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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政府提倡再生能源的開發與利用，其中風力發電與氣象預報資料具

有相當高程度的關聯，包含風力發電輸出、風機運轉、維護等排程規劃，揭示

氣象與其他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現今數值天氣預報技術發展迅速，為了解預

報系統可用性，除了採用各項預報校驗方法外，本研究同時考量使用者與預報

系統的特性進行經濟價值分析，期望提供後端防災決策更直觀的參考依據，亦

兼顧系集預報包含預報不確定度的資訊，進而提高系集機率預報的應用性。 

本研究採用本局區域系集預測系統(WRF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WEPS)發展系集百米風場機率預報，針對臺灣鄰近範圍進行季節(東北季風與

西南季風)與區域(北、中、南部風機場址)特性評估，以了解系集機率預報的可

信度與潛在可用性，並進一步納入使用者特性，探討系集機率預報的經濟價值。

結果顯示不同預報時間之機率預報的預報特性相近；以東北季風期間高風速過

度預報較西南季風期間顯著，其中又以北部沿海區域過度預報最嚴重，不過整

體而言，WEPS 普遍百米風速機率預報可信度不低，且潛在可用性程度很高。

在經濟價值分析顯示，大部分的使用者依據 WEPS 進行防災決策時，相對於參

考樣本氣候發生頻率，長期能夠獲得更高的經濟效應。另外，系集成員組合之

最大經濟價值普遍高於由系集導出之任一決定性預報經濟價值(Richardson)。

因不同使用者在面對相同天氣事件時會有不同的致災風險，門檻設定須隨著使

用者特性不同而改變，因此在作業上應提供各使用者採取防災行動的最佳機率

門檻，以利後續決策判斷與防災預警。 

關鍵字：系集預測系統、可信度、潛在可用性、經濟價值分析

一、前言 

    隨著工業發展與科技快速進步，人類急

遽變化的生活型態對環境造成不可忽視的影

響，面對氣候變遷、環境污染、資源耗竭等

危及人類世代生存與發展等全球性議題，

1987 年聯合國事件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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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提出永續發展的理念，

開啟全世界對於永續發展的關注。2005 年聯

合國制定京都議定書強調溫室氣體減量、尋

求替代能源日益迫切等問題的重視性。2015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發表《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文件，並提出新全球性目標「永

