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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颱風是造成臺灣地區最嚴重災害損失之天氣系統，提升颱風預報作

業能力以減低災害損失被列為現階段防災研究之重點研究課題，「臺灣颱

風預報技術提升整合研究」則為此研究課題下之一整合型研究，以提升颱

風之雷達、衛星觀測及診斷分析、改善數值天氣預報模式、強化系集預報

之應用、發展雨量預報技術、以及建立觀念模式加強颱風風雨預報力為整

體目標，全期 3 年，由 105 年 8 月至 108 年 7 月期間執行。 

研究經由「防災降雨雷達與鄰近國家雷達在颱風風場反演之作業化

應用研究」、「0-6 小時颱風定量降水預報：變分及系集雷達資料同化方

法之發展與研究」、「應用非傳統觀測資料強化數值模式對台灣地區颱風

豪雨預報之研究」、「強化資料同化與改進數值模式及引用物件校驗技術

以提升颱風預報」、「伴隨特殊特徵之侵台颱風的研究」等 5 部分之進行。 

研究所發展之雷達觀測資料反折錯的風速修正法、雷達資料同化至

WRF 模式、改善後之 TWRF 模式、建置 TWRF 應用 FV3GFS 為初始與邊

界條件、結合三維變分與 LETKF 系集預報之 Hybrid WRF 3DEnVAR 資

料同化方法等皆已經為中央氣象局颱風預報作業應用。研究也得到臺灣地

區遠距颱風降雨主要之型態，了解到其發生之機制主要與環境流場及臺灣

地形有關，而颱風結構本身似僅影響對流出現之區域，這些可供實際作業

預報參考。 

關鍵詞：颱風、路徑預報、風雨預報、系集預報、數值天氣預報模式、雷達資

料處理、資料同化、定量降雨、遠距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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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地區常受颱風侵襲，平均每年由

於颱風所造成的災害損失，遠超過新臺幣

100 億元。近二十年來，因颱風所導致的

災情似有增加之情況，颱風除伴隨之強風

外，侵臺颱風所導致之災害，主要肇因於

其所伴隨之豪雨。2009年莫拉克颱風、2015

年蘇迪勒颱風、2016年莫蘭蒂颱風都造成

很嚴重災害。2017年尼莎颱風與相隔12小

時緊接著登陸的海棠颱風於7月29日至8月

2日接連影響臺灣地區，中南部山區降下破

千毫米雨量，屏東縣佳冬鄉三小時累積雨

量高達415毫米，驚人的短延時強降雨造成

嚴重的淹水災情、土石崩落、道路中斷。

颱風強風除造成巨浪影響航行安全，引發

暴潮危及海岸地區，亦會在陸地上造成農

作物傾倒、落果等損失，並將懸掛物吹落

、路樹吹倒，使行人、行車不易控制等，

民眾在強風環境下活動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受砸擊等意外。 

颱風雖會造成許多災害，然而因為水

庫儲存容量少，用水需求大，颱風降水往

往亦是臺灣地區最重要的水資源，颱風未

帶來足夠降水時，將造成缺水乾旱，因此

如何在颱風來襲時有效提供準確的颱風預

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改進預報技術與

提高預警能力，是當前臺灣地區颱風防災

課題中的重要工作。而臺灣地形複雜，故

侵臺颱風路徑和結構常受地形影響而有相

當大變化，由於地形的舉升等作用，使臺

灣颱風之路徑變化與降水現象和颱風在其

他地區(如美國)之路徑變化與降水現象有

很大不同。因此，瞭解地形造成颱風路徑

和結構改變的物理機制，為改進臺灣颱風

豪雨預報與提升防颱能力不可或缺的課題

，複雜的地形也在資料同化、數值預報模

式上需要特殊之處理。在氣象監測作業上

，近年如新一代氣象衛星之布署、都卜勒

雷達觀測網之建立，使觀測進展迅速，特

別是臺灣地區都卜勒雷達觀測網密集，這

些資料也待研究以透過資料除錯、同化處

理等，使資料能做為環流反演分析與數值

預報作業應用。 

科技部自然處爲防災之需求，訂「颱

風強度、暴風半徑、颱風暴潮、颱風登陸

前後共伴環流引發豪雨等預報技術之研究

與改進」為105年度起至108年7月研究課題

之重點方向之一，研究內容包含1、針對特

殊路徑侵臺颱風之研究，2、臺灣地形影響

颱風強度及暴風半徑之研究，3、颱風暴風

半徑變化和全臺強風出現機率之預報研究

以協助評估可能受災範圍，4、侵臺颱風引

發港口及岸邊暴潮之研究，5、颱風登陸前

後颱風環流與其他天氣系統共伴環流引發

豪雨之預報技術研究，6、其他。本研究即

是依據上述規劃，整合國內學術與作業單

位人力，由觀測分析技術發展、數值預報

模式改進與資料同化應用以及颱風遠距降

水與颱風降雨概念模式發展等方面進行整

合研究。 

二、研究進行與主要成果 

整合研究包含進行「防災降雨雷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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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國家雷達在颱風風場反演之作業化應

