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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每年5、6月梅雨季為臺灣重要的降雨來源，此期間常受到鋒面影響
而出現連續性的降雨，其中不乏有豪大雨個案。然而，不同梅雨鋒
面所造成的降雨多寡以及分布不盡相同，而此結果受到許多複雜的
因素影響，包括水氣含量、西南氣流、鋒面與地形效應以及中尺度
擾動等影響，難以比較釐清單一條件在不同降雨個案的角色。因此
，本計畫在本年度的研究，利用理想化模擬的方式簡化複雜的鋒面
系統，排除其他因素，探討在真實台灣地形下，不同鋒面走向與移
速對臺灣北部降雨的影響。
為製作出理想化模擬的初始與邊界場，本研究先從分析資料平均得
到鋒面前後的大氣垂直結構狀態，之後調整鋒後東北風的風向及風
速，設定不同鋒面走向與移速。將700 hPa以下的低層風場固定為均
勻東北風，其風向並與鋒面走向維持45°的夾角，意即隨鋒面走向而
變化；東北風風速則對應鋒面移速，風速隨鋒面移速加快而增大。
然後，藉由地轉風方程與地球大圓距離等公式計算，將東北風與西
南風的大氣垂直狀態擴展為三維經緯網格資料。最後合併鋒前西南
風場與鋒後東北風場，兩個三維資料場得到理想化模擬的初始場
，進行理想化模擬實驗。實驗設計8種鋒面走向，以角度表示，東西
走向為0°，順鐘向為負，逆鐘向為正，分別為20°、10°、0°、10°、
20°、30°、40°與50°。加上3種不同鋒面移速，分別為快（20 km
h1）、中（15 km h1）以及慢（10 km h1）的鋒面移速，共24種組
合，代表不同的鋒面情境。
為探討各鋒面模擬結果在臺灣北部的降雨情形，本文藉由實驗模擬
結果分析不同鋒面情境下，臺灣北部降雨的強度與空間分布，並選
取臺灣北部特定的區域範圍進行空間平均，依照實驗模擬結果選取
臺灣北部因為梅雨鋒面系統發生降雨的時段，得到實驗的累積雨量
、降雨強度以及降雨時間長度，進行臺灣北部降雨分析。分析結果
顯示，在相同鋒面移速情況下，鋒面的走向越接近20°與30°走向
，降雨強度越高；鋒面的走向越接近20°走向，則降雨時間越長。在
相同的鋒面走向情境下，鋒面的移動速度越快則降雨強度越高；降
雨時間長度則減少。臺灣北部累積降雨較多的實驗可以分為長降雨
時間以及強降雨強度兩類，其中長降雨時間類型較為符合觀測，且
是所有實驗中最多的累積雨量。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對於特定的
鋒面走向，儘管鋒面移速慢，臺灣北部仍有鋒面通過但幾乎沒有降
雨發生；然而相同的鋒面走向，當鋒面移速提高後，臺灣北部即可
發生降雨，顯示鋒面走向、東北風強度與北部地形間的非連續交互
作用之重要性。經由垂直速度與輻散得時序分析，可知鋒面走向為
20°與30°時，上升運動與低層輻合較其他走向強，可有利於對流發
展，使累積雨量及降雨強度更加顯著。最後，在附錄中，本報告列
出本年度計畫期間，在本計畫支持下進行、或與模式QPF評估有關之
研究成果，做為參考。

中文關鍵詞： 梅雨鋒面、理想化模擬、鋒面走向、鋒面移速、雲模式。

英 文 摘 要 ： Heavy-rainfall events are major weather hazards in Taiwan,
and the most severe hazards are often produced by quasi-
stationary rainfall systems (QSRSs), for they can lead to
prolonged rainfall at high intensity with extreme total
accumulation valu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pecifically target QSRSs and perform more in-depth stud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s) for them and eventually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hazards caused by them. This is the purpose of
this three-year project. In the first year, we have
performed idealized cloud-model simulations of mei-yu front
and its associated rainfall distribution in Taiwan,
specifically in northern Taiwa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wo important factors: orientation and
moving speed of the mei-yu front. Since real events are
affected by many different factors such as the
southwesterly flow strength, the moisture content, the
front, topographic effect, and meso- and small scale
disturbances. To clarify the role of certain factors,
idealized simulations that rule out the influence of some
of the other factors are needed and benefical. Thus, a
series of idealized simulations are designed and performed,
using realistic Taiwan topography.
A total of eight different orientation angle and three
moving speeds are designed, while the front is assumed to
be a straight line at the initial time. The eight
orientations are every 10° from -20° to +50°, and the three
speeds are fast, medium and slow. The vertical structure
ahead of and behind the front are obtained by averaging
observed conditions from the gridded analyses from the
super heavy-rainfall event of 11-12 June 2012, and are each
horizontally uniform. The northerly wind behind the front
is assumed to be at 45° from the front, whose slope is also
prescribed based on observation. Using the geospheric wind
relationship, the three-dimensional southwesterly pre-
frontal flow and the northerly post-frontal flow fields are
constructed and combin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mei-yu
front. Then, the combined field is fed into the Cloud-
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to simulation the evoluation of
the front and the rainfall in Taiwan for each of the 24
scenarios.
For each experiment, the rainfall in northern Taiwan is
examined, and its accumulated rainfall, rainfall intensity,
and rainfall duration are analyzed. For the same moving
speed of the front, the closer the orientation is to 20°-
30° (ENE-WSW), the higher the rainfall intensity; the
closer to 20° (WNW-ESE), the longer the duration. For the
same orientation, the faster the front moves, the higher
the rainfall intensity but the shorter the duration. The
simulations that produce more rainfall in northern Taiwan
are associated with one of the two following scenarios:
long duration or high intensity. Also, faster-moving fronts
are more capable to produce frontal uplifting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upward motion, so slow fronts do
not always produce more rain in such an idealized setting.
When the orientation is close to 20°-30° (ENE-WSW), the
front can produce stronger upward moving as well,
presumable due to stronger confluence between the front and
Taiwan’s topography.

英文關鍵詞： Mei-yu front, idealized simulation, frontal orientation,
frontal speed, cloud-resolv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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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每年 5、6 月梅雨季為臺灣重要的降雨來源，此期間常受到鋒面影響而出現連續性

的降雨，其中不乏有豪大雨個案。然而，不同梅雨鋒面所造成的降雨多寡以及分布不盡

相同，而此結果受到許多複雜的因素影響，包括水氣含量、西南氣流、鋒面與地形效應

以及中尺度擾動等影響，難以比較釐清單一條件在不同降雨個案的角色。因此，本計畫

在本年度的研究，利用理想化模擬的方式簡化複雜的鋒面系統，排除其他因素，探討在

真實台灣地形下，不同鋒面走向與移速對臺灣北部降雨的影響。 

為製作出理想化模擬的初始與邊界場，本研究先從分析資料平均得到鋒面前後的大

氣垂直結構狀態，之後調整鋒後東北風的風向及風速，設定不同鋒面走向與移速。將 700 

hPa 以下的低層風場固定為均勻東北風，其風向並與鋒面走向維持 45°的夾角，意即隨

鋒面走向而變化；東北風風速則對應鋒面移速，風速隨鋒面移速加快而增大。然後，藉

由地轉風方程與地球大圓距離等公式計算，將東北風與西南風的大氣垂直狀態擴展為三

維經緯網格資料。最後合併鋒前西南風場與鋒後東北風場，兩個三維資料場得到理想化

模擬的初始場，進行理想化模擬實驗。實驗設計 8種鋒面走向，以角度表示，東西走向

為 0°，順鐘向為負，逆鐘向為正，分別為−20°、−10°、0°、10°、20°、30°、40°與 50°。

加上 3種不同鋒面移速，分別為快（20 km h−1）、中（15 km h−1）以及慢（10 km h−1）

的鋒面移速，共 24種組合，代表不同的鋒面情境。 

為探討各鋒面模擬結果在臺灣北部的降雨情形，本文藉由實驗模擬結果分析不同鋒

面情境下，臺灣北部降雨的強度與空間分布，並選取臺灣北部特定的區域範圍進行空間

平均，依照實驗模擬結果選取臺灣北部因為梅雨鋒面系統發生降雨的時段，得到實驗的

累積雨量、降雨強度以及降雨時間長度，進行臺灣北部降雨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在相

同鋒面移速情況下，鋒面的走向越接近 20°與 30°走向，降雨強度越高；鋒面的走向越

接近−20°走向，則降雨時間越長。在相同的鋒面走向情境下，鋒面的移動速度越快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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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強度越高；降雨時間長度則減少。臺灣北部累積降雨較多的實驗可以分為長降雨時間

以及強降雨強度兩類，其中長降雨時間類型較為符合觀測，且是所有實驗中最多的累積

雨量。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對於特定的鋒面走向，儘管鋒面移速慢，臺灣北部仍有鋒

面通過但幾乎沒有降雨發生；然而相同的鋒面走向，當鋒面移速提高後，臺灣北部即可

發生降雨，顯示鋒面走向、東北風強度與北部地形間的非連續交互作用之重要性。經由

垂直速度與輻散得時序分析，可知鋒面走向為 20°與 30°時，上升運動與低層輻合較其

他走向強，可有利於對流發展，使累積雨量及降雨強度更加顯著。最後，在附錄中，本

報告列出本年度計畫期間，在本計畫支持下進行、或與模式 QPF評估有關之研究成果，

做為參考。 

 

關鍵字：梅雨鋒面、理想化模擬、鋒面走向、鋒面移速、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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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redictability 
of Quasi-Stationary Heavy-Rainfall Systems in Taiwan (I) 

 

Chung-Chieh Wang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Heavy-rainfall events are major weather hazards in Taiwan, and the most severe 

hazards are often produced by quasi-stationary rainfall systems (QSRSs), for they 

can lead to prolonged rainfall at high intensity with extreme total accumulation valu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pecifically target QSRSs and perform more in-depth 

stud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s) for them 

and eventually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hazards caused by them. This is the 

purpose of this three-year project.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project (Aug 2019-Oct 2020), we have performed idealized 

cloud-model simulations of mei-yu front and its associated rainfall distribution in 

Taiwan, specifically in northern Taiwa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wo important factors: orientation and moving speed of the mei-yu front. Since real 

events are affected by many different factors such as the southwesterly flow strength, 

the moisture content, the front, topographic effect, and meso- and small scale 

disturbances. To clarify the role of certain factors, idealized simulations that rule out 

the influence of some of the other factors are needed and benefical. Thus, a series of 

idealized simulations are designed and performed, using realistic Taiwan topography. 

A total of eight different orientation angle and three moving speeds are designed, 

while the front is assumed to be a straight line at the initial time. The eight 

orientations are every 10° from −20° to +50° (measured counterclockwisely from 

E-W), and the three speeds are fast (20 km h−1), medium (15 km h−1) and slow (10 

km h−1). The vertical structure ahead of and behind the front are obtained by 

averaging observed conditions from the gridded analyses from the super 

heavy-rainfall event of 11-12 June 2012, and are each horizontally uniform. The 

northerly wind behind the front is assumed to be at 45° from the front, whose slope is 

also prescribed based on observation. Using the geospheric wind relationship, the 

three-dimensional southwesterly pre-frontal flow and the northerly post-frontal flow 

fields are constructed and combin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mei-yu front. Then, 

the combined field is fed into the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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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the evoluation of the front and the rainfall in Taiwan for each of the 24 

scenarios (8 x 3 = 24 runs). 

For each experiment, the rainfall in northern Taiwan is examined, and its 

accumulated rainfall, rainfall intensity, and rainfall duration are analyzed. For the 

same moving speed of the front, the closer the orientation is to 20°-30° (ENE-WSW), 

the higher the rainfall intensity; the closer to −20° (WNW-ESE), the longer the 

duration. For the same orientation, the faster the front moves, the higher the rainfall 

intensity but the shorter the duration. The simulations that produce more rainfall in 

northern Taiwan are associated with one of the two following scenarios: long duration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ference case) or high intensity. Also, faster-moving fronts 

are more capable to produce frontal uplifting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upward motion, so slow fronts do not always produce more rain in such an idealized 

setting. When the orientation is close to 20°-30° ( ENE-WSW), the front can produce 

stronger upward moving as well, presumable due to stronger confluence between the 

front and Taiwan’s topography. In the appendices, we list the relevant SCI papers and 

conference papers during the project period for reference. 

 

Keywords: Mei-yu front, idealized simulation, frontal orientation, frontal speed, 

cloud-resolv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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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梅雨爲東亞之獨特天氣與氣候現象，而梅雨鋒面系統則是華南與臺灣地區 5∼6 月梅

雨季造成季節性最大降雨之主要天氣系統，此時東亞地區由東北季風轉變為西南季風，

西伯利亞冷高壓與太平洋上的副熱帶高壓勢力相當，在兩者的交界處容易形成華南和臺

灣地區延伸至日本南端的滯留鋒面，此鋒面系統移動緩慢並且伴隨輻合降雨，常造成連

續性的降雨，此鋒面系統出現的間間，在臺灣和大陸華中地區稱為梅雨季（Chen et al. 