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第 7 項目標(SDG7)主旨為確保

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的

能源。為落實 SDG7 的理念，以解決傳統化

石能源耗竭與對環境衝擊等經濟環保議題，

近年來各國致力於開發潔淨能源，不僅能夠

加強能源多元化，同時以保能源安全與長期

穩定的供應，達到環境永續的願景。臺灣於

2016 年起積極推動能源轉型政策，以「展綠、

增氣、減煤、非核」之潔淨能源發展方向為

規劃原則，並以發展再生能源為主軸，其中

以太陽光電與離岸風力為最具發展潛力的再

生能源類別，故政府積極推動太陽光電與風

力發電，以提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期望達

成兼顧能源安全、綠色經濟與環境永續之願

景。 

    由於特殊的海陸分布，強勁的盛行季風

賦予臺灣成為風力資源開發優良的區域，其

中以風機設備建置區域分為陸域風電與離岸

風電：(1)臺灣地狹人稠，陸域風機架設空間

有限，且鑑於風能資源較好的區域已趨飽和，

陸域風電進展累積相當實績，正逐步延伸至

離岸風場的開發；(2)海域因少有阻擋因素干

擾，風向相對穩定，風速普遍較陸域區域高，

因此離岸風力資源較陸域資源豐富，且風機

架設遠離民眾居住環境，可減少人民對鄰避

設施的反彈。根據國際離岸風電工程顧問機

構 4C Offshore 統計全球各區域之平均風速，

全球風況最好的前 20 處觀測地大部份位於

臺灣海峽，故政府積極開發與增設離岸風力

發電，不僅有望提高國內能源自主率，同時

也能夠幫助本土綠能產業在國際供應鏈上的

競爭力。 

    雖然風力等再生能源發電相對於傳統火

力或核能發電可以大幅減少對環境的破壞與

污染，但由於太陽能及風能等再生能源需倚

賴自然狀況進行發電，因此易受到天氣系統、

季節、地域等環境影響。若將再生能源發電

整併至發電機組時，當受到鋒面等天氣系統

影響，發電機組難以隨著系統頻率變化來增

減發電，可能造成機組觸發跳機，增加系統

卸載的可能性，影響供電可靠度(吳，2020)。

因此，再生能源的間歇與不易預測特性為再

生能源併網與電力調度帶來極大的挑戰，為

解決上述種種衝擊，近年來政府致力於精進

再生能源發電量預測，以爭取更充裕的時間

加以因應各種情境，而其中一種發電量預測

方法為採用氣象數值天氣預報以提前預測風

能的變動，並針對不同電力調度策略，例如

極短期的頻率調解、短期的電力系統操作安

全、中期的電力系統日前機組調度規劃與長

期電力系統燃料規劃、線路與發電機停檢修

規劃等。由於牽涉層面廣泛，亟需不同領域

間的研究與經驗交流，故政府近年來極力推

動跨領域合作，加速臺灣離岸風電發展。 

    風力發電原理是藉由風力轉動葉片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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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風能，其中風能與風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因此風速越大，風能越高，產出的電力相應

提高，因此選擇良好的風場是相當重要的。

除與風速直接相關外，風機本身的機械設計

包含葉片效率、電力轉換器效率等同樣會影

響風機實際發出的功率，導致風力機無法將

全部的風能換為電能。一般而言，功率曲線

(power curve)即用以描述風力機實際功率輸

出與風速間的關係，從曲線可以得知三種與

風電輸出相關的風速：(1)當風速到達切入風

速(cut-in wind speed)表示風機開始發電，通

常切入風速約落在 2 至 4m/s；(2)風速到達額

定風速(rated wind speed)時，風力機發出額定

功率，若風速超過額定風速，發電量因趨於

飽和而不會隨之增加，一般常見的額定風速

約為 12m/s；(3)風速到達切出風速(cut-off 

wind speed)風力機則停止運轉以維護風力機

的維運安全，切出風速通常設定為 25m/s。因

此當風速低於 3m/s 時風力發電機組無法發

電，風速大於 25m/s 時又因容易損壞機組而

必須停機。  

    從氣象的角度而言，雖然數值模式的預

報能力隨著大氣動、熱力過程的瞭解與計算

資源的增加而明顯提升，但預報過程中仍不

可避免地存在各種誤差來源，因此氣象作業

單 位 常 採 用 系 集 預 報 系 統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EPS) 產製多個系集成員

以量化預報不確定性(forecast uncertainty)訊

息，得到未來天氣狀況可能的分布狀況，並

進一步得到機率型或藉由統計後處理

(Statistic Post-Processing, SPP)方法由系集導

出決定型的預報產品。目前各國氣象模式研

發團隊不斷精進系集預報系統，而中央氣象

局也發展了以區域模式架構下的系集預報系

統。不過在預報系統的發展過程中，需要透

過相應且合適的校驗方法進行預報結果與模

式預報能力的評估，目的在於瞭解系集預報

是否能夠產生具有合理離散度的系集成員以

反映預報的不確性，以及從大量的預報資料

中能否萃取出有價值的資訊，此為系集模式

應用上的重要關鍵。 

    然而對於一般民眾與非氣象單位而言，

經常面臨不知道如何應用系集機率預報，例

如氣象預報顯示某一風速之強風發生機率為

40%，風機業者仍不清楚該預報機率是否需

要採取防災行動，以避免風力機結構受到強

風受損而出現無法即時提供預估發電量而導

致電力供應不足等事件發生。因此，對於參

考氣象預報資料的使用者而言，是否採取防

災行動，除了與機率預報相關外，同時也須

考量使用者自身的成本與損失費用，換言之，

使用者能夠從該系集預報獲得多少程度的經

濟 價 值 (relative Economic Value, EV ，

Richardson 2000)，不過需注意此經濟價值是

相對的概念，而非絕對的經濟價值。過去已

有相當多的研究探討經濟價值分析，其旨在

幫助使用者利用機率預報做出最佳化的決

策，以降低防災成本或減少損失，獲得最大

的經濟效益。而最佳化的決策表示，使用者

藉由預報資訊採取最合適的防災行動，而使

得長期平均的支出費用(即費用期望值)降至

最低。此外，因不同使用者在面對相同天氣

事件時會有不同的致災風險，防災門檻設定

須隨著使用者防災成本與防災後可避免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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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大小不同而改變，因此在作業上應提供各