用研究」、進行「0-6小時颱風定量降水預

報：變分及系集雷達資料同化方法之發展

與研究」、進行「颱風模式應用非傳統觀

測資料之研究」、進行「強化資料同化與

改進數值模式及引用物件校驗技術以提升

颱風預報」及進行「伴隨特殊特徵之侵台

颱風的研究」等5部分。於後列舉各項研究

成果。 

(一)防災降雨雷達與鄰近國家雷達

在颱風風場反演之作業化應用

研究 

中央氣象局在臺灣北、中、南陸續建

置防災降雨雷達，此外鄰近日本及菲律賓

等之雷達資料，都值得盡速應用於中央氣

象局作業中。本研究主要收集菲律賓雷達

與日本雷達之歷史颱風個案觀測資料、發

展去除地形雜波和海面雜波之回波資料品

質管理技術，以及針對颱風發展都卜勒速

度場反折錯處理技術，將新建防災降雨雷

達及鄰近國家雷達資料整合至中央氣象局

監測作業中。另並發展颱風雙都卜勒風場

反演整合技術，同時也利用雷達發展地面

風力估計技術及針對颱風環流分析之環流

中心自動定位分析、風力徑向與垂直剖面

等分析之作業應用技術，藉以提升對於侵

臺颱風的風雨監測及預報能力。 

已完成鄰近國家包括菲律賓及日本雷

達相關資料的收集，並發展去除地形雜波

和海面雜波之回波資料品管處理與作業化

整合。另外亦完成馬勒卡颱風(2016)及諾盧

颱 風 (2017) 颱 風 雙 都 卜 勒 雷 達 分 析 ( 張

2018) ， 並 利 用 GBVTD （ Ground-based 

Velocity Track Display）與GBVTD-simplex

方法，以理想渦漩配合之風速結構為參考

風速，發展Vortex Based Doppler Velocity 

De-aliasing algorithm (VDVD)方法(Chang 

et al. 2019)，並顯示此方法對颱風高風速導

致的都卜勒速度折錯問題，提供更好的解

決方案。如圖1利奇馬颱風之原始觀測風場

在颱風中心附近有折錯，經VDVD方法處

理後消除了折錯，即可供下游應用。目前

VDVD方法已於中央氣象局作業應用。 

為探討所同化的資料類型與同化策略

對颱風初始結構產生的影響，本研究嘗試

導入雷達三維合成回波、雷達都卜勒速度

場以及雙都卜勒三維合成風場等不同的資

料，並搭配冷啟動與循環更新的策略，比

較各組實驗在模式初始場與預報上的差異

(張2019)。研究以外層網格採水平解析度為

10公里，內層網格水平解析度為2公里，垂

直解析度設定為52層WRF模式進行2017年

尼莎颱風測試，預報起始時間為7月29日

0600 UTC，此時颱風約位於花蓮外海150

公里處。雙都卜勒合成風場在3公里僅可覆

蓋颱風西側的範圍，5公里高度開始方可覆

蓋至颱風東側眼牆的部分。3與5公里高度

的回波均呈現南側較強、北側較弱的不對

稱性；風場在5公里高度則呈現北側風速略

強於南側的微弱波數1不對稱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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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產生的影響時間大幅下降。 

