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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央氣象局自 2011 年度建置一套以 WRF 區域模式為基礎之系集預報系

統（WRF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WEPS），並持續進行預報系統的強化研

究與更新。校驗結果顯示 WEPS 存在著離散度不足及近地面風速預報過大之問

題，為進一步改善模式表現，本研究欲調教模式之隨機動能後向散射法

（Stochastic-Kinetic Energy Backscatter，SKEB）之擾動振幅參數，以期獲得合

適之系集預報離散度。此外，透過調增模式地表粗糙度，以期改善風速過大之

問題。 

本研究先進行 SKEB 擾動振幅敏感性測試，針對流函數擾動振幅參數調整

至原本 2 倍，並針對溫度振幅參數調整至原本之 2 倍（T6V3 實驗）和 4 倍

（T12V3 實驗）之測試。結果顯示，提高 SKEB 擾動振幅參數能有效提高預報

離散度，而擾動參數使用 T12V3 實驗之設計，能有效提升預報離散度，獲得最

佳之預報離散度表現。 

根據此一敏感性測試結果，搭配增加地表粗糙度和改善短波輻射計算，進

行冬季和夏季共 42 個個案之預報實驗，以評估 WEPS 系統更新對預報表現之

整合影響。實驗結果指出，透過調增 SKEB 之擾動振幅參數，能獲得合適之離

散度，尤其高度場之離散關係已接近理想離散度之結果。此外，增加模式地表

粗糙度，對於模式近地面 10 米風速預報表現影響較為顯著，實驗結果顯示能有

效改善原本過大的風速偏差，進而改善模式預報誤差表現。相關 WEPS 系集系

統之更新，已於 2020 年 6 月 4 日正式上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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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數值天氣預報系統存在著不確定性，

包含:大氣運動的非線性特性、數值模式物

理過程的不完整、觀測資料不足等等，因此

單一決定性預報無法掌握預報不確定性，

為此，系集預報系統之發展可透過不同之

初始場，或模式擾動等方法產生多組預報，

期望能有效涵蓋數值預報不確定，並能更

進一步量化不確定性，提供未來天氣演變

之預報機率。因此中央氣象局於 2010 年起

發展中央氣象局區域系集預報系統，使用

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CAR）發展之 WRF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模式，建

立一套區域系集預報模式，簡稱為 WEPS

（WRF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此系

統於 2011 年正式上線作業，每日進行四次

預報作業，包含 00 UTC、06 UTC、12 UTC

和 18 UTC，透過模式擾動、初始場擾動和

邊界條件擾動，每次產製 20 組系集預報結

果。 

隨系統持續進行強化與更新，並於

2017 年提高模式解析度，水平網格解析度

提升為 15 公里和 3 公里，垂直層數為 52

層，模式範圍涵蓋東亞地區（如圖 1），並

且因應解析度之提升，進行模式擾動之評

估。根據 Li 等人（2020）之研究結果指出，

使用多模式擾動能可獲得最佳之離散度表

現，模式擾動包含多模式物理參數法、隨機

動能後向散射法（Stochastic-Kinetic Energy 

Backscatter，SKEB；Shutts 2005）和隨機物

理趨勢項擾動法（Stochastically Perturbed 

of Physics-Tendency，SPPT；Buizza et al. 