使用者採取防災行動的最佳機率門檻(防災

門檻)，以利後續決策判斷與防災預警。對於

風力發電的防災應用上，夏季至秋季颱風容

易侵襲或接近臺灣鄰近海域，而颱風強勁的

風速可為離岸風機帶來豐沛的發電能量，但

過強的風速即面臨是否需要停機以避免跳機

等災害發生，若採取停機措施則需啟動其他

傳統火力核能等耗竭性能源的電廠，倘若實

際上沒有達到預期過強的風速時，決策者則

須負擔啟動其他電廠的防災成本以及風電資

源的損失。假設使用者透過經濟價值分析應

用氣象預報資料時，不僅可以從氣象資料中

擷取風力資訊，同時考量預報系統長期的預

報能力與自身的成本與損失金額，且能夠相

當客觀且效率地進行是否採取防災行動的決

策，以長期而言決策者將獲得最大的經濟效

益。除防災決策外，因發電機組需定期維修

以維護機組安全與效率，早期陸域風機維護

主要依賴人工作業，不過未來離岸風機的增

加必然將增添船隻出海的成本與維運人員安

全上的風險，對於技術要求及開發成本勢必

提高許多，因此經濟價值分析亦可作為電力

排程規劃之參考依據。 

    考量未來輪穀高度往上延伸之可能性，

假設風機平均輪穀高度為一百米，本研究採

用中央氣象局提供的高解析網格化百米高度

風速預報資料，目的為評估系集預報系統的

潛在可用性 (potential usefulness)與經濟價

值，並分析使用者以系集機率預報為依據做

出決策時，能夠獲得多少經濟效益。此論文

第二部份主要說明系集模式與觀測資料來

源，第三部分介紹校驗方法與經濟價值的定

義，第四部份為「盛行季風期間系集機率預

報評估」與「颱風影響期間系集機率預報與

經濟價值分析」的結果分析與討論，最後一

部分是結論與展望。 

二、模式與觀測資料 

(一) 模式資料 

    中央氣象局以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WRF)區域模式為基礎所發展

的 區 域 系 集 預 報 系 統 (WRF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WEPS)，擁有 2 層槽狀

網格，水平解析度為 15、3 公里。依據不

同的初始條件、邊界條件與模式參數化

等，組合得到 20 個系集預報成員。預報時

間長度為 108 小時，逐時預報，更新頻率

為每日 4 次(00/06/12/18 UTC)。本研究採

用解析度 3 公里、空間範圍北緯 21.47°至

26.72°，東經 117.69°至 123.53°，校驗期從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總共一年，

僅考慮預報時間第 24 小時的系集預報資

料。 

(二) 觀測資料 

    因目前沒有規範觀測儀器量測離地

一百米高度的風速，且在模式預報為高解

析度網格資料的情形下，需採用高解析網

格分析場作為真實場。為滿足逐網格點校

驗需求，真實場採用 WRF 決定性預報

(Deterministic WRF，WRFD)的分析場，擁

有 2 層槽狀網格，空間解析度為 15、3 公

里，更新頻率為每日 4 次 (00/06/12/18 

UTC)。本研究採用觀測資料之解析度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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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範圍與預報資料相同。 

(三) 颱風個案資料 

    由於本研究著重於防災行動決策關

心的天氣災害事件，針對離岸風電常見的

天氣災害主要為強風速對風機機組與葉

片造成的損傷，而此類型的天氣狀況容易

發生在颱風影響期間，因此，為評估百米

風高風速資料的預報品質與經濟價值，本

研究在第四部份-結果與討論中分析 2016 

到 2019 年共 7 個颱風個案(包含 2016 年

尼伯特；2017 年尼莎、海棠、古超；2018

年瑪莉亞、山竹；2019 年丹娜絲颱風)，53

個預報報數。颱風個案之預報資料同樣採

用 WEPS，觀測資料改採用由中央氣象局

發展的時間與空間多尺度分析系統(Space 

and Time Multiscale Analysis System, 

STMAS)分析場作為真實場。預報與真實

場的空間解析度皆由 3 公里內插至 2.5 公

里，此內插程序主要是為了進行強風機率

預報的經濟價值分析與應用。 

三、研究方法 

(一) Rank Histogram 

    逐格點將預報值與觀測由小自大進行

排序，紀錄觀測值落在哪個序位，在該序位

累計一次，待統計完所有時間與網格點的

資料後，即可得到 Rank Histogram。Rank 

histogram 主要是用以評估系集預報的離

散度能否合理地涵蓋到真實觀測，達到所

有成員可以等機率預報到真實觀測的一致

性，因此當圖形平坦時，表示離散程度合

理，不確定性與真實情況相符。若圖形呈現

U 型分布，表示此系集模式離散程度不足

(under-dispersive)；若呈現 A 型分布，表示

離散程度太大(over-dispersive)。若圖形的

峰值偏向左(右)側，表示真值大部分落在較

小(大)值序位，預報模式有高報(低報)的情

形 (Statistical Methods in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figure 8.26; Wilks 2011)。因此透