同化回波與雷達都卜勒速度場時 (圖

2c)，可增加初始風場在颱風北側3公里高

度的風速，降低原本背景場中颱風風場的

高波數1不對稱性，亦可提升颱風風場在5

公里高度的東西兩側風速，進而使原本背

景場的波數2不對稱轉為北側稍強、南側稍

弱的波數1結構。同化回波與雙都卜勒合成

風場(圖2d)與同化雷達都卜勒速度場實驗

在3公里高度有相似的結果，均可增加颱風

在西北側風速，但增加的幅度較小；但在5

公里高度(圖未示)則有類似背景場的波數2

結構，但強風軸軸線為西北-東南走向。值

得一提的是，同化風場資料不但可使颱風

的強風速區風速增加，亦可使颱風最大風

半徑內縮，顯示颱風結構可更精確地被描

述，並呈現更多中尺度的特徵，也使原本

颱風中心隨高度向東傾斜的情形，藉由同

化風場加以修正。 

在預報5小時後(7月29日1100 UTC)，

尼莎颱風中心即將登陸宜蘭地區，各實驗

在5小時預報的颱風中心位置相當類似，並

與觀測資料一致，且均有掌握眼牆回波的

不對稱性，但並未反映眼牆外側雨帶的強

回波特徵；因此，各模式雖反映合理的眼

牆強風範圍與量值，對於眼牆東南側雨帶

處的風速則掌握不佳，相較於雙都卜勒合

成風場約低估10至20 kts。對於眼牆結構而

言，未同化任何觀測資料的強風區位在颱

風東北象限(圖2e)，但並未延伸至東南象限

，而同化三維合成回波與都卜勒速度場(圖

未示)、同化三維合成回波與雙都卜勒合成

風場 (圖2f)兩者皆可反映颱風東側眼牆風

速較強的特徵且量值與雙都卜勒合成風場

一致。測試也顯示，同化雷達反演風場資

料與同化都卜勒速度場在初始場與預報上

有明顯不同，特別是在環流強度與最大風

速半徑上。加入雙都卜勒合成風場，與只

加入都卜勒速度場所得到的分析場，在颱

風近中心的東北方至東南方、以及西南方

向上，其風速值有明顯差異，最大差異接

近15 m/s，在預報5小時後，其最大差異進

步擴大且集中在颱風近中心附近，值可超

過15 m/s。 

上述結果顯示同化雷達徑向風或反演風

均有助於使模式對颱風風場結構有更佳的

解析，為進一步了解引用更多觀測資料，

透過循環更新(update cycle)方法，提前進

行多次逐時預報並以此為背景場之同化分

析，以評估能否使模式對颱風風場結構能

有更佳的解析，因此進一步自0000 UTC起

至0600 UTC以逐時循環更新的方式，進行

同化雷達徑向風與雙都卜勒合成風場的實

驗，由預報定量校驗的結果(圖3)顯示，循

環同化之效益主要來自逐步建立觀測資料

與模式背景場間的平衡關係，以避免單次

同化造成的不平衡。此狀況在同化後分析

場較接近觀測資料(亦即調整幅度較大)的

實驗中較為顯著，在循環同化雙都風(圖3

紅線)的實驗中，6小時預報內多數可維持

較低的均方根誤差；然而，因同化徑向風

所產生的分析增量較小，可能是造成循環

同化帶來的效益較不明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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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策略，以達到雷達速度場同化的最

大效益。 

(二) 0-6小時颱風定量降水預報：變

分及系集雷達資料同化方法之

研發 

臺灣地區的天氣災害與颱風或豪雨事

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要提高短延時、強

降水天氣事件數值天氣預報能力，除了需

要高解析度、先進的數值預報系統之外，

結合雷達觀測、地基GPS觀測與地面觀測

等高解析度、高更新頻率的觀測系統，佐

以先進的資料同化技術是提升可預報度的

重要關鍵。本研究也發展具有同化雲參數

或雷達觀測之變分、系集資料同化與系集-

變分混合資料同化技術。 

在雷達觀測資料的前處理程序，包括

資料品管檢定、資料補遺與資料稀化處理

（data thinning）後，研究以中央氣象局

WRF模式(水平解析度為2公里，垂直解析

度設定為52層)三維變分WRF 3DVAR的基

礎上使用風場（u, v）和水象控制變數並以

逐時循環更新進行雷達資料同化，由颱風

和梅雨個案分析皆顯示，此方法對0-6小時

模式定量降水預報相較於未同化雷達資料

者明顯改善，詳見蔡等(2019）。另並發展

以 LETKF （ Local Ensemble Transform 

Kalman Filter）為基礎之系集資料同化系統

，並優化與調校LETKF組態，其LETKF系

集雷達資料同化系統係由32個系集成員組

成，以逐時之更新頻率進行循環（full cycle

）。優化部分係就膨脹係數（inflation）、

局地化半徑（localization）與觀測對不同分

析變數的影響等進行調校。結果顯示經此

優化LETKF可以在0-6小時定量降水提供

比前述三維變分同化更佳之預報，此方法

並已在中央氣象局正式上線作業應用。 

研究並在WRF 3DVAR的基礎上，結合

LETKF同 化 系 統 提 供 之 系 集 預 報 ， 進 行

Hybrid 3DEnVAR資料同化實驗，以探討

Hybrid資料同化的特性。個案選自2017年6

月2日 00 UTC至6月4日00 UTC，共49個(

每小時1個)個案，進行循環更新實驗。該

個案為一顯著的梅雨鋒面，在臺灣造成劇

烈降水，同化包括中央氣象局五分山、花

蓮、七股和墾丁4座S波段都卜勒雷達，以

及空軍清泉崗、馬公及綠島3座C波段雷達

等共7座雷達站之回波和徑向風觀測。 

由於徑向風風場的觀測其量級在0-10 

m/s之間，但回波推導後之水象變數，其觀

測橫跨數個量級，因此在進行極小化時，

無法均衡取得合理的結果。為此，將風場

和水象粒子的同化分開，先同化風場，透

過 系 集 流 場 相 關 背 景 誤 差 協 方 差 （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s, BEC）權重設

定為85%，只修正U、V、T、Qv、P、Psfc

和Mu等變數，接著再同化水象粒子，此時

則分別修正Qr、Qs和Qg。由於氣象變數和

水象變數在分析的過程互不影響，分析完

之後再將氣象變數和水象變數整合成一組

新的分析場，資料同化策略概念如圖4a。 

針對6月2日05 UTC、6月2日18 UTC和

6月3日02 UTC等3個個案，就三維變分和

Hybrid 3DEnVAR的結果和觀測進行比較

，結果(圖4b)顯示Hybrid同化對降水的結構

和強度均能有較好的表現。對49個個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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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本研究之資料同化策略概念圖。(b) 針對初始場為 2017 年 6 月 2 日 05 UTC(上)、

6 月 2 日 18 UTC(中)和 6 月 3 日 02 UTC(下)等 3 個個案，就三維變分(左)和 Hybrid 

3DEnVAR(右)的 0-6 小時降水模擬預報結果和觀測(中)進行比較；(c) 49 個(每小時 1

個)個案的定量降水預報校驗，圖中 3DVAR 是純粹的三維變分資料同化，HYvrHYzh

是以風場和水象粒子流場相關 BEC 均占 85%的 Hybrid 3DEnVAR，HYvr3Dzh 則是

水象粒子分析使用三維變分，風場則使用 Hybrid 3DEnVAR，FUvrHYzh 和 HYvrHYzh

一樣，但風場的流場相關 BEC 完全來自系集預報(占 100%)。 

Figure 4. (a) Conceptual diagram of the data assimilation strategy. (b) The rainfall observation 

(middle), and the 0-6 hour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with three-dimensional variation 

assimilation (left) and Hybrid 3DEnVAR (right) for model initiated at 05 UTC (top), 

18UTC on June 2 (middle), and 02 UTC on June 3 (bottom), 2017, respectively. (c) 

Verification of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in 49 cases (one per hour). 

