一般海嘯模
式僅可計算線性淺水波方程式，對於邊界上則僅可處理固定邊界。換言之，
一般海嘯波模式無法模擬海嘯淹溢範圍。而本模式具備移動邊界功能，可準
確計算海嘯波上溯後，於內陸所造成之淹溢範圍。此對於沙崙油庫遭受海嘯
攻擊範圍可有明確描述。
具有動態連結之巢狀網格系統。海嘯波之傳遞為一複雜過程。在外海範圍屬
於大尺度之運動行為，用較粗之網格即可描述。然而一旦海嘯進入近岸地區，其
即轉換為小尺度之運動，此時即需以小網格加以分析。因此欲完整計算海嘯之生
命歷程，數值模式需要具備能同時處理大小尺度之巢狀網格功能。本研究將於外
海處安排較大網格，並於近岸處安排較小網格。而大小網格間為動態連結，可有
更精確之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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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暴潮模式
6-3-1 統御方程式
風暴潮模式建構方面，本計畫將以 COMCOT 海嘯模式為基礎進行發展。
模式主要功能之一為求解卡氏座標及球座標之深度積分之淺水波方程式
（Pugh, 1987）
，茲列非線性卡氏座標、線性球座標方程式和非線性球座標方
程式如下：
非線性、卡氏座標方程式：

  P Q 
 
0
t  x y 

(1)

P   P 2    PQ 
 H Pa Fxs
   

fQ


gH



t x  H  y  H 
x  w x  w

(2)

s
2
Q   PQ    Q 
 H Pa Fy
 


  fP   gH
 
t x  H  y  H 
y  w x  w

(3)

線性、球座標方程式：



1  P 


 cos   Q   0

t R cos    


(4)

s
Pa F
P
gH 
h

 fQ  

t R cos  
 w R cos   w

(5)

s
Q gH 
h Pa F

 fP  

t
R 
 w R   w

(6)

非線性、球座標方程式：



1  P 


 cos   Q   0

t R cos    


(7)

Pa 1
P
1
  P 2  1   PQ 
gH 
H

 fQ  
  F s  Fb 




t R cos    H  R   H  R cos  
 R cos    
(8)

Q
1
  PQ  1   Q 2  gH 
H Pa 1 s

 fP  
  F  Fb 
 


t R cos    H  R   H  R 
 R  
(9)
其中，
t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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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空間座標 (卡氏座標)
 , ：空間座標 (球座標)
P, Q ：體積通量

H ：總水深

 ：自由液面高程
h ：靜水深

g ：重力加速度

R ：地球半徑
f ：柯氏力係數

Fxs , Fys ：風剪力

 w ：水密度
Pa ：海面氣壓
Fb , Fb ：底床摩擦力

在未來年度計畫中將考慮天文潮之影響，因此以邊界條件方式代入潮汐，目
前預定直接於輻射邊界指定潮位高程，而採用各天文分潮之組合如下：

  t    Aj cos  j t   j 

(10)

j

其中，  j ：分潮頻率； A j ：分潮振幅；  j ：分潮相位。
而壓力值則透過下式指定：

  

1

w g

 P  Pn 

(11)

此處，環境大氣壓力 Pn  1013 mb 。
透過上述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等氣象力加入 COMCOT 模式，可使 COMCOT
海嘯模式提具有計算颱風暴潮傳遞之能力，並透過本研究團隊長時期對於數值模
式發展之可靠經驗，將可建構符合氣象局所需之風暴潮作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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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模式校驗
於第一年度計畫中已完成球座標及卡氏座標之校驗，在此僅列出球座標系統
下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校驗成果及分析，其結果合乎我們預期，表示模式於控
制方程式中代入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之高準確度，以利後續模式之發展，確保
模式準確性。
球座標風剪力項驗證
在球座標系統中，我們採用線性淺水波方程式並僅考慮風剪力項，由此所得
之各項控制方程式為：



1  P 


 cos   Q   0

t R cos    


(12)

Fs
P
gH 

 fQ 
t R cos  
w

(13)

Fs
Q gH 

 fP  
t
R 
w

(14)

由於此二維系統無解析解，因此本案例單純觀察其結果是否合乎預期。校驗
之項目主要在於水面擾動初期在尚未受到邊界條件之影響下，是否會出現合乎風
場設定之擾動，以及模擬後期，水位在受到邊界影響下，是否會出現水體堆積與
削減之情況。
今假設在一球座標系統下，地形為一均勻水深 100 公尺，計算域為東經 120
度至東經 130 度，北緯 20 度至北緯 26 度，四周為全反射邊界條件，並給予模擬
域一固定風速 20 公尺/秒之西風吹拂，並於計算中考慮柯氏力之影響。
本章節所進行之風剪力驗證中，風剪力在考慮穩態與線性波之條件下，假設
柯氏力與底床摩擦力可以忽略，並只考慮 x 方向受風剪力之影響，則 x 方向動量
方程式可簡化為：

 w gH


 Fs
x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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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Smith and Banke（1975）之風剪力之二次式公式：

F s  aCD Vw Vw

(16)

可求解風剪力作用下，自由液面之穩態解析解：

aCD Vw Vw  w gH




(17)

本數值模式在導入上述參數後，利用控制方程式中之線性連續方程式（式
12）和動量方程式（式 13、式 14）
，求解水面受風剪力之影響開始擾動之情況。
水面受風剪力之影響開始擾動，圖 6.1 為數值模擬結果及與解析解比對。由圖 6.1
系列可以觀察到，數值預測之水位面持續上下擾動，最終收斂於解析解附近。持
續擾動為數值模擬之正常情況，此代表水面受風剪力作用後，無法達到穩態，而
是呈現類穩態（quasi-steady state）之情況。而類穩態之情形收斂至穩態假設下
之解析解，則代表模擬結果準確無誤。於模擬過程中考慮柯氏力之影響，柯氏力
隨緯度增加而遞增，因為計算域水面呈現南北向不對稱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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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a)：固定風向且風速 20 公尺/秒之風剪力作用下，水面變化情形。色階表
自由液面變化，單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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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b)：固定風向且風速 20 公尺/秒之風剪力作用下，水面變化情形。色階表
自由液面變化，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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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c)：固定風向且風速 20 公尺/秒之風剪力作用下，水面變化情形。色階表
自由液面變化，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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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 6.1(d)：固定風向且風速 20 公尺/秒之風剪力作用下，水面變化情形。色階表
自由液面變化，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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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e)：固定風向且風速 20 公尺/秒之風剪力作用下，水面變化情形。色階表
自由液面變化，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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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f)：固定風向且風速 20 公尺/秒之風剪力作用下，水面變化情形。色階表
自由液面變化，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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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座標壓力梯度項驗證
而線性球座標方程式中，僅導入壓力梯度項，其控制方程式為：



1  P 


 cos   Q   0

t R cos    


(18)

Pa
P
gH 
h

 fQ  
t R cos  
 w R cos 

(19)

Q gH 
h Pa

 fP  
t
R 
 w R 

(20)

本數值模式假設一均勻地形，水深均為 100 公尺，計算域為東經 120 度至東
經 130 度，北緯 20 度至北緯 26 度，四周為全反射邊界條件，並於計算中考慮柯
氏力之影響。給定一壓力函數，利用控制方程式中之線性連續方程式（式 18）
和動量方程式（式 19、式 20）
，求解水面受大氣壓力變化之影響開始擾動之情況，
並和解析解進行比對，其答案合乎模擬結果，而自由液面變化最大值是在中心位
置處，其抬升高度約為 2 公尺。
給訂之壓力函數，其網格點間之壓力差為一餘弦函數：

Pa  20000  cos

2
L

(21)

自由液面受大氣壓力變化之影響，所抬升之水位變化之解析解為

 

P
g

(22)

圖 6.2 為模式模擬結果，以及與解析解之剖面線比對。由圖 6.2 系列可以觀
察到，水位面受到餘弦函數之壓力梯度影響而開始擾動，受穩定壓力場影響之水
面，亦會呈現正弦函數分布之型態，此結果與理想值接近。由於無摩擦項予以消
能，水位面會持續擾動，達到類穩態之情形，而答案則在解析解周圍穩定晃動，
表示答案正確無誤。於模擬過程中考慮柯氏力之影響，柯氏力隨緯度增加而遞增，
因為計算域水面呈現南北向不對稱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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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a)：於計算域中給定餘弦函數之壓力，在壓力梯度作用下，水面變化情形。
色階表自由液面高程，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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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b)：於計算域中給定餘弦函數之壓力，在壓力梯度作用下，水面變化情形。
色階表自由液面高程，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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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c)：於計算域中給定餘弦函數之壓力，在壓力梯度作用下，水面變化情形。
色階表自由液面高程，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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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d)：於計算域中給定餘弦函數之壓力，在壓力梯度作用下，水面變化情形。
色階表自由液面高程，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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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參數化大氣模式
氣象因子乃是產生暴潮的主要外力，主要包含風剪力與颱風中心與外圍的
氣壓差所造成壓力梯度。在深水海域中，由氣壓所引起的暴潮分量大致符合靜水
壓公式，即氣壓降低一百帕，則水位上升約一公分。在淺水區域，風剪力對暴潮
的影響逐漸明顯，且其作用的物理機制複雜。
目前由模式所計算的風剪力所產生的暴潮偏差分量的大小與風剪力的計算，
可採用 Smith and Banke（1975）所建議之公式，為
F s  aCd Vw Vw

(23)

其中， Vw 為平面上 10 公尺處風速、  a 為空氣密度、 Cd 為剪力係數（drag
coefficient）
，Cd 的值將隨不同 Vw 值而改變（Large and Pond, 1981, Powell, 2003），
如下：

2.16


0.49  0.065 Vw

103 Cd  1.14

0.62  1.56

Vw

2.18


Vw  26ms 1
10ms 1  Vw  26ms 1
3ms 1  Vw  10ms 1

(24)

1ms 1  Vw  3ms 1
Vw  1ms 1

然而， CD 值的決定直接影響到風剪力的計算，進而對於由風剪力項所引起
的暴潮偏差產生影響，因此找出適用臺灣區域之 CD 值為本研究另一重點，將置
於下一年度之重點研究項目，在本年度計畫暴潮模式中仍然以(式 24)之 CD 值為
參考標準。
根據 Holland（1980）所提出的理想風場之壓力模式為:

 R

Pa  Pc  ( Pn  Pc ) exp  ( max ) B 
r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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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c 為風暴中心之大氣壓力、 Rmax 為最大暴風半徑、 B 為峰值參數
（peakness parameter）和 Pn 為環境大氣壓力（ambient pressure）。
由 Phadke 等人（2003）定義之理想風場之風速如下，
B
  Rmax  B  r 2 f 2 rf
B( Pn  Pc )  Rmax 
Vw 


 exp   
 
a
4
2
 r 
  r  

(26)

式中 Vw 為風速、 Pc 為風暴中心之大氣壓力、 Rmax 為最大暴風半徑、 B 為峰
值參數（peakness parameter）和 Pn 為環境大氣壓力（ambient pressure）。
其中 f 為柯氏力、  a 為空氣密度、 Rmax 為最大暴風半徑、 r 為距暴風中心半
徑， B 為峰值參數和 Pn 為環境大氣壓力。

Harper and Holland (1999) 建議峰值參數 B 值的經驗關係如下
B  2

Pc  900
160

(27)

由 Jelesnianski 等人 (1966)所定義之理想風場為：
Vw  2 

Vmax  Rmax  r
Rmax 2  r 2

(28)

其中 Vmax 為最近中心最大風速、Rmax 為最大暴風半徑、r 為距暴風中心半徑。

臺灣本島地勢起伏差異大，其颱風結構往往易受高山地形影響，風場和壓力
場隨之改變，大部分目前使用之參數化公式僅適用於大西洋或東太平洋之颶風，
於臺灣區域之適用性仍有待評估，因此參考氣象局所發展之參數化公式，冀望找
出適用於臺灣近海區域之參數化公式。
由氣象局所提供之大氣壓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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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Pc  ( Pn  Pc ) exp[(

Rw B
) ]
r

(29)

式中 Pc 為風暴中心之大氣壓力、Rw 為適用暴風半徑、B 為峰值參數(peakness
parameter)和 Pn 為環境大氣壓力(ambient pressure）。
建議峰值參數 B 值的經驗關係如下：
B

V
1
( max )2
Pn  Pc 5.375

(30)

適用暴風半徑 Rw 則依據颱風中心壓力而有相對應值，如下：

42.6  0.86  ( Pc  990),990  Pc
51.0  0.84  ( P  980),980  P  990
c
c

58.4  0.74  ( Pc  970),970  Pc  980

Rw  63.0  0.46  ( Pc  960),960  Pc  970
70.0  0.234  ( P  930),930  P  960
c
c

80.0  0.167  ( Pc  870),870  Pc  930

80.0, Pc  870

(31)

適用暴風半徑 Rw 單位為公里， Pc 單位為毫巴。

由氣象局所定義之理想風場為：
Vw  2 Vmax 

Rw  r
Rw2  r 2

(32)

其中 Vmax 為最近中心最大風速、 Rw 為適用暴風半徑、 r 為距暴風中心半徑。

參數化風場之風場向量為對稱風場型式，公式如下：
Vwx  Vw  cos(  90 )

(33)

Vw y  Vw  sin(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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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x 和 V y 為網格點 x 方向和 y 方向分量， 為網格點與颱風中心之交角。
氣象局所提供資訊為七級風半徑和近中心最大風速，需經轉換成為最大暴風
半徑 (Radius of Maximum Wind)，公式如下：
1

Rmax  R7  (

V7 2
)
Vmax

(34)

其中， Rmax 為最大暴風半徑、Vmax 為近中心最大風速、 R7 為七級風半徑、V7
為七級風風速。
本研究所開發之暴潮預報模式中，可選用不同之參數化大氣模式進行模擬，
參數化模式皆有其特色及優點，若僅有單一參數化模式將對風暴潮模式發展有所
侷限；目前模式中可供使用 Holland 之大氣壓力模式，和參數化風場模式 Phadke
Model 配合使用，以及依照氣象局建議並修改之參數化公式。

表 6.1 目前暴潮模式中使用之參數化大氣模式之列表
參數化壓力場

參數化風場

Holland Model

Phadke Model

 R

Pa  Pc  ( Pn  Pc ) exp  ( max ) B 
r


B  2

Pc  900
160

B
  Rmax  B  r 2 f 2 rf
B( Pn  Pc )  Rmax 
Vw 


 exp   
 
a
4
2
 r 
  r  

CWB Model
Pa  Pc  ( Pn  Pc ) exp[(
B

Rw B
) ]
r

CWB Model
Vw  2 Vmax 

V
1
( max )2
Pn  Pc 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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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  r
Rw2  r 2

6-3-4 大氣模式與波浪模式耦合

球座標系統下，考慮氣象力 (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以及波浪之影響將其代
入淺水波方程式中，我們可以得到統御方程式 (Mastenbroek et al., 1993)：



1  P 


 cos   Q   0

t R cos    

(35)
P
1
  P 2  1   PQ 
gH 

 fQ
 


t R cos    H  R   H  R cos  
Pa 1  s
H
1 S 1 S 

  F  Fb 


 R cos    
R cos   R  

Q
1
  PQ  1   Q 2  gH 

 fP 




t R cos    H  R   H  R 
H Pa 1  s
1 S 1 S 

  F  Fb 


 R   
R cos   R  

其中，
t ：時間
 , ：空間座標 (球座標)
P, Q ：體積通量
H ：總水深

 ：自由液面高程
h ：靜水深

g ：重力加速度
R ：地球半徑
f ：柯氏力係數

Fxs , Fys ：風剪力

 w ：水密度
Pa ：海面氣壓
Fb , Fb ：底床摩擦力
S , S , S , S ：雷諾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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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Wave Model (WAM)於大洋中考慮能量守恆、波浪傳遞和能量消散，可由時
間和空間之波浪頻譜 (wave spectrum)獲得，其方程式為 (Komen et al., 1994)：
F



 (cos  )1
( cos  F )   F 
F S
t




(38)

其中，
t ：時間
 , ：空間座標 (球座標)
F ：二維波浪頻譜 (two dimensional wave spectrum)
S ：源函數

 ：波向 (wave direction)
底床摩擦 (bottom friction)、波浪淺化 (wave shoaling)和折射 (refraction)等
效應皆包含於源函數 S 中。
Waves Nearshore (SWAN)則考慮近岸之波浪效應，其控制因子中蘊含風、海
流 (current)和地形等影響，由 Hasselmann et al. (1973)以卡氏座標下之統御方程
式描述：
N 



S
 cx N  c y N 
c N 
c N 
t x
y




(39)