過 Rank Histogram 能夠了解系集模式的預

報偏差，以及系集離散度(ensemble spread)

是否合理。 

(二) Reliability Diagram 

    若給定某一發生門檻，統計樣本中達

到該門檻之系集個數與總系集個數之比

例 ， 可 計 算 出 預 報 機 率 (forecast 

probability)；接著對應各預報機率之滿足

該門檻之預報樣本中，實際觀測亦達到該

門檻個數之比例，即為觀測發生頻率

(observed relative frequency)。透過各預報

機率與對應之觀測發生頻率連線之信賴曲

線分布，可進一步了解預報機率與觀測頻

率 的 一 致 性 ， 即 預 報 系 統 的 可 信 度

(reliability)。 

    若各預報機率皆等於觀測頻率，信賴

曲線會落在可信度圖對角線上，表示此預

報系統完美可信。若信賴曲線普遍落在對

角線上(下)方，表示預報機率通常大(小)於

觀測發生頻率，說明模式機率預報為過度

預報(預報不足)；若信賴曲線在高機率預報

高(低)報、低機率預報低(高)報，顯示機率

預報具有過度自信 ( 自信不足 ) 的情形

( Statistical Methods in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figure 8.8a; Wilk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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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Relat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不同於 Reliability Diagram 以預報為

條件機率之條件判斷，ROC 技術得分是以

觀測作為條件機率的條件判斷。給定一組

遞增的事件發生門檻 (表示當預報機率大

於等於此事件發生門檻時，視為預報有事

件發生 )，將機率預報轉至單一預報 (即

Yes/No 預報)，並對應觀測實際發生情形統

計 hits (h)、misses (m)、false alarms (f)、

correct negatives (c)進而建立二維列聯表

(Contingency Table；Finley 1884)，並進一

步得到命中率(Hit rate)與錯誤預警率(False 

Alarm rate)，將各預報機率的 Hit rate 與

False Alarm rate 打點連線，即可繪製 ROC

曲線。曲線下方的面積(ROC area)代表預報

模 式 區 辨 事 件 發 生 與 否 的 能 力

(Discrimination Ability)，是判定預報系統

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若 ROC area 等於 1

表示完美預報；若曲線落在對角線上，ROC 

area 等於 0.5，常被視為隨機預報；若 ROC 

area 大(小)於 0.5，表示此預報系統有(無)

區辨能力。Buizza et al. (1999)認為 ROC 

area 大於 0.7 表示此預報模式具有良好的

區辨能力，故後續校驗分析依據 ROC area

大於 0.7 作為判斷模式是否具有良好潛在

可用性的標準。不過需注意此判斷標準

Buizza et al. (1999)是應用於雨量變數，然

而模式的預報能力在不同氣象變數上可能

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 ROC area 大於 0.7

是否能作為決定模式預報風速是否具有潛

在可用性的標準仍待商榷，本研究不深入

討論。 

(四) relative Economic Value (EV) 

    假設使用者是否採取防災行動完全依

據數值模式預報特定事件發生與否，經濟

價值分析考量數值模式預報能力與決策者

特性兩個因素，從使用者角度評估數值模

式的預報價值：當給定特定事件發生閾值，

可藉由歷史模式預報與觀測資料計算二維

列聯表得到 h、m、f、c，用以代表該數值

模式的預報能力；執行防災行動涉及三種

成本或損失：(1)防災行動所需的成本(Cost, 

C) ， (2) 執 行 防 災 行 動 可 避 免 的 損 失

(Preventable Loss, Lp)，(3)執行防災後無法

避免的損失(Unpreventable Loss, Lu)。我們

以 Cost-Loss Ratio (後續簡稱 r)來代表決策

者的成本損失比，r 定義為防災成本(C)與

執 行 防 災 可 避 免 的 損 失 (Lp) 的 比 值

(r=C/Lp)。 

    某一預報系統的相對經濟價值定義為

(Richardson 2000)： 

𝐸𝐸𝐸𝐸 =
𝐸𝐸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𝐸𝐸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𝑓𝑓𝑐𝑐
𝐸𝐸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𝐸𝐸𝑝𝑝𝑐𝑐𝑓𝑓𝑓𝑓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其中 𝐸𝐸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𝑓𝑓𝑐𝑐、𝐸𝐸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𝐸𝐸𝑝𝑝𝑐𝑐𝑓𝑓𝑓𝑓𝑐𝑐𝑐𝑐𝑐𝑐分別

