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台灣梅雨季豪大雨定量降水預報技術之建立與改進-總計畫暨子
計畫:CReSS-NHOES高解析大氣海洋偶合模式之建置與梅雨防災

應用(II)

計 畫 類 別 ： 整合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6-2625-M-003-001-

執 行 期 間 ： 106年08月01日至107年10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 王重傑

共同主持人： 簡芳菁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級-專任助理：王怡文
碩士級-專任助理：邱彥超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陳常溢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馬新凱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李孟軒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李昭億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葉亭妤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李名翔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李家輝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陳鑫澔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1　月　30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三年期計畫的主要目的，是在引入日本名古屋大學發展的 Cloud-
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Non-Hydrostatic Ocean model for
Earth Simulator (CReSS-NHOES) 高解析度區域大氣海洋偶合模式
，進行梅雨季的豪大雨定量降水預報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QPF)，以期能在現有基礎 (CReSS三天預
報) 上進一步提升預報能力。本年度 (第二年) 的主要工作，除持
續建置此模式，進行例行準作業預報外，也包括評估本研究群之2.5
km與5 km預報的差異，以了解雲解析能力在台灣梅雨季豪 (大) 雨
預報的重要性，另外也深入評估例行八天預報，在颱風降雨預報的
可用度與特性。此項以分類統計法在雨量站上進行點對點、針對每
日24-h (0000-2400 UTC或1200-1200 UTC) QPF的校驗。
在CReSS-NHOES偶合模式的建置方面，本研究正順利推動中。在上一
年度，研究團隊已順利由日本引進此一模式並成功安裝於研究群之
電腦系統中。在海洋預報的初始與邊界條件，本研究將使用日本海
洋研究開發機構 (JAMSTEC) 產出的「日本沿海預報實驗」第二版資
料 (JCOPE2)。此資料已可自動定期傳輸，並滿足CReSS-NHOES模式
的預報需求。在例行預報的建置上，目前已完成每日預報實驗的自
動化作業程序，將於近期開始進行準作業預報，同時也進行過去幾
年之梅雨與颱風個案之事後預報 (hindcast)，供本計畫未來校驗使
用。
在比較2.5-km與5-km CReSS作業三天預報在梅雨季QPF之間的表現與
差異方面，本研究將此項評估更新至2012-2017年共六個梅雨季，的
確顯示2.5-km CReSS較5 km者更有能力預報出強降水，因此在高門
檻值處有較高的預兆得分 (TS)。而且，雲解析能力的優勢，在越高
的門檻值、以及愈極端的降水事件裡，優勢就愈大。本研究在八天
與三天梅雨QPF預報評估與比較方面，也更新了2012-2016年共五個
梅雨季的評估、以及部分個案之結果。整體結果顯示，八天預報的
區域較大，在多數門檻值範圍，其TS得分比三天預報稍高，而略有
優勢。
另外，本研究也進行了2.5-km CReSS模式對2012-2016年颱風QPF之
八天預報評估，並與例行三天預報的結果相互比較。在兩者的差異
部分，八天與三天預報有著相似的趨勢且彼此得分相近，但在750
mm的超高門檻值處，八天預報的第一天預報TS比三天者高出一些。
在三天以上的期限，若以Fraction Skill Score (FSS) 為準，其
QPF預報品質的高低常是與路徑誤差呈現負相關，即當颱風路徑誤差
越小，模式QPF的FSS傾向越高。

中文關鍵詞： 梅雨，豪大雨，定量降水預報，CReSS 模式，大氣海洋偶合模式
，台灣。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three-year project is to adopt the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Non-Hydrostatic
Ocean model for Earth Simulator (NHOES) coupled model to
perform mei-yu QPF, in a hop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heavy-
rainfall QPF in the mei-yu season in Taiwan based upon our
current results. In this year (second year), in addi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eSS-NHOES model for routine
forecasts, the current 2.5-km and 5-km CReSS forecasts



during 2012-2017 mei-yu seasons are also evaluated and
compared to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cloud-resolving
capability. Also, the daily eight-day forecasts results
since 2012 are updated for mei-yu season, and also
evaluated and discussed for typhoon QPF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eSS-NHOES coupled model has
been going smoothly. The model has already been
successfully installed and tested on our cluster computer,
and we will adopt the JCOPE2 analysis/forecast data from
JAMSTEC as the initia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IC/BCs) for
NHOES. The JCOPE2 data can be routinely downloaded
automatically, and satisfy our need for the coupled
forecasts. We have completed automating the procedure for
daily routine forecasts, which will start soon. Some cases
in recent seasons are also produced through hindcasts for
future evaluation.
For the mei-yu season, the 2.5-km operational CReSS (within
3 days) is clearly more capable to produce heavy rainfall
and achieve higher threat scores (TSs) across high
thresholds when compared to the 5-km model. The updated
results show that such an advantage is more evident toward
the higher thresholds and in bigger rainfall events.
The once daily 2.5-km eight-day forecasts (at 0000 UTC) are
also evaluated quite thoroughly for typhoons in 2012-2016
in this study, and this results within 72 h are compared
with the three-day forecasts. Overall, the two forecasts
are very similar, but the eight-day forecasts, with a
larger domain, produced higher overall TS in the first day
(0-24 h) at the extreme threshold of 750 mm compared to the
three-day forecasts. Beyond the range of 72 h, the quality
of the QPF as measured by the Fraction Skill Score (FS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track error, as expected, but
it shown shows a tendency to be better in bigger events. In
the appendices, we list the relevant SCI papers and
conference papers in this year for reference.

英文關鍵詞： Mei-yu, heavy rainfall,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CReSS model, atmosphere-ocean coupled mode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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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傑王重傑王重傑王重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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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三年期計畫的主要目的，是在引入日本名古屋大學發展的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Non-Hydrostatic Ocean model for Earth Simulator (CReSS-NHOES) 高解析度區

域大氣海洋偶合模式，進行梅雨季的豪大雨定量降水預報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QPF)，以期能在現有基礎 (CReSS三天預報) 上進一步提升預報能力。本年度 

(第二年) 的主要工作，除持續建置此模式，進行例行準作業預報外，也包括評估本研究

群之 2.5 km與 5 km預報的差異，以了解雲解析能力在台灣梅雨季豪 (大) 雨預報的重

要性，另外也深入評估例行八天預報，在颱風降雨預報的可用度與特性。此項以分類統

計法在雨量站上進行點對點、針對每日 24-h (0000-2400 UTC或 1200-1200 UTC) QPF的

校驗。 

在 CReSS-NHOES偶合模式的建置方面，本研究正順利推動中。在上一年度，研究

團隊已順利由日本引進此一模式並成功安裝於研究群之電腦系統中。在海洋預報的初始

與邊界條件，本研究將使用日本海洋研究開發機構 (JAMSTEC) 產出的「日本沿海預報

實驗」第二版資料 (JCOPE2)。此資料已可自動定期傳輸，並滿足 CReSS-NHOES 模式

的預報需求。在例行預報的建置上，目前已完成每日預報實驗的自動化作業程序，將於

近期開始進行準作業預報，同時也進行過去幾年之梅雨與颱風個案之事後預報 

(hindcast)，供本計畫未來校驗使用。 

在比較 2.5-km與 5-km CReSS作業三天預報在梅雨季 QPF之間的表現與差異方面，

本研究將此項評估更新至 2012-2017年共六個梅雨季，的確顯示 2.5-km CReSS較 5 km

者更有能力預報出強降水，因此在高門檻值處有較高的預兆得分 (TS)。而且，雲解析

能力的優勢，在越高的門檻值、以及愈極端的降水事件裡，優勢就愈大。例如，針對頂

級的降水事件 (大約前 4%)，在最高門檻值的 500 mm，2.5 km模式的第一天降水預報

的 TS值，約較 5 km模式者高出 0.15之多。本研究在八天與三天梅雨 QPF預報評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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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方面，也更新了 2012-2016年共五個梅雨季的評估、以及部分個案之結果。整體結