其中，
t ：時間
x, y ：空間座標 (卡氏座標)
N ：波浪作用頻譜 (wave action spectrum)
 ：波向 (wave direction)
S ：源函數
 ：固有頻率 (intrinsic frequency)

cx , c y ：波浪傳遞速度
c ：波浪頻率位移係數
c ：波浪折射係數

SWAN 模式中，第二項和第三項為傳導項，考慮波浪於空間上之變化，第四
項則考慮深度不同和波浪傳遞時其頻率變化所造成之位移，第五項則考慮折射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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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暴潮預報模式內，已內建參數化颱風大氣壓力模式和參數化風場模式，
於執行上已無問題，未來更可結合氣象局即將使用或目前已使用之大氣模式和波
浪模式，將之代入暴潮預報模式。
為利於未來不同模式之耦合，目前已完成資料讀取以及整合部分，因目前氣
象局大氣模式或波浪模式所使用之投影座標並非直角投影座標，代入模式中必須
將網格分割並進行內插。
TWRF 模式目前為氣象局所使用之大氣模式之一，其投影系統為藍伯特投影
(Lambert)，模式之預報作業每日執行四次，分別為每日之 00 UTC、06UTC、12 UTC
和 18UTC，第一層巢狀網格之模式初始場來自美國 NCEP GFS 的全球預報系統，
而第二層和第三層巢狀網格之模式初始場由第一層巢狀網格內插。TWRF 模式所
產生之大氣壓力場和大氣風場可代入式 36 和式 37 之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作
用風暴潮模式之驅動力。
WaveWatch III 為目前氣象局所使用之波浪及湧浪預報模式之一，其產品包含
示性波高、平均週期、平均波向、湧浪波高等波浪資訊，其計算範圍為東經 99
度至 155 度，北緯 1 度至 41 度，空間解析度則以不同風場為考量，分為二分之
一弧分和四分之一弧分，預報時間為每日之 00 UTC、06 UTC、12 UTC 和 18 UTC，
每次預報未來 72 小時。WaveWatch III 模式所產生之波向和對應之頻譜資料，於
大洋區域和臺灣沿海近岸求取其對應之雷諾應力，未來將直接代入式 36 和式 37
等動量方程式中，使暴潮模式中包含波浪效應。
圖 6.3 為氣象局大氣模式 TWRF 計算域範圍，黑色實線區域表示不同解析度
之巢狀網格。
表 6.2 TWRF 模式資訊介紹，包含投影座標系統、網格解析度以及各巢狀網
格總網格數。
圖 6.4 為氣象局波浪模式 WaveWatch III 計算域範圍。
圖 6.5 系列為 TWRF 模式壓力場原始資料和內插後之 TWRF 網格資料，顏色
表示大氣壓力值，單位毫巴，時間為 2011 年 8 月 27 日 00 時至 2011 年 8 月 29
日 00 時，共 48 小時。左欄為 TWRF 模式壓力場原始資料，右欄為內插後之 TWRF
網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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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系列為 TWRF 模式風場場原始資料和內插後之 TWRF 網格資料，顏色
表示絕對風速值，向量表示風場方向，單位：公尺/秒，時間為 2011 年 8 月 27
日 00 時至 2011 年 8 月 29 日 00 時，共 48 小時。左欄為 TWRF 模式風場原始資
料，右欄為內插後之 TWRF 網格資料。
圖 6.7 系列 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左圖為大氣壓力場，顏色表示
高程，單位：公尺，等高線表示大氣壓力，單位毫巴；右圖為大氣風場，顏色表
示絕對風速值，單位：公尺/秒，箭頭表示風場向量。
2011 年 8 月 27 日 00 時，颱風於菲律賓海面形成初期，中心氣壓值偏高，
於周圍風速較弱；當颱風強度逐漸增高，中心氣壓值開始下降，風速提高，此過
程颱風於菲律賓島東側且逐漸行進至台灣島南側。
圖 6.8 系列為暴潮模式代入 TWRF 模式資料之暴潮偏差值，不考慮波浪效應，
顏色表示暴潮偏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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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TWRF 模式範圍 (CWB)
表 6.2 TWRF 模式資訊 (CWB)
Domain 1
Domain 2
巢狀網格設定
投影法

Domain 3

Lambert

網格解析度(km)

45 km

15 km

5 km

X 方向格點數

221

181

151

Y 方向格點數

127

193

181

中心經度

118.59

122.27

121.07

中心緯度

27.07

22.87

24.28

圖 6.4 WaveWatch III 模式範圍 (C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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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a)：左圖為 Lambert 座標下之 TWRF 壓力場，右圖為內插後之 TWRF 壓力
場，顏色表示大氣壓力值，單位毫巴。
40

圖 6.5 (b)：左圖為 Lambert 座標下之 TWRF 壓力場，右圖為內插後之 TWRF 壓力
場，顏色表示大氣壓力值，單位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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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a)：左圖為 Lambert 座標下之 TWRF 風場，右圖為內插後之 TWRF 風場，
顏色表示絕對風速值，單位：公尺/秒，箭頭表示風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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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b)：左圖為 Lambert 座標下之 TWRF 風場，右圖為內插後之 TWRF 風場，
顏色表示絕對風速值，單位：公尺/秒，箭頭表示風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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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a) 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左圖為大氣壓力場，顏色表示高程，
單位：公尺，等高線表示大氣壓力，單位毫巴；右圖為大氣風場，顏色表示絕對
風速值，單位：公尺/秒，箭頭表示風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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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b) 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左圖為大氣壓力場，顏色表示高程，
單位：公尺，等高線表示大氣壓力，單位毫巴；右圖為大氣風場，顏色表示絕對
風速值，單位：公尺/秒，箭頭表示風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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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c) 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左圖為大氣壓力場，顏色表示高程，
單位：公尺，等高線表示大氣壓力，單位毫巴；右圖為大氣風場，顏色表示絕對
風速值，單位：公尺/秒，箭頭表示風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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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d) 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左圖為大氣壓力場，顏色表示高程，
單位：公尺，等高線表示大氣壓力，單位毫巴；右圖為大氣風場，顏色表示絕對
風速值，單位：公尺/秒，箭頭表示風場向量。

47

圖 6.7 (e) 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左圖為大氣壓力場，顏色表示高程，
單位：公尺，等高線表示大氣壓力，單位毫巴；右圖為大氣風場，顏色表示絕對
風速值，單位：公尺/秒，箭頭表示風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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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f) 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左圖為大氣壓力場，顏色表示高程，
單位：公尺，等高線表示大氣壓力，單位毫巴；右圖為大氣風場，顏色表示絕對
風速值，單位：公尺/秒，箭頭表示風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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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g) 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左圖為大氣壓力場，顏色表示高程，
單位：公尺，等高線表示大氣壓力，單位毫巴；右圖為大氣風場，顏色表示絕對
風速值，單位：公尺/秒，箭頭表示風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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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h) 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左圖為大氣壓力場，顏色表示高程，
單位：公尺，等高線表示大氣壓力，單位毫巴；右圖為大氣風場，顏色表示絕對
風速值，單位：公尺/秒，箭頭表示風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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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a)：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所模擬之暴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
偏差值，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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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b)：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所模擬之暴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
偏差值，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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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c)：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所模擬之暴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
偏差值，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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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d)：TWRF 代入 COMCOT 暴潮模式中，所模擬之暴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
偏差值，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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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地形與網格設定
本研究計畫為涵蓋颱風完整生命週期，因此選用較大範圍之計算域。本年度
計畫中之模式模擬區域繪於圖 6.3 中，介於東經 100 度到東經 140 度及北緯 5
度到北緯 40 度。在此模擬區域中，台灣東部地帶為太平洋海域，水深較深，平
均深度約為 5000 公尺，西部介於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台灣海峽為近岸地區，
水深較淺，平均水深約在 80 公尺左右。地形資料取自 ETOPO1，網格間距為十弧
分。

圖 6.9：模式計算之區域範圍，顏色表示地形高程，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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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數值波高計設置
為研究台灣近岸海域暴潮偏差歷時記錄，因此根據氣象局之實際潮位站之設
置，於本研究所開發之暴潮預報模式中分別設置三十四處數值波高計
（Numerical Wave Gauge, NWG），可輸出暴潮預報模式中所模擬之暴潮偏差、壓
力值和風速值等歷時資料以便校驗模式和針對各地提出海水倒灌之預警。
圖 6.10 表示數值波高計之設置圖，顏色表示地形高程，紅色三角形表示數
值波高計之位置。
表 6.3 則有三十四處數值波高計於實際潮位站中之編號、水位計名稱、代碼、
英文名稱以及經緯度座標等水位計資訊。

圖 6.10：三十四處數值波高計位置，顏色表示地形高程，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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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三十四處數值波高計資訊
編號

對應潮位測站 潮位站代碼

英文名稱

經度

緯度

1

龍洞

1226

Longdong

121.95

25.12

2

基隆

1516

Keelung

121.75

25.16

3

福龍

Fulong

121..95

25.02

4

頭城

1236

Tsucheng

121.86

24.90

5

蘇澳

1246

Suao

121.86

24.59

6

花蓮

1256

Hualien

121.61

23.96

7

石梯

1566

Shiti

121.50

23.49

8

成功

1276

Chengkung

121.37

23.08

9

台東

1586

Taitung

121.19

22.79

10

大武

1596

Dawu

120.89

22.33

11

綠島

1676

Ludao

121.46

22.66

12

蘭嶼

1396

Lanyu

121.49

22.06

13

石門

1206

Shihmen

121.51

25.28

14

淡水

1102

Danshuei

121.42

25.18

15

桃園

1116

Taoyuan

121.23

25.12

16

新竹

112

Hsinchu

120.91

24.85

17

後龍

113

Houlong

120.77

24.65

18

梧棲

1436

Wuchi

120.53

24.29

19

芳苑

Fangyuan

120.3

23.91

20

麥寮

1456

Mailiao

120.16

23.79

21

台西

1156

Taisi

120.14

23.62

22

東石

1162

Tungshi

120.14

23.44

23

將軍

1176

Jiangjun

120.08

23.21

24

安平

1471

Anping

120.18

22.98

25

永安

1786

Yongan

120.20

22.82

26

高雄

1486

Kaohsiung

120.29

22.61

27

東港

1186

Tungkang

120.44

22.46

28

嘉和

Jiahe

120.63

22.32

29

蟳廣嘴

1496

Sunguangzuei

120.71

21.99

30

南灣

1196

Nanwan

120.75

21.95

31

小琉球

1386

Siaoliouchiou

120.38

22.35

32

澎湖

1356

Penghu

119.58

23.56

33

金門

1956

Kinmen

118.43

24.41

34

馬祖

1926

Matsu

119.94

26.16

58

6-3-7 實際案例模擬
本研究於球座標系統下之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進行校驗且確認無誤，選用
2010 年南瑪都颱風案例進行個案分析，模擬過程中包涵颱風完整生命週期，涵
蓋颱風生成、登陸台灣至離開等過程均涵蓋其中，並於模式內設置三十四處數值
水位計。
南瑪都颱風（Nanmadol）於 2011 年 8 月 23 日菲律賓東方海面生成，初期
往西移動，隨後轉為偏西方向北行進，27 日其中心通過菲律賓呂宋島東北角，
轉為北北西移動。颱風中心於 29 日 4 時由臺東縣附近登陸，13 時由臺南附近出
海轉而進入臺灣海峽，緩慢向西北移動，31 日時於臺灣海峽減弱為熱帶性低氣
壓。最大七級風半徑為 180 公里，近中心最大風速高達 53（公尺/秒），颱風中
心最低氣壓為 920 毫巴，為一強烈颱風。
模式模擬時間為 2011 年 8 月 23 日 12 時至 2011 年 8 月 30 日 18 時，共計 7
天又 6 小時，代入真實颱風路徑和颱風參數，並觀察暴潮偏差是否合乎預期。求
解之統御方程式為線性球座標動量方程式 （式 5、式 6），其中包含柯氏力，但
不考慮底床摩擦力之影響。網格解析度為五弧分，時間步長為五秒，計算區域為
東經 100 度到東經 140 度及北緯 5 度到北緯 40 度（如圖 6.11 所示）。
近岸海域暴潮模式以不同之參數化模式代入，求解其暴潮偏差行為。其一，
選用參數化大氣模式則參照 Holland（1980）大氣壓力模式以及 Phadke 等人（2008）
之參數化風場模式；其二為依照氣象局提供且修改之參數化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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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南瑪都颱風參數 (CWB)
時間
(年/月/日/時)

經度
(東經)

緯度
(北緯)

中心氣壓

七級風半徑

(mb)

(km)

近中心最大風速
(公尺/秒)

2011 08 23 12

127.3

16.0

998.0

100.0

18.0

2011 08 23 18

127.3

16.2

995.0

120.0

20.0

2011 08 24 00

127.3

16.2

990.0

120.0

23.0

2011 08 24 06

127.0

16.2

990.0

120.0

23.0

2011 08 24 12

126.5

16.1

980.0

150.0

28.0

2011 08 24 18

126.2

16.0

980.0

150.0

28.0

2011 08 25 00

125.6

16.1

970.0

150.0

33.0

2011 08 25 06

125.2

16.3

965.0

150.0

35.0

2011 08 25 12

124.5

16.5

955.0

180.0

40.0

2011 08 25 18

124.0

16.5

940.0

180.0

45.0

2011 08 26 00

123.9

16.7

930.0

180.0

48.0

2011 08 26 06

123.6

17.2

925.0

180.0

51.0

2011 08 26 12

123.3

17.5

920.0

180.0

53.0

2011 08 26 18

122.8

17.9

920.0

180.0

53.0

2011 08 27 00

122.4

18.1

920.0

180.0

53.0

2011 08 27 06

122.2

18.6

935.0

180.0

48.0

2011 08 27 12

121.8

19.1

940.0

180.0

45.0

2011 08 27 18

121.5

19.5

945.0

180.0

43.0

2011 08 28 00

121.5

20.4

945.0

180.0

43.0

2011 08 28 06

121.4

21.1

955.0

180.0

40.0

2011 08 28 12

121.0

21.5

960.0

180.0

38.0

2011 08 28 18

121.0

22.0

965.0

180.0

35.0

2011 08 29 00

120.5

22.8

975.0

180.0

30.0

2011 08 29 06

120.0

23.3

980.0

180.0

28.0

2011 08 29 12

119.7

23.6

985.0

150.0

25.0

2011 08 29 18

119.3

23.8

990.0

150.0

23.0

2011 08 30 00

119.0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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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2011 南瑪都颱風路線圖 (CWB)

圖 6.12 2011 南瑪都颱風影響範圍 (C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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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1 參數化風場 (Holland & Phadke Model)代入

根據 Holland (1980)之理想風場之大氣壓力模式為:

 R

Pa  Pc  ( Pn  Pc ) exp  ( max ) B 
r


B  2

(40)

Pc  900
160

(41)

其中， Pc 為風暴中心之大氣壓力、 Rmax 為七級風半徑、 B 為峰值參數、 Pa 為
在距離暴風中心半徑 r 時的大氣壓力和 Pn 為環境大氣壓力。
而由 Phadke (2003)等人定義之參數化風場如：

Vw 

B
  Rmax  B  r 2 f 2 rf
B( Pn  Pc )  Rmax 


 exp   
 
a
4
2
 r 
  r  

f  2 sin 2

(42)

(43)

其中， f 為柯氏力，  a 為空氣密度，  為地球自轉角速率，為 7.2722 10

5

（rad/s）。
由於風速變化之差異，本研究之風阻力係數 Cd（drag coefficient）採用 Large
and Pond 提出的模式（式 44），在不同的風速下有其相對應之 C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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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  0.065 Vw

103 Cd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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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之系列表示颱風由菲律賓海域至台灣海峽期間，台灣附近鄰近海域
之暴潮偏差，黑色實線圓表示颱風中心位置。圖 6.13(a)和圖 6.13(b)菲律賓受南
瑪都颱風影響，模擬結果顯示於菲律賓島嶼東側迎風面有較大之暴潮偏差值。圖
6.7(c)顯示當颱風逐漸往台灣移動時，由於台灣海峽水深較淺受風剪力影響較劇，
水面開始擾動，台灣海峽及其兩側暴潮偏差較高；圖 6.13(d)，當颱風逐漸離開
台灣以西北方向轉往中國大陸時，台灣海峽內風速減弱且逐漸為中心無風帶，因
此台灣海峽及其兩側海水向外傳輸，因此有負值之暴潮偏差量，福建省和廣東省
一帶則受影響，於其近岸有較高暴潮偏差。
圖 6.14 之系列左欄表示受颱風影響之大氣壓力場，顏色表示地形高程，單
位：公尺；右欄則為參數化風場，顏色表示風速值，單位為公尺/秒，向量表示
風場方向。圖 6.14(a)，當颱風於菲律賓海面形成初期，中心氣壓值偏高，於周
圍風速較弱；圖 6.14(b)，當颱風強度逐漸增高，中心氣壓值開始下降，風速提
高，此過程颱風於菲律賓島東側且逐漸行進至台灣島南側，與暴潮偏差模擬結果
相同，和預期結果吻合，可見於圖 6.14(c)至圖 6.14(f)。登陸台灣時受地形影響，
颱風開始減弱，中心氣壓值和風速開始下降，且其風場方向於台灣海峽內為西南
方向，受其影響水體應往西南方向移動，其推估結果也與暴潮偏差模擬結果相同，
可由圖 6.14(g)觀察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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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a)：暴潮偏差值，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
風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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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b)：暴潮偏差值，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
風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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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c)：暴潮偏差值，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
風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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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d)：暴潮偏差值，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
風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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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a)：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
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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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b) 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為
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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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c) 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為
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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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d) 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為
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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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e) 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為
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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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f) 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為
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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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g) 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為
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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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h) 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為
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75

6-3-7-2 參數化風場 (Current Model)代入
颱風於臺灣附近受山脈影響，其風場和壓力場會隨地形改變，目前使用之大
部分參數化公式僅適用於大西洋或東太平洋之颶風，於臺灣區域之適用性仍有待
評估，因此參考氣象局所發展之參數化公式，試找出適用於臺灣近海區域之颱風
風場及壓力場參數化公式，在本研究中稱為 Current Model。
由氣象局所提供之大氣壓力公式：

Pa  Pc  ( Pn  Pc ) exp[(

Rw B
) ]
r

(45)

式中 Pc 為風暴中心之大氣壓力、Rw 為適用暴風半徑、B 為峰值參數(peakness
parameter)和 Pn 為環境大氣壓力(ambient pressure）。
建議峰值參數 B 值的經驗關係如下：
B

V
1
( max )2
Pn  Pc 5.375

(46)