是使用者參考模式預報、氣候預報與完美

預報做決策的費用期望值，本研究的氣候

預報是指沒有任何即時預報資訊的情況

下，使用者以事件發生的頻繁與否(事件發

生頻率)作為決策的參考憑據。EV 的分子

表示「相對於某一關心事件的氣候發生頻

率，參考該預報系統決定是否採取行動的

費用期望值減少程度」，分母表示「相對於

某一關心事件的氣候發生頻率，參考完美

預報決定是否採取行動的費用期望值減少

程度」，故比值代表某一使用者「參考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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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系統所減少的成本損失費用」是「參考完

美預報所減少的成本損失費用」的多少倍

數，是一種相對的概念，而非絕對的經濟價

值。若 EV=1，表示該預報系統為完美預報；

EV 值越高(低)，表示該模式相對於氣候預

報，其參考價值越高(低)；EV<=0 表示長期

參考此預報系統對該使用者沒有參考價

值，因為參考預報系統所花的錢高於參考

氣候預報所花的錢。其中，某一使用者參考

某一預報系統、氣候發生頻率、完美預報各

別的費用期望值計算方式如下： 

𝐸𝐸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𝑓𝑓𝑐𝑐 = ℎ(𝐶𝐶 + 𝐿𝐿𝑢𝑢) + 𝑓𝑓𝐶𝐶 + 𝑚𝑚(𝐿𝐿𝑝𝑝 + 𝐿𝐿𝑢𝑢) 

𝐸𝐸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𝑜�𝐿𝐿𝑝𝑝 + 𝐿𝐿𝑢𝑢�,𝐶𝐶 + �̅�𝑜𝐿𝐿𝑢𝑢� 

= �̅�𝑜𝐿𝐿𝑢𝑢 + 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𝑜𝐿𝐿𝑝𝑝,𝐶𝐶� 

𝐸𝐸𝑝𝑝𝑐𝑐𝑓𝑓𝑓𝑓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𝑜(𝐶𝐶 + 𝐿𝐿𝑢𝑢) 

    對於特定使用者與關心事件，𝐸𝐸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與𝐸𝐸𝑝𝑝𝑐𝑐𝑓𝑓𝑓𝑓𝑐𝑐𝑐𝑐𝑐𝑐為定值，𝐸𝐸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𝑓𝑓𝑐𝑐與模式預報能力

相關，越低越好。 

    Richardson(2000)將模式預報能力(h、

m、f、c)改以 hit rate 與 false alarm rate 表

示，並結合 r 與 �̅�𝑜得到以下 EV 型式： 

𝐸𝐸𝐸𝐸 =
𝑚𝑚𝑀𝑀𝑀𝑀(�̅�𝑜, 𝑟𝑟) − 𝐹𝐹𝑟𝑟(1 − �̅�𝑜) + 𝐻𝐻�̅�𝑜(1 − 𝑟𝑟) − �̅�𝑜

𝑚𝑚𝑀𝑀𝑀𝑀(�̅�𝑜, 𝑟𝑟) − �̅�𝑜𝑟𝑟
 

    由於 EV 與模式本身的預報能力相關，

對於機率預報而言，模式的 hit rate 與 false 

alarm rate 會隨著決策者選擇不同的機率閾

值(probability threshold, Pt)而變動。故經濟

價值分析能夠針對使用者關心的天氣事件

找出讓使用者獲得最高經濟價值的最佳機

率閾值。 

四、結果與討論 

(一) 盛行季風期間系集機率預報評估    

    參考前人研究(韓，2014)，將 4 至 9 月

定義為西南季風期間，10 月至 3 月為東北

季風期間，採用本研究的觀測資料依據不

同盛行季風期間分別計算得到平均百米風

速分布(如圖 1a-b)，顯示臺灣附近風場結構

受到盛行季風與地形效應影響，風速在東

北季風與西南季風期間存在明顯差異。除

將臺灣鄰近所有網格點進行全域分析外，

另參考經濟部能源局公告離岸風力發電潛

力場址區分為北、中、南三個離岸海域進一

步評估模式在該範圍的預報表現(圖 2)。

 
圖 1 盛行季風下百米平均風速分布圖。(a)為東北季風期間，(b)為西南季風期間，顏色對照長

條圖為百米風速，單位為 m/s。 
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average 100-meter wind speed within (a) the period of northeast monsoon 

period and (b) the period of southwest monsoon. The color shaded bar represents average 100-
meter wind speed, and the unit is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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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潛力風能場址區域分布圖。以顏色區別臺灣潛力風能場址區域，黃色代表北部、橘

色代表中部、藍色代表南部離岸海域。 
Figur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map of potential wind energy sites. Shaded colors show three 

areas of potential wind energy sites in the northern (yellow), the middle (orange), and 
the southern offshore (blue). 