Assimilation schemes include three-dimensional variation (3DVAR), both wind and 

moisture fields applied Hybrid 3DEnVAR and both BECs equal 85% (HYvrHYzh), wind 

field applied Hybrid 3DEnVAR but moisture fields applied 3DVAR (HYvr3Dzh), and 

scheme HUvrHYzh which similar to scheme HYvrHYzh excepts 100% was applied for 

the BEC of the wind field.  

(三)颱風模式應用非傳統觀測資料

之研究 

針對福爾摩沙衛星資料與雷達資料納

入 中 央 氣 象 局 颱 風 預 報 模 式 TWRF 以 及

HWRF作業模式之資料同化系統，研究已

完成颱洪中心所建雙偏極化雷達(TPRR)觀

測之蘇迪勒颱風（2015）個案資料蒐集、

完成TPRR雷達資料同化前處理程序、建置

中央氣象局作業使用之TWRF三維變分資

料同化系統、並進行同化雷達資料對臺灣

地區颱風豪雨預報之影響分析評估（林等

，2015；劉等2015）。研究並改進TWRF

模式之福爾摩沙衛星資料同化技術，同時

建置HWRF模式三維變分資料同化系統，

以2017年尼莎颱風個案測試與比較TWRF

與HWRF模式之福衛觀測資料同化對颱風

路徑與降雨預報之影響。發現HWRF同化

掩星觀測資料可些微提升颱風路徑預報，

惟因目前掩星資料稀少，這些資料並無顯

著提升HWRF颱風路徑、雨量以及結構預

報之能力。進一步針對HWRF與TWRF模式

對尼莎颱風個案分析比較，發現TWRF模式

對於尼莎與熱帶低壓（之後生成為海棠颱

風）之強度預報較HWRF模式預報為佳。

在使用福衛觀測資料之局地波譜寬（LSW

）改進資料同化技術方面，發現雖然福三

掩星觀測數量不多，使用掩星偏折角之局

地波譜寬（LSW）作為掩星觀測資料資料

控 管 (QC)之 依 據 卻 有 較 佳 之 結 果 ，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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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WQC技術能有效提升颱風路徑預報之

能力(Chen et al. 2015; Liu et al. 2018)。未

來福爾摩沙衛星七號觀測資料增加後，預

期能再強化TWRF、HWRF颱風預報之能力

。 

對 TPRR 雷 達 在 2014 年 鳳 凰 颱 風 與

2015年蘇迪勒颱風兩個案48次預報進行降

雨預報評估，分析有無雷達資料同化中央

氣象局五分山、花蓮、七股、墾丁4座作業

雷達資料對水平解析度15/3公里TWRF(範

圍減小 )模式之降雨預報影響。結果 (圖5)