適用暴風半徑 Rw ，依據不同颱風中心壓力而有不同之定義，如下：

42.6  0.86  ( Pc  990),990  Pc
51.0  0.84  ( P  980),980  P  990
c
c

58.4  0.74  ( Pc  970),970  Pc  980

Rw  63.0  0.46  ( Pc  960),960  Pc  970
70.0  0.234  ( P  930),930  P  960
c
c

80.0  0.167  ( Pc  870),870  Pc  930

80.0, Pc  870

適用暴風半徑 Rw 單位為公里，颱風中心大氣壓力 Pc 單位為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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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由氣象局所定義之理想風場為：
Vw  2 Vmax 

Rw  r
Rw2  r 2

(48)

其中 Vmax 為最近中心最大風速、 Rw 為適用暴風半徑、 r 為距暴風中心半徑。
由於風速變化之差異，本研究之風阻力係數 Cd (drag coefficient)採用 Large
and Pond 提出的模式（式 49），在不同的風速下有其相對應之 C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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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之系列表示颱風由菲律賓海域至台灣海峽期間，台灣附近鄰近海域
之暴潮偏差，黑色實線圓表示颱風中心位置。圖 6.15(a)和圖 6.15(b)菲律賓受南
瑪都颱風影響，模擬結果顯示於菲律賓島嶼東側有較大之暴潮偏差值。圖 6.15(c)
顯示當颱風逐漸往台灣移動時，由於台灣海峽水深較淺受風剪力影響較劇，水面
開始擾動，台灣海峽及其兩側暴潮偏差較高；圖 6.15(d)，當颱風逐漸離開台灣
以西北方向轉往中國大陸時，台灣海峽內風速減弱且逐漸為中心無風帶，因此台
灣海峽及其兩側海水向外傳輸，福建省和廣東省一帶則受影響，於其近岸有較高
暴潮偏差。
圖 6.16 之系列左欄表示受颱風影響之大氣壓力場，顏色表示地形高程，單
位：公尺；右欄則為參數化風場，顏色表示風速值，單位為公尺/秒，向量表示
風場方向。圖 6.16(a)，當颱風於菲律賓海面形成初期，中心氣壓值偏高，於周
圍風速較弱；圖 6.16(b)，當颱風強度逐漸增高，中心氣壓值開始下降，風速提
高，此過程颱風於菲律賓島東側且逐漸行進至台灣島南側，與暴潮偏差模擬結果
相同，和預期結果吻合，可見於圖 6.16(c)至圖 6.16(f)。登陸台灣時受地形影響，
颱風開始減弱，中心氣壓值和風速開始下降，且其風場方向於台灣海峽內為西南
方向，受其影響水體應往西南方向移動，其推估結果也與暴潮偏差模擬結果相同，
可由圖 6.16(g)觀察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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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a)：暴潮偏差值，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
風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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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b)：暴潮偏差值，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
風中心位置。

79

圖 6.15(c)：暴潮偏差值，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風
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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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d)：暴潮偏差值，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
風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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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a)：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
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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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b)：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
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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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c)：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
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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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d)：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
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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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e)：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
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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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f)：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為
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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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g)：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為
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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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h)：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右圖
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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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3 數值水位計比較

依照氣象局實際潮位站位置，於暴潮模式中設置 34 個數值水位計
(Numerical Wave Gauge, NWG)，分別為龍洞、基隆、福龍、頭城、蘇澳、花蓮、
石梯、成功、台東、大武、綠島、蘭嶼、石門、淡水、桃園、新竹、後龍、梧棲、
芳苑、麥寮、台西、東石、將軍、安平、永安、高雄、東港、嘉和、蟳廣嘴、南
灣、小琉球、澎湖、金門和馬祖等地。
比較 2011 年南瑪都颱風過程，時間 2011 年 8 月 23 日 12 時至 2011 年 8 月
30 日 18 時，使用不同之參數化公式所模擬之暴潮偏差於 34 處數值水位計之比
較。
圖 6.17 系列為不同參數化公式所模擬之暴潮偏差結果，橫軸表示日期，縱
軸表示暴潮偏差，單位為公尺，藍色線為 Holland Model 和 Phadke Model 模擬之
結果，紅色線為參考氣象局參數化公式模擬之結果。整體來說，參考氣象局參數
化公式模擬之結果，相較於使用 Holland Model 和 Phadke Model 結果更為合理。
東北部和北部數值波高計暴潮偏差歷時，隨颱風移動位置，暴潮偏差值主要
先升後降，最後在颱風生命週期結束前再上升，例如龍洞、基隆、頭城等，但其
上升輻度並不明顯；東部數值波高計，暴潮偏差值則先升後降，例如石梯、成功
和台東等；中部數值波高計，其暴潮偏差先升後降，最後在颱風生命週期結束前
再上升，但因臺灣海峽水深較淺，帶動暴潮偏差上升值較東北部和北部高；南部
數值波高計行為與東部較相似，但其暴潮偏差值較高。
圖 6.18 左上欄為實際觀測資料，右上欄為調和分析資料，下欄為模式結果和暴
潮偏差相比，橫軸：日期，縱軸：公尺。分別為馬祖、基隆、梧棲、蘇澳、成功
和蘭嶼等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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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a)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依序為龍洞、基隆和福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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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b)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依序為頭城、蘇澳和花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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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c)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依序為石梯、成功和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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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d)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依序為大武、綠島和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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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e)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依序為石門、淡水、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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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f)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依序為新竹、後龍和梧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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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g)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依序為芳苑、麥寮和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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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h)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依序為東石、將軍和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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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i)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依序為永安、高雄和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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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j)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依序為嘉和、蟳廣嘴和南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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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k)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依序為小琉球、澎湖和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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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l)：水位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公尺。
依序為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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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a) ：左上欄為實際觀測資料，右上欄為調和分析資料，下欄為模式結果
和暴潮偏差相比，橫軸：日期，縱軸：公尺。分別為馬祖和基隆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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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b) ：左上欄為實際觀測資料，右上欄為調和分析資料，下欄為模式結果
和暴潮偏差相比，橫軸：日期，縱軸：公尺。分別為梧棲和蘇澳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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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c) ：左上欄為實際觀測資料，右上欄為調和分析資料，下欄為模式結果
和暴潮偏差相比，橫軸：日期，縱軸：公尺。分別為成功和蘭嶼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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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a) ：左上欄為實際觀測資料，右上欄為調和分析資料，下欄為模式結果
和暴潮偏差相比，橫軸：日期，縱軸：公尺。南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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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4 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之影響

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為風暴潮之驅動力，在暴潮模式控制方程式中將其分
別考慮，並比較在颱風歷程中對於暴潮偏差之影響。選用 2010 年南瑪都颱風案
例進行個案分析，模擬過程中包涵颱風完整生命週期，涵蓋颱風生成、登陸台灣
至離開等過程均涵蓋其中。
模擬時間為模擬時間為 2011 年 8 月 23 日 12 時至 2011 年 8 月 30 日 18 時，
共計 7 天又 6 小時，同時代入真實颱風路徑和颱風參數，時間步長為 10 秒，網
格解析度為五弧分，參數化大氣壓力場和參數化風場則採用 CWB Model。
僅考慮壓力梯度項之動量方程式，如下：

Pa
P
gH 
h

 fQ  
t R cos  
 w R cos 

(50)

Q gH 
h Pa

 fP  
t
R 
 w R 

(51)

僅考慮風剪力項之動量方程式，如下：

Fs
P
gH 

 fQ  
t R cos  
w

(52)

Fs
Q gH 

 fP 
t
R 
w

(53)

其中，
t ：時間
 , ：空間座標 (球座標)
P, Q ：體積通量
H ：總水深

 ：暴潮偏差
h ：靜水深

g ：重力加速度
R ：地球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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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柯氏力係數

 w ：水密度
Pa ：大氣壓力
圖 6.19 系列左欄表示僅代入壓力梯度項之暴潮偏差，右欄表示僅代入風剪
力項之暴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偏差值，黑色實圈為颱風中心。颱風中心之低氣
壓相較環境大氣壓力較低，因此水面受壓力影響往颱風中心抬升，最高約為一公
尺之暴潮偏差；隨颱風生命週期末期，中心之低氣壓漸漸趨近於環境大氣壓力，
因此水面之抬昇量漸降。風剪力項主要由風速值和阻力係數 (Drag Coefficient)所
控制，且在水深較淺處影響較劇，因此如菲律賓和馬尼拉群島易受其影響，臺灣
區域則以臺灣海峽及其兩側影響較深。
圖 6.20 系列為分別僅考慮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所模擬之暴潮偏差結果，
橫軸表示時間，縱軸表示暴潮偏差，單位為公尺。壓力梯度視颱風中心和測站間
相對位置，對於數值水位計造成之暴潮偏差大部分為正值；風剪力項所對應之暴
潮偏差變化大於壓力梯度項，在水深較淺處影響較劇，絕對風速值和阻力係數也
需進行校驗，因此相較於壓力梯度項，風剪力項於臺灣區域之影響，特別是北部、
中部和南部近臺灣海峽處比例較大，也需更為深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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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a)：左欄為僅代入壓力梯度項之暴潮偏差，右欄為僅代入風剪力項之暴
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偏差值，黑色實圈表示颱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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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b)： 左欄為僅代入壓力梯度項之暴潮偏差，右欄為僅代入風剪力項之暴
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偏差值，黑色實圈表示颱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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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c)： 左欄為僅代入壓力梯度項之暴潮偏差，右欄為僅代入風剪力項之暴
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偏差值，黑色實圈表示颱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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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d)： 左欄為僅代入壓力梯度項之暴潮偏差，右欄為僅代入風剪力項之暴
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偏差值，黑色實圈表示颱風中心。

112

圖 6.19 (e)： 左欄為僅代入壓力梯度項之暴潮偏差，右欄為僅代入風剪力項之暴
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偏差值，黑色實圈表示颱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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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f)： 左欄為僅代入壓力梯度項之暴潮偏差，右欄為僅代入風剪力項之暴
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偏差值，黑色實圈表示颱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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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g)： 左欄為僅代入壓力梯度項之暴潮偏差，右欄為僅代入風剪力項之暴
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偏差值，黑色實圈表示颱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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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h)： 左欄為僅代入壓力梯度項之暴潮偏差，右欄為僅代入風剪力項之暴
潮偏差，顏色表示暴潮偏差值，黑色實圈表示颱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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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 (a)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影響。依序為龍洞、基隆和福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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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b)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影響。依序為頭城、蘇澳和花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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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c)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影響。依序為石梯、成功和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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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d)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影響。依序為大武、綠島和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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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e)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影響。依序為石門、淡水、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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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f)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影響。依序為新竹、後龍和梧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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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g)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影響。依序為芳苑、麥寮和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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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h)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影響。依序為東石、將軍和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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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i)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影響。依序為永安、高雄和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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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j)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依序為嘉和、蟳廣嘴和南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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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k) ：數值波高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
公尺，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依序為小琉球、澎湖和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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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l)：水位計之暴潮偏差歷時，橫軸為日期，縱軸為暴潮偏差，單位：公尺，
藍線和紅線表示壓力梯度項和風剪力項影響。依序為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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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巢狀網格之開啟
本研究於單一網格解析度確認其參數化大氣壓力場和參數化風場輸入無誤，
且模式中暴潮偏差值合乎預期後，再開啟於 COMCOT 海嘯模式已開展成熟之巢
狀網格。
以 2012 年杰拉華颱風為測試案例，真實時間為 2012 年 9 月 28 日 20 時至
2012 年 9 月 3 日 20 時，共 48 小時，杰拉華颱風為中度颱風，颱風參數採用颱
風警報單，其中心氣壓值為 930 毫巴，近中心最大風速為 48 公尺/秒，由石桓
島往東太平洋前進，其七級風半徑維持 220 公里，模擬過程所使用之參數化風
場為 Phadke Model，參數化歷力場則為 Holland Model。
在計算域中開啟二層巢狀網格 (圖 6.21)，第一層為東經 100 度至 140 度，
北緯 5 度至 40 度，網格解析度為十弧分，此範圍涵蓋西太平洋、南中國海北端
和日本海等；第二層為東經 115 度至 128 度，北緯 18 度至 30 度，網格解析度為
二弧分，主要針對台灣海峽兩側及台灣東部，能夠以較高解析度描述颱風暴潮偏
差。
表 6.5 為巢狀網格設置，第一層為東經 100 度至 140 度，北緯 5 度至 40 度，
網格解析度為十弧分；第二層為東經 115 度至 128 度，北緯 18 度至 30 度，網格
解析度為二弧分。
圖 6.22 系列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
等高線表示等壓線，單位毫巴；右圖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
尺/秒。警報單資訊其颱風中心低氣壓固定為 930 毫巴，且近中心最大風速為 48
公尺/秒，因此等高線和颱風架構維持不變，並且以東北方向往東太平洋移動。
圖 6.23 系列為杰拉華颱風 48 小時內，巢狀網格第一層區域之暴潮偏差值，
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風中心位置。受風剪力影響，
臺灣海峽及其兩側暴潮偏差較大，反觀菲律賓並非位於颱風風場影響範圍內，因
此並無明顯暴潮偏差。
圖 6.24 系列為杰拉華颱風 48 小時內，巢狀網格第二層區域之暴潮偏差值，
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風中心位置。
巢狀網格功能目前已能於暴潮模式啟動，邊界條件仍需進行調整及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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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巢狀網格之區域範圍，顏色表示地形高程，單位：公尺。
表 6.5：巢狀網格設置
計算域

經度 (東經)

緯度 (北緯)

解析度

地形資料

DOMAIN 1

100 度至 140 度 5 度至 40 度

十弧分

ETOPO 1

DOMAIN 2

115 度至 128 度 18 度至 30 度

二弧分

ETOP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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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a)：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等高
線表示等壓線，單位毫巴；右圖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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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b)：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等高
線表示等壓線，單位毫巴；右圖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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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c)：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等高
線表示等壓線，單位毫巴；右圖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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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d)：左圖為參數化大氣壓力場，顏色代表地形高程，單位：公尺，等高
線表示等壓線，單位毫巴；右圖為參數化風場，顏色代表風速值，單位：公尺/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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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a)：暴潮偏差值，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
風中心位置。

135

圖 6.23(b)：暴潮偏差值，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線圓表示颱
風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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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4： 巢狀網格子層暴潮偏差值，顏色代表暴潮偏差，單位：公尺。黑色實
線圓表示颱風中心位置。

137

6-4 高解析度地形建置
建置高解析度國土地形資料，範圍包含全臺灣沿海地帶，單一網格最高解析
度為 40 公尺，地形網格由國立中央大學和國家地震研究中心之應科方案「海嘯
預警及災損資料庫建置計畫」，所共同協助建置。
表 6.6 為海嘯預警及災損資料庫建置計畫中，所收集之數值地形資料，資料
來源分別為有美國國家地球物理資料中心、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中央大學地
球科學系、中央大學太空與遙測中心和內政部地政司，解析度從二弧分至 5 公尺
不等。
目前建置於暴潮模式中之高解析度沿海地形資料，為臺南、高雄和屏東等地，
包含臺南安平、高雄茄萣、楠梓、旗津和小港和屏東墾丁、鵝鑾鼻沿海一帶，其
餘區域之形資料將陸續建置並於暴潮預報模式中進行測試。
圖 6.25 臺南安平和高雄茄萣沿海一帶地形圖，顏色表示高程，單位：公尺。
圖 6.26 高雄楠梓、旗津和小港沿海一帶地形圖，顏色表示高程，單位：公尺。
圖 6.27 屏東墾丁、鵝鑾鼻沿海一帶地形圖，顏色表示高程，單位：公尺。
表 6.6 海嘯預警及災損資料庫建置計畫收集之數值地形資料
資料

資料來源

座標系統

解析度

範圍

ETOPO2

美國國家地球物理資料中
心

WGS84

2 弧分

105E~160E

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TWD 97

海科海洋

-5~40N
0.005 度

117E~125E
18N~27N

海科沿海水深

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TWD 97

N.A.