 
    為了解系集預報百米風速的預報偏

差，進行 rank histogram 分析，圖 3 結果顯

示：觀測風速落在小於系集成員中最小值

(rank1)的頻率最高，rank histogram 呈現 L

型態，表示 WEPS 系集百米風有高報(over-

forecasting)現象：在盛行風向方面，以東北

季風期間(圖 3a)較西南季風期間(圖 3b)顯

著；在地區方面，兩盛行季風期間皆以臺灣

北部離岸風機場址區域的高報現象最嚴重

(圖 3c-d)。

 
圖 3. WEPS 預報前領時間第 24 小時百米風速預報的序位直方圖，其中(a)、(b)為全域範

圍，(c)、(d)為潛力場址分區範圍，分區對應顏色同圖 2；左側為東北季風期間，右

側為西南季風期間。紅色水平虛線代表觀測序位均勻分布在所有序位狀況下的頻率。 
Figure 3. The rank histogram of 100-meter wind speed forecast at 24th-hour lead time with 

WEPS, where (a) and (b) are verified in the whole area, (c) and (d) are verified in three 
areas of the potential sites, and the areas correspond to colors same as Figure 2. The left 
side is the result during the period of northeast monsoon, and the right side i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uthwest monsoon. The red horizontal dashed line represents the frequency of 
the observation sequence evenly distributed in al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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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速低於 3m/s 時風力發電機組無法發

電，風速大於 25m/s 時又因容易損壞機組

而必須停機，因此我們採用切入風速(3m/s)

與切出風速(25m/s)作為百米風速閾值，評

估百米風速的系集機率預報表現。全域的

reliability diagram(圖 4a)顯示 WEPS 在弱風

速 (0~3m/s)呈現低報、風電風速(3~25m/s)

呈現高報；在盛行風向方面，西南季風期間

的信賴曲線較接近對角線，表示西南季風

期間系集機率預報的可信度較東北季風期

間高，此結果也可透過 rank histogram(圖

3a, b)分析結果得到佐證 :東北季風期間百

米風速過度預報情形較西南季風期間嚴

重，表示系集預報在東北季風期間較西南

季風期間存在更大的預報偏差，反映在

reliability diagram 上，即是信賴曲線偏離對

角線的程度較大。為了解 WEPS 預報百米

風速的潛在可用性，透過 ROC 進一步分析

(圖 4b)顯示：以東北季風期間的模式潛在

可用性比西南季風期間高，然而相同盛行

季風下不同風速區間的區辨能力差異不

大。整體而言，西南季風與東北季風期間

0~3m/s 與 3~25m/s 百米風速區間的 ROC

曲線下面積皆高達 0.9 以上，表示百米風速

機率預報具有相當良好的區辨能力，說明

WEPS 百米風速機率預報之潛在可用性很

高。

 
圖 4. 全域範圍之 WEPS 系集機率預報在預報領前時間第 24 小時的 (a) reliability diagram

與 (b) ROC 曲線圖。顏色代表百米風速閾值：綠(藍)色為西南季風期間百米風速落

在 0~3(3~25)m/s；黃(紫)色為東北季風期間百米風速落在 0~3(3~25)m/s。 

Figure 4. (a) Reliability diagram and (b) ROC curve diagram of 100-meter wind speed forecast 

in the whole area at 24th-hour lead time with WEPS. The color represents the 100-meter 

wind speed threshold: the green (blue) line represents that the 100-meter wind speed 

within 0~3 (3~25) m/s during the southwest monsoon; the yellow (purple) line represents 

the 100-meter wind speed within 0~3 (3~25) m/s during the northeast mon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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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評估北、中、南部離岸海域進行百米

風電風速 (3~25 m/s)之系集機率預報：

(1)reliability diagram (圖 5a, c)顯示在 3 個

離岸風機區域中，臺灣北部離岸海域的機

率預報高報情形最顯著，而中部離岸海域

機率預報可信度最高。(2)模式潛在可用性

結果(圖 5b, d)顯示：在分區方面，以北部、

中部區域的潛在可用性較高，南部最低；在

盛行風向方面，所有區域皆以東北季風(圖

5b)的模式潛在可用性較西南季風 (圖 5d)