2004）。 

    梅雨季做為臺灣初夏主要的降雨來源，過去學界對梅雨鋒面已經有許多研究，Chi 

and Chen（1989）、Chen et al.（2007）指出梅雨季造成的降雨事件常由梅雨鋒面上的中

尺度對流系統（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簡稱 MCS）造成。而臺灣高聳的地形與鋒

面所產生的地形效應亦是影響梅雨季降雨的重要因素。Wang et al.（2005）對在臺灣海

峽上發生的線狀對流個案進行分析與模擬，結果顯示西南風與受中央山脈高聳地形阻擋

影響產生迎風面高壓，所形成的低層離岸氣流較強，造成輻合帶位於臺灣西北部沿岸更

上游處，激發線狀對流。Chen et al.（2003）分析 1990 年 6 月 12 至 13 日梅雨鋒面個案，

指出鋒面南側容易出現強西南氣流的低層噴流，此低層噴流挾帶的對流系統常造成臺灣

西南部的降雨事件。 

    上述對梅雨季的相關研究提及中尺度對流系統、臺灣地形效應以及低層噴流等因素，

皆是針對個案進行分析與研究，設法找出強降雨事件之原因。但由於梅雨鋒面為複雜的

綜觀雨中尺度天氣條件，種種複雜因素無法分離，故真實個案研究不易探討特定條件對

梅雨鋒面產生的降雨型態及其影響。王（2016）使用雲解析模式（Cloud 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簡稱 CReSS）進行理想化模擬實驗，探討在不同西南氣流的情境下，臺灣中

央山脈的地形效應對降雨型態與分布之影響。該研究將 2008 年西南氣流實驗（Southwest 

Monsoon Experiment，簡稱 SoWMEX）之觀測資料進行平均，得到西南風場的弱綜觀垂

直大氣環境條件（圖 1.1a），並將 950 hPa 到 500 hPa 設為均勻西南風（圖 1.1b），隨後

將資料擴展為三維經緯網格資料置入模式模擬。模式的初始場為均勻的西南風（圖1.2a，

模式初始時間為 22 UTC，圖中 00 UTC 為模式開始 2 小時後，風場並非完全均勻），圖

1.2b 為模擬得到之降雨情境，並藉由改變風場與濕度條件，探討不同西南氣流情境下的

全臺降雨分布。另外，該研究藉由模擬結果與夫如數（Froude Number，簡稱 Fr）進行

分析，結果顯示風向 210°偏南風時 Fr 皆小於 0.2，氣流繞山而在背風面輻合，在東部與

北部有顯著降雨；風向 240°西南風且 Fr 約為 0.4 時，氣流受到中央山脈地形舉升，使

中南部山區有劇烈降雨，是平均降雨最多的情境；風向 270°偏西風時，Fr 約在 0.4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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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之間氣流垂直吹向中央山脈，受到地形舉升的影響最為顯著，主要降雨集中在中南

部地區，降雨分布有從山坡往山區延伸的趨勢。 

    本研究希望能探討鋒面走向與鋒面移速對臺灣北部降雨的影響，綜觀前人研究，理

想化模擬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方法。參考王（2016）使用的理想化模擬實驗，由於該研究

僅單純探討西南氣流之情境，尚未對其他可影響鋒面之環境條件做討論，因此本研究將

其概念加以延伸，讓原本的西南風場加上東北風場，合成具有鋒面結構的理想化模擬初

始場，藉此探討不同鋒面情境下臺灣北部的降雨情形。另外，利用邊界資料設定鋒面的

位置，達成不同的鋒面移速之情境。希望能藉由理想化模擬實驗簡化複雜的梅雨鋒面系

統，以凸顯出鋒面走向與鋒面移速對臺灣北部降雨的影響。 

    梅雨季的降雨型態具有多樣性與複雜性，其中往往有多項因素交互作用的影響。由

於綜觀天氣系統是許多複雜的因素所組成，不同的梅雨鋒面所造成的降雨多寡以及分布

不盡相同，難以比較出單一條件對於不同梅雨鋒面的影響，參考王（2016）研究使用的

理想化模擬設定並加以改進，可以將綜觀天氣條件一致化，得到除了特定條件之外，其

餘條件皆相同的梅雨鋒面，進而凸顯出特定條件下的梅雨鋒面對降雨的影響，本研究即

是建立於理想化模擬的方法之上，希望能夠探討不同的鋒面走向及鋒面移速對於梅雨鋒

面在臺灣北部降雨的影響。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回顧回顧回顧回顧 

    在 2012 年 6 月 11 日晚間於北部地區發生劇烈降雨，2000 LST 至 12 日 2000 LST 在

桃園、臺北等都會區域降下超大豪雨，24 小時累積最大降雨量達 510 毫米，並啟動防

災二級開設，訂為 612 豪雨事件。由於降雨主要集中在新竹、桃園及台北等人口密度高

的區域，該劇烈降雨事件造成都會地區發生多處淹水情況，災損造成超過兩億元，迫使

北部地區在 6 月 12 日放假乙天，是政府實施豪雨假標準以來的首例，因此選擇該個案

做為本研究的參考個案。 

    本章利用中央氣象局地面、高空（850 與 700 hPa）天氣圖以了解個案發生時之前後

綜觀環境狀況，包含個案的鋒面走向與移速，鋒面的立體結構，另外由中央氣象局各雨

量測站之逐時及日累積降雨資料，了解個案在臺灣北部的降雨情形。 

 

2.1  綜觀天氣分析綜觀天氣分析綜觀天氣分析綜觀天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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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為 2012 年 6 月 11 日至 12 日每六小時地面天氣圖。11 日 00 UTC 與 06 UTC 

時（圖 2.1a 與 b）為劇烈對流發生前 12 小時，圖中顯示東亞地區綜觀環境主要受到兩

個低壓所主導，一低壓位於日本以東約（150°E，38°N 處），中心氣壓為 996 hPa 向東移

行；另一低壓位於（119°E，38°N 處）華南地區形成且亦向東移行。梅雨鋒面位於兩低

壓系統之間，呈現東西走向，亦呈現滯留的情況，臺灣北方鋒面約位在 27°N，鋒前吹

強勁西南風。11 日 12 UTC 至 12 日 00 UTC（圖 2.1 c-e）梅雨鋒面逐漸靠近臺灣北部外

海，並於 00 UTC 通過北海岸，隨後鋒面走向轉變為東北東-西南西走向。期間在華南地

區與臺灣海峽上有對流系統發展，伴隨鋒面系統移進臺灣，造成北部地區超大豪雨發生，

臺灣附近仍有顯著西南風，巴士海峽有超過 30 kts 的西南風出現。12 日 06 UTC 時（圖

2.1f）太平洋高壓脊東退至 150°E，梅雨鋒面移速稍加快，向南移至中部地區，此時鋒

面走向維持東北東-西南西走向。地面鋒面位置約位於 24°N，由 6 月 11 日 00 UTC 到 6

月 12 日 06 UTC 鋒面約南移 3°，鋒面移速約為 12 km/h；而鋒面走向在 6 月 11 日 00 UTC

為東西走向，到 11 日 12 UTC 接近北海岸時轉變為東北東-西南西走向，維持此鋒面走

向到 12 日 06 UTC 隨後鋒面通過北臺灣。 

    圖 2.2 為 2012 年 6 月 11 日至 12 日每 12 小時 850 hPa高空天氣圖。11 日（圖 2.2a-b）

顯示，華南地區低壓伴隨低壓槽延伸至長江流域，臺灣位於華南低壓東側，在南海地區

延伸到臺灣海峽有超過 40 kts強勁西南風，顯示有顯著的低層噴流存在。12日 00 UTC 時

（圖 2.2c）華中低壓出海之後逐漸消失，轉變成由日本南方低壓系統主導，使得梅雨鋒

面系統得以維持。1200 UTC 時（圖 3.2 d）梅雨鋒面通過臺灣，鋒後環境風場轉吹微弱

東北風。 

    圖 2.3 為 2012 年 6 月 11 日至 12 日每 12 小時 700 hPa 高空天氣圖。11 日顯示東亞

地區大致上為西南偏西風且大於 20 kts，低層噴流仍然顯著。12 日（圖 3.3c-d）臺灣地

區位於鋒前環境，逐漸轉為偏西風。 

    由高空天氣圖的風切線定義高空鋒面位置，地面鋒面到 850 hPa 高空鋒面再到 700 

hPa 高空鋒面，顯示鋒面位置向北方偏移，代表鋒面的立體結構隨高度向北傾斜，有鋒

面斜率存在。在地面、850 hPa 以及 700 hPa 高度臺灣附近的鋒前皆有強勁西南氣流，東

北風場則較微弱。 

2.2  降降降降雨量分布雨量分布雨量分布雨量分布 

    圖 2.4 為 6 月 11 日 1200 UTC 至 12 日 0400 UTC 臺灣地區逐時累積雨量與 6 月 11

日與 12 日（LST）24 小時累積雨量圖。11 日 1300 UTC（圖 2.4b）開始，臺灣北部地區

受華南地區激發的對流雲系影響出現降雨，主要降雨位置位於新北及桃園地區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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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700 UTC （圖 2.4c-e）時雨量累積高達 90 mm 以上，吾等將此定義為第一波降雨，

隨時間演變降雨強度增強且範圍擴大由沿海並延伸至都會區。1700 UTC（圖 2.4f）降雨

趨緩，但 1800 UTC 第二波降雨開始（圖 2.4 g），可見北部降雨範圍逐漸趨向於東西線

狀分布橫越桃園、臺北等都會區，並隨時間演變延伸至內陸。2200 UTC（圖 2.4k）降雨

中心位於新北市與臺北市人口密集都會區，時兩量累積達 70 mm 以上。12 日 0100 UTC

（圖 2.4n）隨梅雨鋒面南移，降雨分布也南移至新竹苗栗山區，北部降雨逐漸減緩，強

降雨事件結束。 

    從 6 月 11 日與 12 日的 24 小時單日累積雨量來看（2.4k 與 l），北部累積雨量超過

350 mm，屬於超大豪雨事件，而降雨分布集中在沿海及都會區，造成當地嚴重水患以

及災損。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資料與研究方法資料與研究方法資料與研究方法資料與研究方法 

 

3.1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與與與與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為美國國家環境預測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簡稱 NCEP）之 CFSv2（Climate Forecast System Version 2）分析資料。時間

為 2012 年 6 月 11 日 00 UTC 到 6 月 12 日 06 UTC 每六小時 0.5°×0.5°經緯網格資料，垂

直層由 1000 到 30 hPa 共 24 層（1000、975、950、925、900、850、800、750、700、650、

600、550、500、450、400、350、300、250、200、150、100、70、50 以及 30 hPa）。所

選取的氣象變數有緯向風（u）、經向風（v）、重力位高度（Φ）、溫度（t）以及相對濕

度（RH）。由此分析資料經過處理後得到模式的初始場資料，進行理想化模擬。 

3.2  資料選取與處理方法資料選取與處理方法資料選取與處理方法資料選取與處理方法 

    為了獲得鋒面的綜觀天氣之環境情境，將梅雨鋒面分為鋒前西南風為主的西南風場

以及鋒後東北風為主的東北風場兩個部分，代表鋒面前後的綜觀天氣狀態。 

    東北風場與西南風場的資料由CFSv2分析資料中選取，選取區域範圍的方式由 2012

年 6月 11日 00 UTC到 6月 12日 06 UTC內每 6小時共 6個時間的分析資料。以 1000 hPa

的風場定出各個時間的鋒面位置，隨後選取鋒前西南風與鋒後東北風在此高度層的風向

較為一致，且風速較高區域，所符合條件範圍如圖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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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上述 6 個時間選取的鋒前與鋒後範圍，分別計算出各個高度層（1000 到 30 hPa

共 24 層，1000、975、950、925、900、850、800、750、700、650、600、550、500、

450、400、350、300、250、200、150、100、70、50 以及 30 hPa）的緯向風（u）、經向

風（v）、重力位高度（Φ）、溫度（t）以及相對濕度（RH）等，各氣象參數的區域與時

間算數取平均，以獲得鋒面前後的大氣垂直狀態。 

    東北風場與西南風場的大氣垂直狀態，重力位高度（圖 3.2.2）中，東北風場（圖

3.2.2a）在 950 hPa 高度層的重力位高度值為 433.2 m，在 500 hPa 為 5763.4 m。圖 3.2.2b

為西南風場在 950 hPa 為 436.1 m，而於 500 hPa 為 5819.4 m。比較西南風場的綜觀環境

與東北風場的綜觀環境，可知綜觀天氣環境整體處於南側較北側高壓的狀態，而低層大

氣如 950 hPa 高度層，重力位高度相差約 3 m，代表此平均方法能掌握到鋒前與鋒後兩

環境的氣壓差異。溫度部分如圖 3.2.3 所示，東北風場（圖 3.2.3a）在 1000、900、800

以及 500 hPa 高度的溫度分別為 23.8、19.4、14.7 以及-4 ℃。西南風場（圖 3.2.3b）在

相同的高度層中溫度則為 27.4、23.2、18 以及-2.5 ℃。兩者在接近地面的 1000 hPa 有將

近 4℃的溫度差異，到 500 hPa 高度也維持近似的溫差，反應出鋒前較為溫暖的環境。

溫度與露點溫度直到 100 hPa 的高度才出現較大的溫度差距，說明鋒前與鋒後的低層大

氣都是處於較暖濕的環境。圖 3.2.4 為相對濕度在 1000 至 500 hPa 的低層大氣中，東北

風場（圖 3.2.4a）在 975 hPa 達到約 90%的相對濕度，隨高度下降至 600 hPa 後開始增加，

到 500 hPa 時相對濕度為 80.8%，而東北風場低層的相對濕度皆維持在 70%以上。西南

風場（圖 3.2.4b）相對濕度變化不大，皆維持在約 80%左右。整體而言鋒面前後都處於

相對濕度高，較為潮濕的環境。 

    圖 3.2.5 為風速部分，在東北風場（圖 3.2.5a）中 700 hPa 以下的低層大氣風速變化

不大，風速約為 5 至 6 m/s。700 hPa 開始風速隨高度增強，最大的風速達到約 35m/s。

西南風場（圖 3.2.5b）風速則是由 1000 hPa 的 10 m/s 風速增加到 950 hPa 的 16.8 m/s，

之後風速下降到 15 m/s 左右，維持至 500 hPa 高度，西南風場在低層 950 hPa 有最大風

速存在，顯示西南風場具有顯著的低層噴流（LLJ）。由低層風速來看，西南風強盛而東

北風相對弱小，兩者存在相當程度的風速差異。圖 3.2.6 為風向部分，在東北風場（圖

3.2.6a）中低層維持約 40°的東北風，隨高度增加開始轉變為偏北風，850hPa 時轉為北

風，850 至 200hPa 由北風往約 250°的西南風變化。西南風場（圖 3.2.6b）風向在 1000

至 300 hPa 皆保持在 250°左右，低層大氣皆為西南風。 

    經由上述的結果，可以得知東北風場與西南風場的弱綜觀天氣環境，為了合乎使用

此兩個環境代表鋒面前後之環境目的，因此本文多是參考低層大氣是否符合鋒後東北風

環境與鋒前西南風環境的特徵。東北與西南風場低層皆符合其代表之風向，西南風強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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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風弱，並且將兩者風速垂直變化平滑，顯示此平均方法能代表其弱綜觀的天氣狀態。

另外，兩者在低層有氣壓及溫度差異，並且皆處於較為潮濕的環境。 

3.3  模式初始模式初始模式初始模式初始與邊界與邊界與邊界與邊界場場場場的設計與的設計與的設計與的設計與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本研究希望能探討鋒面走向與鋒面移速對於臺灣北部降雨的影響，在鋒面走向部分，