1999, Palmer et al. 2009）。在 WEPS 中加入

使用 SPPT 和 SKEB 兩種隨機擾動法，能

有效增加系集離散度，但對於系集平均之

預報誤差表現較無顯著之影響。爾後，

WEPS 根據此一研究成果，使用 SKEB、

SPPT 和多模式物理參數法產生模式擾動，

並根據系統預報離散度，調整至合適之

SKEB 和 SPPT 參數。 

WEPS 過去之初始場擾動使用中央氣

象局之系集調整卡爾曼濾波資料同化系統

（ Ensemble Adjustment Kalman Filter, 

EAKF; Anderson 2001）之 20 組成員 6 小

時預報場擾動和中央氣象局之區域決定性

預報系統（ WRF Deterministic Forecast, 

WRFD）之初始場，透過簡易疊加產生 20

組模式初始場。然而，因為僅使用簡易的擾

動疊加，造成初始場有過多小擾動，這些小

擾動不僅導致預報表現變差，更可能造成

預報積分不穩定的問題。而且在有颱風生

成時，更可能因為 WRFD 的颱風和 EAKF

颱風擾動的位置差異，疊加後反而產生雙

中心的問題，進而影響颱風路徑預報表現。 

Li 等 人 (2019) 利 用 混 和 技 術

（Blending method; Hsiao et al. 2015），透

過空間濾波方式，針對特定之截斷長度

（cut-off length scale）結合 WRFD 之初始

場大尺度環境場，和 EAKF 之 6 小時預報

場小尺度資訊，進而產生 WEPS 之初始場

擾動，截斷長度使用 1200 公里。研究結果

指出，此法能有效減少初始場中過多小擾

動，並能顯著改善模式之預報誤差，同時也



—3— 

降低預報離散度，不過相對預報誤差的有

效降低，預報誤差與預報離散度更為接近，

顯示離散關係獲得改善。WEPS 系統亦在

此一方法更新上線後，取得更佳之預報表

現。 

WEPS 系統之模式法擾動相關研究方

面，WEPS 使用 SKEB 之擾動振幅參數為

配合舊版系統之擾動情形進行設計，因此

因應 WEPS 初始場擾動之產製方法更新，

必須進行擾動振幅參數之調整。根據 Li 

（2019)研究指出，由於初始場擾動更新，

會造成離散度下降之情形，因此本研究欲

針對 SKEB 擾動振幅參數進行調校，期望

能增加原本不足之預報離散度。 

中央氣象局區域模式小組一直致力於

WRFD 預報系統之物理過程進行強化研

究。黃與洪（2020）為改善 WRFD 模式於

臺灣地區 10 米風速過大之問題，透過增加

模式地表粗糙度，評估其對模式預報之影

響。結果指出，增加模式地表粗糙度，能有

效降低原本高估之風速，尤其以臺灣西部

地區之日間風速高估的改善最為顯著。然

而，WEPS 系統之地面風速校驗分析顯示，

模式 10 米風速高估之偏差特性顯著，同時

與系集成員使用之邊界層參數法相關。此

外，中央氣象局區域模式小組亦發現

WRFD 之短波輻射通量在 30 分鐘計算頻

率間之輻射值為相同。因此，在兩次輻射通

量計算之輻射值，依天頂角將輻射值內插

至每個時間步長（time step），此一更新能

改善區域決定性預報模式之綜觀天氣尺度

之預報表現。由於 WEPS 與 WRFD 使用相

同的模式架構設定，與 WRFD 存在相同的

問題。因此本研究將在 WEPS 系統更新版

本的研究過程，同時更新模式地表粗糙度

與評估修正輻射通量計算對模式預報之影

響。 

本研究將進行 SKEB 擾動強化測試，

並評估模式物理過程之更新對 WEPS 預報

表現之影響。後續將於第二章介紹研究方

法，第三章則為敏感性測試和整合測試之

研究成果，第四章為總結與未來展望。 

二、研究方法 

(一)、實驗設計 

本研究使用之模式版本為 WRF3.8.1

版本，WEPS 之擾動初始場皆使用大氣環

境之分析擬合技術，結合 WRFD 初始場和

EAKF 6 小時預報場；擾動側邊界條件使用

美國國家大氣環境預報中心（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 ）之全球系集預報系統（ Global 

Ensemble Forecast System, GEFS）之預報場

產製；模式擾動則皆使用多模式物理參數

法、SKEB 和 SPPT，多模式物理參數法設

定如表 1，模式物理參數法介紹詳如 WRF

使用手冊（Skamarock et al., 2008）。 

本研究首先將進行 SKEB 擾動振幅參

數之敏感度測試，共針對流函數之擾動振

幅參數調整至原本之 2 倍，並針對溫度振

幅參數調整至原本之 2 倍和 4 倍之測試，

共進行 3 組實驗，實驗設計如表 2 所示。

預報時間為 2018 年 8 月 25 日 00 UTC 至 8

月 29 日 12 UTC，每天 00 UTC 和 12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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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72 小時的預報，共 10 個個案。 