果顯示，八天預報的區域較大，在多數門檻值範圍，其 TS 得分比三天預報稍高，而略

有優勢。 

另外，本研究也進行了 2.5-km CReSS模式對 2012-2016年颱風 QPF之八天預報評

估，並與例行三天預報的結果相互比較。在兩者的差異部分，八天與三天預報有著相似

的趨勢且彼此得分相近，但在 750 mm的超高門檻值處，八天預報的第一天預報 TS比

三天者高出一些。在三天以上的期限，若以 Fraction Skill Score (FSS) 為準，其 QPF預

報品質的高低常是與路徑誤差呈現負相關，即當颱風路徑誤差越小，模式 QPF 的 FSS

傾向越高。針對 24 h降雨達大豪雨門檻的 11個個案時段，模式平均在第 5.4天可以做

出一個好的 QPF預報 (此處指 TS在≥200 mm的門檻值處可達至少 0.2)。在一些特定情

境下，例如颱風與西南氣流產生交互作用，則即使颱風路徑誤差偏大，模式預報的 QPF

仍可能具有高參考價值，亦即路徑誤差的影響下降。對第二、三兩類路徑的西行颱風而

言，路徑誤差相對較為重要 (與降水預報 FSS 之相關性較高)；而對北行颱風來講，其

對路徑誤差之容錯度較高，也就是其與 FSS的相關性較低。在附錄中，本報告則列出本

年度計畫期間，數個在本計畫支持下進行、或與模式 QPF 評估有關之研究成果，以供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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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CReSS-NHOES high-resolution 

atmosphere-ocean coupled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aiwan mei-yu season (II) 
 

Chung-Chieh Wang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ree-year project is to adopt the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Non-Hydrostatic Ocean model for Earth Simulator (NHOES) 

coupled model to perform mei-yu QPF, in a hop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heavy-rainfall 

QPF in the mei-yu season in Taiwan based upon our current results. In this year 

(second year), in addi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eSS-NHOES model for 

routine forecasts, the current 2.5-km and 5-km CReSS forecasts during 2012-2017 

mei-yu seasons are also evaluated and compared to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cloud-resolving capability. Also, the daily eight-day forecasts results since 2012 are 

updated for mei-yu season, and also evaluated and discussed for typhoon QPF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eSS-NHOES coupled model has been going 

smoothly. The model has already been successfully installed and tested on our 

cluster computer, and we will adopt the JCOPE2 analysis/forecast data from 

JAMSTEC as the initia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IC/BCs) for NHOES. The JCOPE2 

data can be routinely downloaded automatically, and satisfy our need for the coupled 

forecasts. We have completed automating the procedure for daily routine forecasts, 

which will start soon. Some cases in recent seasons are also produced through 

hindcasts for future evaluation. 

For the mei-yu season, the 2.5-km operational CReSS (within 3 days) is clearly 

more capable to produce heavy rainfall and achieve higher threat scores (TSs) 

across high thresholds when compared to the 5-km model. The updated results show 

that such an advantage is more evident toward the higher thresholds and in bigger 

rainfall events. For example, the day-1 QPF by the 2.5-km CReSS, at the highest 

threshold of 500 mm (per 24 h), has TS that is about 0.15 higher than the 5-km, 

convective-permitting model. Similar results are also obtained when the evaluation 

period are extended to 2012-2016 mei-yu seasons. For the 2.5-km eight-day 

forecasts, the results are also updated with several case evaluations. 

The once daily 2.5-km eight-day forecasts (at 0000 UTC) are also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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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te thoroughly for typhoons in 2012-2016 in this study, and this results within 72 h 

are compared with the three-day forecasts. Overall, the two forecasts are very similar, 

but the eight-day forecasts, with a larger domain, produced higher overall TS in the 

first day (0-24 h) at the extreme threshold of 750 mm compared to the three-day 

forecasts. Beyond the range of 72 h, the quality of the QPF as measured by the 

Fraction Skill Score (FS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track error, as expected, but 

it shown shows a tendency to be better in bigger events. For the 11 events that 

reached 350 mm, a quality QPF (defined by a TS ≥ 0.2 at a threshold of 200 mm or 

above) can be obtained on day 5.4 on average,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72 h. Under 

certain scenarios, for instance, when the typhoon interacts with southwesterly 

monsoon, a good QPF is also possible even with a relatively large track error. For 

westward-moving typhoons, the track errors exhibit stronger control to the quality of 

QPFs for track types 2 and 3 (penetrating through northern-central Taiwan). For 

northward-moving typho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ck errors exhibit less control 

(lower correlation). In the appendices, we list the relevant SCI papers and conference 

papers in this year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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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1  研究計畫背景研究計畫背景研究計畫背景研究計畫背景 

 

近年來我國颱風與梅雨極端降水事件頻傳，幾乎每年均導致社會與民眾可觀的生命

財產損失。在台灣山高水急的地理環境、以及多年來過度開墾山坡地的不利條件下，防

災減災的工作，實是刻不容緩，而如何精進此類極端降水事件的預報，也是氣象從業人

員的當務之急。暖季的定量降水預報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QPF)，主要包括

颱風與梅雨季之豪 (大) 雨，另外則有午後對流等由區域環流引發之降雨，仍為目前國

際氣象界在作業與研究上的一大挑戰，台灣亦不例外。與颱風相較，特別是對梅雨季由

中尺度對流系統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 MCS) 所導致的豪大雨，其可預報度較低 

(與颱風相比)，因此，如何改進其預報能力，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工作。近二、三十年

來，隨著數值天氣預報成為降雨預報作業的重要手段，同時由定性轉為定量預報，以及

機率定量降水預報。計畫主持人長期使用日本名古屋大學「雲解析風暴模式」(Cloud- 

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簡稱 CReSS模式，Tsuboki and Sakakibara, 2002, 2007) 進行

高解析度模擬研究與作業化即時預報研究，顯示在許多豪大雨個案中，包括 2009 年的

莫拉克颱風，此模式有相當優異的預報能力。在「臺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Taiwan 

Typhoon and Flood Research Institute, TTFRI) 進行的系集定量降水預報 (Taiwan Area 

Prediction Ensemble eXperiment, TAPEX) 實驗研究中，2.5與 5 km解析度的兩個 CReSS

模式成員，在共 20 多個系集預報成員中，在強降水的高門檻值處，每年的整體表現亦

均名列前茅、甚至獨占鰲頭。而許多近期研究結果亦均顯示，作業單位在豪 (大) 雨 QPF

的成績，有很大可以改進的空間，但其達成必須有賴於大量且足夠的計算資源投入。 

發生在 2009年 8月的莫拉克 (Morakot) 颱風，導致百年罕見的「八八水災」。針對

此一颱風，計畫主持人王重傑教授對其可預報度做了深入研究與探討。在莫拉克發生當

時，中央氣象局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 的降雨預報嚴重低估，隨後不斷上修，

引起社會大眾質疑預報失準。實際上，美國海軍實驗室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NRL) 

的「海洋大氣耦合中尺度颱風預報系統」(Coupled Ocean-Atmosphere Modeling and 

Prediction System-Tropical Cyclone, COAMPS-TC)，在 8月 6日 1200 UTC初始的預報，

主要因颱風移動過快，其預報也嚴重低估雨量 (不足實際的 50%，參見 Hendricks et al., 

2011)。但是，王教授在 2009年當時的 4-km CReSS即時預報 (48 h)，縱使初始與邊界

條件含有全球模式的分析與預報誤差 (主要即颱風移速過快)，在 6 日 0000 UTC 初始

者，即已報出未來兩天，台灣南部山區最大累積降雨將超過 1900 mm，此為實際 4天總

雨量最大值 (2855 mm) 的 2/3，具高度的參考價值，且為當時所有作業模式預報中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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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最接近觀測者 (圖 1-1)。事後預報 (hindcast) 實驗進一步顯示，若將預報期限增