將臺灣附近的鋒面系統拆解成鋒後東北風環境場與鋒前西南風環境場，並將兩個環境場

之交界處定義為鋒面位置。經由設定不同範圍的東北風場資料，其餘部分填入西南風場

資料，可以得到特定走向的初始鋒面。隨鋒面走向的變化，鋒後東北風場的風向也隨之

變化，東北風風向與鋒面走向保持一定的 45°夾角。鋒面移速是受到鋒後東北風場低層

的東北風風速影響，當鋒後的東北風風速越強，鋒面移速就越快。依上述設定，靠著改

變鋒後東北風的風向與風速來控制模式分析場的鋒面走向與移速，而西南風場則是不隨

鋒面走向與鋒面移速而改變，保持均勻且恆穩的狀態。 

    本研究總共設計了 8 種鋒面走向-20°到 50 每 10°產生一個鋒面走向，以角度表示，

東西走向為 0°，順鐘向為負，逆鐘向為正。加上 3 種鋒面的移動速度（快、中以及慢），

如表 3.3.1 所示，共有 24 種初始鋒面設定。鋒面走向設定的示意圖請見圖 3.3.1，圖中的

鋒面皆為地面鋒面，由共同的中心點（121°E，27°N）延伸出 8 種不同的鋒面走向，分

別為-20°、-10°、0°、10°、20°、30°、40°以及 50°，鋒後東北風風向隨之改變，對應的

風向為 65°、55°、45°、35°、25°、15°、5°、-5°以及-15°。而鋒面移速設定的示意圖請

見圖 3.3.2，三個箭頭分別表示快、中以及慢的鋒面移速，與之對應的鋒後東北風風速為

14 m/s、10.6 m/s 以及 7 m/s，其中鋒面移速的方向垂直鋒面走向。 

    從上述的鋒面設定條件對比分析資料平均得出的弱綜觀環境，東北風場的分析資料

平均低層的風向約為 40°，風速約為 6 m/s，與分析資料環境場最為接近的是鋒面走向 0°

且鋒面移速慢的設定，其風向為 45°，風速為 7 m/s，因此將此設定實驗做為控制實驗。

為方便閱讀，之後將以英文字母 F（代表鋒面移速快）、M（代表鋒面移速中）以及 S（代

表鋒面移速慢），加上鋒面走向之角度的數字部分作為實驗之代號，如控制實驗為 S0，

代表鋒面走向 0°且鋒面移速慢之設定。 

3.3.1  東北風場處理方式東北風場處理方式東北風場處理方式東北風場處理方式 

    為處理本研究的鋒面條件，利用東北風場的風向及風速來定義鋒面走向與鋒面移速，

而其中低層的東北風場是形成鋒面結構的主要部分，為簡化此風場的複雜度，將 1000

至 700 hPa 的低層東北風場設定為固定的風向以及風速得均勻風場。設定的方式為調整

緯向風（u）與經向風（v）的大小，以得到符合條件的風向與風速值。圖 3.3.3 為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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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後處理完成的東北風場風速和風向的垂直狀態，圖 3.3.3a 中為 S0 設定，意即鋒面走

向為 0°（東西走向），其中設定 700 hPa 以下的低層大氣之緯向風為-5 m/s（東風）而經

向風亦為-5 m/s（北風），得到風速約為 7m/s 均勻風場。圖 3.3.3b 中，700 hPa 以下的低

層風向為 45°均一風向，一樣是藉由以上方法得到緯向風與經向風之設定。前文提及鋒

面走向與風向固定的 45°夾角，此設定便是由 0°走向的鋒面與風向 45°的東北風所交角

而成。當鋒面條件設定改變，如圖 3.3.3c 與圖 3.3.3d 所示。此設定為 F30，風速提升至

14 m/s。除風速增加外，鋒面走向的變化，風向和 0°的風向相比亦轉動了 30°，變為 15°，

以保持風向和鋒面走向的固定 45°夾角，此時緯向風為-3.66 m/s，經向風為-13.66 m/s。

經由上述方法處理過後，能夠得到風向與風速均一化，而其他條件，重力位高度（Φ）、

溫度（t）以及相對濕度（RH）依然為分析資料平均的東北風場。 

3.3.2  三維經緯網格場的製作三維經緯網格場的製作三維經緯網格場的製作三維經緯網格場的製作 

    經過先前的資料處理，此時可以得到兩種資料，其一為由分析資料平均得到的西南

風場資料，二為均勻的東北風場。此時的兩個環境場皆為垂直大氣狀態，由 1000至 30 hPa

共 24 層。包含有緯向風（u）、經向風（v）、重力位高度（Φ）、溫度（t）以及相對濕度

（RH）等氣象變數，之後利用下列方程式將兩個環境的大氣垂直狀態擴展為三維的經

緯網格場： 

1. 使用地轉風平衡式： 

  �����⃗ ＝ − �
� ∙ 
�


�  

科式參數 = 2 ∙ Ω ∙ sin �, 重力位高度 Φ = g ∙ Z 

    其中，�����⃗ 為地轉風（m/s），地球自轉角速度Ω＝7.292 × 10��（rad/s），�為緯度（°），


�

�為垂直於地轉風方向之單位重力位高度梯度，重力加速度g = 9.80665（m/s2），Z為高

度（m）。求得各實驗初始場中心點的邊界層以上之單位重力位高度梯度

�

�。 

2. 使用地球大圓距離公式： 

   D = R ∙ Δσ 

   Δσ = cos��)sin*��+ × sin*�,+ + cos*��+ × cos*�,+ × cos*|/�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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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D為地球上二點的大圓距離（m），地球半徑R = 6371000（m），二點的經度

及緯度分別為（/�，��）與（/,，�,），Δσ為二點相差的弧度（rad）。求得各網格點與

中心點之大圓距離（m）。 

3. 使用下方數學式： 

  ∆Φ = D ∙ 
�

�  

    計算二點間的重力位高度差，進而求得等壓面上的每個格點之高度值。另外，在邊

界層中，因地表摩擦力作用，使風速較中高層大氣為小，而風向則向右偏轉，並橫跨等

高線。 

    經由上述方法製成的三維經緯網格初始場資料，其同一氣壓層的每個網格點之緯向

風 U、經向風 V、氣壓 P、氣溫 T 及相對濕度 RH 皆與中心點相同。高度 H 部分則由風

之右側向左側減少，即地轉風之右側為高壓，左側為低壓。 

    兩個環境場的資料都經過以上方法處理，不同的是擴展成三維經緯網格場時所使用

的中心點位置（圖 3.3.4），東北風場的中心點位於（121°E，30°N）；西南風場中心點位

於（121°E，24°N）；地面初始鋒面的中心點位於（121°E，27°N），即為所有走向的地面

鋒面中心點。經由中心點的位置選取，讓東北風場與西南風場擴展成三維經緯網格場時

的中心點位置與初始鋒面中心點連成一線，並且位於鋒面前後約 300 公里，使空間分布

上更為符合實際的鋒面結構。 

3.3.3  初始場鋒面結構初始場鋒面結構初始場鋒面結構初始場鋒面結構 

    初始場的立體結構請見圖 3.3.5，藍色區域為東北風場的資料範圍，其餘部分皆為西

南風場資料。紅色實線為地面鋒面的位置，藍色箭頭為東北風的風向，可知此示意圖的

鋒面走向為 0°（東西走向），東北風風向為 45°，符合鋒面走向與東北風風向夾 45°角的

設定。為符合鋒面傾斜的立體構造，東北風場的立體結構呈現類似斜坡的立體構造，向

北方傾斜，具有兩段斜率，在 1000 到 800 hPa 的斜率為 1/30，800 到 700 hPa 的斜率為

1/300，此處的鋒面斜率由 2012 年 6 月 11 日 00 UTC 到 6 月 12 日 06 UTC 的分析資料之

鋒面垂直剖面計算而出的大約數值，在 700 hPa 以上的高度則無東北風場資料，無斜率

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東北風場的傾斜是向垂直鋒面走向的方向傾斜，此示意圖中的鋒

面為 0°走向（東西走向），因此東北風場向北方傾斜。若是鋒面的走向改變，則東北風

場的傾斜方向也隨鋒面走向的改變而變化，始終垂直於鋒面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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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完成的初始場，東北風場的資料範圍僅在鋒後低層斜坡形狀區域，此區域內的

東北風風向與風速皆為均勻的風場。在低層鋒前與 700 hPa 以上的高層大氣則全部為西

南風場資料，東北風場往鋒後垂直鋒面走向的方向傾斜，形成具有立體鋒面結構的初始

場。 

3.3.4  邊界資料設定邊界資料設定邊界資料設定邊界資料設定 

    在初始場設定中已經完成鋒面走向的設定，而鋒面移速，需要利用邊界資料進行設

定。邊界資料的製作方式和初始場相同，製作出的邊界資料與初始場的差異在於邊界資

料的東北風場範圍隨模擬時間往鋒前方向前進，意即鋒面位置隨時間前進，且邊界資料

亦保持初始場鋒面的立體結構，藉由每 3 小時一筆的邊界資料，其中的鋒面位置來設定

鋒面移速。前文所述共有 3 中不同的鋒面移速，分別為快、中以及慢，表 3.3.2 為此 3

種鋒面移速設定下所對應的東北風風速、邊界資料設定的實際鋒面移速值及鋒後東北風

場，隨時間增加的重力位高度值。當鋒後東北風的風速越高則鋒面的移速越快，因此每

次輸入的邊界資料中鋒面位置也對應風速有不同的移動距離。另外，為了模擬出鋒面移

動時北方高壓逐漸增強的情形，邊界資料的東北風場也隨著時間增加重力位高度，西南

風場則無變動，重力位高度的增加隨邊界資料輸入增加。由表中可見鋒面移速快的移速

為鋒面移速慢的 2 倍，鋒面移速中的移速為鋒面移速慢的 1.5 倍，東北風風速與鋒後增

加的重力位高度值也是依照這樣的比例增加。 

3.4、、、、模式模式模式模式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本研究使用的模式是由日本名古屋大學地球水循環研究中心（Hydrosphere 

Atmosphere Research Center，簡稱 HyARC）所發展的雲解析模式（Cloud 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簡稱 CReSS）。 

CReSS 模式（2.3.4 版），採用非靜力、完全可壓縮之方程式系統，亦包含地

面輻射參數化及地溫預報模式；對於雲中的微物理過程，本模式完全採用外顯之

雲微物理計算，共有暖雲及冷雲兩種總體過程可供選用，且無任何積雲參數化方

法；邊界層亂流參數化方法有 1 及 1.5 階閉合可選用，而後者包含渦流動能

（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簡稱 TKE）之計算；變數配置在水平向為 Arakara-C，

垂直向為 Lorenz 交錯網格；水平座標為卡式坐標（Cartesian coordinate）；垂直坐

標為以高度為基礎的追隨地勢坐標（terrain-following curvilinear coordinate，ζ），

定義為：  

  ζ*x, y, z+ = z8 ) z − z:*x, y+0
z8 −  z:*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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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x, y+為地表高度，z8為模式頂高度。  

在模式中使用的方程式包含靜力方程式、狀態方程式、運動方程式、氣壓方

程式、位溫方程式、水氣與滿足混合比方程式等。各方程式如下：  

1. 靜力方程式： 

  
∂p=
∂z = −ρ=g 

其中，p = p= + p,，ρ = ρ= + ρ,，g為重力加速度（m s-2）。  

2. 狀態方程式： 

  ρ = p
R?T A1 − qC

ε +  qC
E *1 + qC + ∑qG+ 

其中，T 為溫度（K），ε為水氣與乾空氣之分子量比（0.622），R?為乾空氣之

氣體常數（287.05 J kg-1K-1），qC為水氣，qG為各種水相、冰相粒子之混合比。  

3. 運動方程式： 

  
∂ρ=H
∂I = −ρ= AH ∂H

∂J + K ∂H
∂L + M ∂H

∂N E − ∂p,

∂J + ρ=*f:K − fPM+ + QRST. H 

  
∂ρ=K
∂I = −ρ= AH ∂K

∂J + K ∂K
∂L + M ∂K

∂N E − ∂p,

∂L − f:ρ=H + QRST. K 

  
∂ρ=M

∂I = −ρ= AH ∂M
∂J + K ∂M

∂L + M ∂M
∂N E − ∂p,

∂N − ρ=URVW. M + fPH + QRST. M 

其中，f:、fP為科氏參數（f: = 2Ω sin ϕ、fP = 2Ω cos ϕ，ϕ為緯度，Ω為地球自

轉角速度，Ω = 7.292 × 10��rad s��），QRST.與URVW. M則分別表示亂流混合作用與

浮力項。  

4. 氣壓方程式： 

  
∂p,

∂I = − AH ∂p,

∂J + K ∂p,

∂L + M ∂p,

∂N E + ρ=gM − ρ=\:, A∂H
∂J + ∂K

∂L + ∂M
∂N E 

    + ρ=\:, A1
θ

dθ
dI − 1

^
d^
dIE 

其中，\:為大氣中的聲速，q = 1 + 0.61qC + ∑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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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位溫方程式： 

  
∂ρ=θ,

∂I = −ρ= AH ∂θ,

∂J + K ∂θ,

∂L + M ∂θ,

∂NE − ρ=M ∂θ=
∂N + QRST. _ + ρ=`Sa. _ 

其中，`Sa.表示非絕熱作用之源與匯（加熱與冷卻）。  

6. 水氣與滿足混合比方程式： 

  
∂ρ=qC

∂I = −ρ= AH ∂qC
∂J + K ∂qC

∂L + M ∂qC
∂N E + QRST. bc + ρ=`Sa. bc 

  
∂ρ=qG

∂I = −ρ= AH ∂qG
∂J + K ∂qG

∂L + M ∂qG
∂N E + QRST. bd + ρ=`Sa. bd + ρ=efgg. bd 

其中，qG代表雲水（qP）、雨水（qh）、雲冰（qi）、雪（q:）及軟雹（qj）中任一種類之

混合比。`Sa.、QRST.及efgg.分別代表雲物理過程之源與匯、亂流混合作用及降雨造成的

時間變率。雲物理現象的雲微物理相關轉換過程（冷雲過程）於圖 3.4.1。 

3.5  模式設定模式設定模式設定模式設定 

    本研究的模擬設定見表 3.5.1，水平網格間距為 2 km，平均垂直網格間距為 400 m，

三維網格點數及模擬範圍（圖 3.5.1）分別為 720 x 600 x 50 點及 1440 x 1200 x 20 km。

投影方式為藍伯特圓錐投影法（Lambert Conformal Projection）；雲微物理過成為冷雲過

程；邊界層紊流參數化方法選用 1.5 皆閉合，並包含渦流動能計算。 

    初始場由分析資料處理所得，水平解析度為 0.25°x 0.25°，垂直層為 1000 到 30 hPa

共 24 層（1000、975、950、925、900、850、800、750、700、650、600、550、500、

450、400、350、300、250、200、150、100、70、50 以及 30 hPa），邊界資料為除鋒面

位置之外與初始場設定相同，每 3 小時一筆。海表面溫度（SST）資料使用 NOAA OI SST 

V2 High Resolution Dataset，解析度為 0.25°x 0.25°經緯網格，2012 年 6 月 11 日至 6 月

12 日的平均海溫，邊界資料的海溫不隨時間變化。地形資料來源為 WRF Preprocessing 

System Geographical Input Data，解析度為 1 120°⁄ × 1 120°⁄ 。時間積分大步距為 3.0 秒，

小步距為 1.0 秒，每 1 小時輸出 1 筆模擬結果。 

    模擬初始時間為 2012 年 6 月 11 日 00 UTC，初始鋒面的中心點為（121°E，27°N），

此時觀測的地面鋒面為東西走向接近 27°N，與初始的地面鋒面位置接近，因此使用該

模擬時間作為初始時間。模擬時間分別有 72、60、48 以及 36 小時，模擬時間的判斷依

據為，當邊界資料的鋒面位置完全通過臺灣或是鋒面位置已經處於模擬範圍以外時，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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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即停止。由於不同鋒面條件的設定下，鋒面由初始位置到全通過臺灣或超出模擬範圍