根據 SKEB 擾動振幅參數敏感度測試

之結果，並加入地表粗糙度的調增和短波

輻射計算更新，進行整合性更新測試，以了

解 3 項更新之整合影響，共執行兩組實驗：

第 1 組實驗為原始作業版本（WEPS2.1），

第 2 組實驗為加入 3 項更新之版本

（WEPS2.2），實驗設定詳如表 3。為評估

在不同季節之表現，此次測試進行夏冬兩

季個案，夏季個案之實驗期間為 2019 年 9

月 22 日至 10 月 2 日之 00 UTC 和 12 

UTC，共 22 個個案，期間包含 2019 年米

塔颱風個案。米塔颱風於 2019 年 9 月 28

日在菲律賓之東方海面上生成為輕度颱

風，並向西北方往臺灣方向移動，中央氣象

局於 9 月 29 日 00 時發布海上警報，30 日

暴風圈通過臺灣東半部及中部以北陸地，

造成臺灣北部有較大之降雨，並於 10 月 1

日解除颱風警報；冬季個案之實驗期間為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1 月 31 日之 00 UTC 

和 12 UTC ，共 20 個個案，實驗期間包含

寒流侵襲臺灣，主要影響臺灣時間為 1 月

27 日至 2 月 1 日。 

校驗真值採用 NCEP 之全球模式分析

場資料，解析度為 0.25 度，雨量預報校驗

真值則使用中央氣象局劇烈天氣監測系

統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and 

segregation using multiple sensors, 

QPESUMS; Chang et al., 2021 )系統所提供

整合氣象雷達、雨量站等多重觀測資料之

估計雨量。 

(二)、校驗方法 

為找出合適的系集預報成員，須透過

校驗分析來評估系集預報離散是否足夠，

據以最大程度涵蓋可能的發生機率，最常

被使用之系集離散度校驗方法有兩種，第 1

種 為 等 級 直 方 圖 （ Talagrand Rank 

Histogram; Hamill 2001; Toth et al. 2003），

直方圖表示每一點觀測值在系集中的排

序，長條越左邊表示系集高於觀測越多，偏

右邊則表示觀測大於系集值，當直方圖越

平坦即表示系集預報對於掌握觀測值的能

力越好，觀測值能均勻落於系集預報的各

成員之間；若圖形呈現倒 L 型，顯示為預

報低估之系統性偏差，此法除了解預報離

散度情況，亦能了解其偏差狀況，能定性呈

現系集預報分布特性。 

第 2 種為比較系集離散度（SPRD; Toth 

et al. 2003; Zhu et al 2008）和系集平均之均

方根誤差（RMSE），當 SPRD 和 RMSE 相

等時，顯示為合適之離散度表現；當 SPRD

小於 RMSE，為離散度不足；當 SPRD 大

於 RMSE 則為離散度過大。詳細校驗方法

和說明參閱李和洪（2011）。 

此外，針對颱風預報表現之校驗，除

了一般常見之颱風路徑預報誤差，系集預

報亦會針對颱風路徑預報機率之預報可信

度進行校驗，了解系集颱風路徑預報表現。

可信度校驗（Heming, 2004）為檢驗預報機

率和觀測發生頻率是否一致，當一致表示

最佳，圖形則會呈現於對角線。計算方法為

先定義預報機率範圍，以預報颱風中心位

置為例，若預報機率為 10%，表示此範圍

內包含 10%的系集成員颱風中心，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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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之颱風中心落於 10%範圍的頻率，若

100 次個案只有 10 次落於 10%的範圍內，

則觀測頻率即為 10%。此外，針對降雨預

報校驗，則採用一般常用之公正預兆得分

（ Equitable Threat Score, ETS; Schaefer 

1990），以評估系集系統對於降水預報之表

現。 

 