顯示在80、100、130、150與200毫米降雨

門檻值大致上皆顯示同化這些雷達觀測資

料能有所改進。其中，TS（Threat Score）

得分於150/200毫米門檻可由0.15/0.11提升

至0.27/0.28，顯示同化雷達觀測資料效果

顯著。BS（Bias）得分於150/200毫米門檻

， 未 同 化 雷 達 觀 測 資 料 時 嚴 重 低 估 （

0.5/0.39），而同化雷達資料後此現象明顯

改善（0.82/0.79）。此外，對於強降雨的

掌 握 能 力 ， 透 過 POD （ Probability of 

Detection）得分顯示同化雷達資料能增進

強降雨的預報能力，於150/200毫米門檻之

POD得分由0.2/0.14提升至0.39/0.39。同化

雷達資料不僅能提升強降雨的預報能力，

亦能降低強降雨（門檻值150/200毫米）之

誤報率，惟同化雷達資料在鳳凰颱風個案

中，對於門檻值100毫米以下之降雨預報有

較高誤報率，因此個案小雨較多，顯示雷

達資料同化對小雨仍有誤報之情形，未來

可進一步探討此原因。 

為針對臺灣西南部高雄與屏東地區雨

量站之模式第0至7小時降雨校驗，除中央

氣象局4座作業雷達外，加入TPRR偏極化

降雨雷達，TS得分於各門檻均有改進，特

別是大於130毫米門檻之大雨。進一步針對

平地與山區（＞500公尺）之雨量站進行校

驗則顯示山區之雨量TS得分明顯高於平地

，且大致上加入TPRR能改進雨量預報。其

中，因鳳凰颱風與蘇迪勒颱風主要降雨在

西南部山區，在超過130毫米門檻之大雨改

進較為顯著。然而，因平地雨量站數較多

，平地之雨量預報提升幅度較山地大。 

針 對 蘇 迪 勒 颱 風 2015 年 8 月 8 日

0400UTC颱風已穿越中央山脈至臺灣西部

個案，TPRR雷達之3公里雷達回波觀測資

料較多，約1600個。進一步同化至模式中

之雷達回波資料數約為1200個，TPRR雷達

涵蓋範圍內之雷達回波明顯增強，同化後

之模式分析場亦可見TPRR雷達資料有較

強之颱風環流，不僅能較好分析颱風螺旋

雨帶，且颱風中心附近於臺灣東部與西北

部之無回波區域亦有較好的掌握能力。而

由分析可降水量差異可見，TPRR雷達附近

有顯著的可降水量增強，透過颱風逆時針

環流有效分析颱風環流與地形之影響，因

此得到較好的颱風結構。詳細更多討論參

見蕭(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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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參數法調整，並改變資料同化策略、

以及調整渦漩移置技術與處理側邊界條件

時relaxation zone的網格點數，將啟動渦旋

移置(relocation)的風速門檻值由18m/s調高

為21m/s，避免在初始中心不易定位之弱颱

風，因渦旋移置而破壞其初始場。另15公

里 網 格 模 式 同 化 資 料 策 略 也 從 WRF 

3DVAR改成Hybrid WRF 3DEnVAR（鄭等

，2018）。以2017年西北太平洋7個颱風共

81個 案 之 TWRF2.1、 TWRF2.2 粗 網 格 組

(15公里)平均路徑預報誤差做相同個案比

較 詳 如 圖 6a ， 可 見 TWRF2.1 升 級 為

TWRF2.2使誤差大多數變小，惟差異不是

非常明顯；對測試側邊界blending處理時

relaxation zone不同的網格點數(5、15、30

點)，則顯示採用30點略佳。總結上述結果

，改善TWRF颱風路徑預報誤差主要來自於

升 級 模 式 版 本 (WRF V3.3.1 更 新 至 WRF 

V3.8.1)、調整Surface Layer參數法及採用

Hybrid資料同化策略。 

有關海洋混合層模式(OML)影響，研

究以2017年天鴿 (HATO)颱風設計了三組

實 驗 ， 分 別 為 TWRF2.1(WRF V3.3.1) 、

TWRF2.2(WRF V3.8.1)及TWRF2.2_oml，

進 行 測 試 。 TWRF2.2_oml 主 要 修 正 了

TWRF2.2海洋混合層模式(OML)之使用程

序 ， 研 究 發 現 在 DFI (Digital Filter 

Initialization)過程中若使用OML，將造成

TWRF2.2模式預報時錯誤運用海洋氣候資

料。結果(圖6b)顯示3組實驗針對天鴿颱風

的高解析(3公里)網格模式皆可掌握颱風強

度中心氣壓趨勢，但是TWRF2.1的颱風強

度 預 報 過 強 。 另 外 2 組 版 本 升 級 為 WRF 

V3.8.1 的 實 驗 (TWRF2.2 、 TWRF2.2_oml)

的颱風強度預報則較接近官方發布之颱風

中心氣壓值(OBS)，不過兩者差異不大。顯

示模式版本由TWRF2.1(WRF V3.3.1)更新

為 TWRF2.2(WRF V3.8.1) 及 調 整 Surface 

Layer參數法可以顯著地改善原本模式颱

風強度預報過強的偏差，在預報時有無加

入OML在颱風強度上略有差異，惟差異情

形不是很明顯。 

比 較 2018年 當 年 度 15km解 析 作 業 之

全部個案平均預報路徑誤差，升級、調整

後的TWRF2.2 在24/48/72/96/120小時預報

誤差為64/111/175/268/355 km，較TWRF2.0

於 2016 年 誤 差 74/125/211/297/421km 與

TWRF2.1 於 2017 年 誤 差 65/120 

/202/317/413km為 小 (3年 間 個 案 數 與 個 案

皆不同)。在TWRF的15km/3km相同個案比

較部分，2016年至2018年皆是3km解析在3

天內表現較15km解析之誤差小或相當，但

3km解析在超過3天預報之誤差有增幅較

15km 解析明顯加大的情形，此應是受3km

預報範圍及側邊界處理方式影響所致。比

較 TWRF2.2 與 WRF-M04(WRF-M04 與

TWRF2.2 主 要 差 異 是 處 理 初 始 場 的

blending方法，即濾波波長不同)，對2018

年 颱 風 個 案 ， TWRF2.2 整 體 誤 差 較

WRF-M04稍小。這些結果顯示更新WRF版

本、初始場的處理方式，較可掌握大尺度

環境與颱風結構，進而提升颱風路徑預報

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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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019年1至10月下旬21個颱風進行