近岸處海洋

中大海域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TWD 67

0.001 度

119E~123E;
21N~26N

中大陸地

中央大學太空與遙測中心

TWD67

40 公尺

台灣本島陸地

內政部 5m

內政部地政司

TWD 97

5 公尺

陸地高程約 15 公尺
以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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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臺南安平和高雄茄萣沿海一帶地形圖，顏色表示高程，單位：公尺。

圖 6.26：高雄楠梓、旗津和小港沿海一帶地形圖，顏色表示高程，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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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屏東墾丁、鵝鑾鼻沿海一帶地形圖，顏色表示高程，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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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預報模式執行
當氣象局已有台灣附近海域之颱風資訊且預報中心提供颱風警報單時，預報
員可操作暴潮預報模式進行預報。本研究開發之模式可由颱風警報單提供之資訊，
取得中心氣壓、七級風半徑和 48 小時內颱風路徑等颱風參數，並套選所選定之
參數化大氣模式進行 48 小時之預報，且輸出二維水位計資料，即預報 36 小時之
暴潮偏差。
本模式開發至今已具備輸入颱風警報單之功能，於國立中央大學海嘯科學研
究室工作站進行測試，以 32 位元四核心電腦模擬 2011 年南瑪都颱風，模擬時間
48 小時，網格解析度 10 弧分配合時間步長 10 秒，所需花費時間為 1 小時，目
前初步估計若電腦效能提升且時脈提高，將可發揮本模式平行化之功能，預估能
有更高速之運算能力。
預報模式執行除使用參數化大氣模式外，更具備配合氣象局所開發之大氣模
式 (如 TWRF)和波浪模式 (如 WaveWatch III)耦合，因此大氣模式和波浪模式運算
及檔案輸出之時間也應一併納入暴潮模式效率之考量中，細節部分將與氣象局討
論並予以配合。

圖 6.28：暴潮模式預定執行流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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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時效測試報告
時效測試報告以發展成熟之海嘯模式和本計畫甫開發之暴潮模式，置於氣象
局指定伺服器進行測試。
海嘯模式測試案例以日本 311 海嘯為測試案例，測試三種不同解析度且配合
巢狀網格情況下，安裝於氣象局指定電腦之效能。
2011 年 3 月 11 日台北時間下午 1 點 47 分，日本外海發生芮氏規模 9.0 之大
型海底地震。該地震隨即引發海嘯，並於 10 分鐘抵達日本之福島縣，並在仙台、
岩手引起高達 10 公尺之巨浪。海嘯波往南傳遞到東京市，並在台場、池袋等人
潮眾多之購物區造成破壞。交通方面，新幹線與捷運系統皆停駛，使交通中斷。
仙台機場甚至完全被海嘯摧毀，僅機場高樓層部分殘留於海嘯洪水中。
在台灣部分，海嘯波大約於下午 5 點 32 分抵達台灣，台灣所觀測到之海嘯
波初達波僅 12 公分，而後續陸續有海嘯波抵達，高度大約在後壁湖、成功、烏
石等處有 50 公分左有的波高。由於皆未發生於潮汐之高潮時段，因此並未有災
情傳出。在太平洋部分，海嘯波分別傳遞至夏威夷、美國西岸與中美洲。由於波
高都很微弱且有足夠預警，因此並未傳出重大災情。
圖 7.1 為 311 海嘯之地震發生後，由 Smylie Model 將地殼抬昇量轉換為海嘯
初始自由液面變化，假設地震破裂過程和水體抬昇過程並無時間差，亦即地震一
發生水體即刻產生變化。
表 7.1 為不同解析度情況下 (八弧分、四弧分和二弧分)，其母層和子層網格
數及所花費之時間。
圖 7.2 系列為巢狀網格母層，日本 311 海嘯海嘯波傳遞之過程，顏色表示自
由液面變化量，單位：公尺，解析度為二弧分。海嘯波由西太平洋向東太平洋傳
遞，並進一步影響臺灣。
圖 7.3 系列為巢狀網格子層，日本 311 海嘯海嘯波傳遞之過程，顏色表示自
由液面變化量，單位：公尺，解析度為一弧分。海嘯波於日本島嶼之影響，如北
海道和仙台等地區沿海一帶，其自由液面之變化。
暴潮淹溢模式之時效測試案例，分別為颱風警報單輸入和供氣象局輸入相關
風場及氣壓場進行測試，共兩種不同輸入資料。
142

颱風警報單案例以 2012 年杰拉華颱風為測試案例，真實時間為 2012 年 9
月 28 日 20 時至 2012 年 9 月 3 日 20 時，共 48 小時，並配合氣象局指定之二維
水位格式輸出，以三種不同解析度進行模擬，其模擬結果均符合時效。
杰拉華颱風於颱風警報單中為中度颱風，警報單資訊其中心氣壓值為 930
毫巴，近中心最大風速為 48 公尺/秒，由石桓島往東太平洋前進，其七級風半
徑維持 220 km，模擬過程所使用之參數化風場為 Phadke Model，參數化歷力場
則為 Holland Model。
圖 7.4 表示杰拉華颱風路徑示意圖，由臺灣東北部外海以東北方向漸行。
其模擬參照 6-3-7 巢狀網格之開啟章節中，圖 6.15 系列及圖 6.16 系列為其
風場和氣壓場輸入以及暴潮偏差模擬結果。
表 7.2 表示不同解析度以及不同網格數下，暴潮模式於氣象局指定伺服器所
花費之時間。
供氣象局輸入相關風場及氣壓場部分，則以 TWRF 模式之風場和氣壓場代入，
期間為南瑪都颱風 (Nanmadol)影響臺灣過程，時間為 2011 年 8 月 27 日 00 時至
2011 年 8 月 29 日 00 時，共 48 小時，並配合氣象局指定之二維水位格式輸出。
其模擬參照 6-3-4 大氣模式與波浪模式耦合章節中，圖 6.6 系列及圖 6.7 系
列為其風場和氣壓場輸入以及暴潮偏差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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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11 海嘯初始自由液面變化
表 7.1：不同解析度於指定伺服器所計算之時間及網格數
Resolution

網格數

花費時間

8 min/ 4 min

母層：3,243,601 個
子層：1,794,604 個

5 分鐘

4 min/ 2 min

母層：12,974,404 個
子層：7,178,416 個

12 分鐘

2 min/ 1 min

母層：51,897,616 個
子層：28,713,664 個

29 分鐘

144

圖 7.2(a)：日本 311 海嘯其海嘯波傳遞之過程，顏色表示自由液面變化量。巢狀
網格母層，解析度為二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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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b)：日本 311 海嘯其海嘯波傳遞之過程，顏色表示自由液面變化量。巢狀
網格母層，解析度為二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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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c)：日本 311 海嘯其海嘯波傳遞之過程，顏色表示自由液面變化量。巢狀
網格母層，解析度為二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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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a)：日本 311 海嘯其海嘯波傳遞之過程，顏色表示自由液面變化量。巢狀
網格子層，解析度為一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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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b)：日本 311 海嘯其海嘯波傳遞之過程，顏色表示自由液面變化量。巢狀
網格子層，解析度為一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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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c)：日本 311 海嘯其海嘯波傳遞之過程，顏色表示自由液面變化量。巢狀
網格子層，解析度為一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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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杰拉華颱風路徑示意圖 (CWB)
表 7.2 不同解析度於指定伺服器所計算之時間及網格數
Resolution

總網格數

花費時間

10 min

27,331 (約 2.7 萬)

1 分鐘

5 min

109,324 (約 10 萬)

5 分鐘

1 min

2,733,100 (約 273 萬)

10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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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
本年度計畫目前已完成之項目如下：
1.
2.
3.
4.
5.
6.
7.

文獻收集
理想風場模式整合
風剪力導入與模組建立
風剪力模式結果與解析解驗證
大氣壓力導入與模組建立
大氣壓力模式結果與解析解驗證
颱風路徑之導入

8. 真實地形及氣象力導入，模擬與分析
9. 真實案例之模擬
10. 耦合氣象局大氣模式
11. 耦合氣象局波浪模式準備
12. 預報時效測試
13. 資料傳遞介面初步構思
在模式修改與驗證方面，本研究系統充分驗證氣象力中之風剪力及大氣壓力
對流場與水面之影響。由理想環境和狀態下之驗證結果可看出，模式對於暴潮偏
差水位估算之準確度相當高，此有利於後續更複雜之模式發展。
在真實案例模擬方面，以 2011 年南瑪都颱風案例為研究對象，代入台灣及
鄰近海域之真實地形，且模擬時間完整涵蓋颱風生命週期，並以不同之參數化壓
力場和風場公式代入，並研究其差異。
目前進度已達合約之基本要求，包含耦合氣象局目前使用或未來即將使用之
大氣模式或波浪模式，並建立資料傳遞介面，作為風暴潮模式之邊界條件和輸入
條件，並以高解析度地形資料模擬，以期精確計算淹溢。同時，配合中央氣象局
安裝暴潮模式及執行，並測試其預報時效且附上時效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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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驗收項目成果彙整
1、暴潮模式預報系統設計理念
•
以 COMCOT 海嘯數值模式為基礎，利用其現有完備之高速平行計算、巢狀
網格、溢淹模擬之功能，加上風暴潮驅動力所需之氣壓場、風速場及天文潮
邊界條件，發展適合台灣之風暴潮溢淹模式。
•
建立資料庫傳遞介面，包括與氣象局氣象模式產品結合，及將風暴潮模式之
產品與氣象局資料庫結合。
•
完成 48 小時風暴潮（含溢淹）預報之要求。
•
本暴潮模式預報系統設計理念為採用平行化後之 COMCOT 海嘯模式，利用
其高速運算及巢狀網格之特性，加上氣象力之模組，使其晉升為風暴潮溢淹
模式，並以平行計算能力，達成預報系統之需求。
2、收集中央氣象局現有或即將使用之大氣及近海波浪模式
目前已收集中央氣象局大氣模式 TWRF 以及波浪模式 WaveWatch III 之相關
資料與格式，並研究其輸出格式，以備未來不同模式耦合。
3、帶入台灣地形並以歷史颱風暴潮為研究對象
以 2011 年南瑪都颱風案例為研究對象，代入台灣及鄰近海域之真實地形，
且模擬時間完整涵蓋颱風生命週期，模擬結果合乎我們預期之成果，且與實測資
料相對比有良好之初步成果。同時以 2012 年杰拉華颱風警報單之測試案例開啟
COMCOT 已發展成熟之巢狀網格，模擬不同解析度下之颱風暴潮事件。
4、建立資料傳遞介面
暴潮模式實際安裝於氣象局指定伺服器進行測試，包括與氣象局氣象模式產
品結合，及將風暴潮模式之產品與氣象局資料庫結合。
5、與中央氣象局研討暴潮模式執行條件與門檻
當氣象局已有台灣附近海域之颱風資訊且預報中心提供颱風警報單時，預報
員可操作暴潮預報模式進行預報。取得中心氣壓、七級風半徑和 48 小時內颱風
路徑等颱風參數，並套選所選定之參數化大氣模式進行 48 小時之預報，預計輸
出資料為 36 小時之二維水位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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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報告審查驗收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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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簡報計畫研究成果：
略
十一、審查意見：
（一） 蔡委員清標（書面審核）
：
期中報告已完成暴潮模式之建構，並以 2011 年南瑪都颱風案例
模擬暴潮偏差歷時曲線，成果良好。建議模擬結果與實測值曲線
比較，以說明本計畫建構之模式具優異性。
（二） 簡委員仲璟：
1. 臺灣四周海岸地形條件有明顯差異，因此，暴潮模式或溢淹模
式或兩者整合之適用條件及範圍宜先確定。
2. 模式之平行化及作業化建議作補充說明。
3. 建議大氣壓力模式及風場模式宜先確認其可靠，以免影響暴潮
模式之準確度。
4. 模式驗證宜以更多案例比較，分析統計結果，以瞭解模式誤差
範圍。
（三） 盧委員孟明（書面審核）
：
本年度的主要工作為將 COMCOT 與氣象局現有之大氣及近海波浪
模式結合，期中報告對於氣象局模式的說明和結合時可能遭遇的
困難與解決方式應更詳盡，請在期末報告補充說明。
（四） 呂委員國臣（書面審核）
：
本計畫今年度主要在發展暴潮模式，以氣壓場和風場的水平分布，
驅動潮高。計畫中以對稱氣壓場代表颱風壓力水平分布，模擬上
合理，但風場與氣壓場似乎不太合理（與 CWB 之南瑪都警報單
不相符），尤其在風場估計上有過大情況。建議可直接引用 CWB
發布之內部檔案（可洽本局氣象預報中心）
，來作風場分布參考。
COMCOT 似乎沒有陸地之地形高度，因此模擬背風區的風場較不
合理。建議善用大氣模式模擬之風場，可提供較符合實際之風場。
惟本期中報告所反映之工作項目皆有達成，符合需求，審查通
過。
（五） 滕委員春慈：
1. 報告內容符合業務單位需求。
2. 請先說明波浪耦合的可能方式。
3. 使用實測水位高度，進行預報值檢定。
4. 報告內容誤值部分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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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黃委員華興：
1. 研究團隊以依期中交付項目與驗收標準完成相關工作，審查通
過。
2. 建議在暴潮溢淹模式與氣象局大氣及近海波浪模式之耦合流
程與介面規劃部分多著墨。
十二、廠商回覆：
（一） 對於蔡委員清標的意見回覆：
1. 謝謝委員肯定。
（二） 對於簡委員仲璟的意見回覆：
1. 未來將配合氣象局預報時效，先以雙層巢狀網格進行全台暴潮
模擬（不含溢淹）
，以供氣象局參考，並另以三層或四層以上
之巢狀網格另外進行精確溢淹模擬，如此時效與精度可同時兼
具。謝謝委員建議。
2. 遵照辦理。
3. 謝謝委員建議。
4. 遵照辦理，將於下年度中補充案例。
（三） 對於盧委員孟明的意見回覆：
1. 遵照辦理。
（四） 對於呂委員國臣的意見回覆：
1. 感謝委員建議，本團隊將尋求更正確合理之風場與氣壓場模式
進行校驗。
（五） 對於滕委員春慈的意見回覆：
1. 謝謝委員肯定。
2. 遵照辦理，將於報告中加強說明。
3. 遵照辦理，將補充於報告中。
4. 遵照辦理，謝謝委員指正。
（六） 對於黃委員華興的意見回覆：
1. 謝謝委員肯定。
2. 謝謝委員建議，將於期末報告中加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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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驗收結果：
審查通過。
十四、散會：下午 1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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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簡報計畫研究成果：
略
十一、審查意見：
（七） 蔡委員清標（書面審核）
：
5. P. 1 第 3 段第 4 行應修正為”發生暴潮時的總水位與當時的
天文潮位之差，稱為暴潮偏差。”。
6. §6-3-1，式（1）至（9）計算暴潮偏差時，為何需要有式（10）
之邊界條件?請於文中說明本計畫天文潮邊界條件如何設定?
7. 式（24），適用於臺灣區域之 Cd 值找出了沒?
8. P.41，既然以 Phadke et al （2008）計算風場之暴潮偏差值
可能偏大，則圖 6.7 及其他暴潮偏差之計算結果可靠性如何?
因此，本計畫計算之各案例，尤其圖 6.11，建議應有實測值
之比較。
9. 式（48）（49）並非為雷諾應力，而是波浪之輻射應力，而式
（50）
（51）之 S 亦非雷諾應力，而是波浪能量密度之 source
term。因此，P.114 第 4 段，有關波浪模式之耦合計算方式的
描述有誤，請修訂。所以圖 6.23 是否已包含波浪之耦合效應?
請進一步校核。
（八） 簡委員仲璟：
1. 本計畫目前所建構之模式僅止於考量大氣壓力及風剪力之暴
潮模式，尚未有溢淹模式之建立，故建議文中所稱暴潮溢淹模
式，暫改為暴潮模式以避免誤解。
2. 本計畫為期 4 年，請明確列出預定執行期程，及各年度對應之
主要工作事項。本年度（第 2 年）工作項目（4）是否已完成？
3. 建議整理本計畫所使用之大氣壓力模式及參數化風場模式之
異同對照表。例如大氣壓力模式採用 Holland 所提出的如（25）
式及氣象局所提供的如（29）式。此外配合所使用之模式，請
繪製其計算流程圖。
4. Holland 所提出之大氣壓力模式中之最大暴風半徑（Rmax）資
料如何取得？Phadke 等人之（26）式僅有風速，風向如何決
定以便帶入（23）式求得風剪力？此外報告 31 頁所述關於剪
力係數 Cd 是本研究另一重點，然目前似乎尚未找到適用於臺
灣之 Cd 值，仍舊使用 Large and Pond 的模式，請補充說明。
5. 報告第 68 頁有關數值水位計之說明是兩個模式結果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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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看出那一個較合理？又為何無實測資料之比較？建議
模式之結果除與實測作比較外，也可對特性做探討說明，例如
第 76 頁圖中將軍之 Holland 模式及第 98 頁之風剪應力為何出
現週期近 2 小時之明顯水位變動？
（九） 盧委員孟明：
1. 模擬結果與數值水位計的比較需要更明確的討論，例如模式模
擬的臺灣東西岸暴潮差異是否在水位計可以得到驗證？模式
誤差特性的探討？
2. 關於 P9「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僅提到”期能找
出適合臺灣之參數化大氣模式”，但是並沒有深入討論。
（四）呂委員國臣：
本研究利用暴潮溢淹模式，模擬颱風造成之臺灣近海暴潮的案例，
以 symetric 風場及 WRF model 分析場執行 case study，並分析
pressure term 及 wind strss term，同時比較臺灣近海觀測點
的時間序列等。惟模式驗證部分仍應加強。
（十） 黃委員華興：
3. 期末報告內容對於工作項目所需完成事項均有達成，驗收通
過。
4. 期末報告第 114 頁對於式（48）～式（51）的描述，請依審查
會議建議修正。
5. 期末報告第 133 頁圖 6.27 請修正，以符合未來實際作業流程。
十二、廠商回覆：
（七） 對於蔡委員清標的意見回覆：
1. 謝謝委員建議，已修正文句。
2. 下一年度計畫重點之一為帶入潮汐邊界，即於模式中導入天文
潮效應，因此於報告書中列出天文潮之影響和公式，但本年度
計畫尚未考慮天文潮效應，將會於報告書中撰寫清楚，謝謝委
員指正。。
3. 模式目前尚於校驗階段，故先以固定之 Cd 值進行探討，將於
未來兩年中詳細討論台灣區域之 Cd 值，謝謝委員指教。
4. 由於風暴潮之週期並無趨勢可循，要將實測資料濾除天文潮比
較暴潮偏差並進行比對，仍有困難尚需克服，第三年度中將於
模式中導入天文潮，即可進行比對，並證明計算結果之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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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修正，謝謝委員指正謬誤。
（八） 對於簡委員仲璟的意見回覆：
1. 本模式已有發展成熟之溢淹模組，原定待模式驗證成熟後即可
開啟使用，本期將於報告書中補充說明溢淹模組，謝謝委員意
見。
2. 遵照辦理。目前模式中即將使用之高解析度國土地形資料，由
國立中央大學和國家地震中心共同建置，包含近岸地形高程和
沿海港埠之水深，可於風暴潮計畫中使用，將於報告書中詳細
說明，謝謝委員提醒。
3. 遵照辦理。
4. 本模式風向之給定是以颱風為中心，進行風向之對稱投影後即
帶入（23）式求得風剪力；Cd 值將於未來兩年中詳細討論台
灣區域之 Cd 值，謝謝委員指教。
5. 目前本年度計畫著重於模式開發和代入不同參數化公式和氣
象局之大氣模式，將於報告書中補充放入實測資料之比較，以
及實測資料和調和分析結果相扣除之暴潮偏差比較，謝謝委員
建議。第 76 頁和第 98 頁將軍數位水位計之變動，推斷原因為
輸入之參數化風場過為強烈，修改此水位變動之情況即改善，
感謝委員提醒。
（九） 對於盧委員孟明的意見回覆：
1. 謝謝委員意見，會於報告中補充說明。
2. 感謝委員指教，此部分將會加強說明。
（十） 對於呂委員國臣的意見回覆：
謝謝委員提出許多寶貴意見，模式驗證部分已加強補充。
（十一） 對於黃委員華興的意見回覆：
1. 謝謝委員肯定。
2. 遵照辦理。
3. 遵照辦理，感謝委員指正。
十三、驗收結果：
期末報告修改後通過，無需複審。
十四、散會：下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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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Development of a Tsunami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Simon C. Lin*, Tso-Ren Wu***, Eric Yen**, Hsin-yen Chen*, John Hsu*, Yu-Lin Tsai***, Chun-Juei
Lee***, & Philip, L.-F. Liu***
*