表 1、系集預報系統之模式物理參數化設計 

Table 1. Physics packages for multi-physics ensemble 
 積雲參數法 邊界層參數法 微物理參數法 

1 Grell YSU Goddard 

2 Tiedke YSU Goddard 

3 Betts-Miller MYJ Goddard 

4 Kain-Frisch MYJ Goddard 

5 Tiedke MYJ Goddard 

6 Old SAS MYJ Goddard 

7 New SAS MYJ Goddard 

8 Grell ACM2 Goddard 

9 Tiedke ACM2 Goddard 

10 New SAS ACM2 Goddard 

11 Tiedke YSU WSM5 

12 Betts-Miller MYJ WSM5 

13 Kain-Frisch MYJ WSM5 

14 Tiedke MYJ WSM5 

15 Old SAS MYJ WSM5 

16 New SAS MYJ WSM5 

17 Grell ACM2 WSM5 

18 Tiedke ACM2 WSM5 

19 New SAS ACM2 WSM5 

20 Old SAS MYNN2 WS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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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KEB 擾動參數敏感度測試實驗設計 

Table 2. The configuration of experiments of sensitivity test of SKEB. 

 

 

 

        

 

 

表 3. 整合測試實驗設計 

 Table 3. The configuration of integrated experiments. 

 
圖 1. 區域系集預報之模式範圍。 

Fig 1. The model domain of WRF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實驗名稱 流函數擾動振幅參數 

tot_backscat_psi 

溫度擾動振幅參數 

tot_backscat_T 

CTRL 0.15e-5 0.3e-6 

T6V3 0.3e-5 0.6e-6 

T12V3 0.3e-5 1.2e-6 

更新項目\系統版本 WEPS2.1 WEPS2.2 

SKEB 擾動參數 tot_backscat_psi=0.15e-5 
tot_backscat_T=0.3e-6 

psi 參數變為 2 倍 = 0.3 
T 參數變為 4 倍=1.2 

地表粗糙度 農田 Z0= 0.05 至 0.15 
森林 Z0= 0.2 至 0.5 
城市 Z0= 0.5 至 0.5 

農田 Z0= 0.05 至 0.45 
森林 Z0= 0.2 至 0.9 
城市 Z0= 0.9  至 0.9 
增加地表粗糙度 

短波輻射通量 swint_opt = 0 swint_opt = 1 
於兩次時間步長中，根據天頂角

進行短波輻射值內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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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驗分析與討論 

(一)SKEB 擾動振幅參數敏感度測試 

圖 2(a)至(c)分別為 3 組實驗之高度場、

溫度場和緯向風場之 72 小時離散度分析結

果。比較CTRL和T6V3實驗指出，增加 SKEB

擾動振幅參數設定，能確實增加預報離散度

值，此外，兩組實驗之 RMSE 相近，顯示此

測試中，調整之 SKEB 擾動振幅參數，對預

報準確度之影響較小。風場之校驗結果指出，

CTRL 實驗在低層的預報離散度表現已經不

錯，而增加擾動後，低層之 SPRD 和 RMSE

已經非常接近，因此，流函數之擾動振幅參數

已經為合理之設定，不必再進行調整；但高度

場和溫度場之 SPRD 仍小於 RMSE，顯示離

散度仍不足。 

因此，欲需針對溫度場和高度場持續進

行調整，溫度之擾動振幅參數再調整至 CTRL

之 4 倍，標記為 T12V3 實驗。而結果顯示，

此一擾動振幅之設定，能有效增加高度場和

溫度場之 SPRD，而且在低層能提供十分理想

之離散度，SPRD 和 RMSE 已經相當接近。3

組實驗結果指出，T12V3 實驗之擾動振幅參

數設定，能獲得最佳之離散關係。 

 

 
圖 2、垂直各層之 72 小時離散度分析結果，(a)至(c)分別為高度場、溫度場和緯向風場之預報

結果。圖中實線為系集平均之均方根誤差，虛線為離散度值；黑線為 CTRL，紅線為

T6V3 實驗，藍線為 T12V3 實驗結果。 

Fig 2. Spread (dashed) and RMSE (solid) of two ensemble systems for (a) geopotential height, (b) 

temperature, and (c) zonal wind at 72 hours. The different experiments are denoted by line 

colors: CTR (black), T6V3 (red), and T12V3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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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性測試 