TWRF (15km解析TWRF2.2，3km模式範圍

不足涵蓋校驗範圍)模式24/48/72/96/120小

時預報誤差分析，對這些颱風ECMWF模式

平均誤差65/122/173/237/245km，TWRF 誤

差 64/118/189/285/431km 及 WRF-M04 誤

差72/125/194/292/445km。3天內的誤差，

TWRF 64/118/189km 與 WRF-M04_15km 

72/125/194km相當，稍小於中央氣象局預

報誤差  77/135/208km，和ECMWF相近。

但 4 與 5 天 的 誤 差 ， TWRF 285/431km 及

WRF-M04 292/445km 有誤差增幅明顯增

長的趨勢。2019年1月至10 月下旬中央氣

象局對4個颱風發布警報，對此4颱風，3天

內 的 預 報 誤 差 ， TWRF 63/115/171km 、

WRF-M04 73/103/176km稍 小 於 中 央 氣 象

局 預 報  77/135/208km 、 ECMWF 

60/117/210及NCEP 78/138/215km，TWRF

於警報發布期間提供予預報人員相當有價

值的參考資訊。但3天後的預報TWRF誤差

285/431km 及 WRF-M04 誤 差 292/445km 也

仍有誤差增幅明顯增長的趨勢。 

TWRF的同化策略為部分循環 (partial 

cycling)，作法為從預報點前12小時起，使

用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CEP)全球模式

(GFS)的分析場作為初始場，然後再連續進

行2次6小時的循環更新，再啟動進行120小

時預報；另外模式所需的側邊界條件也是

NCEP GFS預報場。為了因應中央氣象局作

業 使 用 之 NCEP GFS 全 球 模 式 將 切 換 成

Finite Volume Cubed-Sphere Dynamical 

Core GFS (FV3GFS)全球模式，本研究也進

行 TWRF介 接 FV3GFS相 關 前 置 作 業 更 新

與測試。研究修改了相關部分並針對所蒐

集8個颱風累計163個案進行準平行測試，

由15km網格模式之24/48/72/96/120小時颱

風平均路徑預報誤差顯示(如圖7)使用原本

GFS資料的誤差為62/110/179/318/486公里

，使用FV3GFS的誤差為68/115/191/291/398

公里，已成功建置連結FV3GFS進行TWRF

模式颱風作業預報，在72小時內的預報誤

差是以介接GFS稍小，96至120小時預報誤

差則是以介接FV3GFS明顯較小，目前介接

FV3GFS相關研究成果已經為中央氣象局

於2019年颱風季作業應用。 

在建置與嘗試使用MODE (Method for 

Object-based Diagnostic Evaluation，Davis 

et al. 2006)評估方法方面，係分析中央氣象

局WRF模式預報，了解模式對於臺灣地區

不同天氣系統的預報能力，期望能提供不

同天氣型態的系統性誤差特性，進而改進

模式。已完成運用MODE之技術並以2012

年5月20日至6月20日梅雨季一個月之5公

里解析度WRF模式定量降水預報分析其誤

差特性，結果顯示模式白天(08至20 LST)

有較多零星降水，且於臺灣東部宜蘭、花

蓮及臺東地區有降水高估現象，臺灣中、

南部山區降水預報位置偏東。整體模擬降

水位置在0至24小時預報皆有偏東情況，並

隨著預報時間有由南往北方的位置偏移趨

勢。若以2017年梅雨期6月1日20 LST時至6

月2日20 LST時模式初始時間的12至24小

時預報，使用MODE比較5公里與3公里解

析度WRF模式定量降水預報情形。顯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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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時累積降水大於90毫米的3個梅雨個

案，極端降水發生時，5公里模式之中部降

水明顯低估且北、中、南部三區強度普遍

不足；而3公里模式於北部有高估、南部有

低估現象，降水強度同樣不足，整體而言3

公里模式較5公里為佳。針對3公里解析度

WRF模式預報，研究並以2017年5月20日至

6月20日的08、20 LST時模式初始時間之一

個月梅雨個案，診斷模式於0-6、6-12、12-18

、18-24小時預報的每6小時累積降水預報

誤差，結果(圖8)顯示WRF模式之0至6小時

預報的降水物件個數(圖8a)皆比觀測多，且

面積(圖8b)偏小，即模式於白天仍有較多零

星降水，而6至24小時預報的降水物件個數

與面積皆與觀測相近，且預報與觀測面積

分布的中位數值亦相當接近，對於梅雨降

水之模擬情況掌握良好。對2017年7月1日

14至20 LST時之午後對流個案，由WRF模

式之18至24小時預報結果逐一小時的0.5

、1.0、2.0毫米累積降雨門檻值進行分析，

顯示模式的午後對流發展時間較早，且模

式降水有往東北逐漸移動及消散的情形，

這些誤差特性值得提供模式發展者參考，

尋求改善，詳細參見葉等(2020)。 

 

 

圖 7. TWRF (15 公里網格)模式介接 NCEPGFS (TWRF_GFS)與 FV3GFS (TWRF_FV3)之 5

天平均颱風路徑預報誤差。 

Figure 7. The 5-day average typhoon track prediction errors of the TWRF (15-km grids) with 

NCEPGFS (TWRF_GFS) and FV3GFS (TWRF_FV3) as the lateral boundary 

condition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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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峽。受康芮低層外圍環流影響，西

南部地區於低層形成強輻合區；康芮北方

潮濕之空氣塊亦受康芮低層環流影響，以

氣旋式方向旋入西南部地區，有利對流系

統於此形成。利用WRF模式進行數值模擬

顯示，對於康芮颱風侵臺期間之西南部強

降雨，地形扮演改變颱風外圍環流的角色

，使對流系統形成位置出現變化。若將地

形移除，則原受氣流繞山而形成於臺灣中

部沿海之氣旋環流無法形成，故輻合區南

偏而使對流形成位置南偏。針對桔梗颱風

初始渦旋於臺灣海峽上形成之過程與機制

，由片段位渦反演分析顯示(參見李2018)