長、模式區域放大，相同初始時間預報之 72 h最大總雨量可增為近 2300 mm，已達實

際的 80% (圖 1-2)。上述 6日 0000 UTC預報之結果，可在台灣南部山區實際最大降雨

發生時段 (8日 0600-1800 UTC) 開始的 1.5-2日前、或在小林村滅村事件 (發生於 8日

約 2210 UTC) 的至少 2.5日之前，即可取得。另外，大區域模擬實驗則顯示，若初始與

邊界場不含預報誤差 (僅有分析誤差)，則 CReSS模式早在 8月 3日 (或 4日)，即可模

擬出與觀測高度相似之降雨歷程 (含空間分布與時間演變，圖 1-3)。換言之，此一極端

事件，在事前用雲模式其實是可以預報的，且若全球模式的預報誤差進一步減小 (類似

以分析資料進行模擬)，則前置時間可長達至少 4-5日，此可作為未來颱風預報之重要參

考。上述之模擬與預報實驗結果，與氣象局之官方預報相較，顯示具有高度的預警價值 

(圖 1-4，Wang et al., 2013)。近期，王教授以 2.5-km CReSS 進行差時系集之重預報 

(re-forecast) 實驗也有相似結果，可參見附錄九到十一。 

另外針對莫拉克颱風，王教授也率先研究其不對稱於中心的降水與潛熱釋放，使颱

風在 8月 8日離台時段進一步減速，為災情慘重的關鍵因素 (Wang et al., 2012)。此研究

成果首開不對稱潛熱釋放對真實侵台颱風個案運動影響之例，對臺灣也十分重要。此系

列研究，對於颱風的預報作業與防災上亦有重要意涵。第一，它凸顯了非對稱降水對颱

風運動的影響 (另見 Hsu et al. 2013與 Chen et al. 2017)。以往多認為颱風路徑單向決定

台灣的降水分布型態，此點自然為真，但當降水為非對稱時 (由於與季風的交互作用，

此在西北太平洋頗為常見)，路徑也可能明顯受到潛熱釋放影響，兩者互為相依，故必

須能將潛熱釋放過程合理模擬，才能預報出好的路徑 (與好的降水)。第二，潛熱釋放取

決於模式的雲微物理過程，因此模式需有高解析度以合理解析對流雲的發展，且使用外

顯方法處理 (例如 CReSS模式) 而非積雲參數化，才能有良好掌握，而颱風預報又必須

有夠大的模式區以提供預警前置時間 (lead-time) 作為防災調度因應，因此必須投注大

量而足夠的電腦資源，始能達成。 

除了莫拉克颱風以外，王教授近期針對 2010-2015 年所有 29 個侵台颱風的警報期

間，評估 2.5-km CReSS模式 (三天預報) 對其 24-h QPF的預報能力。結果清楚顯示，

越多雨 (事件規模越大)，則技術得分越高，亦即此雲模式對越極端的降水事件，越有預

報能力 (圖 1-5)。此一發現 (與上述莫拉克的結果一致) 打破了許多人認為模式對極端

降水預報能力不足的錯誤迷思，而事實則是恰好相反，我們對極端降雨事件其實有最好

的預報能力！因此，高解析模式對豪大雨的預報能力，遠遠超出過去的認知，而正確的

認識為改進之基礎與根本，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此一研究的初步結果 (使用 2010-2012

年 15個颱風所得者) 除已發表外 (Wang, 2015)，在 2016年 1月份的 Bull. Amer. Meteor. 

Soc.期刊 (BAMS, 即美國氣象學會會刊) 中亦受到注目與報導 (Wang, 2016)。對於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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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頂級降水事件 (最多雨的 10 個颱風的最多雨時段，災情最嚴重，約為所有時段的前

5%，分類為 T10)，此模式有非常高的預報能力，其 0-24 h (第一日) 預報在 50、130、

200、350、500、及 750 mm的幾個門檻值處的預兆得分 (即 TS得分或 T得分，指在達

到特定門檻值處，觀測與預報雨區兩者之交集除以其聯集之面積比)，依序為 0.80，0.67，

0.54，0.39，0.26，及 0.13 (圖 1-5a)。而且，此模式針對相同頂級時段的 24-48 h (第二日) 

預報，TS得分幾乎相同，在同樣的 6個門檻值處分別為 0.79，0.63，0.52，0.37，0.21，

及 0.14，即具相同預報能力 (圖 1-5b)。而 48-72 h (第三日) 預報的 TS則分別為 0.66，

0.46，0.38，0.25，0.12，及 0.08 (圖 1-5c)。此種技術得分，屬於全世界頂尖的領先地位。

對規模較小的事件，模式的技術雖亦較過去為高，但明顯較頂級事件者低 (圖 1-5)。而

如前述，針對莫拉克颱風在 8月 8日 (0000-2400 UTC之最大 24 h雨量約為 1560 mm) 的

QPF得分，由於規模更大，較此處所述的颱風頂級事件更高，在 50-1000 mm門檻值處，

第一日 (8日 0000 UTC預報) 之 TS可達 0.15-0.82；第二日 (7日 0000 UTC預報) 者更

高達 0.38-0.87 (圖 1-5a,b，另見Wang, 2014)。因此，此類預報資訊或警訊，在防災的應

用上顯然非常寶貴，若能善加利用，將可發揮出更大成效。另外，上述研究也顯示，欲

以傳統客觀方法妥善評估模式對極端事件的預報能力，必須採用適當分類，而不能將規

模不同的事件混為一談。否則，規模小 (雨區小) 的事件可預報度低 (但因其致災潛勢

低，其實並不重要)，必然影響結果，這也是為何過去學界與作業單位對於模式 (特別是

高解析度模式) 在極端事件預報能力的認識不足的主要原因所在。 

關於梅雨季豪 (大) 雨之預報技術，本世紀初，Chien et al. (2002, 2006)、Hong 

(2003)、及 Chien and Jou (2004) 等先後評估校驗中尺度MM5模式在 1998-2003年梅雨

季的 QPF表現。顯示以 TS得分、或公正預兆得分 (ETS得分，與 TS相似，但扣除模

式隨機命中之部分所得面積比，見Wang, 2014) 而言，模式大致在 24 h前後、低降水門

檻值有最佳表現。以 12-24 h之 QPF而論，整個梅雨季的平均 ETS在 2.5 mm最高，約

為 0.25。TS/ETS一般隨門檻值而下降，在相當於大雨之門檻處 (12 h達 50 mm)，ETS

均在 0.1以下，顯示即使是系集預報，當時的模式 (水平格點間距為 15或 5 km) 對梅雨

季降水的預報能力有限，而對豪 (大) 雨預報，更是不易掌握。 

在累積了數年的預報經驗與資料後，王教授在上一期的三年計畫中，也評估了

2.5-km CReSS在 2012-2014年三個梅雨季的預報能力，主要結果如圖 1-6所示。與颱風

相似，同樣是越多雨，技術得分越高，模式越有預報能力。對於梅雨期的頂級事件 (有

至少 10%的雨量站達 130 mm，約為所有時段的前 4%，分類為 A+)，模式也有相當高的

預報能力，其 0-24 h (第一日) 預報，在 50、130、200、350、及 500 mm的 TS得分依

序為 0.45，0.29，0.24，0.21，及 0.16 (圖 1-6a)。針對相同 A+時段的 24-48 h (第二日) 預

報，則 TS依序為 0.43，0.26，0.20，0.07，及 0.07 (圖 1-6b)，48-72 h (第三日) 預報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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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0.40，0.19，0.09，0.04，及 0.00 (圖 1-6c)。顯然，如前所述，由於MCS的生命