根據 SKEB 擾動振幅參數之敏感度測

試之結果指出，流函數之擾動振幅參數調

整為原來之 2 倍，溫度場調整為原本之 4

倍，為最佳之 SKEB 擾動振幅參數設定。

在 SKEB 擾動震幅參數設定研究後，由上

述設定之調整，配合其他模式物理過程調

整（如表二），進行整合測試，並針對綜觀

尺度天氣、臺灣陸地近地面預報及颱風預

報表現進行校驗評估，以了解其整合性預

報表現。 

1.綜觀尺度天氣校驗 

WEPS2.2 和 WEPS2.1 之系集平均之

均方根誤差（RMSE）顯示（如圖 3 至圖 5），

WEPS2.2 的均方根誤差有些微改善，由於

模式中更新地表短波輻射通量計算頻率，

於兩次輻射計算中，依天頂角將輻射值內

插至每個時間步長（time step），而原本模

式中，在兩個 time step 間之輻射值設定為

相同。根據中央氣象局區域模式小組之測

試結果指出，修正短波輻射通量之計算能

改善模式之綜觀天氣場之預報表現（圖未

示），與預期結果相符。 

而 SPRD 結果指出，增加 SKEB 擾動

振幅參數能確實增加預報離散度，而比較

SPRD 和 RMSE 之差異，WEPS2.2 之 SPRD

和 RMSE 相較於 WEPS2.1 之結果更為接

近，因此 WEPS2.2 版不僅能獲得較佳之系

集平均預報結果，更能獲得較佳之離散關

係表現，此一結果和李等人（2020）之研究

結果一致，符合預期。因此，WEPS2.2 能

同時透過增加模式擾動（SKEB 擾動振幅增

加），並且透過改善模式預報誤差（模式短

波輻射計算更新），進而改善離散關係。 

進一步比較冬季和夏季的結果，

WEPS2.2 之更新於夏冬兩季都能有改善，

又以夏季之改善程度更佳，夏季高度場之

SPRD 和 RMSE 在各層都十分接近，離散

度表現趨近於理想表現。然而冬季，雖然

WEPS2.2 離散度已有增加，但是兩組實驗

之冬季預報離散度皆不足，離散度值也較

夏季小。 

雖然模式範圍平均之離散度表現有所

改善，但離散度增加的位置可能錯誤，依然

會造成系集機率預報之可信度降低之狀況，

因此需近一步了解 SPRD 和誤差之二維分

布。圖 6 和圖 7 指出，兩組實驗之離散度

分布和誤差的分布相近，顯示 WEPS 之離

散度分布合適，在預報不確定性較大的區

域，能提供較大的預報離散度。進一步比較

兩組實驗之差異，無論夏季或是冬季，調增

SKEB 擾動參數，增加最顯著之離散度位置，

和誤差較大的位置相似，顯示 SKEB 所提

供之擾動合適。此外，由於此夏季個案為颱

風個案，颱風之預報不確定較大，因此能發

現在颱風位置有較大的系集離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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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度場 72 小時預報之系集平均均方根誤差（實線）和系集離散度（虛線），紅線為

WEPS2.2 整合測試、黑線為 WEPS2.1 整合測試，（a）夏季個案之結果，（b）為冬

季個案之結果。 

Fig 3. Spread (dashed) and RMSE (solid) of two ensemble systems for geopotential height at 72 

hours forecasts. The different experiments are denoted by line colors: WEPS2.1 (black), 

WEPS2.2 (red). Two figures represent the result of two seasons: summer cases (a), winter 

cases (b). 

 

圖 4. 同圖 3，但為溫度場之校驗結果。 

Fig 4. As in Fig. 3, but for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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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同圖 3，但為緯向風場之校驗結果。 

Fig 5. As in Fig. 3, but for zonal wind. 