Institute of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11529, Taiwan

**

Academia Sinica Grid Computing Centre, 11529, Taiwan

***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 Ocean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32001, Taiwan

Abstract
The Manila subduction zone was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most hazardous tsunami
source regions, and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under threat from
tsunami hazard. However, the number of early-warning tsunami buoys being
deployed in this area is far less fewer than that in the West Pacific Ocea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 feasible approach for establishing a tsunami early warn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out the help of buoys. The idea is to integrate existing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systems with a fast calculation system for tsunami threats. This study
presents an efficient and low-cost tsunami fast calculation system for early warning.
The widely validated tsunami model, COMCOT, is chosen as the kernel. The
COMCOT source code has been optimized and parallelized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eal-time simulation. The optimized model, iCOMCOT, performs at
least 10 times faster than the original COMCOT. In addition, a flexible and
user-friendly grid/cloud-based portal service has been built, which is also made
available for mobile devices. As for the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the tsunami sources, a
new Source-Scaling relationship, which has been validated by recent
mega-earthquakes, is implemented. The 2011 Tohoku Tsunami was adopted as a case
for validation and demonstration.
1. Introduction
The 2011 Tohoku earthquake, an Mw 9.0 undersea megathrust event, struck
the sea off Fukushima Prefecture, Japan, on 11 March 2011. It triggered a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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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nami with wave height up to 40 m and caused up to 20,000 casualties with many
people still missing. This event also led to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disaster.
Highly similar to Japan in terms of geography, submarine trenches, historical
tsunam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Taiwan has always closely
monitored the potential tsunami source in the region. One of the potential tsunami
sources, the Manila Trench, is longer than 1,200 km, stretching between southern
Taiwan and the southern-west coast of Luzon Island (Fig. 1). With a convergence rate
across the northern Manila Trench of 8 cm/year (Seno, 1977, 1993; Yu et al., 1999),
this tsunami source could devastate communities boun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Megawati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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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outh China Sea, Manila Trench,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conventional tsunami monitoring system relies on tsunami buoys such as
the NOAA DART buoys. However, the early-warning tsunami buoys being deploy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far fewer than those in the West Pacific Ocean. Compared
to the Pacific Ocea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relatively closed system which leads to
a shorter tsunami warning time. In particular, some big cities with dens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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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Manila City and Kaohsiung City, are located very close to the Manila Trench.
In other words, the tsunami warning time for these two cities is shorter than 30
minutes. To cope with short warning time, a high-speed tsunami simulation model is
crucial.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aiwan and Japa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 dense
seismic monitoring network has been deployed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cluding
Taiwan,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and Indonesia. That the location, depth, and
earthquake momentum magnitude could be quickly reported within 5 minutes
constitute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eal-time tsunami simula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troduce the theory, method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low cost tsunami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any near-field
tsunami, following an earthquake warning, the system,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the
tsunami source with reasonable accuracy, performs the tsunami simulation and
generates an inundation map within 5 minutes with an inundation resolution finer than
40 m, which is sufficient for hazard mitigation. To accomplish this objective, the first
prerequite is a tsunami source model that is capable of estimating the fault parameters
immediately after an earthquake occurs. In this paper, the Source-Scaling relationship
proposed by Yen and Ma (2011) is adopted for its good performance on the
mega-tsunami events. The resulting fault parameters will be adopted in the Okada
model (1985) to generate the initial tsunami free-surface elevation. As for the tsunami
simulation, the well-known and widely validated COMCOT was chosen as the kernel
model.
However, the original COMCOT is research-oriented software with a
relatively slow computation performance. To speed up COMCOT, the source code
was optimized and parallelized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enMP technique and the
multi-core architecture of modern CPUs. As a result, the revised COMCOT version in
this study performs at least 10 times faster than the original version. Moreover, the
optimized and parallelized COMCOT is run behind a Grid/Cloud-based portal, named
iCOMCOT. Its web-based interface is simple, clear and user-friendly. More
importantly, it is made available for mobile devices such as smart phones. Users can
easily set up parameters, run tsunami simulation remotely, and visualize the result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distributed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DCI), iCOMCOT is
able to generate tsunami simulations with much improved performance and accuracy.
This is but one example of e-Science endeavors developed in Taiwan to alleviate
earthquake disasters by using the new generation research paradigm. (Yen and Lin,
2012; Lin, Yen &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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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detailed discussion will focus on the fast
determination of the fault parameters, the governing equations and numerical methods,
their optimization and paralle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and validation, as well as a
description of the Grid/Cloud-base portal. Last, the 2011 Japan Tsunami was chosen
as an example for model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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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ast determination of fault parameters
Fault parameters are used to calculate seabed deformation during an
earthquake event. For a tsunami early warning system, once an earthquake event
occurs, the fault parameters should be determined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is study,
seabed displacement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semi-infinite, half-space elastic
dislocation model (Okada 1985). Nine parameters in total are required to implement
the Okada model, including: latitude and longitude of epicenter, focal depth, length
and width of fault plane, dislocation, strike angle, dip angle and slip angle. The
following steps demonstrate the procedure for the fast determination of fault
parameters and the generation of initial tsunami wave profiles.
1. Earthquake magnitude and epicenter location: After an earthquake occurs, the first
information obtained within several minutes is the magnitude and epicenter
location with depth.
2. Strike angle: The strike angle is usually unknown in the early stage of an
earthquake event. In this study the default assumption is that the strike angle
follows the rupture along the trench orientation.
3. Rupture length, width, and slip: A rectangular fault was considered as the
earthquake source. In this study, the source-scaling relationship (Figure 2) proposed
by Yen and Ma (2011)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source dimensions. The relationship
is obtained based on the Taiwan and global teleseismic data. Once the earthquake
magnitude (Mw) is known, the seismic moment could be calculated using the
formula of Kanamori (1977) as,

Mw 
where

2
 log M 0  16.1
3

Mw

(1)

is the moment magnitude and

M0

is seismic moment given in units

of dyne-cm
The length of the rupture area can be determined from the formula of the seismic
Source-Scaling relationship (Equation (2) to (7)) and in Figure 3 (Yen and Ma,
2011) . Base on the slip model, the effective dimension vs. seismic moment shows
two different trends:

log Le  (1/ 2)log M 0  8.08 (  102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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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ogWe  (1/ 2)log M 0  8.08

(3)

log De  1.68  0.33

(4)

log Le  (1/ 3)log M 0  4.84 (  1020 Nm)

(5)

logWe  (1/ 3)log M 0  5.27

(6)

log De  (1/ 3)log M 0  4.37

(7)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pture surface area A and moment
magnitude Mw. (Yen and Ma, 2011). The symbols represent the magnitude-area
relations comparison with different studys. The thin lines shows the constant stress
drops of 10, 100 and 1000 bars. The regression shows an average stress drop of 28
b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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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scaling relationship of (a) the effective length (b) the effective width
and (c) the effective mean slip. The thick lines and thin lines represent the
20

20

small-moderate event (smaller than 10 ) and the large event (larger than 10 ). The
triangles and diamonds represent the dip-slip type and strike-slip type events. (Yen
and Ma, 2011)
4. Dip angle: The dip angle can be quickly determined i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trench is known in detail. In general, the dip angle in the subduction zones
within 35 km tends to be between 10 to 20 degrees. For example, the dip angle of
Nankai Trough which is within the focal depth of 35 km is about 10 degrees.
Based on the past sensitivity analysis, the greater the angle, the higher the initial
tsunami wave height. However, there are only 10%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ults
for that of a 10-degree angle and for that of 20-degree angle. In other word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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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s limited. When detailed geological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20
degrees could be considered the dip angle. Hence, this paper will apply a
20-degree dip angle to produce results consistent with the worst-case scenarios.
(Wu, 2012)
5. Rake angle: The rake angle is set to be 90 degrees due to the concern for
large-scale trench-type earthquakes and the worst-case scenarios.
6. Vertical deformation: The half-space homogenous elastic model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elastic deformation along the vertical surface and the profile of initial
tsunami wave height.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earthquake parameters, the
half-space homogenous elastic mode (Okada, 1985) can be utilized to estimate the
vertical surface deformation and thus decide the tsunami initial waveform.
Once the tsunami sources are determined, wave propagation is simulated by
the shallow water equation. The detailed equations are discussed in the next section.
3. Equations
Tsunami waves are characterized as shallow water waves because the wave
length l is much greater than the water depth h in the deep ocean area, and the
Navier-Stokes equation can be simplified into the shallow water equations if

h
1

l
20

(8)

where  is the dispersion coefficient (Dean and Dalrymple, 1991)
The following nonlinear shallow water Equations are implemented in
Cartesian coordinate as Equation (9) to (11).

 P Q
h



t x y
t

(9)

 P   P 2    PQ 


 xH  0
 

  gH
 t  xH   y H 
x

(10)

 Q   PQ    Q 2 


 yH  0


   gH
 t  x H   yH 
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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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 spherical coordinate as Equation

(12)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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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x, y are the horizontal coordinates,  , denote the latitude and longitude of
the Earth, R is the radius of the Earth,  is the free-surface displacement, h is the
still water depth, H    h is the total water depth, P  Hu , Q  Hv are the
horizontal flux and u, v are the velocities in each direction, g is the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t is the time, f represents the Coriolis force coefficient due to the
rotation of the Earth and f =  sin  ,  x , y represent the bottom friction in X and
Y directions, respectively. These two terms can be evaluated by

1/2
gn 2
 x  10/3 P  P 2  Q 2 
H

(15)

1/2
gn2
 y  10/3 Q  P 2  Q 2 
H

(16)

where n is the Manning’s roughness coefficient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flowing fluid
and bottom friction. The shallow water equation is discretized by the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in space and Leap-frog scheme in time. The detail numerical algorithm can be
found
in
the
manuscript
of
the
COMCOT
package:
http://ceeserver.cee.cornell.edu/pll-group/comcot.htm.
4. Optimization and Paralle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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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nami wave simulation with inundation is traditionally a supercomputing
problem. It often takes a long period of time to run a typical scientific computing
program that is realistic enough to model natural phenomena. With the immense
advancement of numerical analysis methodology in past decades, researchers are now
able to predict tsunami wave height in almost real-time by using a modern
multiple-CPU computing server. Optimization and parallelization are the keys to
achieving this for high performance scientific applications. The upgraded COMCOT
version used in this study now operates more than 10 times faster. The following
section discusses the re-tuning of the COMCOT system in more detail.
Optimization
COMCOT program was fine-tuned via program optimization and logic
simplification. As a result, not only the basic program performance on single thread is enhanced, but
also light-weight program structure and efficient data flow were achieved. Program proofing was
The revised

also conducted during code modification to ensure that no errors would be generated.
A few typical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employed in the revised

COMCOT program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Consecutive memory acces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roblems in many scientific computing
programs is memory stride in the loop. Non-consecutive memory access of the program often
causes unnecessary data movement from memory to cache during execution. To resolve this, one
could switch the outer loop with inner loop in order to make memory access consecutive. In this
way, the time of data movement from memory to cache will be reduced considerably.

2.

Avoid instruction pipeline breaking: The conditional statements in a program often break the
instruction pipeline, so ideally the less IF conditions are used, the better the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conditional program logic is inevitable in a big and complex program such as

COMCOT.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one can move the conditional statements which are
independent from the loop variables to the outside of the loop.

3.

Logic simplification:

Program logic involves two aspects, the algorithm itself and the

programming logic. The algorithm decides the program complexity and the
implemented program has to reach the best possible performance. 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 program logic strives to minimize the barrier to achieve
optimum the performance. Usually the removal of redundant statement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subroutine calls by inlined codes are the common methods. Similar
to many other scientific programs, COMCOT spends lots of processing tim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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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ps. Loop unrolling based on logic simplification contributed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gains in this study.
4.

Avoid expensive operations: Some operations used in COMCOT are rather computationally
expensive; for example, power function. Whenever one needs to calculate a power function an, an
alternative method, such as exp(n * log(a)), should be used. It reduces roughly 17% of computing
cycles (Shieh, 2008). Also when n is a natural number, one could use simple multiplication such
as ( (a * b)2)2 )2 to calculate a8 b8.

5.

Reduce memory allocation: Allocating and freeing memory space usually takes time. Due to the
long execution time and large memory requirement of COMCOT, the total time consumed by
memory allocation can be considerable. To reduce memory allocation, the combining of some of
the computing blocks to use the same memory space is necessa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overall memory footprint is reduced and program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dramatically.

6.

Avoid Fortran 90 array operation: Fortran 90 is a common language in the modern scientific
computing programs. However, two problems with Fortran 90 array operations are extra loop
overhead and the potential overlooking of optimization opportunities. That may occur during loop

such as combining loops, loop unrolling, and the inlining of
subroutines in a loop. In the revised COMCOT version, arrays which have the same size were
optimizations

merged into one DO loop to reduce loop overhead; and Fortran 90 style statements for DO loops
were avoided.

Parallelization
Once the optimization and logic simplification were complete, the
parallelization wasthe next step. Via parallelization, different computational parts of
the program are able to be executed concurrently and thus wall time can be reduced.
The key issues of parallelization are finding performance bottlenecks and identifying
parts of the program that can be parallelized. The process may need to be iterated to
find remaining bottleneck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program globally.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computing time distribution of each routine, the GNU Profiler (GNU
Profiler Manual) is employed. GNU Profiler calculates the amount of time spent in
each routine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times each routine is called. By using this
information, one could identify the most time-consuming parts of the program and
parallelize those parts first. In the revised COMCOT, the codes being optimized
mostly are subroutines for mass and momentum com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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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parallelization. In this study, the OpenMP
programming model for 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 (SMP) architecture was chosen.
SMP employs a multiprocessor computer architecture where multiple processors can
access a globally shared memory. It was chosen for two reasons: Firstly, COMCOT
requires the computing of the same blocks forshared data, which may change as the
program runs. By using shared-memory parallelization, each computing task can
access the data with little overhead. Secondly, the number of cores in a single CPU
will grow exponentially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erefore, a SMP parallelized program
could be run more efficiently as the hardware technology evolves. Using a portable,
scalable model, OpenMP provides programmers a simple and flexible interface for developing parallel
applications on various platforms ranging from the standard desktop computer to the supercomputer.
Taking the CONMASS subroutine in COMCOT as an example, the use of OpenMP API is
straightforward, requiring only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ivate variables and adding compiler directives
(“!$OMP PARALLEL DO PRIVATE(J,I,ZZZ,DD)” and “!$OMP PARALLEL DO “)
to every loop, as depicted in Figure 4.

Figure 4: Parallelization of the CONMASS subroutine in mass.f90
!$OMP PARALLEL DO PRIVATE(J,I,ZZZ,DD)
DO J=JS, JE
DO I=IS, IE
IF (L%H(I,J) .GT. ELMAX) THEN
ZZZ = L%Z(I,J,1) – RX*(L%M(I,J,1)-L%M(I-1,J,1)) &
-

RY*(L%N(I,J,1)-L%N(I,J-1,1))

ZZZ = ZZZ – (L%HT(I,J,2)-L%HT(I,J,1))
IF (ABS(ZZZ) .LT. EPS) ZZZ = 0.0
DD = ZZZ + L%H(I,J)
...
ELSE
...
END IF
END DO
END DO
!$OMP PARALLEL DO

In addition to OpenMP API for parallelization, the GUIDED division method for
partitioning computational domain was also used. To better fit the unique COMCOT computational
needs for tsunami wave propagation, both the STATIC and GUIDED division method were used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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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ffering loading requirements. By default, the STATIC division, dividing the loop into equal size
units for each thread to compute, wasused. That requires dividing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to equal
geographical domains; by doing so, loop iterations are evenly and

contiguously divided among

threads. The computing time is therefore determined by the slowest thread in this model.

In fact, it does not always take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for computations in each geographical
domain during the simulation. Take, for example, a tsunami that originates at the east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heads west. Before the tsunami propagates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Indian Ocean, the west
sides of domains requires no (or little) computation whereas the east sides of domains requires
intensive computation. In this case, the default STATIC division method for parallelization is obviously
not the proper way. Figure 5 and Figure 6 demonstrate the worst and best cases of COMCOT
simulation in STATIC mode. Instead, the GUIDED division method could better fit computational
needs.

Figure 5: STATIC division with the worst case

Figure 6: STATIC division with the bes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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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GUIDED division method, the loop will be divided into small chunks of different sizes.
Each thread will process a small chunk. Once it finishes, it will come back and fetch another smaller
chunk to process. The chunk sizes are defined by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unprocessed divided by the
number of threads rounded up to the nearest integer. For example, if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is 100 and
the assigned number of threads is 4, then the chunk sizes are 25, 19, 14, 11, 8, 6, 4, 3, 3, 2, 1, 1, 1, and
1. The first thread gets 25 iterations, the second gets 19, and so on. Whichever thread finishes first gets

Figure 7 shows the GUIDED method used for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Simulation.
the next unprocessed chunk.