期 (約 3-12 h) 較颱風為短，可預報度亦明顯較低，導致梅雨季的豪 (大) 雨預報技術不

如颱風 (在相同門檻值處的 TS 常僅約颱風的 1/2)，且第二日與第三日，技術隨預報期

限的下降亦較明顯而快速。但是，相較於約十多年前 (例如 Chien et al., 2002, 2006; Hong, 

2003; Chien and Jou, 2004)、甚至是目前作業單位的技術，均取得非常大幅度的提昇：現

今雲模式的 0-24 h預報，在 500 mm處的 TS仍有 009-0.16，較以前 50 mm處的得分 (0.1

以下) 更高，但降雨門檻卻已增加了 10倍！若以 TS ≥ 0.15做為具有一定預報能力的指

標，則第一日預報在高達 500 mm、第二日預報在 250 mm、第三日預報在 130 mm及以

內，都具預報能力！此種能力，也是過去不瞭解、且為世界少見的高技術得分。而 2.5-km

與 5-km兩種不同解析度的 CReSS預報則顯示，2.5-km之雲解析預報較 5-km者 (通常

僅稱 convection-permitting) 更有能力預報出最大降雨的量值與位置，而在此最重要的高

門檻區間，5-km模式多為預報不足，而 2.5-km者則可獲得顯著改善。因此，不論颱風

或梅雨，特別是對極端事件，雲模式不僅在 0-24 h，在第二、三日 (24-48與 48-72 h) 均

已具有相當高的豪大雨預報技術（且此 QPF技術領先全球），而此時仍有相當的預報前

置時間可供防災應變運用，因此亟待進一步應用並落實到中央氣象局的預報作業中。 

如上述的許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均說明了目前在 (颱風與) 梅雨季豪大雨 QPF的

技術與成績，在作業上有非常大的改進機會，包括預報前置時間的延長，此在下游的防

災應用上至關重要。因此，雖然增加對中尺度過程的瞭解，並用以改進模式亦為重要方

向 (此類研究主要由自然司大氣學門計畫進行)，但在應用層面，深入瞭解並善用模式的

QPF與豪大雨預報，顯然是現階段改進預報與防災最應該著重的方向，以使研究所得的

優異成果能發揮作用、轉移到作業單位而加以實際應用。但除此之外，繼續積極應用高

解析度之雲模式進行預報，並評估其表現（如圖 1-1、圖 1-2、及圖 1-4至 1-6）、發展各

類適用於豪大雨評估之方法 (如Wang, 2014) 以增進對模式能力的瞭解，顯然也非常重

要。 

在颱風可預報度與預報策略的研究方面，王教授的研究團隊在上一期的三年計畫

中，也有亮眼的成果。作業上現行的多成員系集方法，由於瓜分計算資源，無形中就嚴

重限制了模式的解析度、高解析度區域的大小、預報長度、及系統最終的整體表現 (特

別是在 QPF 的表現)。而正如前述，雲解析模式有世界頂尖、非常優異的豪 (大) 雨預

報能力，但卻需要大量而集中的計算資源，因此多成員系集，恰恰不利於台灣豪大雨預

報之改進。在Wang et al. (2016a,b) 的研究中，採用單一高解析度 (雲解析) 模式與 8天

的長預報期限，結合了高解析度在強降水 QPF 的優勢以及拉長的預報前置時間以供防

災準備的好處，並採用由不同時間預報做為系集成員的「差時系集  (time-lagged 

ensemble)」來獲取機率與不確定性之資訊。以 2012-2013年的 6個颱風為例，模式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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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4-h最大降雨 (日降雨) 發生前的第 5.6天的預報 (t ≈ 112-136 h)，就產生出一個高品

質、與後來實際發生高度相似的 QPF，較現行系集 (最多亦無法超過 3天) 大幅延長了

預報前置時間 (圖 1-7，此圖中同樣明顯反應出愈多雨，得分愈高之趨勢)。但更重要的

是，由於在颱風侵襲前約一週到 3-4天前，此時段的預報不確定性高，故此系統可提供

出路徑散佈大的各種高度逼真的降水情境，其中也包括了最嚴重情境以供防災提早準備 

(此其實為防災單位最殷切需要之資訊)。等到 3 天以內，預報不確定性下降，差時系集

路徑會逐漸向後來實際發生者靠攏、集中，因此就可知道哪一個情境的發生機率將提

高、而其它情境者則下降，再據以調整防災準備與應變工作。此一做法，非常切合防災

的風險控制管理本質：吾人應事前做好充分準備，而非經常掉以輕心，一廂情願地認為

最遭的狀況不會發生，最後再難免徒留後悔。以 2013 年災情最嚴重的康芮颱風為例，

比較現行 TTFRI TAPEX系集對此颱風最早提供之預警資訊 (圖 1-8a，由 8月 27日 0000 

UTC開始之WRF多成員系集提供)，與 2.5-km CReSS八天差時系集，到 25日 0000 UTC

為止 (足足提早 48 h) 就已可提供之多種路徑與各相應之降雨情境資訊 (圖 1-8b)、以及

隨後數日間 (25-28 日) 差時系集路徑之演變 (圖 1-8c)，可以知道，此一差時系集的做

法能更早提供防災應變上更多有用的資訊，而兩者使用之計算資源相當。此項研究，同

樣受到 BAMS的報導 (Wang et al., 2016b)。這些相關研究，也持續在進行中，部份近期

結果可參見附錄七至十四。由以上多項重要研究顯示，大幅改進颱風與梅雨豪 (大) 雨

QPF的工具已然就緒，真正的關鍵在於能否善用這些工具，讓模式充分發揮其能力，並

調整預報策略讓系統及早產生防災上真正有用的資訊。傳統的多成員系集策略 (例如

TTFRI-TAPEX 所採行者)，若以同時跑 20 個成員為例，則系統使用了 95%的計算資源

在產生 (3 天以內之) 機率資訊，而僅有 5%用在產出降水預報的品質 (最高解析度僅 5 

km，範圍僅 750 km × 900 km)。但是，對臺灣的豪 (大) 雨防災而言，後者而非前者才

是真正重要的！因為，如果 QPF 的品質受限，那提供再多包括機率的其它資訊，又能

有多大用處？反觀差時系集，完全不犧牲模式的解析度與能力 (高解析度達 2.5 km，且

目前範圍已達 2000 km × 1500 km)，但不僅同樣能提供更多天的機率，且能儘早提供在

防災上高度有用的各種降水情境。上述幾個研究計畫的豐碩成果，除了可以輕易且立即

地轉移至作業單位以外，其內容在現今 CWB致力進行的精緻化預報方向上，無疑也是

不可或缺、非常切合需要的。 

 

1.2  研究計畫內容研究計畫內容研究計畫內容研究計畫內容 

 

雖有前述的研究背景與豐富成果，但我們仍然希望可以更進一步的改進模式的預報

能力，以獲取更好、更高品質的豪 (大) 雨 QPF，且能更早取得。一方面，在梅雨季豪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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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防災應用上，我們也希望可以進一步瞭解其可預報度，使用與上述Wang et al. (2016a) 

相似的 8天預報，是否在許多梅雨強降水個案上，也能像颱風一般在 3天以前、甚至在

5-6天以前，做出有高度參考價值的 QPF？由颱風的結果來看 (圖 1-7與圖 1-8)，正面的

結果相當可期，而進一步瞭解梅雨季豪大雨個案的可預報度，是將預報前置的防災準備

時間延長的關鍵，此亦為本整合型計畫的第一項目標。畢竟，所謂「千金難買早知道」，

若能儘早做出高品質的定量降水預報，會是最關鍵且具有價值之處，也是我們所努力的

目標。前述的八天雲解析預報實驗 (在國內與國際上均為本計畫主持人首創)，係由 2012

年 5月 1日開始每日進行一次 0000 UTC預報，因此到目前為止，已累積了七個梅雨季

的預報資料，足可進行此類研究。再者，八天預報實驗之 QPF 結果，也可以與前述三

天 (或 78 h) 預報者 (圖 1-5與 1-6) 進行比較，兩者同為 2.5-km格點間距，除了模式區

域範圍大小相異以外 (1860 km × 1360 km對照 1500 km × 1200 km)，其餘設定完全相

同。因此，可用以瞭解在 3天以內，區域放大之預報是否優於區域略小者 (儘管後者的

預報能力已相當高)？藉由此一研究，可以瞭解例行預報是否可藉由放大模式區域而在

QPF有更進一步的改進，而若放大八天預報的區域，又是否可以預期改進？ 

另一方面，我們希望可以引進更完整的高解析度雲模式，來進行颱風與梅雨季的豪

大雨與極端降雨預報，也應該能夠獲得改進。在過去幾年，日本名古屋大學已成功將其

CReSS模式與一個新發展的三維非靜力海洋模式 Non-Hydrostatic Ocean model for Earth 

Simulator, 簡稱 NHOES) 偶合 (外加一波浪模式)，並用於颱風的模擬研究中 (如圖 1-9

海燕颱風之例所示，名古屋大學 Tsuboki教授提供)。在西北太平洋，海洋模式會對颱風

強度的模擬有所幫助，特別是對部分移速緩慢、海洋冷卻負回饋作用較顯著者。對於梅

雨季的天氣與降雨而言，由於 NHOES具有與 CReSS相同之水平格點間距，是少見非常

高解析度的海洋模式，因此可以更詳細地解析出大氣、海洋間之交互作用，以及海溫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ST) 的細節分布與隨時間之變化，這對臺灣周遭海域 (例如台灣