的時間不盡相同，因此定出不同的模擬時間長度。 

3.6  模擬結果分析方法模擬結果分析方法模擬結果分析方法模擬結果分析方法 

    本研究共有 24 個實驗模擬結果，選取其中在北部降雨較多或是降雨差異較大的實

驗，共選取 S0、M0、F0、S-10、F-10、S10、F10、S20、F20、S30 以及 F30 等 11 個實

驗。分析鋒面通過臺灣北部時的降雨分布、鋒面雨帶、鋒面走向、降雨時間長度與降雨

發生時間。 

   為分析不同鋒面實驗對臺灣北部的降雨，選取 121°E-122°E，25°N-25.3°N 區域（圖

3.6.1a），將模擬結果的降雨進行區域平均，代表臺灣北部的降雨程度。時間的選取則依

照不同實驗的模擬結果，挑選鋒面通過臺灣北部並且造成降雨的時段，計算出鋒面對臺

灣北部造成的累積雨量與降雨強度。對比測站的觀測資料（3.6.1b），選取的測站範圍為

25°N 以北的測站，探討不同鋒面條件設定下 24 個實驗對北部降雨的影響。另外，藉由

垂直速度與輻散場在北部地區的時序變化，討論其降雨分布情形的原因。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模式結果模式結果模式結果模式結果分析與討論分析與討論分析與討論分析與討論 

 

4.1  模擬模擬模擬模擬實驗實驗實驗實驗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本研究共有 24 個模擬結果，本節將挑選出 S0、M0、F0、S-10、F-10、S10、F10、

S20、F20、S30 以及 F30 等 11 個實驗的模擬結果，探討其中鋒面的走向變化、鋒面移

動以及鋒面對臺灣造成的降雨情形。 

S0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S0 實驗為風場條件設定最為接近分析資料平均的控制實驗，鋒面走向設定為 0°，

鋒面移速慢（10 km/h），模擬時間長度為 72 小時，圖 4.1.1 為 S0 實驗每 3 小時的模擬

結果。在模擬初始場（00 h）中可以看到均一的東北風與西南風場，鋒面初始位置位於

27°N 呈現東西走向，東北風風向為 45°，風速為 7 m/s。由於初始場為理想化模擬所製

作出的初始場，因此呈現直線的鋒面及顯著的風場與氣壓邊界，隨後在模擬開始積分後

就會逐漸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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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 實驗在模擬開始第 9 小時鋒面雨帶出現，且保持東西走向，隨後鋒面南移靠近

臺灣，模擬至第 24 小時鋒面雨帶接觸臺灣北海岸，開始出現陸地降雨。鋒面雨帶在模

擬第 24 至 42 小時間時，臺灣北部出現相當強度的降雨，鋒面通過臺灣北部後，鋒面走

向仍然維持東西走向，強降雨區域主要位於臺灣北部地形上，雨帶亦呈東西走向。第 30

小時開始時鋒面雨帶由北海岸地區南移，且在第 33 至 39 小時出現兩條伴隨鋒面的強對

流雨帶，此時鋒面已經移動至桃竹地區，雖然北海岸地區已位於鋒後，但仍有雨帶移入

使該區降雨。模擬第 42 小時後鋒面雨帶完全離開臺灣北部，北海岸地區已無降雨發生，

鋒面走向與鋒面雨帶仍維持東西走向，持續南移。模擬第 48 小時，臺灣海峽上的鋒面

雨帶消失，鋒面繼續南移至第 60 小時左右，鋒面系統完全通過臺灣。 

M0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M0 實驗與控制實驗鋒面走向設定相同，但鋒面移速增加至移速中（15 km/h），東

北風風速提高為 10.6 m/s，模擬時間為 60 小時，圖 4.1.2 為此實驗每 3 小時的模擬結果。

由初始場（00 h）可見東北風場風速增加至 10.6 m/s。模擬時間第 9 小時後出現鋒面雨

帶，鋒面位置約在 26°N，呈東西走向，隨後鋒面南移至第 15 小時接近臺灣北海岸，出

現陸地降雨。第 15 至 24 小時雨帶通過臺灣北部，鋒面維持東西走向，如同 S0 實驗中

出現兩條對流雨系。第 24 小時雨帶通過臺灣北部，此時的強降雨區域相較 S0 實驗時南

偏，約位於竹苗地區。隨後鋒面持續移動，第 39 小時臺灣海峽上的鋒面雨帶消失，第

42 小時鋒面完全通過臺灣。 

F0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F0 實驗鋒面走向為 0°，鋒面移速快（20 km/h），東北風風速為 14 m/s，模擬時間為

48 小時，圖 4.1.3 為此實驗每 3 小時的模擬結果。初始場（00 h）可見其鋒面設定，在

模擬時間第 9 小時出現鋒面雨帶，呈東西走向。第 12 小時鋒面雨帶接觸臺灣北海岸造

成陸地降雨，至第 21 小時雨帶完全移出北臺灣。第 18 與 21 小時中亦出現兩條對流雨

帶的情境。與 F0 相比 M0 實驗的雨區更加南偏，在南北方向的強降雨區域之分布相較

S0 與 M0 實驗更為分散，較無帶狀之分布。鋒面繼續移動，在第 27 小時時臺灣海峽上

的鋒面雨帶已消散，第 30 小時左右鋒面完全通過臺灣。 

    比較鋒面走向 0°的 S0、M0 以及 F0 實驗，3 個實驗都出現並且保持 0°走向（東西

走向）的鋒面以及雨帶，並且在通過臺灣北部時都有相當強度的降雨發生。當鋒面移速

增加時，因鋒面快速通過的緣故，強降雨的分布較不集中，無法呈現出集中的雨帶情況，

且強降雨區域也隨著鋒面移速增加而南移。另外，在中南部降雨的部分，降雨型態主要

受西南風與臺灣地形相互作用影響產生的降雨分布。在 3 個實驗中皆可發現鋒面通過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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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中南部之前，在中南部山區都出現持續的降雨，而當鋒面通過後，風場轉為東北風，

則幾乎沒有降雨發生。 

S-10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S-10 實驗設定為鋒面走向-10°（東南東-西北西走向），鋒面移速慢（10 km/h），模

擬時間為 72 小時，圖 4.1.4 為此實驗每 6 小時的模擬結果。初始場（00 h）的風場與氣

壓分布可見鋒面走向的設定，此時東北風向為 55°，風速為 7 m/s。模擬時間第 12 小時

鋒面雨帶出現，鋒面走向大致呈現東西走向。到第 36 小時鋒面接近臺灣北海岸出現陸

地降雨。第 54 小時對流雨帶通過臺灣北部，此時強降雨區域已經到臺灣中部地區。模

擬時間第 66 小時左右，鋒面完全通過臺灣。 

F-10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F-10 實驗設定為鋒面走向-10°，鋒面移速快（20 km/h），模擬時間為 48 小時，圖

4.1.5 為此實驗每 3 小時的模擬結果。初始場（00 h）的東北風風速提高到 14 m/s，模擬

第 12 小時出現鋒面雨帶，大致能看出呈東南東-西北西的走向，但是雨帶不連貫，斷裂

為兩段東西向的雨帶。第 15 小時鋒面雨帶接近臺灣北部且出現陸地降雨，此時雨帶依

舊呈現兩條東西向不連貫的狀態。第 21 小時強降雨區域南移至桃竹地區。第 24 小時強

降雨區已經移至臺灣中部，鋒面也完全通過臺灣北部，此時臺灣北部仍有較弱的降雨發

生。鋒面雨帶維持到第 30 小時左右，隨後至第 33 小時鋒面完全通過臺灣。 

    比較鋒面走向-10°的 S-10 與 F-10 兩個實驗，鋒面移速變快的情況下，鋒面到達臺

灣與通過的時間明顯的提前。另外，也能看出在鋒面走向 0°中，鋒面移速變快，雨帶分

布更為分散的情形。在此鋒面走向中，雖然鋒面與其雨帶的走向有偏向-10°走向的設定，

但是雨帶會出現不連貫的情形。 

S10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S10 實驗設定為鋒面走向 10° （東北東-西南西走向），鋒面移速慢（10 km/h），模

擬時間為 72 小時，圖 4.1.6 為此實驗每 3 小時的模擬結果。初始場（00 h）的東北風風

向為 35°，風速 7 m/s。模擬時間第 9 小時出現鋒面雨帶，呈現東北東-西南西走向。鋒

面雨帶在模擬第 21 小時到達臺灣北海岸造成陸地降雨。第 24 與 27 小時出現南北兩條

雨帶，分別在北海岸與桃竹地區，也是影響該區降雨的主要原因。第 33 小時鋒面位置

接近臺灣中部，雨帶完全通過臺灣北部。隨後鋒面持續移動，第 36 到 42 小時雨帶位於

臺灣中部，使中部山區有相當顯著的降雨發生，第 48 小時鋒面雨系消散，約第 5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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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面完全通過臺灣。在此實驗中，鋒面在到達臺灣之前皆保持東北東-西南西走向的鋒

面雨帶，在接觸臺灣地形之後，鋒面雨帶以東西向為主。 

F10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F10 實驗設定為鋒面走向 10°，鋒面移速快（20 km/h），模擬時間為 48 小時，圖 4.1.7

為此實驗每 3 小時的模擬結果。初始場（00 h）的東北風速增加至 14 m/s。模擬第 9 小

時出現鋒面雨帶並且已經接近臺灣北海岸。第 12 小時鋒面雨帶已經登陸。第 18 小時鋒

面雨帶完全通過臺灣北部，期間內鋒面與其雨帶的走向保持 10°走向，強降雨區域已經

移至臺灣中部地區。第 21 小時鋒面雨帶消失，至第 24 小時左右鋒面完全通過臺灣。 

    S10 與 F10 實驗在通過臺灣北部時皆有相當強度的降雨，如同前文其他鋒面走向的

結果，鋒面移速影響鋒面的通過時間以及雨帶的分散程度亦相似。在 S10 實驗中鋒面雨

帶接觸臺灣地形後呈現東西走向，其模式與 S0 十分接近。而 F10 實驗的雨帶雖然有維

持 10°，但是在陸地降雨的分布上與 F0 也很接近。整體而言，在相同鋒面移速條件下，

鋒面走向 0°與 10°在臺灣北部降雨上差異不大。 

S20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S20 實驗設定為鋒面走向 20°（東北東-西南西走向），鋒面移速慢（10 km/h），模擬

時間為 72 小時，圖 4.1.8 為此實驗每 3 小時的模擬結果。初始場（00 h）的東北風風向

為 25°，風速 7 m/s。模擬第 9 小時開始出現鋒面雨帶，走向呈現東北東-西南西走向。

第 15 小時鋒面雨帶接近臺灣北海岸，並且保持先前的走向。第 18 小時鋒面雨帶消失，

在臺灣東北方海面上出現強降雨區。第 21 小時鋒面到達臺灣北海岸，然而強降雨區仍

位於臺灣東北方海面上，臺灣北部陸地幾乎沒有降雨發生。第 30 至 33 小時，鋒面通過

臺灣北部，鋒面通過其間強降雨區發生在臺灣東北方海面。S20 實驗在第 18 至 27 小時

在臺灣東北方海面上出現相當強度的降雨，而鋒面雨帶在接觸臺灣地形後無法維持連貫，

且比較接近東西走向。另外伴隨鋒面南移，鋒面雨帶在臺灣中南部仍有降雨發生。 

F20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F20 實驗設定為鋒面走向 20°，鋒面移速快（20 km/h），模擬時間為 48 小時，圖 4.1.9

為此實驗每 3 小時的模擬結果。初始場（00 h）的東北風風速提高至 14 m/s。在模擬第

9 小時出現鋒面雨帶，比較 S20 接觸臺灣地形前的鋒面雨帶，此實驗的雨帶長度較短，

沒有延伸至大陸地區，但是仍可看出東北東-西南西的走向。第 12 小時鋒面雨帶到達臺

灣北海岸並出現相當顯著的陸地降雨。第 15 小時強降雨區域已經南移到桃竹地區，北



 

23 

 

海岸地區幾乎沒有降雨發生，第 18 小時強雨帶移至中臺灣。第 21 至 24 小時，降雨主

要出現在中部山區，鋒面逐漸通過臺灣。 

    S20 實驗出現鋒面通過北臺灣地區而陸地降雨極少的情境，降雨區域偏移至臺灣東

北方海面。鋒面移速提高的 F20 實驗降雨區域則是隨鋒面通過，在北部地區出現相當顯

著的降雨。為探討 S20 實驗在臺灣北部的降雨區偏移之原因，比較 S20 與 F20 兩個實驗

通過臺灣北部地區的前後時間在 50 m 與 948 m 的低層風場與降雨區，為圖 4.1.10 所示。

S20 實驗顯示的時間為第 15 到 24 小時，F20 實驗則為第 9 到 18 小時。在鋒面接近臺灣

北部時，S20 實驗（第 15 小時）與 F20 實驗（第 9 小時）的東北風場，在 50 m 高度 F20

實驗風速明顯較大，且風向更為偏向北風。在 948 m 的風向差異更為明顯，S20 實驗的

風向甚至變為西北風。S20 實驗模擬第 18 小時可知鋒面位置位於臺灣北部海面，此時

臺灣中部出現東北東-西南西向的雨帶，使東北方海面上出現強降雨區域。第 21 小時鋒

面到達臺灣北部，在 50 m 仍可見西南風沿著臺灣地形吹拂；在 948 m 鋒後為西北風，

雨帶已經通過臺灣中部，而東北方海面上仍有降雨區存在。第 24 小時臺灣海峽上的鋒

面已通過北臺灣，50 m 高度的西南風仍可到達臺灣北部，甚至在臺灣東北角海面也能看

到沿著臺灣地形通過的風場。在 948 m 鋒後仍為西北風，風向變化不大，但鋒面位置較

前一個時間南移。F20 實驗在模擬第 12 小時鋒面雨帶接觸北海岸，50 m 高度相較 S20

實驗保持較強的東北風，風向更偏向北風。948 m 則較為接近北風，不似 S20 實驗轉變

為西北風，至第 15 到 18 小時鋒面順利通過北臺灣，在 50 m 與 948 m 高度都保持一定

強度的北風分量。另外，西南風場方面也沒有出現 S20 實驗中西南氣流沿臺灣地形吹拂

至北海岸的情形。 

    S20 實驗在鋒面通過臺灣北部時陸地降雨極少的情形，在與 F20 實驗比較後，主要

原因在於鋒後東北風的強度。F20 實驗的初始設定東北風風速即為 S20 實驗的兩倍，在

模擬到鋒面接近臺灣時，保持約 10 m/s 的東北風強度，而 S20 實驗則為 7 m/s 左右，兩

者的西南風場差異不大，都有 10 m/s 左右的風速。S20 實驗的東北風強度明顯弱於西南

風，加上其鋒面走向的設定，在鋒面通過北臺灣時鋒面與臺灣地形間形成類似窄道的結

構，使得西南風能沿臺灣地形吹拂，造成臺灣海峽上的鋒面位置已經通過北臺灣，但仍

有西南氣流突破到北海岸的情形，使臺灣東北方海面上的風場一直處於西南風與東北風

交界，不斷發生降雨發生。若是如 F20 實驗東北風強度提高後，鋒面通過時因為東北風

強度與西南風相當，可以推動整個鋒面南移，降雨區域也就發生在北臺灣地區。 

S30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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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0 實驗設定為鋒面走向 30°（接近東北-西南走向），鋒面移速慢（10 km/h），模擬