高，與全域的評估結果一致。 

 

 
圖 5 潛力場址分區範圍之 WEPS 系集機率預報在預報領前時間第 24 小時的 (a) reliability 

diagram 與 (b) ROC 曲線圖。顏色說明同圖 2。百米風速閾值為 3~25m/s。 

Figure 5. (a) Reliability diagram and (b) ROC curve diagram of 100-meter wind speed forecast in three 

areas of the potential sites at 24th-hour lead time with WEPS. Color description is the same as 

Figure 2. The threshold of 100-meter wind speed is 3~2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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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颱風影響期間系集機率預報與經濟價值

分析 

    為進一步探討強風速天氣事件(例如颱

風)對離岸風機維運安全的防災決策，我們採

用 2016~2019 年颱風個案(共 7 個颱風)之

WEPS 2.5 公里高解析網格預報資料，評估百

米風速≥切出風速 25m/s 的機率預報表現，結

果顯示：(1)信賴曲線在低(高)預報機率有輕微

高(低)報的情形；整體而言，信賴曲線接近對

角線，表示 WEPS 百米風速在 25m/s 以上之

系集機率預報可信度高(圖 6a)；圖 6 b 顯示

ROC 曲線下面積高達 0.95 以上，說明 WEPS

百米風速≥25m/s的系集機率預報的潛在可用

性非常高。

 
圖 6 同圖 4，但採用颱風個案資料，百米風速閾值為≥25m/s。 

Figure 6. Same as Figure 4, but using data of typhoon cases. The threshold of 100-meter wind speed 

is ≥25m/s. 

 

    經濟價值分析結果(圖 7)顯示：相較於參

考觀測樣本氣候頻率做決策，所有使用者參

考 WEPS 機率預報進行決策皆可獲得較高的

經濟效益(EV>0)；r 值較小(大)的使用者應採

用較 r 值稍高(低)的機率閾值，表示 WEPS 對

於低(高)機率預報有稍微高(低)報的現象，與

reliability diagram 的可信度分析結果一致。例

如圖 8 當使用者 r 值為 0.02 時，若系集模式

為完美預報，最佳 Pt 的理論值與 r 值相同，

應為 0.02，但因 WEPS 系集成員數量為 20 個

(只能提供 0,1/20, 2/20, …20/20 等 21 種預報

機率值)，且 WEPS 具有過度預報，因此經濟

價值分析結果顯示該使用者採取防災行動的

最佳 Pt 為 0.15，較 r 值高，驗證經濟價值分

析結果能夠同時反映決策者特性與系集機率

預報的預報能力。 

一般使用者不知如何以系集機率預報做決

策，因此最常使用的系集預報產品是系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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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預報。接下來我們將評比系集平均預報與

系集機率預報所能提供給使用者的 r 經濟價

值多寡，結果顯示(圖 9)：系集機率預報最大

經濟價值曲線普遍高於系集平均的經濟價值

曲線，表示相對於系集平均預報，使用者參考

系集機率預報進行決策能夠獲得更高的經濟

效益(Richardson 2002)。為什麼系集機率預報

相對於決定性預報，甚至是從相同系集預報

產製的系集平均，具有更高的經濟價值？因

為系集機率預報透過機率來描述預報的不確

定性，同時讓使用者可以選擇不同的機率門

檻做為防災門檻，但決定性預報只有兩種結

果(全對或全錯)，僅提供一個防災門檻(100%)

供使用者選擇，使用者無法在決策上考量到

預報的不確定性。此結果與 ROC 分析可以互

相呼應：單一決定性預報僅能在 ROC 圖上有

3 個點，計算得到的 ROC 曲線下面積相較系

集機率預報來得小，故採用相同系集預報系

統時，系集機率預報較系集平均能夠提供較

高的經濟價值。

 
圖 7. WEPS 系集機率預報在預報領前時間第 24 小時的經濟價值分布(藍線；使用左側縱

座標軸)與使用者欲得到最大經濟價值所需採用的最佳防災機率門檻(橘色圓圈；使

用右側縱座標軸)。淺藍色實線是採用不同防災機率門檻的經濟價值曲線，而深藍色

曲線是使用者採用最佳防災機率門檻所能得到的最大經濟價值曲線。橫軸為使用者

的 Cost-Loss Ratio(r)，代表不同的使用者。 

Figure 7. The economic value distribution (blue line; use the left y-axis) of 100-meter wind 

speed forecast at 24th-hour lead time with WEPS and the optimal disaster-prevention 

probability threshold (orange circle; use the right y-axis) required for each user to obtain 

the maximum economic value. The light blue solid line represents the economic value 

curve using each probability thresholds, and the dark blue curve represents the maximum 

economic value curve that users can obtain by adopting the optimal probability threshold. 