Figure 7: GUIDED division

method

By using both the STATIC and GUIDED division method, the loading can be balanced in the
above Indian Ocean case. In the revised COMCOT version, both division methods are deployed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performance.

Model validat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next section.
5. Validation
The 2011 Japan Tsunami was chosen as the test case in this study. The early
stage of this event is mimicked; some earthquake parameters such as earthquake
moment magnitude Mw (Mw=9.0), epicenter location, and focal depth (10 km) were
obtained from the USGS whereas other fault parameters for generating the tsunami
source were calculated automatically based on the procedures discussed in section 2.
This combined set of parameters is referred to ‘Present’ as shown in Table 1. The
strike angle is 203 degrees based on the geometry of the trench. The dip angle is
estimated as 20 degrees. The slip angle is assumed to be 90 degrees. The length and
width of the rupture area are 491.7 km and 148.6 km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caling
relationship. The simulated result based on the Present Model is compared with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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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SGS and GCMT (http://www.globalcmt.org/ CMTsearch.html) (Figure 8 ~ 9). In
addition, the simulated result is also validated with the tidal gauge data at Hanasaki
(Japan), Rudnaya Pristan (Russia), NDBC 21413 buoy data (USA) (Figure 10 ~ 12)
as well as data from CWB (Central Weather Bureau) in Taiwan (Figure 13).
Table 1: Fault parameters of USGS, Present, and GCMT model
USGS
stage)

(Early Present

GCMT
stage)

Mw

9.0

9.0

9.1

Depth(km)

10

10

20

Longitude (degree)

142.383

142.383

143.05

Latitude(degree)

38.308

38.308

37.52

Strike(degree)

N/A

203

203

Dip(degree)

N/A

20

10

Slip(degree)

N/A

90

88

Length(km)

N/A

491.7

N/A (551.7)

Width(km)

N/A

148.6

N/A (181.8)

Dislocation(m)

N/A

14.5

N/A (16.3)

(Later

The initial free-surface elevation caused by the Japan Tohoku Earthquake is shown in
Figure 8 and the maximum wave height and inundation around the Japan Islands is
given in Figure 9. In Figure 10, 11, 12 and 13 the blue lines ar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he black lines are real tide gauge data. The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the simulated
results match the gauge data nicely in terms of the arrival time and the first few
waveforms. The tsunami struck Hanasaki at about the 53th minute. The leading wave
height was about 2.5 m from the recorded gauge data and 2.1 m from the simulation
(Figure 10). In addition, a weak tsunami signal (about 5 ~ 10 cm) was detected at the
Sea of Japan (Rudnaya Pristan) (Figure 11). The leading wave measured at NDBC
21413 tidal gauge station in the Pacific Ocean was about 0.7 m (Figure 12). Figure 13
shows the good agreement with gauge data around the Taiwan offshore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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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The initial free-surface elevation generated based on the Present (Left) and
GCMT (Right) fault parameters. Black line represet the profile line along latitud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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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The maximum wave height predicted by Present and GCMT data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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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Comparison of tidal gauge data at Hanasaki, Japan. Upper panel shows the
locations of the tide gauge. Lower panel shows the time-history surface elevation.
Left: Present; Right: GC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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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Comparison of tidal gauge data at Rudnaya Prista, Russia. Upper panel
shows the locations of the tide gauge. Lower panel shows the time-history surface
elevation. Left: Present; Right: GC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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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Comparison of tidal gauge data at NDBC_21413, USA. Upper panel shows
the locations of the tide gauge. Lower panel shows the time-history surface elevation.
Left: Present; Right: GC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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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Comparison of tidal gauge data at Hualien, Xiao_Liuqu and Hualian,
Taiwan. Right panel shows the locations of the tide gauge. Left two set of panels
show the time-history surface elevation. Left: Present; Middle: GCMT.
The simulation was conducted with the 4 arc-minute resolution at single layer on
Spherical coordinate. The computation time for each case was about 1 arc-minute on
an Intel Core i7-3970K CPU on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Fedora 16.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gree well with the gauge measurements at Hanasaki, Rudnaya Prista,
NDBC_21413, and gauges around Taiwan. The fast tsunami simulation and result
plotting was completed in 2-3 minutes after obtaining the earthquake information
from the USGS. It indicates that the fast calculation system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s
feasible for the tsunami early warning.
6. Performance Test
Four types of performance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demonstrate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ll tests were run on a machine with Intel Xeon(R) L5640
(2.27GHz6 cores x 2 CPU), 24GB memory, 2.6.18-308 OS kernel and SLC 5.8. The
compiler used was an Intel compiler version 11.1.064 with compiler option “-O2”.
The test setups are briefly describ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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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ype-1: Performance test on Cartesian and Spherical coordinates
The Type-1 test case was run on both Cartesian and Spherical coordinates with 3
layers of nested-grid on a single core. This test case was designed to demonstrate
various levels of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n both coordinate systems.
Table 2: The setup of Type-1 test
Type-1
Simulation
Time (sec)

Run

Layers

Spherical
1

Spherical
2

Cartesian
1

Cartesian
2

Cartesian
3

10800

108000

10800

10800

10800

3

3

3

3

3

301
x
226,
238
x
312,
238 x 328

301
x
226,
238
x
312,
236 x 324

401
x
301,
318
x
418,
316 x 436

601
x
451,
478
x
628,
476 x 656

301
x
Grid points of each 226,
layer
238
x
312,
238 x 328

2. Type-2: Performance test on number of threads (from 1 to 12 threads)
The second test is to show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PU cores.
Table 3: The setup of Type-2 test
Type-2

Thread 1 ~ 12

Simulation Run time (sec)

108000

Layers

3

Grid points of each layer

301 x 226,
238 x 312,
236 x 324

3. Type-3: Performance on Spherical coordinate with one layer but different grid
size.
The third test will demonstrate the improvement on the grid size.
Table 4: The setup of Type-3 test
Type-3
Simulation

Grid Size 1
Run

Time 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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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 Size 2

Grid Size 3

10800

10800

(sec)
Layers

1

1

1

Grid points

751 x 511

1001 x 681

1501 x 1021

4. Type-4: Performance on Spherical coordinate with the same total number of grid
points but different number of nested-grids
The fourth test is to demonstrate the improvement on the number of grid layers.
Table 5: The setup of Type-4 test
Type-4
Simulation

Grid
Run

Time

Time

Step

(sec)
Simulation
(sec)
Layers
Grid points of each layer

1

Grid 2

Grid 3

32400

32400

10800

1

1

1

1

2

3

721 x 481

361 x 481
358 x 478

241 x 481
238 x 478
238 x 478

The results of the 4 performance tests demonstrate various degree of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the revised COMCOT. The
results of each performance test are discussed as follows:
(1)
Type-1 Test - Performance on different coordinate system: For
Spherical case, the performanc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up to 42%.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e Cartesian case showed a performance drop ranging from 5% to 35%.
This performance drop was caused by the overhead due to the OpenMP API. The
overhead is about 2.5 minutes in the smaller grid size but drops down to about 1.5
minutes as the grid size becomes larger. That overhead causing the performance drop
is not be a big problem since the multi-core CPUs are the mainstream in the current
market. Increasingly, COMCOT will be run on the multi-core CPUs rather than the
single-core. In fact, the next performanc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effect of
overhead decreases as the number of core increases.
Table 6: The test result of Type-1 test
Test Case 1
(single core)

Original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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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Test Case 1

Original

Optimized

Improvement

Spherical 1

13m13s

9m17s

42%

Spherical 2

131m38s

93m16s

41%

Cartesian 1

4m44s

7m15s

-35%

Cartesian 2

9m46s

12m58s

-26%

Cartesian 3

27m54s

29m22s

-5%

(single core)

(2)
Type-2 Test - Performance on different number of threads: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improves as the number of cores increases both on
Spherical and Cartesian coordinates. As number of CPU core increases, the total run
time of Cartesian cases drops to 1/2 while the Spherical cases shows better
improvement and run times drop to almost 1/6.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is
about 7 times for Spherical cases and 1.3 times for Cartesian cases when 12 CPU
cores are used. One interesting phenomenon is that the performance gain on multiple
cores grows fast in the beginning but it will slow down as the cores increase, as
showed in Figure 14.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overhead in the OpenMP API becomes
larger as the number of threads grows. OpenMP needs to decide how to separate loops
into different chunks and assign them to different threads while running. After all
threads finish running, OpenMP needs to collect and finish all child threads. All of
these tasks are overhead. The more threads to run, the larger the overhead. In Test
Case 2, the Spherical cases show steady improvement as the cores increase up to 12
cores whereas the Cartesian cases seem to reach a performance limit at 8 cores, as
shown in Figure 15. When the same test was run on the 48-core CPU machine, the
results (Figure 16) showed that Spherical cases demonstrate a steady improvement up
to 28-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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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Changes of performance in number of cores in different cases

Figure 15: Improvement ratio to the number of 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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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6: Improvement ratio to the number of cores up to 48 cores
(3)
Type-3 Test - Performance on different grid sizes: Figure 17 shows that
program running time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the grid sizes in the single layer case.
The result shows no extra overhead as grid size increases. Therefore, the running time
for different grid sizes scale linearly with the number of cores of the machine.

Figure 18: Performance change by number of cores in different grid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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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ype-4 Test - Performance on different number of nested-grids: As the

number of layer increase from 1 to 3, the total running time increased from 52
seconds to 115 seconds on 10 cores; the same trend also was demonstrated with trial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cores.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gradually dropped
from 11 times to 7.5 times while running on 10 CPU cores. Th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running time does not increase linearly with the number of nested-grid layers. It
is well-known that as the layers increase, the computation becomes more complex;
consequently, the running time becomes longer.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Case 4
demonstrated that optimization and parallelization do improve performance as the
layers increase. In Figure 18 shows, the increase in overhead from layer two to layer
three is smaller than from layer one to layer two. The performance by the number of
cores is also shown in Figure 19. That explains why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gradually decreases as the number of nested-grids increases. The reason is that each
extra nested grid will bring overhead due to the sub-layer coupled model in
COMCOT.

Figure 18: Computing time in different number of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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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9: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by number of cores in number of layers
In summary, the results of 4 performance tests demonstrate that the bes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in the revised COMCOT is shown at running single layer
simulation on Spherical coordinate with 12-cores CPU. It usually takes 6~8 hours to
finish a 4-layer case with a domain covering the Philippine Sea and produce a finest
resolution up to 40 m. The revised COMCOT version can run the same simulation
more than 10 times faster.
7. Grid/Cloud-based COMCOT Portal: iCOMCOT
COMCOT is a complex scientific computing program which requires
intensive computing power. To better improve its efficiency and capacity for high
throughput computing requirements, it is important not only to optimize/parallelize
the code but also to develop a Grid/Cloud-based COMCOT. This section will present
the Grid/Cloud-based COMCOT portal – iCOMCOT - which takes advantage of
distributed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DCI) with much improved performance and
accuracy.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will be described first, followed by the detailed
components.
Overall Architecture

The iCOMCOT architecture allows simulations to be run on different types of
computing resources. The job management system for iCOMCOT can be integrated
with cluster, grid, or cloud computing environments to provide scalable computing
power. iCOMCOT is composed of five major components (Figure 20): web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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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UI),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CGI), storage and database, workload
management system as well as distributed computing resources. One could enter
COMCOT simulation parameters, trigger the simulation, and obtain visualized result
from the web user interface.

Figure 20: Architecture of iCOMCOT
The CGI is responsible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web UI and job
management system. The entered simulation parameters are stored in the database.
When a simulation is triggered from the web UI, the simulation job is sent to the job
management system. The job management system first retrieves simulation
parameters from the database. Data preprocessing is carried out and the necessary
computing resources will then be looked up and matched for the simulation. The
simulation job will then be sent to its matched computing resource. If no computing
resource is matched, the job will be held in the queue until computing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he simulation result is retrieved from the computing resources after the
simulation job is complete. Finally, the necessary data processing is done to generate
the visualized result.
The main features of iCOMCOT include parameters setup, tsunami simulation
and result visualization. A tsunami simulation can be triggered from the web interface.
Users can view the visualized simulation results, including the initial free-surface
elevation, the map of the maximum wave height with inundation, and an anim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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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nami propagation (Figure 21). The simulation status, progress and log can also be
viewed from the web interface.

Figure 21: The interface of result visualization – the initial free-surface
elevation (Left), map of the maximum wave height with inundation (Middle), and the
animation of tsunami propagation (Right).
The iCOMCOT system provides a geo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to define and
visualize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earthquake epicenter, tide stations, and grid
dimensions by making use of a web mapping services, such as Google Maps. To carry
out a tsunami simulation, users must define a set of parameters which include
simulation name, simulation time, time period to save output data, fault model,
nested-grid arrangement, and tide stations. Among them, fault model, nested-grid and
tide station settings will be kept in the system for future reuse.
Okada’s Fault Model is built in iCOMCOT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a
rectangular fault plane is buried in an elastic semi-infinite half-space. There are nine
parameters for the fault model, they are: latitude and longitude of epicenter, focal
depth, length and width of fault plane, dislocation, strike angle, slip angle and dip
angle (Figure 22). As for the nested-grid arrangement, five parameters must be
defined for each grid including start and end of latitude, start and end of longitude as
well as grid size. The smaller the grid size, the finer the resolution of the simulation
result will be. iCOMCOT supports nested grid (Figure 22) where multiple grid
parameters can be defined on the web interface. Users simply drag a rectangle to
define the boundary of the grid on the what-you-see-is-what-you-get interface. Tide
stations, either virtual or physical, are the intended points of observation (Figur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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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tide station requires 3 parameters: latitude, longitude and the name of tide
station. The water surface elevation at these tide stations will be calculated. Time
series of the water surface elevation at each tide station will be provided. These results
could be used to compare with observational data from physical tide stations.

Figure 22: The user defined parameters of iCOMCOT: Focal mechanism (Top),
nested-grid (Middle), and tidal station distribution (Bottom)
While the simulation job is running, users could view job status, progress, and
logs on the web interface. In a normal case, the simulation runs sequentially through
five job statuses QUEUED, PRE-PROCESSING, RUNNING, POST-PROCESSING,
and DONE. Checkpoints are made at each stage of simulation to ensure the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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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runs as expected. A special status FAIL will be shown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at
any one of these checkpoints. In addition, exception handling covers anomalies of
both the iCOMCOT workflow and program. Logs are also provided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and troubleshooting in all stages.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of the system, the simulation job is run on the backend
DCI. The system allows simulation jobs to be run on either local clusters, grids or
even clouds. The computation results and runtime logs are stored on the local file
system of the computing nodes where the simulation job runs. Thus, data needs to be
retrieved after the simulation job ends. iCOMCOT provides various tools and
protocols for retrieving all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web UI, no matter whether the job is
executed in Grid, Cloud or a local cluster. COMCOT often generates huge amount of
simulation results depending on the nested-grid parameters and the total simulation
time. The output can be up to several hundred gigabytes if running a high resolution
tsunami simulation for a very long time. For a local cluster and cloud environments,
this should not be a problem because data movement can be easily resolved.
8. Conclusio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a is prone to the tsunami hazard due to the Manila
subduction zone. The lack of the buoys deployed and of open accessible tsunami
data make the early warning of tsunamis for this area rather difficult. In this paper, the
complete procedures of a tsunami calculation system have been introduced. This
procedure includes the generation of the tsunami source, simulation of the tsunami
propagation, and the display of graphic and text results that are produced. The
source-scaling relationship proposed by Yen and Ma (2011) is adopted for better
prediction on the fault parameter for mega earthquakes and tsunamis. Integrating
earthquake sensor data with the tsunami early warning system, iCOMMOT is
designed to establish a real-time tsunami simulation system complete with a forecast
inundation map.
The iCOMMOT simulation yields result of wave inundation that are in very
good agreement with real tidal station data from Hanasaki and Rudnaya Pristan
(NDBC, NOAA). The best performance is shown when running a single layer
simulation on Spherical coordinates with 12-cores CPU. Using the traditional
COMCOT system, it usually takes 6~8 hours to finish a 4-layer case with a domain
covering the Philippine Sea and produce the finest resolution up to 40 m. The
iCOMCOT version can run the same simulation more than 10 times faster.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 flexible grid/cloud-based portal service available even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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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s, iCOMMOT is a real-time tsunami simulation system which is fast, accurate,
reliable, and user friendly. It proves to be an efficient and low-cost tsunami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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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成果效益報告
壹、 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主要內容
臺灣位處全球颱風最密集之路徑上，加以全球暖化造成颱風等極端氣候強度
增強，又以臺灣四面環海，因此提昇颱風暴潮之預報能力為臺灣氣象發展之
重要目標。其中與民眾最相關之預報項目為風暴潮之淹溢範圍。本計畫發展
之項目如下：
1. 風暴潮溢淹技術發展
本研究以現有且成熟發展之非線性 COMCOT 模式，加入時變壓力梯度項及時
變風切剪應力項以模擬颱風之移動低氣壓中心，並使用巢狀網格帶入真實地形，
模擬風暴潮淹溢及大小尺度下之風暴潮運動情形，以進行歷史案例驗證。
2. 提升暴潮溢淹準確度
結合氣象局現有之大氣預報模式及近海波浪模式，以及利用雙向巢狀網格與
數值移動邊界法，精準計算沿海之時變淹溢範圍，亦進行預報時效測試，以提供
決策與預報之用。