時間為 72 小時，圖 4.1.11 為此實驗每 3 小時的模擬結果。初始場（00 h）的東北風風向

為 15°，風速 7 m/s。模擬第 12 小時出現比較明顯的鋒面雨帶，走向接近設定的 30°，第

15 小時鋒面雨帶到達臺灣中部地區，第 24 小時鋒面雨帶完全通過臺灣。此實驗結果類

似於 S20 實驗的情形，在第 18 到 24 小時臺灣東北方海面上有降雨發生，也可以看到鋒

面通過臺灣海峽上，且有沿著臺灣地形的西南氣流到達北海岸形成降雨的情形。 

F30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F30 實驗設定為鋒面走向 30°，鋒面移速快（20 km/h），模擬時間為 48 小時，圖 4.1.12

為此實驗每 3 小時的模擬結果。初始場（00 h）的東北風風速提高至 14 m/s。在模擬時

間第 9 小時出現接近設定走向 30°的鋒面雨帶，並且鋒面位置接近北海岸。第 12 小時北

臺灣發生相當強度的陸地降雨，此時鋒面仍保持原走向，但雨帶由北臺灣向東延伸，至

第 18 小時鋒面雨帶移動到桃竹地區，並在這段期間保持相當顯著的降雨。第 21 到 24

小時鋒面移至臺灣中南部地區，雨區主要發生在中南部山區，鋒面完全通過臺灣。 

    S30 與 F30 兩個實驗類似於 S20 與 F20 兩個實驗的情形，S30 實驗的鋒面移速慢，

鋒後東北風強度弱，造成雨區是位在臺灣東北方海面上而非北部地區，鋒面移速提高的

F30 實驗則出現相當顯著的北部降雨。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上述 11 個實驗大致描述不同鋒面設定的模擬結果，其中直接比較移速慢（S）和移

速快（F）實驗，移速中（M）實驗的情形則多介於兩者之間。另外，如鋒面走向 40°

的實驗模擬結果類似於鋒面走向 20°以及 30°的實驗，因此不另外選出討論。-20°與 50°

實驗的鋒面走向，在真實情形下幾乎不會出現，且模擬結果北臺灣降雨也相對少很多，

亦不單獨討論實驗模擬結果。 

4.2  臺灣北部臺灣北部臺灣北部臺灣北部鋒面鋒面鋒面鋒面降雨降雨降雨降雨時間選取時間選取時間選取時間選取 

4.2.1  臺灣北部降雨時序臺灣北部降雨時序臺灣北部降雨時序臺灣北部降雨時序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選取臺灣北部區域 121°E-122°E，25°N-25.3°N 區域（圖 3.6.1a）進行降雨分析，將

全部 24 個實驗在此區域內的時雨量進行算數平均，可以得到臺灣北部區域平均雨量時

序圖。將 24 個實驗依照鋒面移速分類，在鋒面移速慢的各走向雨量時序圖（圖 4.2.1）

中，控制實驗（0-S）在模擬開始第 24 小時北部區域開始發生降雨，且雨量快速增加。

第 28 小時達到最高雨量 13.1 mm，第 31 小時雨量下降到 7 mm，第 33 小時又上升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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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隨後持續下降至第 45 小時。由時序圖可見臺灣北部出現兩波降雨，在前一節 S0

實驗模擬結果也能看到兩波對流雨帶的出現，第一波降雨受鋒上對流影響，第二波為鋒

面通過後移入的雨帶。觀測值為觀測雨量測站的平均雨量，模擬初始時間為 2012 年 6

月 11 日 00 UTC，此時觀測的地面鋒面位置與走向和 S0 實驗初始場設定相近。觀測值

在 6 月 11 日 13 UTC（第 13 小時）開始時累積雨量快速增加，且最高雨量值為 36.3 mm，

維持相當強度的降雨到 6 月 12 日 06 UTC（第 30 小時）。由雨量值的趨勢變化可見有三

波降雨出現，可知真實的觀測情況也有鋒後降雨的情境。S-20 實驗約在模擬第 48 小時

左右出現降雨，發生降雨的時間為所有鋒面走向中最晚，並且時雨量也少於它其實驗。

S-10 實驗約在第 36 小時出現降雨，降雨持續至第 54 小時。S10 實驗中第 20 小時開始

出現降雨，持續約至第 32 小時，亦出現兩波降雨的趨勢。鋒面移速慢的實驗中，S20、

S30、S40 以及 S50 實驗在臺灣北部幾乎沒有降雨發生。有發生降雨的實驗中，發生降

雨的時間先後順序為觀測（Obs）、S10、S0、S-10、S-20，顯示鋒面走向往負走向變化

時鋒面降雨的時間有延後之趨勢；反之，往正走向變化則是提前。在控制實驗（S0）與

觀測的比較中可知觀測的降雨發生時間提前很多，且時雨量也遠遠超過控制實驗，但控

制實驗對於實際多波降雨的特徵有不錯的掌握。 

    圖 4.2.2 為鋒面移速中的各走向雨量時序圖，M-20 的雨量趨勢與其他實驗明顯差異

在於第 36 小時開始出現的第二波降雨，經由鋒面位置的比對過後，判斷在第 40 小時以

後的降雨並非鋒面降雨，主要受到鋒面影響的降雨時間為第 29 至 40 小時，在 M-10 實

驗中第 45 小時開始出現的降雨也是類似的情形。當鋒面移速提升到移速中後，原本在

移速慢沒有出現降雨的 20°以及 30°走向出現顯著的降雨，而 40°與 50°走向仍無降雨發

生，其中 M30 的最高時雨量達到 22.95 mm。整體而言，鋒面移速較快的實驗，降雨強

度較高但降雨時間長度較短，且多為一波降雨的形態。分析降雨發生時間順序顯示，除

M30 實驗之外，其餘走向符合正走向越早發生，負走向越晚發生的特徵。 

    在鋒面移速快的各走向雨量時序圖（圖 4.2.3）中，40°走向開始出現相當強度的降

雨，其最高時雨量達到近 20 mm，50°走向出現少量降雨。F20 實驗結果出現 24 個實驗

中最高的時雨量，達到 28.66 mm，F 而 30 實驗的最高時雨量也有 27 mm。降雨的發生

時間順序除去 F30、F40 以及降雨極少的 F50 後，其餘走向的降雨時間皆有正走向越早

發生，負走向越晚發生的特徵。 

    在相同鋒面移速的情況下，鋒面走向影響發生降雨的時間先後，也就是鋒面由初始

位置到達臺灣北部的時間，走向越往負值角度轉動則鋒面到達的時間越晚；反之，走向

越往正值角度轉動鋒面越快到達（但在 30°到 50°走向無此特徵）。當鋒面移速提升後（如

S20 到 M20），北部幾乎無降雨變為發生有相當強度的降雨，M40 到 F40 也有相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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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走向正轉至一定角度後需要更快的鋒面移速（東北風風速）才能發生北部降雨。另

外，在移速慢（S）的實驗中大部分都出現兩波的降雨型態，鋒面移速提升後則變為一

波降雨，且降雨的時間長度變短。 

4.2.2  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時間選取方式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時間選取方式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時間選取方式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時間選取方式 

    經由選取的臺灣北部降雨分析範圍，計算 24 個實驗在鋒面通過期間的累積降雨與

降雨強度，並且參考各實驗的北部降雨時序。選取的時間為各實驗鋒面通過臺灣北部造

成陸地降雨的時間，實驗時間的選取方式如下： 

1. 由每小時的時雨量、風場以及相當位溫定出地面鋒面的位置。 

2. 鋒面靠近或抵達北海岸，並且出現陸地降雨，將該時間為計算臺灣北部降雨的起始

時間。 

3. 鋒面通過北臺灣地區並且北海岸沒有降雨發生時，為計算臺灣北部降雨的結束時

間。 

4. 若是鋒面已經完全通過北臺灣地區，而北海岸仍有降雨發生，則不計入鋒面造成的

降雨。 

    選取完成的北部降雨時段依照鋒面移速分類（圖 4.2.2、圖 4.2.4 與圖 4.2.6）可與降

雨時序對照（圖 4.2.1、圖 4.2.3 與圖 4.2.5）。在鋒面移速慢（圖 4.2.2）的情況下，降雨

的發生時間在-20°走向最晚發生，走向角度逆時針轉動則降雨發生時間提早。鋒面移速

中（圖 4.2.4）時，在走向-20°到 20°的降雨發生時間亦符合此趨勢；鋒面移速慢（圖 4.2.6）

時，30°亦符合此趨勢。整體而言，相同鋒面移速之下，走向越接近-20°降雨發生時間

越晚。 

    所有實驗的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時間見圖 4.2.7，圖中相同顏色代表相同的鋒面走向。

在相同的鋒面走向中，大致上呈現鋒面移速越慢鋒面降雨的發生時間晚的特徵。然而，

S20 與 S30 實驗雖然有標示出鋒面降雨時間，但是實驗的北部降雨極少，其原因如前文

所述，因西南氣流沿臺灣地形吹拂至北海岸，導致這兩個實驗在北部降雨區域偏移至東

北方海面。比較接近控制實驗（S0）鋒面走向的-10°、0°和 10°走向，可以發現鋒面移

速越慢，鋒面降雨的時間長度越長的特徵。 

4.3  臺灣北部鋒面降雨分析臺灣北部鋒面降雨分析臺灣北部鋒面降雨分析臺灣北部鋒面降雨分析 

4.3.1  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期間累積雨量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期間累積雨量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期間累積雨量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期間累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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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1 為將 24 個實驗在北臺灣的降雨分析範圍中的陸地降雨進行平均，可得到實

驗的每小時區域平均降雨，隨後依照實驗的鋒面降雨時間進行加總，得到鋒面通過北部

時的總累積雨量。在-20°走向實驗中，S-20 實驗在北臺灣幾乎沒有降雨；M-20 實驗的

降雨區集中在臺灣北海岸，東部地區出現顯著降雨區；F-20 實驗相較 M-20 實驗顯示，

臺灣北部的雨區南移，且較為分散，東部也出現強降雨區，範圍較 M-20 實驗更大。鋒

面走向-20°所設定的東北風風向為 65°，較偏向東風，且因為鋒面走向之設定，使臺灣

東方海面有較大範圍的東北風場，模擬開始後臺灣東方海面的風場逐漸轉變為東風甚至

是東南風，造成臺灣東部的降雨，三個實驗皆有出現東部降雨，此降雨來源並非受鋒面

所影響。 

    在鋒面走向-10°實驗中，S-10 實驗之降雨時間長度達 18 小時，主要的雨區位於北

海岸及桃園沿海地區，雨帶較為分散，其累積降雨較高的區域位在臺灣北部海面上，隨

後由圖可見鋒面雨帶位置在達到中臺灣時，北海岸仍然有降雨發生。M-10 實驗雨區集

中在桃竹地區，且北方海面也有一個雨區存在，相較 S-10 實驗，累積降雨的值較小；

F-10 實驗累積降雨小於 M-10，陸地上雨區範圍更小，降雨時間長度為三個實驗中最短，

僅有 8 小時。 

    鋒面走向 0°的實驗，其中 S0 為控制實驗降雨時間長度為 17 小時，可見兩條雨帶出

現，分別為北海岸的雨帶中心累積雨量超過 200 mm，以及桃竹地區雨帶也達到 110 mm

以上的累積雨量，且降雨區域集中，呈現東西走向。M0 相較 S0 實驗，降雨時間長度減

少至 10 小時，雨帶較短，但大致可以看出兩條雨帶，累積降雨量下降許多，在桃竹沿

海地區約能達到 90 mm。F0 實驗中也能看出兩條雨帶，但雨帶中心的累積降雨量已經

下降到 70-90 mm，較 M0 更低，降雨時間長度亦僅有 8 小時。 

    鋒面走向 10°的實驗，S10 實驗可見兩條雨帶，位於北海岸與竹苗地區，降雨時間

長度為 11 小時，兩條雨帶皆出現相當顯著的累積雨量，雨帶中心都超過 200 mm。M10

雨區集中於北臺灣沿海區域，累積降雨量明顯小於 S10 實驗，降雨時間長度為 7 小時。

F10 實驗的主要雨區相較 M10 實驗更加南偏，累積降雨值與 M10 實驗相近，降雨時間

長度為 7 小時。 

    比較接近控制實驗（S0）鋒面走向的-10°、0°以及 10°走向，可觀察到鋒面移速增

加，意即鋒面更加快速的通過北臺灣，造成降雨時間長度減少。累積雨量也隨鋒面移速

增加而減少，鋒面雨帶在南北方向上更為分散。 

    鋒面走向 20°的實驗，S20 實驗在鋒面通過期間臺灣北部幾乎沒有降雨發生，仍可

見鋒面雨帶，降雨區域偏移至東北方海面。M20 實驗出現相當程度的累積降雨，雨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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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達到 130 mm 以上的累積降雨，並集中在北海岸，降雨時間長度為 9 小時。比較 S20

實驗在東北方海面的降雨，由模擬結果可見其中心的時雨量值不低，並且維持近 10 小

時，若是將此雨帶的累積降雨量一併加入計算中，或許會是 20°走向實驗中最高。F20

實驗相較於 M20 實驗，累積降雨強度較弱，且雨帶南移至桃竹地區，降雨時間長度降

至 5 小時。 

    鋒面走向 30°的實驗，S30 實驗類似於 S20 實驗，雨區偏移至東北方海面，臺灣北

部區域幾乎沒有降雨發生。M30 實驗在北海岸地區出現雨帶，降雨時間長度為 6 小時。

F30 實驗雨帶的有相當顯著的累積雨量，為三個實驗中最高，且降雨時間長度達 9 小時，

也是三個實驗中最長。 

    鋒面走向 40°的實驗，S40 實驗無北部降雨，圖為此實驗前 48 小時的累積雨量，可

見在臺灣北部幾乎無降雨。M40 實驗在整個模擬中幾乎沒有鋒面雨帶出現，僅在東北方

海面有雨帶出現。F40 實驗的雨帶出現在桃園地區，在臺灣海峽上亦無鋒面雨帶出現。

40°走向由於鋒面走向之設定，在初始場中臺灣海峽上風場大部分已經為東北風，模擬

開始後臺灣海峽上的鋒面快速通過，沒有鋒面雨帶出現。F40 出現北部降雨的原因，為

低層的東北風較強，鋒面通過時能夠將雨區推動到北臺灣地區之陸地上，而 M40 實驗

的設定，雨帶就出現在東北方海面。 

    鋒面走向 50°的實驗，S50 與 M50 幾乎沒有北部降雨，而 F50 實驗出現少量降雨，

但可視為該實驗無降雨發生。50°走向實驗在初始場設定時，東北風風向為-5°，其時已

經變為西北風，與西南風為輻散的情況，因此完全沒有鋒面雨帶的生成。 

4.3.2  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期間降雨強度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期間降雨強度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期間降雨強度臺灣北部鋒面降雨期間降雨強度 