海峽上) 海溫與邊界層演變，也會有正面的影響。近期，Toy and Johnson (2014) 研究

SoWMEX IOP-8 個案即發現，臺灣上游海域 SST的分布會影響近地層穩定度與邊界層

的發展與混合作用，從而導致近地層風場的局部輻合散，和隨後對流的激發與演變、以

及降水的量值與分布位置。相似地，海溫的分布細節，顯然也對海陸風等局部環流的發

展有所影響，例如Wang et al. (2014a,b) 與 Ruppert et al. (2013) 均發現，梅雨季裡縱使

在對流旺盛、豪大雨發生的期間，局部環流仍然可以發展並扮演影響降水的角色，因此

包含海洋模式應可對此類現象增加掌握，從而改進降雨預報。由於雲解析之大氣海洋偶

合模式，目前在國際上也尚未聽聞有用於例行作業以進行區域降雨預報的例子，引入並

建置此偶合模式用於預報亦將屬於國際首創，預期將可產生一系列高水準之研究成果與

新論述。而其影響，將不僅限於大氣與 QPF 之領域，對於海洋科學、及台灣近海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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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及波浪預報等領域，均將可望有所貢獻。 

因此，本子計畫依據 105年度科技部自然司防災科技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公告之「1-3

梅雨季豪大雨定量降水預報技術的建立與改進」課題，針對其下所列之第 1、3 兩項研

究內容撰寫計畫，並規劃了三年的一系列研究，以探討上述的幾個科學與梅雨季豪大雨

預報的相關問題。此處所提的防災科技學門梅雨季豪大雨研究的第 1、3 兩項內容，分

別為「依不同時間尺度之需求，配合不同特性數值模式與／或資料同化等預報技術，發

展即時 (0-3小時)、極短至短期 (3-24小時)、逐日 (1-3日)、以至一週 (3-7日) 之定量

降水預報技術，並延長應變前置時間」(第一項) 與「進行梅雨季區域性強降水系統受地

形和西南氣流影響、觀測系統模擬實驗、以及可預報度等之相關研究」(第三項)。本報

告所敘述的研究進度與成果，為本計畫第二年度 (106年度) 者。 

根據規劃，本研究第一年 (105 年度) 的工作，主要是由日本名古屋大學引進並建

置 CReSS-HNOES高解析度大氣海洋偶合模式，以包括海洋之更完整的物理過程進行雲

解析即時作業 (或準作業) 預報，以期能更進一步地改進豪大雨與極端降雨預報。建置

完成後，即可開始進行預報實驗，並累積預報資料，以供未來評估納入海洋模式的影響

與效益。在此部份，王教授已於 105年 7月帶領數位研究生至名古屋大學交流與短期研

究，並已學習了 CReSS-HNOES模式的操作，開始引入建置做為準即時預報所用。第一

年度的另一項工作，則為評估自 2012年以來所進行的 8天預報，在梅雨季豪 (大) 雨預

報的可用度與防災應用，並藉以瞭解此類個案的可預報度，希望未來能將防災的前置時

間進一步改進與延長。 

本年度的第二年 (106 年度) 所規劃的工作，除繼續 CReSS-NHOES 的預報實驗、

以累積預報資料與經驗之外，主要將評估與比較上述 8天預報在 3天內，與例行作業 3

天 (或 78 h) 預報 QPF之間的差異，藉以瞭解雲解析模式區域大小的影響，以及放大此

區域在降雨預報上的可能效益。由於此一項目的研究，在第一年度已大部分完成並收錄

於上一年度的報告中。在此議題上，由於發現部份結果有些許錯誤，雖影響不大，但本

年度也進行了修正與更新，且同時修正了受影響個案評估之結果。另外，本研究額外進

行了梅雨季 2.5 km與 5 km三天預報的評估與比較。一方面，過去的評估僅涵蓋了三個

梅雨季的結果 (2012-2014，參見圖 1-6)，現在則另外增加三年 (2015-2017) 而更新至

2017年梅雨季，使結果更具代表性。另一方面，過往的 2.5 km模式梅雨 QPF評估結果 

(圖 1-6) 同樣有小錯誤，雖對整體結果幾乎沒有影響，但在此也一併加以修正。總結而

言，本報告在研究結果部份 (第三章) 共分四小節，分別敘述研究進度 (CReSS-NHOES

建置與預報實驗相關)、梅雨 2.5 km三天預報評估及與 5 km預報之比較 (新增)、梅雨

八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之比較 (更新)、梅雨八天預報之個案評估 (更新)、及颱風

八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之比較。在最後一小節所討論的颱風結果，在上一年度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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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僅呈現初步之結果，此處則大幅度增加，敘述了相當完整的評估結果。因此，第 3.4

節本身，即是一份完整且獨立的研究報告，包括研究背景與動機、資料與方法、結果與

討論、以及結論等次小節。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資料與分析方法資料與分析方法資料與分析方法資料與分析方法 

 

2.1  使用資料使用資料使用資料使用資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 CReSS 模式、觀測資料、以及所採取的研究方法，與本研究團隊

多年來評估模式 QPF所使用者相同。在模式方面，讀者可參見例如 Wang et al. (2005, 

2009, 2012, 2016a) 等論文。有關目前例行之 2.5-km CReSS模式 3天與 8天預報，也已

累積數年資料且有數篇研究論文產出 (如Wang, 2015, 2016; Wang et al. 2016a,b) 可供參

考，長期模式 QPF表現之評估方法，在國際上亦相當標準且應用多年 (如圖 1-5至圖 1-7

與研究背景中所敘相關研究所示)，而個別個案分析與評估者亦然。因此，以下僅就使

用資料與研究方法簡要敘述，而進一步之資訊，則可參見此處所述之相關論文。 

研究中使用的雨量觀測資料，為全臺灣中央氣象局局屬及自動雨量站的逐時雨量資

料 (共約 400-450 個雨量站)。而 CReSS 模式例行預報所使用的資料則為美國國家環境

預測中心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 全球預報系統 (Global 

Forecast System, GFS) 的即時分析 (每 6小時) 與預報資料 (每 3小時一筆)，分別作為

初始場與邊界條件。NCEP GFS資料的水平解析度為 1° × 1° 經緯網格，垂直分層從 1000

至 10 hPa共有 26層，氣象參數包含緯向風 (u)、經向風 (v)、重力位高度、相對濕度、

及海平面氣壓等。自 2013年開始，例行三天預報的 GFS資料，解析度增加為 0.5° × 0.5°，

但為了維持網路傳輸的時效性，例行八天預報之初始與邊界條件資料仍然維持使用 1° × 

1°，此為兩者除了模式區域大小 (與預報時間長短) 之外，唯一的不同之處。 

例行三天預報的 CReSS模式設定為，水平解析度為 2.5 km，水平格點數為 600 × 480

點 (1500 km × 1200 km)，垂直分層共 40層，其平均之網格間距為 500 m，模式使用的

地圖投影方式為藍伯特圓錐投影，其涵蓋之模擬與預報範圍約為 18°N-29°N、

115°E-130°E。模式每日以 0000、0600、1200、及 1800 UTC為初始間進行 4次預報，

每次的預報長度為 78 h (約三天)，並且每小時輸出一筆資料。模式中的雲微物理過程，

採用冷雨過程，其他進一步細節與資訊，可參見 Wang (2015)。至於八天預報，其水平

解析度與垂直層數設定均與三天預報者完全相同，但預報區域較大，水平格點數為 744 × 

544點 (1860 km × 1360 km)，範圍約為 17°N-30°N、113.5°E-131.5°E，其餘設定均與三

天預報完全相同，而進一步細節與資訊則可參見Wang et al. (2016a)。如上所述，八天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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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所使用之 NCEP GFS初始與邊界條件資料為 1° × 1°，但三天預報者則自 2013年開始，