貳、 計畫經費與人力執行情形
主要人力投入情形(副研究員級以上)
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主要工作
及人月數

學、經歷及專長
學 歷

吳祚任

主持人

模式開發指導

經 歷

12 人/月
專 長

楊天瑋 專任助理 模式測試與資

學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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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康乃爾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風暴潮數值模擬、海嘯數值模擬、海嘯與
河川衝擊力模擬、河川沖刷及局部沖刷坑
三維模擬、三維土石流動態模擬
國立中山大學

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主要工作
及人月數
料處理
12 人/月

學、經歷及專長
經 歷

國立中央大學專任助理

專 長

海洋環境及工程

參、 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果與重大突破(含量化成果
output)
1. 請依本計畫(涉及)設定之成果項目以量化績效指標方式及佐證資
料格式填寫主要之量化成果(如學術成就代表性重要論文、技術移
轉經費/項數、技術創新項數、技術服務項數、重大專利及項數、
著作權項數等項目，含量化與質化部分)。
本計畫預計可發表 1 篇 SCI 期刊論文以及 2 篇研討會論文，已於國際研討會中發
表兩篇研討會論文，未來將彙整目前研究成果發表 SCI 文章

2. 請依本計畫(涉及)設定之成果項目先分別將底下研究計畫以領域
別分類，再以量化績效指標方式及佐證資料格式填寫主要之量化
成果。
屬
性

)

學 A 論文
術
成
就
科
技

(

基
礎
研
究

績效指標

原訂值

1 篇 SCI 期刊論
文以及 2 篇研
討會論文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
破

國際研討會 2 篇

論文發表在國際上
重要研討會或期刊
（篇數）
、被引用次
數及影響係數、論
文獲獎（次數）

【A 學術成就表】
中文題名

第一作者

發表年 (西元年)

文獻類別

吳祚任

2013

f

吳祚任

2013

f

風暴潮或海嘯洪水引發之局
部沖刷坑之三維二次賓漢流
模式數值模擬
應用於風暴潮或海嘯所引發
之局部沖刷模擬之三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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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註：文獻類別分成 a 國內一般期刊、b 國內重要期刊、c 國外一般期刊、d 國外重要期刊、e 國內
研討會、f 國際研討會、g 著作專書

肆、 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outcome)
請依前述重要成果及重大突破說明其價值與貢獻度如：
一、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權重 30 %)

本研究計畫開發完成之風暴潮數值模式，於學界具有領先地位。前人開發之風暴
潮模式，部分使用卡氏座標者，模式適用性侷限於近岸小範圍計算，無法掌握風
暴潮之完整歷程。然而，部分使用球座標者，多無法計算溢淹。或模式未平行化，
或計算費時太久。然本模式涵蓋完整颱風生命週期可提昇風暴潮預測之準確性，
以及可模擬溢淹範圍之功能，更能精確提供暴潮溢淹之警戒區供災防政策參考

二、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權重 60 %)

本研究首創以現有且成熟之非線性 COMCOT 模式為基礎發展，使之具備風暴潮
計算之能力。該模式可結合大尺度之球座標系統與小尺度之直角座標系統，其並
有雙向巢狀網格模式，可同時計算遠洋及近岸暴潮傳遞。更進一步結合氣象局現
有之大氣預報模式及近海波浪模式，以及利用雙向巢狀網格與數值移動邊界法，
精準計算沿海之時變淹溢範圍。

三、

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權重 5 %)

四、

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權重 5 %)

本研究之成果將提供決策與預報之用，能夠降低經濟產業損失並能在災防政策上
提供參考，並達民生社會安定發展之目標。

伍、 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本計畫已於第二年度開發漸臻成熟之暴潮溢淹模式，已能對於過去風暴潮案例進
行模擬，並得到趨勢一致之暴潮偏差水位，未來兩年工作重點如下：
1. 於風暴潮模式中加入潮汐效應之影響，以精確計算含潮汐影響之長浪運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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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溢範圍。
2. 針對影響台灣之代表性歷史颱風進行模擬，劃分台灣風暴潮影響區域之危險
等級，並對於高危險地區進行高解析度模擬。
3. 建置人機介面，利於中央氣象局人員操作模式。
4. 建置網路介面，使作業人員能遠端操作模式。
5. 進行教育訓練，並移交發展完成之風暴潮溢淹模式。

填表人：莊美惠 聯絡電話： 03-4227151#65685 傳真電話：
03-4222894
E-mail： wishdeen@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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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實際成果)
請選擇合適綱要計畫評估之項目填寫初級產出、效益及重大
突破(填寫說明如表格內容，未使用之指標及填寫說明文字請刪除)
屬
性

績效指標

原訂值

初級產出量化值

A 論文
1 篇 SCI 期刊論
文以及 2 篇研討

國際研討會 2 篇

會論文

引用次數及影響
係數、論文獲獎
（次數）

系內、校內跨領域、
跨校或跨組織合作團
隊數目

形成研究中心或
實驗室數目

C 博碩士培育

碩士研究生及博士研
究生數量

研究生畢業後從
事之相關行業人
數

D 研究報告

數量

引用

E 辦理學術活動

辦理國內、雙邊或國

辦理主要之國際

)

際之研討會
研討會場次
workshop、學術會議
symposium、學術研討
會 conference、論壇
forum 次數。出版論文
集數目
F 形成教材

製作教材或自由軟體 引用次數、其他
授權釋出教材（件數） 個人或團體之加
值利用次數

其他

206

重大突
破

論文發表在國際
上重要研討會或
期刊（篇數）
、被

B 研究團隊養成

(

學
術
成
就
科
技
基
礎
研
究

效益說明

產值(薪
資)

佐證資料表
計畫名稱：臺灣海域近岸風暴潮溢淹預報模式之開發與研究（2 / 4）
【A 學術成就表】
中文題名

第一作者

發表年 (西元年)

文獻類別

吳祚任

2013

f

吳祚任

2013

f

風暴潮或海嘯洪水引發之局
部沖刷坑之三維二次賓漢流
模式數值模擬
應用於風暴潮或海嘯所引發
之局部沖刷模擬之三維模式
發展
註：文獻類別分成 a 國內一般期刊、b 國內重要期刊、c 國外一般期刊、d 國外重要期刊、e 國內
研討會、f 國際研討會、g 著作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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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國外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MOTC-CWB-102-O-02

計畫名稱

臺灣海域近岸風暴潮溢淹預報模式之開發與研究(2/4)

出國人員
姓名
出訪時間

吳祚任
102 年 1 月 19 日至
102 年 1 月 25 日

服務機構
及職稱

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
學研究所

會議地點

新加坡

(中文)
以三維二次賓漢流模式模擬暴潮洪水引發之局部沖刷

演講題目

(英文)

3D QUADRATIC BINGHAM MODEL FOR SIMULATING
LOCAL SCOUR INDUCED BY STRONG FLOOD
參訪經過
2013/1/21 至 2013/1/25 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Earth Observatory of Singapore
(EOS) 邀請，進行學術演講與參訪。圖 1 為邀請函。學術演講題目為『3D QUADRATIC
BINGHAM MODEL FOR SIMULATING LOCAL SCOUR INDUCED BY STRONG FLOOD』
。主
要介紹筆者所發展之三維沖刷模式。本模式為少數可以同時求解局部沖刷與水面
擾動之模式，因此會後與 EOS 學者廣泛進行討論，並磋商未來合作方式。
此外，本行程也與黃振華教授進行學術研討，主要討論過去合作議題上所發現之
問題，並予以釐清。在合作方面，由美國康乃爾大學劉立方教授主導模式理論推
導，黃振華教授進行實驗，而筆者則是負責數值分析。本次重點在於波浪經過珊
瑚礁群與珊瑚礁脊時，其紊流消散之動力機制之描述。圖 2 為黃振華教授所主持
之水動力學實驗室之設置。
本次行程除討論實驗設置與物理面相之外，亦磋商下一次之合作議題，以及討論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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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之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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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南洋理工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水動力學實驗室之水槽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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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MOTC-CWB-102-O-02

計畫名稱

臺灣海域近岸風暴潮溢淹預報模式之開發與研究(2/4)

出國人員
姓名
會議時間
會議名稱

吳祚任
102 年 3 月 14 日至
102 年 3 月 15 日

服務機構
及職稱

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
學研究所

會議地點

美國密西西比

(中文) 中美水利工程計算不確定性之風險評估研討會
(英文) Sino-American Workshop on Computation, Uncertainty, and
Risk Assessment in Hydro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演講題目

(中文)
風暴潮或海嘯洪水引發之局部沖刷坑之三維二次賓漢流模式數
值模擬
(英文)
3D Quadratic Bingham Model for Simulating Local Scour Induced by
Storm or Tsunami Floods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參加知會議為『SINO-AMERICAN WORKSHOP ON COMPUTATION,
UNCERTAINTY, AND RISK ASSESSMENT IN HYDRO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會議
日期為, March 14-15, 2013, 地點在 Oxford, Mississippi, U.S.A.。
此會議主要目的為加強台灣與美國雙方在水利工程與災防方面之合作與交
流。
筆者此行主要發表之會議論文為『3D QUADRATIC BINGHAM MODEL FOR
SIMULATING LOCAL SCOUR INDUCED BY STORM OR TSUNAMI FLOODS』
（如下圖）。
文章重點在於發展三維之沖刷模式，以準確預測在颱風或海嘯洪水衝擊下，基樁
都為所遭受之局部沖刷坑在時間與空間上發展。橋樑之基礎沖刷問題在災防上相
當重要，因為其結果直接關係到敲量之安全性。過去在沖刷坑深度預測上只能仰
賴經驗公式，不同之經驗公式所預測之最大沖刷深度往往差異在 5~10 倍以上，
造成安全評估與設計上及大的困擾。
本文利用非線性賓漢流模式，開發出具有流固性質雙向轉換之模式。此特性
在計算流體動力學上相當罕見，模擬之成果解析解、實驗數據、以及現場量測等
都有相當可觀之準確性。
二、與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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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本次交流之最主要目的，是希望拜訪密西西比大學之 CCHE3D 模式發展
學者。CCHE3D 是學界公認最先進之三維沖刷模式，筆者希望借此交流，交換心
得與意見。細節稍後詳述。基本上交流相當成功。對方在看到我方成果後，均表
示我模式之功能非常強悍，且準確度非常驚人。雖然不排除此為客氣之恭維，不
過至少也開啟雙方交流與合作的大門。
以下是會議與參訪之精采片段：

圖 1：本次投稿之會議論文局部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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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班機早會議一天抵達。抵達後，隨即拜訪密西西比大學，並與當地學者進
行友誼交流。此為在密西西比大學會議室聊天之畫面。

圖 3：在當地學者安排下，參訪密西西比大學美麗的校園。該筱原以羅馬柱門牌
為特色。每個系館皆有此造型之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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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會議第一天，市政府官員蒞臨致詞。

圖 5：會議第一天，主辦人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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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會議第一天，會議協同主辦人致詞。

圖 7：會議第一天，會議協同主辦人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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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會議第一天，成大游院長發表洪水即時預警之論文。

圖 9：會議第一天，颱洪中心楊博士發表颱風洪水模式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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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會議第一天，我（吳祚任）發表三維沖刷模式之論文。

圖 11：會議第一天，王仲宇老師發表海嘯與洪水災防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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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會議第一天 Dr. Singh 發表降雨模式之論文。

圖 13：會議第一天，密西西比大學 Prof. Wei-Yin Chen 發表統計輸砂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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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會議第一天，ERDC 之 Prof. Lihwa Lin 發表海岸溼地保護之論文。

圖 15：會議第一天，Prof. R. A. Kuhnie 發表輸砂模式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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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此行不僅論文口頭報告，我們亦發表 POSTER。

圖 17：會後大會安排參訪該校知名之自動化機械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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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接上，並聽取簡報。

圖 19：該校自動化廠房入口處所展示之車架與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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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校方安排校園導覽。

圖 21：校園內重要之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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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晚宴會場是在校園內之古蹟建築物內舉辦。殖民地風格相當高雅。

圖 23：晚宴採自助餐形式進行。菜色簡單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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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餐會上之交流。

圖 25：會議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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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會議第二天。

圖 27：會議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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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會議結束後，大會安排參訪州政府所設立之實驗中心。

圖 29：政府機構總會出現的美國總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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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聽取州政府方面之簡報。

圖 31：參訪輸砂實驗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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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參訪輸砂實驗室。

圖 33：參訪土石流潰壩實驗，並進行實際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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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雨滴衝擊實驗。

圖 35：第二天晚宴在校園內著名建築物 The Inn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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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大廳一景。相當華麗！

圖 37：走道亦相當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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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會議餐前點。本次採桌餐形式。

圖 39：大會主持人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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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會議結束後，即返回台灣。此為經濟艙之餐點。
本次會議收穫良多。不僅在模式上直接進行交流，亦觀摩密西西比方面之研
究方式與制度。此外，參訪州政府設立之實驗中心後，對於我日後之學術發展也
又相當程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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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3D QUADRATIC BINGHAM MODEL FOR SIMULATING LOCAL SCOUR
INDUCED BY STORM OR TSUNAMI FLOODS
Tso-Ren Wu, Yu-Ming Ko, Mei-Hui Chuang, Chung-Yue Wang and Chia-Ren Chu

A tsunami, storm surge, or strong flood after a heavy rain may result in severe
local scour and causes severe damages on structures in the coastal area. In this paper,
instead of using the depth integrated assumption, we developed a 3D multi-phase
rheological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the quadratic Bingham model to simulate the
local scour problems. A quadratic term is added to the traditional Bingham model to
represent the effect of sediment collision. The fluid motion is described by the
large-eddy simulation (LES) model with a volume-of-fluid (VOF) free-surface tracking
algorithm. We carefully validated the model with an analytical. Very high consistency
can be seen in terms of the velocity profile and location between the shear zone and
plug zone. This model is then used to study the local scour problem in the laboratory.
We simulate the scour around a semi-circular abutment with a sandy bed. Both
traditional and quadratic Bingham models are applied and compar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both models are capable of describing the scour pit around the cylinder.
However, only the quadratic model is able to depict the sediment deposition in the
downstream area. We conclude that the newly developed quadratic Bingham model
is capable of simulating the complex local scour and mud slide problems.
We then used this model to solve the local scour problem of the Shuang-Yuan
Bridge caused by the 2009 Typhoon Morakot. The maximum scour depth agreed with
the field measurement. We furth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our hole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extending the pier foundation. It appeared that extending
the foundation increases the maximum scour depth by 2 m. We also compared the
hydraulic pressure on the exposed piles with the design formula. An uneven pressure
distribution was observed. The pressure on the upstream piles was twice the
maximum pressure predicted by the design formula. This observation is valuable for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design code for piles that have a high scouring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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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本人對於此行相當滿意，無其他額外建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主要攜回大會之會議手冊。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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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吳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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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
學研究所

102 年 6 月 30 日至
會議地點 美國阿拉斯加
102 年 7 月 05 日
(中文) 2013 年國際近岸與極地工程師協會研討會
(英文)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Offshore and Polar Engineers
2013

演講題目

(中文)
1. 應用於海嘯暴潮所引發之局部沖刷模擬之三維模式發展
2. 由 2011 年日本 Tohoku 海嘯事件評估台灣海嘯風險
(英文)
1.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on the Developing of Local Scour
Induced by Tsunamis
2. Tsunami Risk Assessment in Taiwan after the event of 2011
Tohoku Tsunami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行程為赴阿拉斯加參加 ISOPE2013 研討會。本次參加該研討會之主要目的，
在於觀摩國際間在計算流體力學，特別是在水動力學方面的進展。當然，另一方
面也展示我們的學術成果。我在本次研討會中發表一篇論文，同時也受邀擔任海
嘯議程之主持人，並受推舉成為下一屆會議之召集人之一。
二、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最大心得在於看到中國方面在計算水動力學上的進展，特別是在風機與
波浪及水流之交互作用。大陸方面的進展令人刮目相看。雖然目前我認為自己仍
據領先之優勢，但是看到大陸方面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並且與產業密切結合，
不禁讓我為台灣在這一方面的優勢感到擔心。
以下我利用圖說，來記錄我的會議心得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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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飛行最後一趟轉機是搭乘阿拉斯加航空。總歷程 22 小時，的確疲累。

大會開幕式。會議地點在阿拉斯加安哥拉治的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場地很大，與
會的成員也很多，領域也多。規模有點類似 AGU。

236

會議主辦人發言。

大會之總 Keynote，Q. R. Passey。由最近頁岩氣為出發點，講述地質與睡動力學
間重要之關係。

237

大會之總 Keynote，Q. R. Passey。

會場外之情景。右側即為安哥拉治國際會議中心。

238

這次會議論文很多，我儘選擇部分對我較重要的記錄。本篇由 FRANIUS INSTITUTE
所發表，利用三維數值模式模擬局部沖刷。該論文以 OPENFORM 進行數值模擬，
利用傳統輸砂理論，配合經驗參數，可以描述較和緩之水流情況下，圓柱周圍之
局部沖刷情形。

239

該文較特殊處在於可以描述複雜之海中結構物。

會場聽眾很多。
240

該研究之另一重點在於可分析波與流同時存在下之局部沖刷行為。

成功大學許泰文老師發表論文。許老師在水動力學之數值模擬上也有很好的發
展。

241

這篇是由 Marcos Rodriguez 所發表之論文。英國團隊。研究非線性表面波對於半
隱沒之海中結構物之交互作用。

該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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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構物必須限制為不可移動。對於實際應用有侷限性。然而，這卻是目前研究
之主流。可移動之水中固體很難直接以數值模式加以模擬。

中國武漢理工大學所發表之論文。研究山崩所產生之波浪行為。該研究利用我於
2005 發表於 JFM 之山崩模擬與實驗數據進行研究。在 8 年後，終於追上我當時
的進度。雖然慢了些，但是畢竟追上來了。
243