，桔梗颱風形成前、中層渦旋對低層氣旋

式環流有顯著貢獻。以WRF模式進行敏感

度實驗結果顯示，中層渦旋減弱後，低壓

擾動有顯著減弱之系統性趨勢；若將中層

渦旋完全移除，則無法模擬出桔梗颱風之

形成，因此中層渦旋在桔梗颱風形成過程

中扮演重要角色。 

有關遠距颱風降雨部分(李2019 )，研

究篩選過去於臺灣造成遠距強降雨之颱風

個案，分析得到易於臺灣出現強降雨的遠

距颱風，常位於5個距離臺灣400公里以上

之區域(圖9)，分別是臺灣西南方與南方海

域(南海、呂宋島附近，圖中A與B區)、臺

灣東方琉球海域(C區)、日本南方海域(D區

)及臺灣北方海域(東海，E區)。颱風於圖中

A區時，強降雨主要在基隆北海岸、宜蘭及

花蓮地區；於B區時，強降雨在東半部地區

；於C區時，強降雨區於臺灣北部；於D區

時，強降雨於嘉義以南山區；於 E區時，

強降雨則出現在中南部山區。針對遠距颱

風通過日本南方海域時，臺灣所發生之強

降雨事件，研究以2014年8月哈隆颱風的遠

距降雨事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針對5個路

徑類似哈隆的颱風之分析結果顯示(圖10)

，伴隨西南部強降雨的颱風在通過日本南

方海域期間，南海一般有較強西南風並伴

隨較大的南來水氣通量。南海地區並無氣

旋系統發展、且其之較低緯地區(菲律賓周

邊)為高壓系統；較強之西南風北偏，而較

接近臺灣，並與日本南方海域的颱風南側

強風區相連。此外若華南有明顯的低壓發

展，更可加強西南風風速。 

上述這些歸納可作為概念模型，供定

性預報參考(劉2017)，本研究進一步利用

WRF之模擬分析結果顯示，2014年8月哈隆

颱風通過日本南方海域期間，臺灣南部外

海的西南風逐漸增強，並分別與近地面之

離岸風、受地形阻擋而產生的繞流輻合產

生上升運動，導致平行海岸線的對流發生

。移除颱風之敏感度實驗則顯示，受大範

圍低壓帶影響，西南風仍供應大量水氣而有

利對流發展，但對流發展的位置因流場改變

而有所不同。此外改變地形高度的實驗結果

顯示，地形高度越高，福祿數(Froude number)

越低，盛行風受地形阻擋而偏折的效應越大

，使得西南部沿海輻合帶更明顯並導致較強

的對流和較多的降雨。綜合以上模擬分析結

果顯示，帶來大量水氣的西南風因地形阻擋

而在沿海形成線狀對流產生強降雨，而颱風

則是讓輻合區發生於西南部沿岸，導致對流

、強降雨都集中在此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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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颱風降雨個案。結果顯示，此類颱風通

過東海、登陸江蘇一帶時，臺灣西南部均

有出現強降雨現象，不同個案間僅降雨位

置、強度有所不同。此外西南風風速較強

的蘭寧颱風(2004)，其所伴隨之降雨較集中

於山區；其餘個案之降雨則以沿海、內陸

為主。初步模擬結果顯示，海葵颱風(2012)

在此遠距颱風降雨中，似扮演較重要角色

，移除海葵顯著改變模式的初始流場，使

得模擬之降雨變化較大。未來將持續針對

此個案，進行WRF之模擬及敏感度實驗，

並透過不同颱風移除方法和改變臺灣地形

高度，探討颱風及臺灣地形對於此類強降

雨事件的影響程度。 

整體而言，本研究已整理出易於臺灣

地區造成遠距降雨的颱風所在區域，並針

對不同區域之颱風遠距強降雨個案進行分

析與模擬。結果也顯示，不論是颱風通過

日本南方海域的臺灣西南部降雨、或颱風

通過南海的臺灣東南部強降雨，臺灣地形

均扮演重要角色，使綜觀流場轉向並進一

步產生輻合，有利對流生成。除西行通過

東海時、臺灣西南部發生強降雨之海葵颱

風外，遠距颱風在生成對流過程所扮演的

角色似較為次要；移除颱風的敏感度實驗

均顯示，颱風的存在僅調整了綜觀流場，

而改變降雨的位置，降雨量變化相對不顯

著。因此對共伴效應以外的遠距颱風降雨

，綜觀環境似為主導角色，不過強降雨發

生的區域仍受到綜觀流場與颱風環流的影

響，這結果與Cote (2007)對美國的遠距颱

風降雨事件PRE (Predecessor Rain Events)