 

 
 

 

 

圖 6. 冬季個案之 500 hPa 高度場之第 72 小時離散度和誤差分布圖。(a)和(c)分別為 WEPS2.1
和 WEPS2.2 之離散度圖；(b)和(d)分別為 WEPS2.1 和 WEPS2.2 之誤差圖。 

Fig. 6 The map of error and spread of winter cases of geopotential height at 500 hPa at forecast lead 
time of 72 h. (a) and (c) are the spread of WEPS2.1 and WEPS2.2 respectively. (b) to (d) are 
the error of WEPS2.1 and WEPS2.2 respectively.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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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陸地近地面預報校驗 

針對模式 3 公里解析度中之臺灣本島陸

地之兩米溫度、濕度和 10 米風速進行校驗，

將 3 公里網格預報內插至地面觀測點上進行

校驗。而 WEPS2.1 和 WEPS2.2 之夏季個案

近地面預報結果（圖 8），結果指出，兩組個

案無論哪個變數，其 RMSE 皆大於 SPRD，

顯示 WEPS 於臺灣陸地之近地面預報離散度

不足，未來仍須針對此一問題持續進行研究

和強化。此外，亦發現調增 SKEB 參數，對於

近地面預報之離散度增加不明顯，此一結果

和 Berner et al. (2015) 結果相似，SKEB 對於

自由大氣之影響較為顯著，對於近地面則影

響較小。而比較兩組實驗之校驗結果，兩米溫

度和濕度之預報結果差異較小，WEPS2.2 較

WEPS2.1 之 RMSE 表現稍佳；而 WEPS2.2 10

米風速之 RMSE 表現則有很明顯之改善，主

要是更新增加了地表粗糙度，能增加地表摩

擦力，進而減少地面風速。而 WEPS2.1 之地

面風速有過強的情形，透過此一調整能有效

改善地面風速預報表現，也藉由改善模式預

報誤差，離散關係亦因此而獲得改善。此結果

與黃和洪（2020）結果一致，符合預期。 

 

 
 

 

 

圖 7. 同圖 6，但為夏季個案。 

Fig. 7 As in Fig.6, but for summer cases.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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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颱風降水校驗 

系集定量降水預報之目的，除了能提供

合適之機率定量降水預報，亦希望系集成員

能涵蓋足夠之不確定性，並能從中獲得有用

的資訊，並產製有用之系集定量降水預報產

品。 

定量降雨預報離散度分析結果（圖 9）指

出 WEPS2.1 之直方圖呈現為倒 L 型，表示降

水表現呈現為低估，而 WEPS2.2 雖也呈現預

報低估之情形，但在圖中偏右邊的值明顯比

WEPS2.1 更少，顯示 WEPS2.2 能改善定量降

水預報之預報偏差情形。 

而機率擬合平均（Probability matched 

mean, PMM； 黃等，2016；葉等，2016；蘇

等，2016；蘇等，2020）降雨預報為目前最廣

泛被使用之定量降水預報產品，本次校驗針

對 PMM 進行預報得分之校驗分析。本次校驗

之預報得分，計算 12 小時累積降水量之 ETS，

進行不同降水量門檻值之預報校驗；得分分

數愈接近 1 代表模式降水預報愈準確。結果

（圖 10）指出 WEPS2.1 和 WEPS2.2 在不同

的門檻值之預報得分互有優劣，整體而言降

雨預報表現兩者預報結果比較呈現為中性。 

 
圖 8. 臺灣陸地之近地面預報之系集平均均方根誤差（實線）和系集離散度（虛線），藍線

為 WEPS2.1 整合測試、紅線為 WEPS2.2 整合測試，（a）兩米溫度之結果，（b）兩

米水氣之結果，（c）10 米風速之結果。 

Fig. 8 . Spread (dashed) and RMSE (solid) of two ensemble systems over Taiwan island for (a) 

2-m air temperature, (b) 2-m mixing ratio, and (c) 10-m wind speed by forecast hours. 

The different experiments are denoted by line colors: WEPS2.1 (blue), WEPS2.2 (red).  