採用解析度稍高之 0.5° × 0.5° 資料。自去年 (2018年) 七月初開始，此兩項例行預報結

合為一，水平解析度仍為 2.5 km，但水平格點數增為 800 × 600點 (2000 km × 1500 km)，

亦即預報區域更大，其餘設定則維持不變。每日 0000 UTC初始之預報長度為 10天 (240 

h)，而另外三次則為五天 (120 h)。因此，不需要再進行八天預報與三天預報的比較。 

 

2.2  研究與分析方法研究與分析方法研究與分析方法研究與分析方法 

 

利用前述之模式預報降雨與觀測之雨量資料，將模式降雨利用雙線性內插，內插至

雨量站位置，即可進行點對點之校驗 (雨量站分佈可參見Wang et al., 2017之 Fig. 1a)。

對某一時段的某一門檻值，利用 2 × 2分類表格，可將所有校驗點之結果分為互不隸屬

的四類：命中 (H, 觀測與模式預報均達到門檻)、漏報 (M, 觀測達到但預報沒有)、誤

報 (FA, 預報達到但觀測沒有)、以及正確非事件 (CN, 觀測與模式預報均未達到門

檻)。常用的幾個分類統計技術得分，包括預兆得分 (Threat Score, TS)、偏倚得分 (Bias 

Score, BS)、偵測率 (probability of detection, POD)、及誤報率 (false alarm ratio, FAR) 分

別定義如下 (Schaefer, 1990; Wilks, 1995; Ebert et al., 2003; Barnes et al. 2009)： 

TS = H/(H + M + FA),            (1) 

BS = (H + FA)/(H + M) = F/O,          (2) 

POD = H/(H + M) = H/O,            (3) 

FAR = FA/(H + FA) = FA/F。           (4) 

這些技術得分，常用以評估模式的 QPF，但對於如台灣的小校驗區域，有些事項則必須

加以注意 (例如：Wang, 2014, 2015)。因此，對於多個預報的整合結果，本研究採用較

合理的合併方式，也就是將結果合併成單一的 2 × 2分類表格，之後再計算得分，而不

採用先計算各自得分再取平均值的方式。如此，每個站點每次的權重均相同，而不會人

工放大偏小雨區結果的權重 (Wang, 2015)。至於這些得分其他的特性，讀者可參見Wang 

(2014, 2015) 與Wang et al. (2013, 2015, 2016a, 2017)。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3.1  研究進度研究進度研究進度研究進度 

 

本研究第一、二年度 (105、106 年度) 計畫進度已順利執行完畢，在 2016 年暑假

期間，王教授已帶領數位研究生至名古屋大學進行交流與短期研究工作，並已成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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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CReSS-NHOES模式的安裝與操作。在第一年期間，測試工作進展順利並已於台師大

地球科學系電腦主機建置完成，除了已成功進行幾個個案的測試模擬 (稍後將有實例顯

示)、並且逐步挑選 2017年個案進行事後預報以充實未來評估個案之樣本數以外，並於

2018年開始進行自動化之例行準即時預報實驗。但是，因此偶合系統對計算資源之需求

明顯較純大氣模式為高 (約 1.4-1.6倍)，若以目前主流之 CPU計算效能約需使用 300-500

顆核心方能得到具時效性之預報結果，故亦積極對外陸續取得兩項新大量高速計算資源

之使用帳號，並部署偶合模式以解決研究任務所需：一為校內理學院高速計算主機 

(2017年二月開放，純 CPU核心數合計共 1,044核)、另一為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新

一代高速計算主機－臺灣杉一號 (2018年五月開放，純 CPU核心數總計 25,200核)，唯

兩者仍面臨因使用者眾多，數值模式得等待耗費較長時間才能取得計算資源之缺點。根

據規劃，本研究在前兩年度，除引進 CReSS-NHOES 逐漸取代現行的單一 CReSS 模式

進行例行預報外，主要將進行八天預報之評估並與三天預報之成效相互比較。在實際的

執行面，本研究先進行的是八天預報之整體評估並與三天預報比較，然後挑選特定個案

去深入評估八天預報之能力，如此比較合乎研究由廣而精的邏輯，但上述兩項工作均將

持續進行。下面，此小節即針對數個第一年度與目前進行中之研究項目，作進度與成果

的說明，內容包括本研究準作業上將會採用的海洋分析與預報資料、CReSS-NHOES偶

合模式之建置進度等項目。 

首先，本研究所將使用的海洋分析與預報資料，目前已選定為日本所產出的「日本

沿海預報實驗」(Japan Coastal Ocean Prediction Experiment，簡稱 JCOPE)。此產品是由

「日本海洋地球科學與技術機構」(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簡稱 JAMSTEC) 與「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pan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 

簡稱 JAXA) 共同主持的「全球變遷開發研究中心」(Frontier Research Center for Global 

Change，簡稱 FRCGC) 所發展，且自 1997年 10月開始提供產製作業化產品。從衛星、

海洋 ARGO浮標、和船隻獲得所有可用數據皆納入 JCOPE的分析系統，並實現了接近

業務性之預報時程。此類由海洋預報結合實地觀測之結果，將有助於改善預報長期氣候

變化的大氣海洋模式。日本的「漁業研究與教育機構」(Japan Fisherie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gency) 自 2007 年 4 月起開始使用第一版 JCOPE 海洋預報系統 (JCOPE1; 

Miyazawa et al., 2008a; Kagimoto et al., 2008) 並開發與生態系統模式的偶合管理 (漁業

資源 FRA-JCOPE; Miyazawa et al., 2008b)。隨後 JAMSTEC進一步發展第二版系統 (簡

稱為 JCOPE2)，其中加強升級了其模式和資料同化的方法 (Miyazawa et al., 2008b, 

2009)。JCOPE1 主要用於分析日本南部之黑潮路徑變化 (Miyazawa et al., 2004, 2005, 

2008a)，而修改其海洋模式和資料同化方法後的 JCOPE2，更能掌握海洋的實際狀態，

特別是混合水域的部分。JCOPE2 資料的使用，以油船、漁業、及鑽探船的船舶運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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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而目前重新整理 1993年到 2009年的資料，則是同化了日本近海大量的觀測資料之

後產出的再分析資料 (稱為 FRA-JCOPE2，參見Miyazawa et al., 2010)。 

在海洋資料內容方面，目前 JCOPE2提供預報及再分析資料，預報資料每週跑 2次，

每次預報長度約 2 個月；再分析資料則每週更新一次。JCOPE2 資料的區域範圍為

108°E-180°E，10.5°N-62°N，資料網格點數為 866 × 620，解析度則為 1/12°。JCOPE2所

包含之參數，有海水表面高度 (sea surface height)、海溫 (temperature，包括 SST)、鹽度 

(salinity) 及洋流的 u、v流速 (zonal and meridional velocity) 等共五個參數；其垂直層為

0, 5, 10, 50, 75, 100, 150, 200, 25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5000, 及 6000 m等共計 28層。目前再分析資料