明顯不同，主要差異為颶風伴隨之水汽通

量，在PRE事件中扮演極重要角色(在移除

颶風之敏感度實驗中、降雨量顯著減少)；

推測在臺灣四面環海的情形下，水汽含量

的改變明顯不如PRE，故颱風的重要性相

對較低。詳細更多討論參見李(2019)。 

三、結語 

本臺灣颱風預報技術提升整合研究以

提升颱風之雷達觀測應用、強化資料同化

技術、改善數值天氣預報模式、發展颱風

雨量預報技術、以及建立觀念模式加強颱

風預報能力為整體目標，在105年8月至108

年12月期間，經由「防災降雨雷達與鄰近

國家雷達在颱風風場反演之作業化應用研

究」、「0-6小時颱風定量降水預報：變分

及系集雷達資料同化方法之發展與研究」

、「應用非傳統觀測資料強化數值模式對

台灣地區颱風豪雨預報之研究」、「強化

資料同化與改進數值模式及引用物件校驗

技術以提升颱風預報」、「伴隨特殊特徵

之侵台颱風的研究」等5部分子計畫之推動

，工作皆順利進行，並有多項成果。 

研究所發展之雷達觀測資料反折錯的

風速修正法、雷達資料同化至WRF模式、

改 善 後 之 TWRF 模 式 、 建 置 TWRF 應 用

FV3GFS為初始與邊界條件等皆已經為中

央氣象局颱風預報作業應用。在建立與評

估 Hybrid 3DEnVar 方 面 ， 顯 示 Hybrid 

3DEnVar可以獲得比三維變分和LETKF更

好的預報能力，有效增進短延時、強降水

天氣系統的定量降水預報能力，此結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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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變分與LETKF系集預報之  Hybrid WRF 

3DEnVAR資料 同化 方法亦 已經 為中央 氣

象局作業應用。此外，研究也得到臺灣地

區遠距颱風降雨發生時颱風之主要中心位

置分布，以及環流分布特徵，可供定性預

報參考；而此遠距颱風降雨發生之機制主

要與環境流場及臺灣地形有關，而颱風結

構本身似僅影響對流出現之區域。 

研究結果也顯示，因應雷達回波和徑

向風之特性與數量分布，以及能有效達成

變分極小化之計算，回波和徑向風建議分

兩次同化。同時顯示，WRF 3DVAR同化雷

達反演風場資料與僅同化雷達徑向風場資

料，在環流強度與最大風速半徑的同化及

預報結果有明顯不同。在同化風場資料後

，除可使颱風的強風速區風速增強、最大

風速半徑亦有明顯縮小的現象外，亦呈現

出較明顯的中尺度環流結構特徵。分析結

果也顯示，使用雙都反演風場搭配循環更

新的同化策略，可改善颱風內核區域環流

強度的預報，但雙都反演風場涵蓋範圍較

小，未來可嘗試結合涵蓋範圍大的雷達徑

向風場資料的同化策略，以達到雷達都卜

勒速度資料同化的最大效益。 

對新建置之颱洪中心雙偏極化雷達資

料 進 行 侵 台 颱 風 降 雨 的 影 響 分 析 顯 示 ，

2014年鳳凰颱風與2015年蘇迪勒颱風2個

案，同化此雷達資料不僅能提升降雨的預

報能力（特別是強降雨），亦能降低強降

雨之誤報率。進一步針對偏極化降雨雷達

研究進行敏感度實驗，結果顯示同化研究

雷達之極短期雨量預報（0~7小時）於各門

檻均有改進，特別是大於130毫米門檻之大

雨。 

綜合而言，本臺灣颱風預報技術提升

整合研究達成多項成果，然而研究結果亦

顯示，目前數值預報模式預報仍有相當程

度之誤差，雷達等資料之分析與應用上也

還有待改善，另外，在颱風路徑特殊變化

與風雨極端分布，也未完全理解，這些仍

待後續持續推動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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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 of the Integrated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aiwan Typhoon Forecast Technique in Yea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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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yphoon is the weather system that causes the most severe disaster losses 

in Taiwa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yphoon forecasting operations to reduce 

disaster losses is listed as a key research topic at this stag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This integrated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aiwan 

typhoon forecast technique sets the overall goal of improving the radar, satellite 

observation and diagnostic analysis of typhoons, improving numerical weather 

forecasting models,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ensemble forecasting, 

developing rainfall forecasting techniques, and establishing conceptual models 

to strengthen typhoon forecasting capabilities in Taiwan Area.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hrough five topics: 1. Operational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disaster prevention rainfall radar and neighboring country radar in 

typhoon wind field inversion. 2. 0-6 hour typhoon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Development of variation and ensemble radar data assimilation 

methods. 3. Enhance research on typhoon heavy rain forecast in Taiwan by 

using unconventional observation data. 4. Enhance data assimilation and 

improve numerical model and apply object verific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yphoon forecast. And 5. Research on typhoon invasion Taiwan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developed by this research include the wind speed correction 

method of radar observation data, the radar data assimilation for the WRF 

model,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WRF model, the establishment of TWRF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to apply FV3GFS as the initia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the hybrid WRF 3DEnVAR data assimilation metho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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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ing three-dimensional variation and LETKF all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typhoon forecast operation of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he study also 

obtained the main patterns of remote typhoon rainfall in Taiwan.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mechanism of its occurrence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flow field and the terrain of Taiwan. The typhoon structure itself 

seems to affect only the area where convection occurs. These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of practical operational forecast. 

Keywords: typhoon, typhoon track forecast, wind and rain forecast, ensemble 

forecast,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model, radar data processing, 

data assimilation, quantitative rainfall, remote precipi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