—13— 

 

圖 9. 36 至 48 小時累積雨量之 Rank Histogram 分析圖，(a)和(b)分別為 WEPS2.1 和 WEPS2.2

之分析結果。紅色虛線代表最佳頻率分布。 

Fig. 9 . Rank histogram at 36-48 h. (a) and (b) are the performance of WEPS2.1 and WEPS2.2 

respectively. The red dash line is the perfect frequency value at each intervals. 

 

 

 

 

 

 

 

 

 

 

 

 

圖 10. 36 至 48 小時累積雨量之 PMM ETS 得分，藍色線為 WEPS2.1 和紅色現為 WEPS2.2。 

Fig. 10 . ETS scores of  PMM of WEPS2.1 (blue) and WEPS2.2 (red) from 60 to 72 h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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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颱風路徑預報校驗 

預報期間包含了 2019 年米塔颱風，其於

2019 年 9 月 28 日轉為輕度颱風，並於 10 月

3 日消散，而臺灣於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針

對米塔颱風發布颱風警報。此次校驗個案包

含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 日，共 10 個個案。 

圖11為兩組實驗之颱風系集平均路徑預

報誤差和路徑可信度預報，颱風路徑預報誤

差即為颱風系集平均路徑和觀測路徑之誤差；

可信度校驗分析結果指出，WEPS2.1 和

WEPS2.2 之可信度十分相似，且兩者皆很貼

近對角線，顯示兩者可信度表現都不錯，然而

在颱風路徑預報誤差校驗結果顯示，預報前

期兩組實驗之預報誤差表現相似，但是預報

後期 WEPS2.2 之預報誤差較大。 

圖 12 為路徑預報圖，並搭配路徑機率橢

圓（Fukuda, 2017），路徑上的機率橢圓表示百

分之七十的系集成員分布範圍，當橢圓長軸

平行於颱風路徑，表示系集成員之預報離散

來源主要為颱風移速，若橢圓長軸垂直於颱

風路徑，則表示系集成員之預報差異為位置。

分析結果指出兩組實驗之颱風系集平均路徑

表現差異不大，顯示在 28 日初始颱風定位較

偏離實際位置，而隨預報時間預報路徑也修

正得更為準確。然而，從圖 12 (a)和(b)中，可

以發現 WEPS2.2 在預報後期之機率橢圓較大，

且橢圓長軸平行於路徑，顯示為成員之移速

差異較大，可能為造成預報後期有較大之路

徑預報誤差之可能原因。根據測試，若校驗時

移除 9 月 28 日之兩個個案，則 WEPS2.2 之

路徑預報誤差能顯著下降（未呈現），由於本

研究颱風個案數較少，因此少數個案對於整

體校驗結果影響較大，未來可進行更多個案

進行比較，據以提高校驗顯著性。 

 

 

圖 11.（a）颱風系集平均路徑預報誤差，和（b）颱風路徑預報可信度，紅線為 WEPS2.2

整合測試、藍線為 WEPS2.1 整合測試。 

Fig.11 (a)Track error of the ensemble mean, and (b) reliability for WEPS2.1 (blue) and WEPS2.2 

(red) as a function of lea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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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藍色、紅色各為 WEPS2.1、WEPS2.2 之颱風系集平均路徑預報和機率橢圓，黑線為最佳

路徑。 

Fig.12 The typhoon track forecast of ensemble mean and elliptical probability of WEPS2.1 (blue) and 

WEPS2.2 (red). The best track is indicated in black line. 