提供之時間為 1993年 1月到 2017年 12月，時間解析度則為 1天 1筆。此項資料，已

可滿足本計畫進行台灣附近區域之 CReSS-NHOES大氣海洋偶合模式預報之所需。因為

JCOPE2的預報資料擁有較佳之網格解析度、且包含較多西北太平洋之資料，未來 CReSS

運行之即時預報，將會以 JCOPE2中的海溫資料替代目前使用的 NCEP (0.5°) 之地表溫

度資料，希望能藉此改善模式的預報結果，以期能獲取更好且高品質的豪 (大) 雨 QPF。

圖 3-1-1顯示一組 NCEP GFS與 JCOPE2所分析之地表溫度 (或海溫) 資料的例子，兩

者時間皆為 2012年 6月 11日 0000 UTC。比較可以顯示，臺灣沿海地區的溫度有所差

異：臺灣北部及東北部沿海在 NCEP GFS中約為 25-28°C，但在 JCOPE2中溫度較高，

約為 26-28°C。臺灣西側的海峽區域，GFS 之分析溫度則約 25-26°C，亦與 JCOPE2 

(26-28°C) 約差 1-2°C左右。臺灣西南部與南部海面，JCOPE2溫度則高出 GFS大約 1°C。

圖 3-1-2則顯示 JCOPE2在同一時間 (2012年 6月 11日 0000 UTC) 所分析的數種資料，

分別為洋流、海高與鹽度。整體而言，JCOPE2海溫溫度較 NCEP GFS資料高，且解析

度亦較高，因模式模擬受初始與邊界條件之影響，若能將較高解析度的預報資料置入模

擬中，有可能改善模式預報之結果。 

在CReSS-NHOES偶合模式建置方面，本研究經由與名古屋大學Tsuboki教授與Aiki

教授 (海洋模式 NHOES之發展者) 研究團隊密切互動的過程，已順利將 CReSS-NHOES

偶合系統 (包含波浪模式) 安裝於臺師大本研究群之平行計算叢集系統，而 NHOES 所

需之初始與側邊界資料，目前亦已取得與上述日本 JAMSTEC Dr. Miyazawa研究團隊的

合作，可以定時以網路傳回西北太平洋與南海海域之分析場與預報場資料 (資料變數包

含：各層之水深、鹽度、溫度、以及海流速度等物理量)。有關 CReSS-NHOES 偶合系

統之基本運作架構，如圖 3-1-3 所示：其中 NHOES 需要上述 5 種物理量進行海洋水體

演變之模擬，過程中則同步提供海水表面溫度予 CReSS模式，作為大氣下墊面之條件；

而 CReSS 則藉由底層風場所產生表面風切應力影響著表層海水，此外在模擬/預報過程

中，亦可將波浪模式設為同步模擬或單獨關閉以取得波浪發展演變之相關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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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行預報的建置進度上，因大型主機之計算資源可用度考量 (排隊效率)，持續進

一步評估 CReSS-NHOES 偶合系統的每日例行性預報實驗自動化作業程序之最佳策

略，盼能達成至少每日一次十日預報結果，以俾利與利用校內理學院主機之純大氣模組

之 2.5 km預報組成果進行比較、探討。目前已完成數例梅雨季與颱風豪雨事件事後預報

(hindcast)，颱風方面，以 2015 年蘇迪勒 (Soudelor) 為例 (圖 3-1-4)：預報模擬初始時

間為 8月 6日 0000 UTC，觀測則以 7、8兩日降水最為顯著，在現行 CReSS版本 (僅模

擬大氣部分) 海溫僅於初始時給定、而偶合版本的 CReSS-NHOES則由 NHOES模式更

新海溫形勢予大氣的 CReSS模式，初步結果可見兩者對 7日之 24小時累積降水量之定

量降水預報能力相近，不論是降水分布與量均屬表現不錯，其中較大差異則出現在臺灣

東側外海上之雨帶；在 8 日之 24 小時累積降水量預報表現上，兩組均能合理解析出雪

山山脈、宜蘭山區及中南部山區之豪雨現象，唯純大氣版本相較於偶合版本在臺灣西南

部略呈過度預報之趨勢，因此區域之降水多由來自臺灣海峽上之颱風環流所導致，此現

象 (過程) 意味著偶合版本之海氣交互作用似能提供較佳之大氣下墊面條件給大氣模組

而降低定量降水過度之趨勢。另外，從 2015年 6月 2、3兩日之梅雨豪雨事件 (圖 3-1-5；

其初始時間為 2015年 6月 1日 1200 UTC)，亦可了解到因應著下墊面 (海溫差異) 的不

同，兩版本在梅雨鋒面系統之發展，以及 24小時累積降水量之定量與分布亦有所不同，

2日兩者均能掌握到北、中及南部山區降水訊號，但呈現過度預報與分布位置偏移之趨

勢；3日預報結果可呈現中部具有豪雨現象之發生潛勢，唯兩者仍具較大差異性，且北

部豪雨現象呈現預報不足，此類預報結果亦反應出 因梅雨鋒面帶上之強降水對流系統

具高度隨機發展之特性，數值模式對此類環流系統長我能力仍進一步評估、改善 (圖

3-1-5)。綜合颱風與梅雨豪雨事件之定量降水預報結果，顯示以海氣偶合系統來評估強

降水事件有其潛在之效益與價值，若能持續進行更完整的季節性或依環流系統特性之客

觀評估，除能更進一步提升對豪 (大) 雨的預報能力外，亦能對主導強降水過程之中尺

度降水機制有更深入的瞭解。上述這些結果也同時顯示，本研究已完成 CReSS-NHOES

偶合模式的建置工作，而在例行預報的建置進度上也屬於正常，已可進行從事系統性校

驗、診斷研究工作。 

 

3.2  梅雨梅雨梅雨梅雨 2.5 km三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評估及與 5 km預報之比較預報之比較預報之比較預報之比較 

 

在模式評估方面，本年度新進行的部份，為梅雨季 2.5 km與 5 km兩個不同解析度

CReSS模式的評估與相互比較。在科技部的支持下，過去在 103-104年度的氣象梅雨防

災計畫中，主持人曾評估過 2.5-km CReSS模式在 2012-2014年梅雨季的 QPF表現 (王

重傑, 2015, 2016)，其主要結果即示於圖 1-6，顯示出較過去高出甚多的豪大雨預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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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三個梅雨季內，2.5 km與 5 km兩個不同解析度 CReSS模式在 1-3天的 QPF表現

的相互比較，也曾在國際與國內的研討會上發表 (莊與王, 2015; Wang and Chuang, 

2016a,b)。其主要的結論是：2.5 km水平格點間距之雲解析 (cloud-resolving) 模式，較 5 

km之對流允許 (convective-permitting) 模式，對門檻值高的強降水有更好的預報能力，

且在門檻值愈高處，其差異愈明顯 (圖 3-2-1, 摘自Wang and Chuang 2016b)。 

如前所述，本研究在本年度將此項評估擴展至 2012-2017年共六個梅雨季，同時由

於發現過去 2.5 km CReSS三天預報的評估 (亦即圖 1-6) 有些許錯誤，因此一併加以修

正。錯誤的原因，在於各雨量站在累計 24 h觀測雨量值的時候，程式將缺資料值 (設定

為負數) 誤判為真實資料而加以累計，因此會使得觀測累積雨量較實際者為低，並連帶

高估 BS值，且也影響 TS之結果。此一問題僅影響 2.5-km CReSS三天預報在 2012-2014

年梅雨季之技術得分結果，對其他相似之 QPF 評估研究 (例如八天預報或颱風之結果) 