    本節所定義的降雨強度（圖 4.3.2）是利用各實驗在鋒面通過期間的累積降雨除以降

雨時間長度所得，因此在空間分布基本上會與累積降雨相同，將累積降雨分為降雨強度

與降雨時間長度兩個因素來探討實驗間的差異與整體趨勢。 

    在-20°與-10°走向的降雨強度差異不大，相同的鋒面走向情形下鋒面移速變快並沒

有在降雨強度上發生太大的變化。而這兩個走向的降雨時間長度因為鋒面移速有明顯的

差異，鋒面移速快時降雨時間長度變短（S-20 實驗為少量降雨除外），在此情境下累積

雨量主要是受到降雨時間長度的影響。 

    0°走向的降雨強度是鋒面移速慢的實驗降雨強度最大，但是實驗間的差異不大，降

雨強度最高的 S0 實驗也只有在北海岸小範圍區域達到 12 到 15 mm，其餘兩實驗也有達

到最強 10 到 12 mm 的數值，且臺灣北部陸地區域的降雨強度數值都很相近，降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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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分別為 17 小時、10 小時與 8 小時，可見累積降雨的差異主要也是受降雨時間長度

的影響。 

    10°到 40°走向皆表現出鋒面移速變快時降雨強度也增加的特徵，10°走向中降雨強

度隨鋒面移速變快而增加，降雨時間長度則相反，隨鋒面移速變快而減少。F10 實驗中

強降雨強度區域大部分位於 25°N 以南，超出選取範圍，與 M10 實驗相比降雨強度差異

不大。20°走向中 S20 實驗為少量降雨，但是可見其東北方海面上的雨帶，有相當程度

的降雨強度，若只考慮北部陸地部分，20°亦符合鋒面移速變快時降雨強度增加而降雨

時間減少的特徵。30°走向中 S30 實驗為少量降雨，而 M30 與 F30 實驗的降雨強度接近

且空間分布也類似，不過其降雨時間長度卻是 F30 實驗較長，由累積雨量圖可見 F30 實

驗累積雨量是大於 M30 實驗，兩者的差異主要原因為降雨時間長度不同所致。40°走向

只有 F40 實驗在北部有一程度的降雨，無法比較。50°走向因為實驗幾乎沒有降雨發生，

不列入討論。 

4.3.3  相同鋒面移速下相同鋒面移速下相同鋒面移速下相同鋒面移速下鋒面鋒面鋒面鋒面走向走向走向走向對降雨的影響對降雨的影響對降雨的影響對降雨的影響 

    將各實驗在北部降雨分析範圍內之陸地降雨以及各實驗的鋒面降雨期進行時間與

空間平均，即可得到各實驗在鋒面通過臺灣北部地區的累積雨量。將分成降雨強度與降

雨時間長度兩個因素，以探討相同鋒面移速下鋒面走向對降雨的影響。 

    鋒面移速慢之下的各走向差異見圖 4.3.3 與圖 4.3.4，觀測的累積雨量達到 262.62 mm，

降雨強度 15.45 mm，降雨時間 17 小時。控制實驗（S0）累積降雨量為 121.15 mm，是

所有實驗中最高，其降雨強度 7.36 mm，降雨時間 17 小時，與觀測比較可見累積雨量

值僅有觀測的一半左右，但其中降雨時間與觀測相同，顯示控制實驗有掌握到鋒面通過

臺灣北部時的鋒面移速。由降雨時序（圖 4.2.1）可以發現觀測開始降雨的時間較控制實

驗提前約 12 小時，但其雨量的時序變化趨勢相近，表示控制實驗亦可掌握到鋒後第二

波降雨的特徵。由於本研究的設定為處理過後的理想化初始場，與真實實驗複雜的綜觀

天氣條件已有相去甚遠的差異，故雖然在累積雨量和降雨發生時間部分與觀測有相當的

落差，但是能掌握到降雨期間的雨帶結構與降雨時間長度，顯示控制實驗組的設定。關

於控制實驗（S0）與真實個案的累積降雨差距，下列推測可能的原因： 

1. 邱炳魁（2014）使用相同個案（2012 年 6 月 11 日）進行真實個案模擬，亦無法達到

此個案觀測之累積雨量。該文章研究結果顯示，整體逐時降雨趨勢與觀測資料相似，

但是降雨有低估之現象。本研究所使用的初始場為理想化初始場，與真實個案模擬

的初始場有相當的差異，在真實個案模擬都出現低估降雨的情況，更何況是理想模

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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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研究的理想模擬實驗主要希望能在真實地形中加入鋒面系統，利用東北風場與西

南風場結合，但是在個別風場中都為均勻風場，且鋒面走向之設定為直線。真實個

案中的綜觀天氣條件、鋒面走向與鋒面移速等時刻變化，例如在造成北部降雨時的

鋒面走向，真實個案已經轉變為東北東-西南西走向，而控制實驗依舊保持東西走向。

這些差異導致對流系統發展時細部的擾動等條件都與真實個案相差甚遠，造成控制

實驗與觀測上與量的差異。 

3. 本研究的模式水平解析度為 2 km x 2 km，無法完全掌握對流系統中的微物理過程，

其中的非線性效應可能造成降雨的差異。 

    所有模擬實驗結果比較中，鋒面移速慢情形下僅有 S-10、S0 以及 S10 實驗有較高

的北部累積雨量，其中以 S0 實驗最高。降雨強度可見隨鋒面走向往正角度轉動時增加，

到 20°以後幾乎無降雨出現。降雨時間長度則是隨鋒面走向正轉而減少，S0 實驗降雨強

度達到相當的數值，但長時間的降雨是影響累積雨量較多的因素。 

    鋒面移速中下的各走向差異見圖 4.3.5 與圖 4.3.6，累積雨量以 M20 實驗最高，達

95.62 mm，是所有實驗中第三高。由降雨強度可以發現-20°轉動到 30°走向時降雨強度

隨之增加，而降雨時間長度則相反，除在 M20 實驗的降雨時間較長達到 9 小時（若依

照此趨勢應小於 M10 實驗的 7 小時），該實驗的降雨強度與降雨時間長度相比於其他實

驗，兩者皆處於較高的數值，可達最高的累積降雨量。 

    鋒面移速快下的各走向差異見圖 4.3.7與圖 4.3.8，最高的累積降雨出現在F30實驗，

達到 115.68 mm，是所有實驗裡的第二高，其降雨強度也為最高（達 12.85 mm），已接

近觀測值的 15.45 mm。降雨強度顯示，以 30°最高，向兩側的鋒面走向減少，F40 實驗

在此鋒面移速下也可出現相當程度的降雨強度。降雨時間長度大致呈現從-20°到 50°逐

漸減少的趨勢，但在 F30 實驗較不符合此趨勢，降雨時間達到 9 小時，僅次於 F-20 實

驗的 10 小時。 

    鋒面走向差異中，在相同鋒面移速情形下，整體而言鋒面走向接近 20°與 30°時降

雨強度越高（鋒面移速慢中 S20 與 S30 實驗無降雨發生除外）。而鋒面走向由-20°向其

他走向變化時，降雨時間長度越短（S-20 實驗無降雨發生除外）。累積降雨量是由兩個

因素相乘得出，但是在降雨強度與降雨時間兩個因素比較之下，降雨時間長度趨勢較不

明顯，如 M20 與 F30 實驗出現在較高降雨強度的鋒面走向，也可出現較長的降雨時間，

造成較顯著的累積降雨量。在所有實驗中，累積雨量最多的為 S0 實驗的 125.15 mm，

次之為 F30 實驗的 115.68 mm，再次之為 M20 實驗的 95.62 mm。其中，將 S0 實驗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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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較弱的降雨強度，但長時間降雨造成高累積雨量的型態，而 F30 與 M20 實驗則為高

降雨強度，但降雨時間較短所造成高累積雨量的型態。 

4.3.4  相同鋒面走向下鋒面移速相同鋒面走向下鋒面移速相同鋒面走向下鋒面移速相同鋒面走向下鋒面移速對降雨的影響對降雨的影響對降雨的影響對降雨的影響 

    將各實驗在鋒面通過臺灣北部地區的累積雨量、降雨強度與降雨時間長度依照鋒面

走向分類（圖 4.3.9），探討相同鋒面走向時鋒面移速對降雨的影響。 

    整體而言，若不考慮無發生降雨實驗，顯示當鋒面移速增加時，降雨強度增加而降

雨時間減少，在接近控制實驗（S0）的-10°、0°以及 10°走向，降雨強度和降雨時間長

度亦符合上述趨勢，累積雨量在鋒面移速慢時最高，鋒面移速快時最少。 

4.3.5  垂直速度分析垂直速度分析垂直速度分析垂直速度分析 

    分析各實驗模擬結果，在 3061 m 高度的垂直速度（圖 4.3.10），此為鋒面移速慢（10 

km/hr）情境下不同走向實驗的垂直速度時序圖。在此高度層中臺灣北部區域的垂直速

度時序，可見 S-20、S-10、S0 以及 S10 四個實驗有較明顯的上升運動，S0 實驗的垂直

速度最大值接近 0.6 m/s。對照北部降雨時序（圖 4.2.1）顯示，垂直速度的變化與降雨

的發生時間大致相符，表示 3061 m 的上升運動影響北部降雨。然而，在 S-20 實驗中，

降雨期間為第 49 至 51 小時，此時卻呈現微弱的下沉運動，約第 57 小時才出現上升運

動。顯示微弱的下沉運動不利於對流發展，影響了 S-20 實驗，導致此實驗在鋒面通過

臺灣北部僅有極少量的降雨。 

    在更高層的 5170 m 高度的垂直速度時序（圖 4.3.11）中，有明顯上升運動的實驗仍

為 S-20、S-10、S0 以及 S10 四個實驗，不同的是到達此高度層後，垂直速度值整體有

變小的趨勢，最大值出現在 S-10 實驗，約為 0.4 m/s。另外，與降雨時序比對，四個實

驗出現上升運動的時間都有延後的現象。在 S0 與 S10 實驗中，5170 m 高度的垂直速度

相較 3061 m 有變小的趨勢，S-20 與 S-10 則是變大。S0 實驗的垂直速度變化，在 3061 m

與 5170 m 高度層發生上升運動的時間正好錯開，在發生北部降雨的第 23 至 40 小時，

前段時間（第 23 至 30 小時），3061 m 有明顯的上升運動，而 5170 m 的上升運動則較

弱，後段第 31 至 40 小時，3061 m 上升運動減弱，5170 m 則增強，可見在 S0 實驗中，

降雨主要由 3061 m 高度的上升運動導致，而 5170 m 高度的上升運動弱於 3061 m 高度，

表示在降雨期間對流系統至 5170 m 高度時發展逐漸趨緩，而在 5170 m 高度後續增強的

上升運動，可能為低層較強的上升運動傳遞所致。 

    鋒面移速提升至鋒面移速中（15 km/hr）時，在 3061 m 高度的垂直速度時序（圖

4.3.12）顯示，相較鋒面移速慢的情境，20°與 30°的鋒面走向出現明顯的上升運動，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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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速度最大值出現在 M30 實驗，接近 0.9 m/s。對比降雨時序（圖 4.2.3），上升運動與

降雨發生的時間相符，表示 3061 m 的上升運動對於北部降雨有直接的影響。M-20 與

M-10 實驗的上升運動與降雨時間亦相符，且在北部降雨時間過後仍有出現上升運動，

但依照前文選取降雨時間的方法，該時間上升運動所造成的降雨已不列入受鋒面影響的

臺灣北部降雨。 

    在 5170 m 高度的垂直速度時序（圖 4.3.13）中，上升運動與降雨發生的時間也相符，

但不同於鋒面移速慢情境下的情況，3061 m 與 5170 m 高度層的垂直速度隨時間變化呈

現相同的趨勢，且到 5170 m 的高度層保持相近甚至是更強的上升運動。M0 實驗中兩個

高度層上升運動出現的時間與趨勢相近，且符合北部出現降雨的時間。M0 與 S0 實驗比

較下，3061 m 高度的垂直速度值相近，約為 0.6 m/s，但在 5170 m 高度時 M0 實驗的上

升運動增強，約達 0.8 m/s，S0 實驗則減弱，代表 M0 實驗有更強的上升運動，到 5170 m

高度時仍有增強之趨勢，更有利於對流發展。整體而言，在鋒面移速中情境下，3061 m

與 5170 m 高度的上升運動發生的時間與降雨時間相符，上升運動至 5170 m 高度仍然能

夠維持與 3061 m 高度相近的強度甚至是增強，整體更有利於對流系統的發展。 

    鋒面移速提升至鋒面移速快（20 km/hr）時，在 3061 m 高度的垂直速度時序（圖

4.3.14）中，40°鋒面走向開始出現明顯的上升運動。在鋒面移速快的情境下，最大的垂

直速度出現在 F30 實驗，約為 0.9 m/s。對比降雨時序（圖 4.2.5），整體而言，上升運動

與降雨發生的時間相符。由 5170 m 高度的垂直速度時序（圖 4.3.15）顯示，上升運動的

時序變化大致與 3061 m 高度相同，其降雨時間亦相符。垂直速度值相較 3061 m 高度保

持相近數值甚至更高，在 F20 與 F30 實驗中垂直速度最大值超過 1 m/s，表示從 3061 m

高度到 5170 m 高度的上升運動有增強的趨勢。 

    綜觀不同鋒面移速情境下的垂直速度時序變化，顯示當鋒面移速增加時，垂直速度

值整體亦是增加，即表上升運動增強。此外，在鋒面移速慢的情境下，中低層 3061 m

高度出現的上升運動較中高層 5170 m 高度還要強的情形，表示此情境對於對流系統的

發展較為不利。鋒面移速中與快的情境下，中高層 5170 m 高度皆能保持或是超越中低

層 3061 m 的上升運動，比較有利於對流系統發展的條件。 

    在鋒面走向比較方面，一旦鋒面移速提升到鋒面移速中的情境，20°與 30°走向出現

明顯的上升運動，並且是所有走向中最大的垂直速度值。當處於鋒面移速快情境時，20

°與 30°走向的垂直速度值繼續增加，依舊為所有走向中最高。當鋒面接近東西走向，-10

°、0°與 10°的鋒面走向，鋒面移速增加時，垂直速度的增加較不顯著。在 0°走向的 S0、

M0 與 F0 實驗比較之下，垂直速度最大值的變化不大，由 M0 到 F0 實驗時垂直速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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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是變小的。經由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在走向接近東西走向時，上升運動比較弱且鋒