四、總結與未來展望 

中央氣象局發展區域系集預報系統

（WEPS），並於 2011 年正式上線作業，之

後並持續進行強化研究與作業更新。然而，

WEPS 仍存在模式離散度不足和臺灣陸地

近地面風速過大的問題。 

為解決離散度不足之問題，本研究欲

針對隨機後向散射法（SKEB）之擾動振幅

參數進行調增之測試研究，期望能增加預

報離散度。因此，本研究先進行 SKEB 擾

動振幅參數之敏感度測試，針對流函數振

幅參數調整至原本 2 倍，並針對溫度振幅

參數調整至原本之 2 倍和 4 倍之測試，共

進行 3 組敏感度實驗，10 組個案之測試。

結果指出，增加 SKEB 擾動振幅參數能確

實增加預報離散度，且流函數振幅參數調

整至原本 2 倍，溫度振幅參數調整至原本

之 4 倍，能獲得最佳離散關係，而此一敏

感性測試結果，將提供後續強化研究使用。 

此外，根據中央氣象局區域模式小組

之研究成果指出，短波輻射通量之計算調

整能改善 WRF 區域模式綜觀尺度天氣預

報表現，而調增模式地表粗糙度，能改善 10

米風速高估偏差情形，此 2 項研究，皆能

對區域模式預報有正向之貢獻，且能改善

WEPS 原本近地面風速過大的問題。為評

估調增模式粗糙度和短波輻射通量計算修

正對於 WEPS 之影響，同時也欲了解加入

SKEB 擾動振幅參數調整後，WEPS 是否能

獲得各項優化之優點，進而改善 WEPS 預

報表現，因此進行 3 項更新之整合性測試

評估。 

為進行整合性測試評估，執行兩組實

驗，分別為原始作業版本（WEPS2.1）和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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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更新版本（WEPS2.2），主要差別為

WEPS2.2 版本加入上述 3 項更新，並進行

夏冬兩季共 42 組個案之測試。整合結果指

出，WEPS2.2 整合 3 項更新，皆能順利獲

得預期之優點。調增 SKEB 擾動參數，能

有效增加預報離散度，改善原本離散度不

足之問題，尤其以夏季個案之改善表現最

佳，WEPS2.2 夏季個案之離散度和均方根

誤差十分接近，顯示離散關係表現十分理

想；而增加模式地表粗糙度，能有效改善

WEPS 於臺灣陸地之近地面預報表現，尤

其是 10 米風速預報，風速預報之 RMSE 改

善十分顯著；而短波輻射通量計算修正，與

之前研究結果一致，能有效改善 WEPS 之

綜觀尺度天氣預報表現。總結來說，

WEPS2.2 能改善預報誤差與預報離散度，

及改善近地面預報表現，而颱風降水預報

和颱風路徑可信度預報表現和原始作業版

本結果差不多。因此整體而言，系集預報系

統之更新能獲得較好的預報表現，因此，列

為上線作業更新項目，並已於 2020 年 6 月

4 日正式上線作業。 

整體而言，WEPS2.2 仍有進步的空間，

臺灣陸地近地面預報表現，雖然 10 米風速

預報誤差有改善，但是 2 米溫度、濕度和

10 米風速的 RMSE 和 SPRD 差異仍大，此

可能因模式的離散度仍不足。後續發展將

著重在提高模式離散度，或是改善模式之

近地面預報偏差，藉以改善系集預報的離

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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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 (WRF) model based on the regional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WEPS) was constructed and operationally maintained by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wan. The WEPS was first implemented in 2011 and been continuing developed and 

optimized. However, the ensemble spread of WEPS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 addition, the surface 

wind speed forecast of WEPS was evaluated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an over-predicted among 

the gauges around Taiwan Islan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semble spread 

and surface wind speed prediction, the perturbation amplitudes of stochastic-kinetic energy 

backscatter (SKEB) scheme was increased and the roughness effect was enhanced to reduce the 

model wind speed forecast bias. 
Two sensitive experiments of model-error representation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sensitivity of amplitudes in SKEB. One of the experiments was to double the temperature 
amplitudes with doubling stream function and the other was to quadruple the temperature 
amplitudes. The results show the ensemble spread can be improved via increasing the amplitudes, 
and the best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with reasonable dispersion relation can be achieved 
with the quadrupled amplitude of temperature and doubled amplitude of stream function. 

With 42 cases including summer and winter duration, the verification was conducted to 
quantif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pgraded WEPS. The upgraded WEPS was not only enhanced 
by the model-error representation but also the effect of roughness as well as the calculation of 
shortwave radiation. Result shows that the dispersion relation of WEPS in geopotential height 
resulted from increasing the model-error representation parameters is nearly desirable. 
Furthermore, the surface field was improved with the modified of roughness effect within land 
surface model. The operational WEPS was revised and upgraded in June 4th 2020 including 
these approaches aforemen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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