該文作者，J. Ye。

該文提到模擬水面移動固體之困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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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模擬之案例。較特殊的是，該團隊在下游水面上放置一浮台，可隨水面運動
而運動。這是我到 2009 年才做到的進度。

利用波高歷時進行網格收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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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同時模擬水與空氣。因此可以看到空氣複雜之流場。

該文也探討在不考慮空氣的情況下，答案之差異性。不進行空氣方面之計算，可
大幅減輕計算量，但是與考慮空氣之結果鮮少有人予以量化。該研究結果顯示其
差異性不大。
246

日本學者 Masafumi SAITO 發表有關於 Tohoku 地震後，海岸受災情形。

日本學者 Masafumi SA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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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外與粉絲合影。

晚會會場。在座為成大水利蕭士俊老師與家人。

248

晚會時，大會致詞。

晚宴與蔡清標老師同桌。

249

進入海嘯議程。圖為 Jurgen Mobgraber。德國人。

該機構發展出相當複雜之海嘯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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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 Shigeaki Shiotani 發表行海嘯對於進中的船隻之影響。

主持人兼 Keynote 為日本學者 Hiroyasu Kawai。也是他把我納入往後之議程討
論。

251

Kawai 教授所發表之論文。

中山大學陳冠宇老師發表演說。

252

日本學者 Tsutomu Sakakiyama 發表論文。

研究題目為海嘯衝擊卵石消波堤時之流況分析。

253

日本學者 TOMOAKI NAKAMURA 進行論文發表。

該研究在探討海嘯溯升時，紊流與輸砂行為。是很困難的題目。

254

不過他的下一個題目更困難，是求解貨櫃受海嘯衝擊時之運動行為。

模擬的成果很驚人。貨櫃可以隨海嘯波飄移，計算是三維，且網格數很高。

255

日本在遭受 311 海嘯攻擊時，海岸普遍都是飄移的貨櫃或船隻。但是這方面的模
擬關係到流體與固體之耦合計算，算是計算流體動力學中最困難的部分。

本篇文章也進行實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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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相當特殊，也讓我很欽佩的地方在於，其不但可以求解流固耦合問題，也可
同時求解輸砂問題。這部份我都有發展，但是限於人力，一直到我寫這篇時才完
成。而 Nakamura 在 2011 就已經完成。

在流固耦合方面，採用 IBM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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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模擬貨櫃在 1:75 的坡度上，受海嘯衝擊之運動行為。

答案與實驗相比相當具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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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也分析貨櫃之移動速度局受力。

也分析轉動腳速度以及垂直位置與飄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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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實驗進行細部驗證。

中午休息，我在陳冠宇老師的建議下，購買會場外小吃攤的馴鹿熱狗。意外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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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的午餐。六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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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到我發表論文。

Dr. Wen-Chang Yang 也對台灣可能遭受的馬尼拉海嘯進行分析。

262

Dr. Wen-Chang Yang 進行論文發表。

海嘯的論文很多。很明顯的，在 311 海嘯事件後，海嘯成為顯學。這次各國學者
發表的海嘯文章很多，其中有一篇讓我格外注意。這是由德國學者 A. Stahlmann
（萊布尼茲大學）所發表，以數值模式模擬離岸風機之基礎沖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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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模擬相當成熟，網格配置也很不錯。

264

底泥沖刷部分採用傳統的輸砂半經驗公式。

底床剪力分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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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初始設置。

當水流開始流動，會出現泥沙漣漪。
266

與實驗數據比對。
三、發表全文或摘要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on the Developing of Local Scour
Induced by Tsunamis
Tso-Ren Wu1, Yu-Ming Ko1, Mei-Hui Chuang1, Chung-Yue Wang2 and Chia-Ren Chu2
1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

Chung-Li, Taoyuan, Taiwan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Taoyuan, Taiwan

ABSTRACT
A tsunami may result in severe local scour and causes heavy damages on structures
in the coastal area. In this paper, a 3D multi-phase rheological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the quadratic Bingham model is developed to simulate the local scour
problems. A quadratic term is added to the traditional Bingham model to represent
267

the effect of sediment collision. We carefully validated the model with an analytical.
Very high consistency can be seen in terms of the velocity profile and location
between the shear zone and plug zone. This model is then used to study the local
scour problem in the laboratory. We conclude that the newly developed quadratic
Bingham model is capable of simulating the complex local scour and mud slide
problems.
KEY WORDS: VOF, multiphase rheological models, Bingham model, local scour,
tsunami bore

Tsunami Risk Assessment in Taiwan after the event of 2011 Tohoku Tsunami
Tso-Ren Wu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Taoyuan, Taiwan

ABSTRACT
Taught by the lesson from the 2011 Tōhoku earthquake and tsunami, we aim to
probe into the potential large-scale trench-typed tsunami threats to Taiwan by
means of the deterministic method. In this paper, 18 trench-typed tsunami sources
and the 4 fault-typed tsunami sources will be constructed. The detailed construction,
including the rupture length and width, the scale of seismic moment, the slip as well
as the dip angle, will be elaborated. The tsunami numerical model, COMCOT, will be
applied to simulate tsunami propagation, run-up and inundation; multi-nested grids
will be used for a complete simulation of the process of a tsunami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inundat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 shows that tsunami source from
the northern segment of the Manila Trench will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Taiwan's southwest coast. The tsunami energy from the Yap Trench can be
substantially projected onto Taiwan, and threatens the coasts of northern, eastern,
southern as well as south-western Taiwan. The tsunami source from off the coast of
Hualien will have a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KEY WORDS:

2011 Tohoku Earthquake and Tsunami, Potential Tsunami Threat in Taiwan, Tsunami

Inundation, Trench-typed Tsunami Source, Manila Trench,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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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本次會議很成功，與各國海嘯學者交流收穫不少。也期待第六屆之南中
國海海嘯研討會之舉行。本次會議亦促成與新加坡以及南韓之學術合作，無
其他額外建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主要攜回大會之會議手冊。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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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員
姓名
會議時間
會議名稱

發表題目

吳祚任

服務機構 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
及職稱 學研究所

102 年 11 月 05 日至
會議地點 新加坡
102 年 11 月 11 日
(中文)第 6 屆南中國海海嘯研討會
(英文) South China Sea Tsunami Workshop 6, SCSTW6
(中文)
1. 海嘯逆向追跡法之發展及其於台灣南端之古海嘯事件應用
2. 以隱式速度法求解三維山崩引發之海嘯暴潮
(英文)
1. The Development of Tsunami Reverse Tracking Method an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Paleotsunami Event in the Southern Taiwan
2. Solving the 3D Landslide Generated Tsunamis by Implicit Velocity
Method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行程有兩個目的，一是參加第 6 屆南中國海海嘯研討會（South China Sea
Tsunami Workshop 6, SCSTW6），以及與南洋理工大學進行學術合作與交流。
南中國海海嘯研討會是由美國康乃爾大學劉立方教授與筆者於 6 年前所發起，主
要聚焦於南中國海海嘯發生之可能性以防治之道。本次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
辦，邀請來自美國、日本、台灣、新加坡、德國等學者進行學術討論。筆者亦發
表兩篇學術論文：
『The Development of Tsunami Reverse Tracking Method an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Paleotsunami Event in the Southern Taiwan』以及
『Solving the 3D Landslide Generated Tsunamis by Implicit Velocity Method』
二、與會心得
第一篇主要發展一特殊之分析古海嘯來源之方法，或稱為『海嘯源逆向追蹤法』。
這方法獨特之處在於知道古海嘯攻擊地點後，即可由該地點向外追蹤可能之海嘯
來源。過去在探討古海嘯之海嘯源時，必須進行大量之情境分析，不僅費時，且
有挂一漏萬之顧慮。而本研究新研發之逆向追蹤法，可以直接掌握可能之海嘯源，
更可以迅速排除不可能之來源，因此可確實設立少數且關鍵之情境。本演講亦應
用此方法，探討 1781 年高屏海嘯之可能來源，並結論到馬尼發海溝北段最有可
能為該事件之海嘯源。
270

本研究方法由於相當獨特且創新，會中即受到熱烈討論，其中劉立方教授亦提供
許多見解與建議，受益良多。
第二篇主要介紹第三代移動固體法，並用以研究山崩海嘯之動力機制。第三第移
動固體法主要特色在於所求解之壓力場無數值擾動，可更精確反應適當之壓力分
布。且第三代移動固體法不受有效網格變化之限制，可加速模擬速度。由於其穩
定且快速之特性，本次展出許多應用實例，例如水中跳躍之球體，以及墜落於湍
急洪水中之漂流物等。本論文亦受到現場學者之熱烈迴響。
此外，筆者亦擔任會議之負召集人以及論壇主持人，因此必須全程參與。更重要
的是，第七屆，也就下一屆，將由筆者來接棒辦理，並且將是擴大辦理。所以會
議尾聲亦與與會學者討論其對於未來研討會之期許。
除了 SCSTW6 之外，筆者亦額外與南洋理工大學 EOS 機構討論計畫合作事宜。主
要包括海嘯沈積物飄移之研究。本議題之重要性在於海嘯過後，其漂流物之殘餘
物經常被用來作為海嘯溢淹高度之判別。然而近年逐漸發現，由於海嘯除了又水
漲之情況，亦有水退之情況，因此殘餘之沈積物往往因為退水之作用，使得海嘯
影響範圍被低估。因此如何正確評估海嘯溢淹範圍將是本研究之重點。本研究將
由 EOS 進行實驗，我方進行數值模擬。本次行程主要討論事項之一，即為討論實
驗之設置以及資料之傳遞等。
此外，EOS 近年發現在印尼面印度洋之群島上，發現一海蝕洞。洞內除了充滿蝙
蝠糞便之外，亦發現海嘯沈積物。由海嘯沈積物與蝙蝠糞便出現的週期可以推斷，
毀滅性之海嘯大約有一千年左右之週期，EOS 稱其為 Mega Cycle。由於這是史上
第一次有精確的數據，因此該發現被刊登 Science 上。本此亦討論合作之內容，
包括由我方設立數值模式，進行海嘯入侵以及海嘯沈積物堆積之動力過程。希望
可以更精準了解並掌握海嘯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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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全文或摘要
The Development of Tsunami Reverse Tracking Method and the Application
to the Paleotsunami Event in the Southern Taiwan
Tso-Ren Wu1, Li-Hung Ko1, Chun-Juei Li1, Yu-Lin Tsai1,and Mei-Hui Chung1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Three tsunami boulders were found at the Jiupeng coast in the Southeastern
Taiwan (Matta et al., 2013), and can be the evidence of a paleotsunami event
happened within 5000 years. In this study, we intended to reconstruct this tsunami
event and and learn the potential large tsunami that might attack the southern Taiwan.
The first step is to find the possible tsunami sources by means of tsunami reverse
tracking method (TRTM). TRTM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linear wave theory and
dispersion relationship. By TRTM, we can also rule out the impossible ones. The
theory and algorithm of TRTM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full paper. As the probable
tsunami sources are located, the second step is to setup the tsunami scenarios, and to
eliminate the cases with results contradicted with the geophysics evidence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of velocity field, and the third step is to
simulate 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tsunami boulders by BTT (Boulder Transport by
Tsunami) model proposed by Immamura et al. (2008), and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the location of present tsunami boulders.
The result of reverse tracking method shows that only the tsunamis from Ryukyu
Manila, and Yap Trenches are able to reach the coast of Jiupeng (Fig. 1). However,
different initial wavefor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oulder transportation (Goto et
al., 2009). The BTT analysis shows that to move one of the boulder, B3, requires a
tsunami with 6 m bore height and 8 m/s current velocity. To reach this criteria, an
earthquake tsunami sourcing from Manila trench is the most-possible candidate, and
the momentum magnitude of the earthquake has to reach Mw 8. From the result we
can see that, if the event happened in the current time, not only Jiupeng will be
attacked, but also the coast of southwestern Taiwan will be attacked by the tsunami
with wave height up to 2 m (Fig. 1) at both Kaohsiung and Taitung cities with dense
populations. Furthermore, the No. 3 nuclear power plant (NPP3) is also located within
the dangerous zone with wave height up to 12 m. On the other hand, for the case of
boulder B1 which is larger than boulder B3, it requires a tsunami with 14 m incoming
wave height and 12 m/s current velocity which may be induced by a tsunami sourcing
from the Yap trench, and the earthquake momentum magnitude has to reach Mw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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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The maximum wave height of a scenario tsunami event souring from Manila
trench with Mw 8.0 earthquake. Left: the whole Taiwan area. Right: at Jiupeng coast.

Solving the 3D Landslide Generated Tsunamis by Implicit Velocity Method
Tso-Ren Wu1, Mei-Hui Chuang1, Chung-Yue Wang2, and Chia-Ren Chu2
1Graduate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hongli City, Taoyuan County, Taiwan
2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hongli City, Taoyuan County, Taiwan
The rockslide generated tsunami is one of the most devastating nature hazards.
However, the involvement of the moving obstacle and dynamic free-surface
movement makes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 difficult task. To describe both the fluid
motion and solid m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newly developed a two-way
fully-coupled moving solid algorithm with 3D LES turbulent model. The free-surface
movement is tracked by volume of fluid (VOF) method. The two-step projection
method is adopted to solve the Navier-Stokes type government equations.
In the new moving solid algorithm, a fictitious body force is implicitly prescribed
in MAC correction step to make the cell-center velocity satisfied with the obstacle
velocity. We called this method the implicit velocity method (IVM). Because no extra
terms are added to the pressure Poission correction, the pressure field of the fluid
part is stable, which is the key of the two-way fluid-solid coupling. Because no real
solid material is presented in the IVM, the time marching step is not restricted to the
smallest effective grid size. Also, because the fictitious force is implicitly added to the
correction step, the resulting velocity is accurate and fully coupled with the resulting
pressur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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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validated the IVM by simulating a floating box moving up and down on the
free-surface. We presented the time-history obstacle trajectory and compared i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Very accurate result can be seen in terms of the oscillating
amplitude and the period (Fig. 1). We also presented the free-surface comparison
with the high-speed snapshots.
At the end, the IVM was used to study the rock-slide generated tsunamis (Liu et
al., 2005). Good validations on the slide trajectory and the free-surface movement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full paper. From the simulation results (Fig. 2), we observed
that the rockslide generated waves are manly caused by the rebounding waves from
two sides of the sliding rock after the water is dragging down by the solid downward
motion. We also found that the turbulence has minor effect to the main flow field.
The rock size, rock density, and the steepness of the slope were analyzed to
understand their effects to the maximum runup height.
The detailed algorithm of IVM, the validation, the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rockslide tsunami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full paper.

Figure 1. Time-history trajectory of obstacle for the floating obstacle simulation.

275

Figure 2. Snapshots of the free-surface elevation with streamlines for the rockslide
tsunami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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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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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美國地球物理秋季會議（AGU Fall Meeting, AGU）由地球物理聯盟主辦，每
年於美國舊金山舉行，是地球科學界一年一度的盛會。由於加州地區地震活動頻
繁，地震研究相當活躍，因此 AGU 研討會與會者眾，各國地球科學學者皆踴躍
參加，是地球科學界學術交流極為重要的會議之一。本次參加研討會發表新發展
之山崩海嘯數值模擬方法，並與各國學者進行深入交流及討論，並吸取學術新知，
受益良多。

三、發表全文或摘要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he Rockslide Generated Tsunamis
Mei-Hui Chuang1, Tso-Ren Wu1, Chung-Yue Wang2, and Chia-Ren Chu2
1Graduate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hongli City, Taoyuan County, Taiwan
2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hongli City, Taoyuan County, Taiwan
The rockslide generated tsunami is one of the most devastating nature hazards.
However, the involvement of the moving obstacle and dynamic free-surface
movement makes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 difficult task. To describe both the fluid
motion and solid m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newly developed a two-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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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coupled moving solid algorithm with 3D LES turbulent model. The free-surface
movement is tracked by volume of fluid (VOF) method. The two-step projection
method is adopted to solve the Navier-Stokes type government equations.
In the new moving solid algorithm, a fictitious body force is implicitly prescribed
in MAC correction step to make the cell-center velocity satisfied with the obstacle
velocity. We called this method the implicit velocity method (IVM). Because no extra
terms are added to the pressure Poission correction, the pressure field of the fluid
part is stable, which is the key of the two-way fluid-solid coupling. Because no real
solid material is presented in the IVM, the time marching step is not restricted to the
smallest effective grid size. Also, because the fictitious force is implicitly added to the
correction step, the resulting velocity is accurate and fully coupled with the resulting
pressure field.
We validated the IVM by simulating a floating box moving up and down on the
free-surface. We presented the time-history obstacle trajectory and compared i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Very accurate result can be seen in terms of the oscillating
amplitude and the period (Fig. 1). We also presented the free-surface comparison
with the high-speed snapshots.
At the end, the IVM was used to study the rock-slide generated tsunamis (Liu et
al., 2005). Good validations on the slide trajectory and the free-surface movement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full paper. From the simulation results (Fig. 2), we observed
that the rockslide generated waves are manly caused by the rebounding waves from
two sides of the sliding rock after the water is dragging down by the solid downward
motion. We also found that the turbulence has minor effect to the main flow field.
The rock size, rock density, and the steepness of the slope were analyzed to
understand their effects to the maximum runup height.
The detailed algorithm of IVM, the validation, the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rockslide tsunami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full paper.

279

Figure 1. Time-history trajectory of obstacle for the floating obstacle simulation.

Figure 2. Snapshots of the free-surface elevation for the rockslide tsunami
simulation.
四、建議
AGU 會場安排完善，方便研究人員能立時交流討論，可供台灣仿效。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大會手冊一本。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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