面移速增加，在 20°與 30°走向時上升運動最強，且隨著鋒面移速增加而增強。 

4.3.6  輻散分析輻散分析輻散分析輻散分析 

    鋒面移速慢情境下，分析實驗模擬結果在低層 948 m 高度的輻散時序（圖 4.3.16），

在此高度層中臺灣北部區域的垂直速度時序，顯示 S-20、S-10、S0 以及 S10 四個實驗

有較明顯的輻合作用。對照北部降雨時序（圖 4.2.1），輻合發生的時間與降雨的發生做

比較，顯示輻合開始增強與降雨開始發生的時間點大致相同，但是輻合結束的時間會較

降雨結束的時間早，如 S0 實驗的降雨持續至第 40 小時，但其低層輻合約在第 32 小時

左右就已經消失，其他走向也有類似的情形。顯示低層輻合作用主要提供對流發展的前

期與降雨開始之有利條件，而在鋒面通過後的鋒後降雨部分，則低層輻合的影響較小。 

    鋒面移速中情境下，分析實驗模擬結果在低層 948 m 高度的輻散時序（圖 4.3.17），

與鋒面移速慢情境下不同的是，低層輻合發生的時間與降雨時間（圖 4.2.3）大致相符。

主要為鋒面移速增加，降雨主要集中在鋒面降雨上，鋒後的降雨減少，導致低層輻合和

降雨的時間相符。另外，鋒面移速中情境下的低層輻合較鋒面移速慢情境下顯著，且在

20°與 30°鋒面走向亦出現明顯的低層輻合。 

    鋒面移速快情境下，分析實驗模擬結果在低層 948 m 高度的輻散時序（圖 4.3.18），

顯示 40°鋒面走向也開始出現輻合作用。整體而言，低層輻合發生的時間與降雨時間（圖

4.2.5）大致相符。與鋒面移速中情境比較下，提升至鋒面移速快的情境時，低層輻合沒

有明顯增強，甚至在 0°與 30°走向略有減弱，20°向則是增強。 

    綜觀低層輻合的時序變化，當鋒面移速提升時，有更多的走向能出現相當顯著的低

層輻合。當鋒面移速由中提升到快時，低層輻合沒有明顯增加，反而有些實驗出現減少

的情形。此外，當鋒面在接近東西走向（-10°、0°與 10°的鋒面走向），在鋒面移速增加

時，低層輻合的增加較不顯著。在 0°走向的 S0、M0 與 F0 實驗相比之下，M0 到 F0 實

驗時低層輻合甚至減少，這樣的情況與前文垂直速度分析有類似情形。鋒面走向 0°甚至

接近其走向的-10°與 10°走向，可能受到這樣的上升運動與低層輻合影響，能夠保持相

當程度的降雨，是除了其降雨時間長之外的有利條件。20°與 30°走向的低層輻合也與垂

直速度有類似的分布情形，有顯著的低層輻合，其他鋒面走向則較小。綜合上述結果可

知，上升運動與低層輻合是造成 20°與 30°走向的對流系統發展較為強烈其較高的降雨

強度之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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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每年 5、6 月梅雨季常受到鋒面影響出現連續性的降雨，其中不乏有豪大雨事件發

生，然而不同梅雨鋒面所造成的降雨多寡、分布及原因不盡相同，是因為綜觀天氣系統

是許多複雜的因素所組成，難以比較出單一條件對於兩個不同梅雨鋒面的影響，因此希

望能利用理想化模擬的方式簡化複雜的鋒面系統，探討鋒面走向與移速對臺灣北部降雨

的影響。 

    本研究利用分析資料得到鋒面前後的弱綜觀天氣狀態，將鋒前與鋒後兩個環境合成

為理想化模擬的初始場，並且改變鋒後東北風場以達到鋒面走向及鋒面移速的設定，進

行理想化模擬實驗。實驗設計 8 種鋒面走向，以角度表示，分別為-20°、-10°、0°、10°、

20°、30°、40°以及 50°，東西走向為 0°，順鐘向為負，逆鐘向為正。加上 3 種鋒面移速，

分別為快（20 km/h）、中（15 km/h）以及慢（10 km/h）的鋒面移速，共 24 種組合，代

表不同的鋒面情境。經由選取臺灣北部的特定區域進行降雨分析，結果如下： 

1. 24 個實驗中有發生臺灣北部降雨的實驗（表 5.1）分別為 M-20、F-20、S-10、M-10、

F-10、S0、M0、F0、S10、M10、F10、M20、F20、M30、F30、F40 等 16 個實驗，

當鋒面移速越快時能夠發生降雨的鋒面走向就越多，原因為鋒面走向達到一定的角

度時，其東北風場的分布與臺灣地形形成類似窄道的結構，臺灣海峽上西側鋒面通

過北臺灣時西南氣流仍沿著臺灣地形吹拂，若是東北風強度不足，西南氣流會吹拂

至北海岸，在臺灣東北方外海海面上輻合形成降雨，使雨帶無法抵達北臺灣陸地，

當鋒面移速提高，也就是東北風場增強時，鋒面雨帶就能隨鋒面抵達臺灣北部地區。 

2. 造成臺灣北部降雨累積雨量最高的是 S0 實驗其值可達 125.15 mm，次之為 F30 實驗

的 115.68 mm。分析累積降雨量較多的實驗中，可分為長降雨時間類型，如 S0 實驗，

以及強降雨強度類型，如 F30 實驗，而長降雨時間的 S0 實驗為控制實驗，與觀測較

為符合，其主要原因為鋒面移動速度慢，且降雨時間長的影響所致。 

3. 在相同鋒面移速的情況下，不考慮無降雨發生的實驗，鋒面走向越接近 20°與 30°走

向，降雨強度越高。鋒面走向越接近-20°走向，則降雨時間越長。然而，兩個因素比

較之下，降雨強度的趨勢較為明顯，降雨時間長度則出現如 F30 實驗的例外情況。

累積降雨量由降雨強度乘以降雨時間長度所得，在相同鋒面移速情形下，並無特定

走向擁有高累積雨量的情形，但可看出在鋒面移速慢的情況下，高累積雨量的實驗

主要由降雨時間長度主導，而鋒面移速增加至移速中與移速快時，高累積雨量的實

驗主要由降雨強度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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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相同鋒面走向情況下，不考慮無降雨發生的實驗，鋒面移動速度越快則降雨強度

越高；而降雨時間長度則減少。在接近控制實驗（S0）的-10°、0°以及 10°走向中 3

種鋒面移速皆發生降雨，且都在鋒面移速慢的情況下出現最大累積雨量，由於鋒面

的移動速度慢，造成高累積雨量之主要原因為長時間降雨所致，鋒面移速提升則累

積降雨量減少。20°、30°以及 40°則是在鋒面移速快時有較多的累積雨量，其主要原

因為降雨強度所主導。 

5. 由垂直速度與輻散的時序分析可知，20°與 30°走向在臺灣北部降雨期間有顯著的上

升運動及低層輻合，造成其降雨強度較其他走向更高。在接近東西走向（0°走向）

的情況下，提升鋒面移速對於上升運動與低層輻合的增強有限。甚至可能出現鋒面

移速慢時的上升運動與低層輻合較鋒面移速快來的強之情形，使得這類型走向的實

驗除了降雨時間長外，有足夠的條件保持一定的降雨強度，使此類型之走向在鋒面

移速慢時有較高的累積雨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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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鋒面走向與鋒面移速設定。8 種鋒面走向（Angle）與 3 種鋒面移速（Speed），

共 24 種不同鋒面條件之設定，其中 S0（鋒面走向 0°鋒面移速慢）之設定為最接近

分析資料平均的控制實驗（ctrl）。 

 

 

表 3.3.2  邊界資料設定。不同的鋒面移速所對應的鋒面移速的移動速度（Moving Speed）、

東北風風速（Wind Speed）以及鋒後東北風場增加的重力位高度值（Height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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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CReSS 模擬基本設定。 

 

 

表 5.1  臺灣北部降雨實驗模擬結果。填入橘色之實驗為臺灣北部在鋒面通過期間發生

較多降雨的實驗。數值為各實驗在北部降雨期間之累積雨量（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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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各氣壓層之風速。（a）觀測平均結果。（b）最接近觀測平均結果之實驗 Ctrl，即

a 之平滑化結果。紅色為風速，綠色為緯向風 U 風速，藍色為經向風 V 風速。（摘

自王，2016） 

 

圖 1.2  （a）實驗風速 10 m/s，風向 240°之氣壓（hPa）、風場（m/s）及時雨量（mm）。

（b）實驗之平均 24-h 累積雨量圖。（摘自王，2016） 

(a) (b) 

(a) (b) 

00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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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fc 2012/06/11 0000 UTC 

（b） sfc 2012/06/11 0600 UTC 

 

圖 2.1  中央氣象局 2012 年 6 月 11 至 12 日 0000、0600、1200 及 1800 UTC 之地面天氣

圖。黑色粗實線為等壓線（間距 4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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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c 2012/06/11 1200 UTC 

 

（d） sfc 2012/06/11 1800 UTC 

 

續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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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fc 2012/06/12 0000 UTC 

 

（f） sfc 2012/06/12 0600 UTC 

 

續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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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50 hPa 2012/06/11 0000 UTC 

 

（b）850 hPa 2012/06/11 1200 UTC 

 

圖 2.2、中央氣象局 2012 年 6 月 11 至 12 日 0000 與 1200 UTC 之 850 hPa 高空天氣

圖。黑色等值線為重力位公尺（間距 30 gpm），風標（kts），鋒面或風切線位置（紅

色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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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50 hPa 2012/06/12 0000 UTC 

 

（d）850 hPa 2012/06/12 1200 UTC 

 

續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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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00 hPa 2012/06/11 0000 UTC 

 

（b）700 hPa 2012/06/11 1200 UTC 

 

圖 2.3  同圖 2.2，但為 700 hPa 高度的高空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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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00 hPa 2012/06/12 0000 UTC 

 

（d）700 hPa 2012/06/12 1200 UTC 

 

續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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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6 月 11 日 1400 UTC 至 12 日 0400 UTC 逐時累積雨量（a）-（p）與 6 月 11 日

與 12 日（LST）單日累積雨量（q）-（r）， 色階（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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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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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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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CFSv2 分析資料選取範圍。2012 年 6 月 11 日 00 UTC 到 6 月 12 日 06 UTC 的

1000 hPa 風場，風標（m/s），色階為風速（m/s）。紅色線條為鋒面，綠色方框為鋒

後東北風場的選取範圍，橘黃色方框為鋒前西南風場的選取範圍。（a）6 月 11 日

00 UTC鋒前選取範圍為119°E-122°E，24°N-27°N，鋒後為118°E-124°E，28°N-32°N。

（b）6 月 11 日 06 UTC 鋒前選取範圍為 119°E-121°E，24°N-26.5°N，鋒後為

119°E-126°E，28.5°N-31.5°N。（c）6 月 11 日 12 UTC 鋒前選取範圍為 119°E-121°E，

23°N-25°N，鋒後為 120°E-126°E，28°N-31.5°N。（d）6 月 11 日 18 UTC 鋒前選取

範圍為 118°E-120°E，22°N-24°N，鋒後為 123°E-127°E，29°N-32°N。（e）6 月 12

日 00 UTC 鋒前選取範圍為 118°E-120°E，22°N-23.5°N，鋒後為 123°E-128°E，

28.5°N-31.5°N。（f）6 月 12 日 06 UTC 鋒前選取範圍為 120°E-122°E，21°N-23°N，

鋒後為 118°E-124°E，24°N-28.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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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分析資料平均結果之各氣壓層高度。（a）鋒後東北風場。（b）鋒前西南風場。 

 

圖 3.2.3  分析資料平均結果之各氣壓層溫度與露點溫度。（a）鋒後東北風場。（b）鋒前

西南風場。橘色實線為溫度（℃），綠色實線為露點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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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分析資料平均結果之各氣壓層相對濕度。（a）鋒後東北風場。（b）鋒前西南風

場。 

 

圖 3.2.5  分析資料平均結果之各氣壓層風速。（a）鋒後東北風場。（b）鋒前西南風場。

紅色實線為風速（m/s），綠色實線為緯向風風速（m/s），藍色實線為經向風風速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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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分析資料平均結果之各氣壓層風向。（a）鋒後東北風場。（b）鋒前西南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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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鋒面走向示意圖。虛線為鋒面位置，且由（121°E，27°N）做為所有走向的交

點，走向由-20°至 50°每 10°產生一個鋒面走向，共 8 種。 

 

圖 3.3.2  鋒面移速示意圖。黑色虛線為鋒面的初始位置，箭頭代表不同的鋒面移速，由

於不同的鋒面移速到達綠色虛線（鋒面移速慢）、藍色虛線（鋒面移速中）以及紅

色虛線（鋒面移速快）三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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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均勻低層風場的東北風場垂直狀態。（a）S0 設定之風速。（b）S0 設定之風向。

（c）F30 設定之風速。（d）F30 設定之風向。紅色實線為風速（m/s），綠色實線為

緯向風風速（m/s），藍色實線為經向風風速（m/s），黑色實線為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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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擴展三維經緯網格場中心點位置。綠色點為東北風場擴展為三維經緯網格場時

的中心點位置，棕色點為西南風場中心點位置，黃色點為地面初始鋒面的中心點。 

 

圖 3.3.5 初始場鋒面立體結構示意圖。藍色區域為東北風場資料範圍，其餘部分則為西

南風場資料範圍。紅色實線為地面鋒面位置。藍色箭頭為東北風之風向，東北風風

向與鋒面走向夾 45°角。藍色與綠色實線為兩段鋒面斜率，分別為 1/30 與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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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CReSS 模式冷雲過程中，各種水相與冰相粒子間轉換之雲微物理過程示意圖。

其中 qc, qr, qi, qs 以及 qg 分別為雲水、雨水、雲冰、雪及軟雹之混合比。NUAvi 表

澱積核形成（deposition or sorption nucleation）；NUCci 表接觸凍結核形成（contact 

nucleation）；NUHci 表均質凍結核形成（homogeneous nucleation）；SP 表二次冰晶

生成（secondary nucleation of ice crystals）；VD 表水蒸氣之澱積、蒸發及昇華（vapor 

deposition, evaporation and sublimation）；CL 表合併收集（collection）；AG 表凝集

（aggregation）；CN 表粒子間轉換（conversation）；ML 表融解（melting）；FR 表凍

結（freezing）；SH 表液態水的剝離（shedding of liqui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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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模式的模擬範圍。模式模擬範圍為 111.24°E-126.72°E，19.01°N- 30.4°N，紅色

區域為使用藍伯特圓錐投影法之模擬區域，綠點為初始地面鋒面的共同中心點

（121°E，27°N）。 

 

圖 3.6.1 北部降雨分析範圍。（a）北部降雨分析的選取範圍。（b）選取測站範圍，紅色

虛線為 25°N 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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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S0 實驗模擬結果。由初始時間 00 h 開始，每 3 小時的模擬結果，色階為時雨

量（mm），風標為 50 m 高度風場（m/s），紫色實線為 50 m 高度之等壓線（hPa），

黑色虛線為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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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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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同圖 4.1.1，但為 M0 實驗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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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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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同圖 4.1.1，但為 F0 實驗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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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同圖 4.1.1，但為 S-10 之實驗模擬結果，時間間隔為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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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同圖 4.1.1，但為 F-10 實驗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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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同圖 4.1.1，但為 S10 實驗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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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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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同圖 4.1.1，但為 F10 實驗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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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同圖 4.1.1，但為 S20 實驗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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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同圖 4.1.1，但為 F20 實驗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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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0  同圖 4.1.1，但為 S20 與 F20 實驗在鋒面通過臺灣北部期間的 50 m 與 948 m