The x-axis is the Cost-Loss Ratio(r) of the user, representing different users. 



— 33 — 

 
圖 8. 某一使用者(r=0.02)參考 WEPS 預報領前時間第 24 小時的 20 組預報機率能所能得

到的最大經濟價值曲線(藍線)。橫軸為預報機率閾值(Pt)，縱軸為經濟價值。 

Figure 8. The maximum economic value curve (blue line) that a user (r=0.02) can obtain by 20 

kinds of forecast probabilities at 24th-hour lead time with WEPS. The x-axis is the 

probability threshold (Pt), and the y-axis is the economic value. 

 
圖 9. 同圖 7 ，增加使用者參考由 WEPS 導出系集平均所獲得的經濟價值分布(紅線)。 

Figure 9. Same as Figure 7, adding the economic value curve (red line) obtained by ensemble 

mean derived from W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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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展望 

     隨著永續發展意識抬頭，潔淨能源日

益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國內政策正積極推

動綠色能源與產業發展，並促進與氣象預

報的跨領域合作。本研究聚焦於風力發電

機組採用氣象預報資料進行維護與排程規

劃需求，依據風電切入與切出風速作為百

米風速閾值，同時分別針對東北與西南盛

行季風期間進行系集機率預報評估。結果

顯示本局 WEPS 百米風速在東北季風期間

比西南季風期間有較明顯的過度預報，其

中又以臺灣北部離岸海域過度預報最嚴

重；WEPS 系集機率預報具有非常良好的

模式潛在可用性。另外，在 3 個潛力風機

場址區域中，中部離岸區域具有最佳的機

率預報可信度與區辨能力，表示 WEPS 系

集預報資料對於蘊藏豐富風能的彰濱外海

離岸區域具有良好的百米風場預報，值得

未來加值應用。 

    針對颱風靠近臺灣鄰近區域而影響風

機運轉安全的百米風高風速閾值(≥25m/s)

進行系集機率預報評估，結果顯示 WEPS

機率預報的可信度與模式潛在可用性皆相

當高。經濟價值分析結果顯示：幾乎所有使

用者在颱風期間參考 WEPS 系集機率預報

進行決策都可獲得經濟效益。此外，相對於

系集平均預報，使用者採用系集機率預報

做決策能夠獲得較高的經濟價值，凸顯以

系集機率預報傳達預報不確定性資訊給使

用者的重要性。 

    因應國內政府綠能政策推動，未來風

能業者與電力調度單位等勢必對於氣象預

報資料的需求日益增加，了解所參考預報

資訊的品質是極其重要的課題，且使用者

可根據自己的成本 /損失比在不同預警門

檻下所能得到的經濟效益，選擇最佳的預

警門檻，在最佳時機採取防災措施，以得到

最大的經濟效益。雖然經濟價值分析仍存

在些許限制，例如生命損失與隱含時間成

本的損失等部分的成本估算不易，不過本

研究目的在於提供下游單位應用氣象預報

資訊進行防災決策的雛型，後續可因應不

同需求彈性調整與精進模式的複雜度，在

跨領域應用上具有極高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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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WRF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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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n the recent years, 

wind energy is high correlation to the use of meteorological prediction.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governments pay highly attention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eteorological 

and other energy fields.  In addition, the optimal decision-making for energy generation and 

management calls for probabilistic forecasts which could take care of the information of forecast 

uncertainty in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EPS).  Focusing on ensemble probabilistic 

forecasts of wind speed at 100-meter height, this research aims to understand the usefulness of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 WRF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WEPS) by not only the 

forecast quality verification methods, but also the economic value analysis consid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EPS and users. We expect to provide more suitable reference for each 

user and improve the applications of ensemble probabilistic forecas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it is more over-forecasting in the period of Northeast monsoon 

than of Southwest monsoon, and the most over-forecasting in the Northern area; 2) the reliability 

and potential usefulness of WEPS is both high; 3) almost all users can obtain high economic 

values if they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WEPS during the typhoon seasons for perennial time; 4) 

ensemble probability forecasts are greater benefit than ensemble mean derived from the same 

EPS. 

 

Key Words: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 reliability, potential usefulness, economic valu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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