高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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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1  同圖 4.1.1，但為 S30 實驗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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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2  同圖 4.1.1，但為 F30 實驗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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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鋒面移速慢時各個實驗的與觀測資料臺灣北部雨量時序圖。縱軸為雨量(mm)，

橫軸為時間(h)。實驗的雨量為臺灣北部降雨範圍內的時雨量平均值，Obs 為相同範

圍內的測站雨量平均。 

 

圖 4.2.2  鋒面移速慢時各個實驗與觀測資料選取的北部降雨時間圖。縱軸為實驗代號，

橫軸為時間(h)。顏色表示為不同鋒面走向的實驗，部分實驗無北部降雨時間，則以

空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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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同圖 4.2.1，但為鋒面移速中的實驗。 

 

圖 4.2.4  同圖 4.2.2，但為鋒面移速中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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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同圖 4.2.1，但為鋒面移速快的實驗。 

 

圖 4.2.6  同圖 4.2.2，但為鋒面移速快的實驗。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39 42 45 48

R
a

in
fa

ll
(m

m
)

Time(h)

Fast Frontal Moving Speed  (20 km/h)

F-20 F-10 F0 F10 F20 F30 F40 F50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39 42 45 48

F-20

F-10

F0

F10

F20

F30

F40

F50

Time(h)

Fast Frontal Moving Speed  (20 km/h)



 

78 

 

 

圖 4.2.7  全實驗與觀測資料選取的北部降雨時間圖。縱軸為實驗代號，橫軸為時間(h)。

相同顏色表示為相同鋒面走向的實驗，部分實驗無北部降雨時間，則以空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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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實驗鋒面通過臺灣北部期間累積降雨。色階為雨量（mm），圖中右下角標示

為鋒面通過臺灣北部的降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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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4.3.1。 

  



 

81 

 

 

續圖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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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實驗鋒面通過臺灣北部期間降雨強度。色階為雨量（mm），圖中右下角標示

為鋒面通過臺灣北部的降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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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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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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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鋒面移速慢之實驗累積雨量。橫軸為實驗代號，縱軸為雨量（mm）。 

 

圖 4.3.4  鋒面移速慢之實驗降雨強度與降雨時間長度。橘色直條為實驗降雨強度，綠色

直條為實驗降雨時間長度，橫軸為實驗代號，縱軸為雨量（mm）與降雨時間長度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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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同圖 4.3.3，但為鋒面移速中之實驗。 

 

圖 4.3.6 同圖 4.3.4，但為鋒面移速中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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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同圖 4.3.3，但為鋒面移速快之實驗。 

 

圖 4.3.8 同圖 4.3.4，但為鋒面移速快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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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各走向實驗累積降雨、降雨強度與降雨時間長度。藍色直條為累積雨量，橘色

直條為實驗降雨強度，綠色直條為實驗降雨時間長度，橫軸為實驗代號，縱軸為雨

量（mm）與降雨時間長度（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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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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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0  3061 m 高度鋒面移速慢之實驗的垂直速度時序。縱坐標為垂直速度（ω），

單位為公尺每秒（m/s），橫坐標為時間（h）。 

 

圖 4.3.11  5170 m 高度鋒面移速慢之實驗的垂直速度時序。縱坐標為垂直速度（ω），

單位為公尺每秒（m/s），橫坐標為時間（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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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2  同圖 4.3.10，但為鋒面移速中。 

 

圖 4.3.13  圖同 4.3.11，但為鋒面移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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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4  同圖 4.3.10，但為鋒面移速快。 

 

圖 4.3.15  同圖 4.3.11，但為鋒面移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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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6  948 m 高度鋒面移速慢之實驗的輻散時序。縱座標為輻散（105），橫坐標為

時間（h）。 

 

圖 4.3.17  同圖 4.3.16，但為鋒面移速中之實驗。 

 

圖 4.3.18  同圖 4.3.16，但為鋒面移速快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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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Evaluation of rainfall forecasts by three mesoscale models  

during the Mei-yu season of 2008 in Taiwan. 

Part I: Subjective comparison  
 

Sahana Paul1, Chung-Chieh Wang1*, Li-Shan Tseng1, Dong-In Lee2, 

Jing-Shan Hong3, and Tzay-Ming Leou3 
 

1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tmospheric Sciences, Pukyong National University,  

Busan, South Korea 

3 Central Weather Bureau,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study assesses of relative merit of three mesoscale models – the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WRF) model, and the CWB Non-hydrostatic Forecast System (NFS) –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Southwest Monsoon Experiment (SoWMEX) in 2008. The Mei-yu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s) in May-June of the three models are compared 

QPFs against merged data from ~400 rain gauges and the 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 (TRMM). The three models have a grid size of 3.5 or 5 km, and their QPFs over the 

forecast range of 12-36 h are verified by subjective means, with particular foci on rainfall 

spatial pattern, intra-seasonal variability, and diurnal cycle during the entire season, its 

sub-periods, and Intensive Observation Periods (IOPs). 

The three models each ha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CReSS performs best in 

seasonal and diurnal characteristics of rainfall. Despite higher resolution, it suffers from 

over-forecast and location error problems. Without a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 its single 

domain with a limited size fabricates it more sensitive to errors in initia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IC/BCs) from the global model. Although the CWB WRF is most stable among 

three and performs well in simulat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it exhibits 

under-prediction with an inadequate intra-seasonal variation. In both the entire perio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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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Ps, the CWB NFS simulates rainfall pattern closest to observation with only slight 

under-prediction. However, the diurnal cycle captured by the CWB NFS has a phase lag of 12 

h and thus a timing error that is likely associated with delayed development of convection due 

to systematic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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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s) by the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 in real-time in Taiwan, at a horizontal grid 

spacing of 2.5 km and a domain size of 1500 × 1200 km2, within a range of 72 h during three 

mei-yu seasons of 2012-2014 is evaluated using categorical statistics, with an emphasis on 

heavy events (≥ 100 mm per 24 h). The overall threat scores (TSs) of QPFs for all events on 

day 1 (0-24 h) are 0.18, 0.15, and 0.09 at the threshold of 100, 250, and 500 mm, respectively, 

and indicate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s compared to past results and 5-km models. 

Moreover, the TSs are shown to be higher and the model more skillful in predicting 

larger events, in agreement with earlier findings for typhoons. After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observed rainfall, the TSs of day-1 QPFs for the largest 4% of events by CReSS at 100, 250, 

and 500 mm (per 24 h) are 0.34, 0.24, and 0.16, respectively, and can reach 0.15 at 250 mm 

on day 2 (24-48 h) and 130 mm on day 3 (48-72 h). The larger events also exhibit higher 

probability of detection and lower false alarm ratio than weaker events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across all thresholds. 

The strength of the model lies mainly in the topographic rainfall in Taiwan rather than 

migratory events that are less predictable.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cloud-resolving capability and the size of fine mesh for heavy-rainfall QPFs in Tai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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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ling Study on the Influences of Sumatra Island and Synoptic 
Features on Tropical Cyclone Form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Chung-Chieh Wang1, Shin-Kai Ma1, and Richard H. Johnson2 

1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Fort Collins, CO, USA 

 
Abstract 

Sitting across the Equator with a northwest-southeast orientation and steep terrain, the 

Island of Sumatra can exert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low-level prevailing flow near the 

Maritime Continent. Under an easterly flow regime, in particular, lee vortex (or vortices) tends 

to form to the west of the island, and some of them may subsequently develop into a tropical 

cyclone (TC) in the Indian Ocean (OI). This study, therefore, investigate the roles of the 

Sumatra Island and other migratory tropical disturbances on the formation of TCs using a 

cloud resolving model. 

A total of four cases in the northern IO during the Year of Tropical Convection (YOTC) 

period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and two of them (TCs Nisha and Ward) for simulation using 

the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 with a horizontal grid spacing of 4 km (i.e., the 

control experiments). Sensitivity tests with the Sumatra topography removed were also 

perform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en the pre-TC vortices remain stationary at the leeside 

of Sumatra at their early stage, they are indeed slightly stronger with a clearer circulation due 

to the blocking effect of Sumatra on the prevailing northeasterly flow. However, the island’s 

terrain is not a deciding factor on TC formation in these events, as the vortices without the 

terrain also eventually reach TC status, just at a slightly later time. In addition, westerly wind 

burst at low latitudes along the equator and migratory disturbances, typically from tropical 

convection or the ranments of a TC that move westward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are 

also common factors to provide enhance vorticity and moisture, and thus appear important. 
 

Keywords: tropical cyclone, lee vortex, topograph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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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A Quality Index for Cloud-Resolving Typhoon Rainfall 
Forecasts in Taiwan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Shin-Hau Chen and Chung-Chieh Wang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aiwan located at typhoon hotspot, require highly Typhoon forecast accuracy to prepare 

reduce nature hazard. Based on experience, newest typhoon numerical forecast not always 

more accuracy, previous results are useful but hard to use, and needed experienced 

forecaster. Setting up index of typhoon forecast will help forecaster correct the result easier 

and better. 

This study using cloud-resolving model through time-lagged approach that combines the 

strengths of high resolution for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QPF) and longer lead time 

for preparation. The ensemble system using the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 

has a grid size of 2.5 km, a large domain of 1860 x 1360 km2, and an extended range of 8 

days. Then take out the important parameters from the forecast results, using machine 

learning to establish quality Index, the quality Index contain fractions skill score (FSS), 

threshold score (TS), along track correction and cross track correction. 

For the ten typhoons, training the model with nine typhoons and testing by the other. The 

FSS predict difference have good result is 0.081, and average difference in ten cases is 0.141; 

threshold score in 100mm is much harder than FSS, the average difference in the typhoons is 

0.160. Those results mean predict system is useful in rainfall area and type. In the track 

correction case, cross track correction is better than along track, for ten typhoon case, 24hr 

forecast cross track error is 57 km and along track error is 70 km, that mean track correction 

system have value to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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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Lagged Cloud-Resolving Ensembl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for An Extreme Rainfall Event in Central Vietnam 

 

Chung-Chieh Wang, Duc Van Nguyen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An extreme rainfall event occurred from 8 to 11 December 2018 along the coast of 

central Vietnam. The maximum rainfall amount in 72 hours observed was over 900 mm, and 

the associated heavy losses made it both a record-breaking and significant event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the D18 event). The analysis on the D18 event shows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the 

low-level cold surge, originating in China, with the low-level easterlies wind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strong low-level convergence and then local deep 

convections. Some preexisting convection was also advected onshore by the easterly flow into 

central Vietnam against the Annamite Range. Besides, the strong easterly and strong 

southeasterly anomaly wind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porting moisture from the 

tropics across the SCS toward central Vietnam. These conditions led to the extreme rainfall 

along the eastern central coast due to the Annamite Range's barrier effect. 

Evaluation of the predictability of the D18 event by the high-resolution time-tagged 

ensemble predictions using the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 indicated that 

CReSS well-predicted the daily as well as 72-h accumulated rainfall during the D18 event at 

the lead times of day 1, day 2, and day 3. However, the predictive skill is reduced at the 

extended lead time beyond 3 days. These can be related to the rapid changes in atmospheric 

disturbances with time during the event due to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Vietnam in the tropic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 cloud-resolution model (CRM) is applied to forecast extreme 

rainfall in Vietnam, and the results are encouraging. Therefore, our result will provide the 

motivation to carry out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predictability of the extreme rainfall in 

Vietnam by using the CR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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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部梅雨季極端降水個案之系集分析與可預報度研究臺灣北部梅雨季極端降水個案之系集分析與可預報度研究臺灣北部梅雨季極端降水個案之系集分析與可預報度研究臺灣北部梅雨季極端降水個案之系集分析與可預報度研究 

 

李名翔李名翔李名翔李名翔 王王王王重傑重傑重傑重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針對 2017 年 6 月初的梅雨個案，並著重於 6 月 2 日當日北部地區的極端降

雨事件，進行系集敏感度分析（ensemble sensitivity analysis, ESA）與可預報度的探討。

該事件在短短 12 小時的最大累積雨量就達到 641 毫米的驚人雨量，並造成北部地區多

處產生積、淹水現象。但在事件發生前，多數的數值模式都無法很好掌握北部地區的極

端降雨，嚴重低估雨量，不利於事前的防災準備。 

本研究採用 45 個成員的系集預報，選取北部地區（東經 120.9－122.1 度，北緯 25.0

－25.5 度）的平均 6 小時累積降雨量（6 月 2 日 0300－0900 LST）當作反應函數（response 

function）來進行系集敏感度分析。結果顯示，影響北部地區降雨的因子主要有（1）鋒

面位置和移速（2）鋒面強度（3）環境水氣含量（4）低壓擾動（5）中低層槽線，而這

些因子彼此之間也互相影響。中低層槽線的位置與移速會影響到地面鋒面的位置和移

速，進而導致主要降雨位置的差異，而低壓擾動的生成與發展又與對流密切相關，當低

壓擾動生成後，除了會改變降雨位置的分布，也有助於將鋒後冷空氣帶至較南邊的位

置，若鋒面因此南移至臺灣西北近海一帶，再配合地形阻擋使得海峽西南風增強，讓此

區域的輻合作用增強，此區域恰好為北部地區降雨的上游位置，加上因輻合而加強的鋒

生作用，使鋒面強度增強，而鋒生作用又會影響到鋒面的移動速度，使鋒面移動速度較

慢並增強對流發展，造成北部地區產生較多的降雨。 

 

關鍵字：梅雨鋒面、臺灣北部極端降雨、系集敏感度分析、可預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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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A Quality Index for Cloud-Resolving Typhoon Rainfall 
Forecasts in Taiwan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Shin-Hau Chen    Chung-Chieh Wang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aiwan located at typhoon hot spot, require highly Typhoon forecast accuracy to prepare 

reduce nature hazard. Based on experience, newest typhoon numerical forecast not always 

more accuracy, previous results are useful but hard to use. Setting up index of typhoon 

forecast will help forecaster correct the result easier and better, so establish quality Index is 

important topic. 

This study using cloud-resolving model through time-lagged approach, which combines 

the strengths of high resolution for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QPF) and longer lead 

time for preparation. The ensemble system using the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 has a grid size of 2.5 km, a large domain of 1860 km x 1360 km, and an extended 

range of 8 days. Then take out the important parameters from the forecast results, using 

machine learning to establish quality Index, the quality Index contain fractions skill score 

(FSS), threshold score (TS), along track correction and cross track correction. 

For the ten typhoons, training the model with nine typhoons and testing by the other. The 

FSS predict difference best result is 0.081, and average difference in ten cases is 0.141; 

threshold score in 100 mm predict is much harder than FSS, the average difference in the 

typhoons is 0.160. Those results mean predict system is useful in rainfall area and type. In the 

track correction case, cross track correction is better than along track, for ten typhoon case, 24 

hr forecast cross track error is 23 km and along track error is 47 km, which mean track 

correction system is really us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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