均無影響。稍後，將會對此項錯誤的影響有所比較與討論。 

圖 3-2-2為修正後 2.5 km與 5 km CReSS模式在 2012-2014年梅雨季第 1-3天 QPF

的 TS與 BS得分比較，可與圖 3-2-1比較 (注意兩圖的縱軸範圍不同)。的確，修正後的

整體 TS 在低到中門檻值處普遍增加，在最低門檻值處，大約可增加 0.1 之譜，但對高

門檻值處 (右側約 1/3，約 160 mm及以上) 的結果，則幾乎沒有影響。對 A+類的頂級

事件而言，也是如此，但低門檻值處的 TS 增加更多，約有 0.15 左右。修正後，BS 一

如預期均為減小，大約減小 10-15%，因此在中門檻值附近的過度預報，並沒有原本以

為的嚴重，而是比較輕微。但是，對於頂級事件 (A+) 而言，則是在中高門檻值處的預

報不足則也是增加，但 2.5 km預報則輕微甚多，此與原本的評估結果相同。至於 2.5 km

減去 5 km的 TS差異，則是不論是整體或 A+個案，修正前後的差別均甚小，沒有明顯

影響 (圖 3-2-1與圖 3-2-2)。 

與圖 3-2-1與圖 3-2-2同樣使用梅雨季每日 0000與 1200 UTC兩次預報，但更新至

2012-2017 年共六個梅雨季之整體 (不分類) 結果示於圖 3-2-3，可直接與圖 3-2-1a,b 和

圖 3-2-2a,b比較。由於各年梅雨季之 24 h時段樣本數完整為 122個，總樣本數應當達到

732個時段，但少數時段預報資料有缺 (表一)，但其結果會比 2012-2014年者更具代表

性。圖 3-2-3中的 TS與 BS結果顯示，2.5 km預報 (稍深色) 與 5 km預報 (稍淺色) 兩

者有相近的趨勢，但前者的 TS 在 130 mm 以上的豪雨門檻值處逐漸顯示出優勢 (圖

3-2-3a)，到大豪雨門檻值的 350 mm附近，優勢愈趨明顯，而在 500 mm的超大豪雨處，

2.5 km之第一天 TS得分仍有 0.07，但此處 5 km預報的 TS則已下降至零。在第二與第

三天預報的 TS值，也是在高門檻值處以 2.5 km較佳。此一結果顯示，提高模式解析度

對台灣梅雨季豪大雨的整體預報，的確有所優勢，一方面相當另人振奮，再者則與先前

2012-2014 年的結果相仿 (圖 3-2-2a)。由 BS 得分可以看出，其整體特徵也與先前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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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的結果非常相似：在低門檻值處 BS 得分理想 (接近 1)、在中到高門檻值處則略有預

報過度的傾向，但最後在最高門檻值附近 (250-350 mm及以上) 則轉變為預報不足。值

得注意的是，在大約 50 mm的中門檻值以上，不論預報期限為何，2.5 km均比 5 km者

更能夠預報出豪大雨 (具有較高的BS值，圖 3-2-3a)，因此在極端降雨門檻處 (≥ 350 mm) 

有較高的 TS 值，亦即其預報不足的趨勢較輕微。此結果與先前的評估也是相似的 (圖

3-2-2b)。仔細比較，可顯示 2012-2017年之結果 (圖 3-2-3) 與前三個梅雨季修正後的結

果 (圖 3-2-2a,b) 十分接近，因此整體結論並無改變 (Wang and Chuang, 2016a,b)。過往

有許多研究，認為提高解析度對於 TS 等技術得分沒有幫助、或者是幫助有限，此點在

具高聳中尺度地形的台灣梅雨季之 CReSS預報，顯然並不成立。彙整圖 3-2-1到圖 3-2-3

的結果，可以顯示，提高解析度對於 TS的幫助，發生在很高的門檻值處 (每 24 h ≥ 200 

mm，見圖 3-2-2c)，且在越大的事件中越趨明顯 (圖 3-2-2f)。因此，如果沒有將大的事

件分離出來看、或者沒有評估到夠高的門檻值，就很可能沒有看到足夠的差異，因此得

到上述的結論。當然，地形的差異，也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各年梅雨季的結果比較，則顯示 2012 與 2015兩年梅雨季的整體 TS得分較高 (圖

3-2-4)，其 BS 得分的特徵 (圖 3-2-5) 也與前述整體 (2012-2017) 的結果比較接近，顯

示此兩年的大型事件較多，因此對整體的結果有較大的貢獻。其餘的 2013、2014、及

2016年梅雨季，TS技術得分則較低，大部分在 100 mm以上的門檻值處，TS就下降到

0.1以下，2017年則是在 130 mm以上的門檻值，TS才降於 0.1以下，而該年同樣有較

大的事件發生；在 BS方面 (圖 3-2-5)，2013、2014、及 2016年梅雨季，則在高門檻處

容易有預報過度，但主要應是受到樣本數降低、變得過小的影響。各年梅雨季得分之間

的比較，一如預期也是各年各有優劣，2017年得分特徵也是較接近整體結果的一年。2012

年的結果也具有較高的代表性，而其 TS (圖 3-2-4a) 也顯示 2.5 km預報較 5 km預報者，

在高門檻值 (350-500 mm) 有較高的預報能力。除了前述在中到高門檻值處的 TS得分

差異明顯以外，大部分得分都很接近，兩者的差距約維持在 0.02左右。 

 

3.3  梅雨八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之比較梅雨八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之比較梅雨八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之比較梅雨八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之比較 

 

在上一年度的報告中，我們也評估了每日例行在 0000 UTC初始之八天預報結果，

並且將其三天內 (0-72 h) 之結果與同樣在 0000 UTC初始之三天預報者相互比較。這部

分除了整體與各年之結果以外，也挑選出降雨較多的一些個案，進行比較。由於前述的

錯誤，也稍微影響了 2012-2014年之三天預報結果，因此在此也加以修正。但以下所敘

述的，僅限於有受影響的部分，在 2015年以後、或八天預報本身之評估，均不受影響，

故以下則不再重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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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2012年當時的八天與三天預報初始場與邊界條件同為 1.0° 的 NCEP GFS

分析與預報資料，而 CReSS模式的解析度同為 2.5 km，所有設定完全相同，唯一的差

別在於八天預報的模式預報範圍比三天預報者為大。因此，評估八天預報與三天預報的

QPF能力差異，其唯一的變因可視為預報區域大小的改變 (除微小預報誤差的非線性成

長放大之差異以外)。而 2013年開始，三天預報的初始場與邊界條件均改為 0.5° 的NCEP 

GFS分析與預報資料，因此兩者之間的差異，還多了一項初始 (與邊界條件) 解析度的

差異：三天預報採用者比八天預報者稍高，因此可以預期，在模式開始積分的一段時間

以內，較高解析度的初始與邊界條件 (三天預報) 可能比八天預報有一定程度的優勢。 

針對八天與三天梅雨 QPF預報評估與比較，由於例行之八天預報每日僅進行一次，

初始時間為 0000 UTC (自 2012年開始)，因此可以將其在三天內 (0-72 h) 的表現，與三

天預報 0000 UTC進行者加以比較。目前此項校驗，已完成了 2012-2016年的五年梅雨

季的計算與比較。其中所有時段的整體預兆得分 (TS) 與偏倚得分 (BS) 之結果，示於

圖 3-3-1。圖中可見，八天預報 (稍淺色) 與三天預報 (稍深色) 兩者均有相近的趨勢，

且與圖 3-2-3所示之整體結果 (灰色線) 相近，但在高門檻值處 (350 mm附近) 的結果

更佳，在 250-350 mm的 TS可達至少 0.2，在 500 mm的得分也高於 0.1。但是，圖 3-1-1a

也顯示，在 130 mm以上的豪雨門檻值處，八天預報的 TS得分比三天者略有優勢：在

第一天預報可以高出大約 0.03 (160-350 mm)、第二天則高出約 0.01 (靠近 150 mm處)、

而第三天也高出大約 0.02 (160-250 mm)。這樣的結果顯示，較大的模式高解析度預報區

域，整體的確有些許優勢，特別是在高門檻值處的豪大雨範圍。在 BS得分方面，圖 3-3-1b

則顯示，其整體特徵也與先前梅雨季的結果非常相似：在低門檻值處 BS 得分理想 (接

近 1)、在中到高門檻值處則有預報過度的傾向、最後在最高門檻值附近 (350 mm及以

上) 則傾向於輕微的預報不足。 

各年梅雨季的結果比較 (圖 3-3-2) 則顯示 2012與 2015兩年梅雨季的整體 TS得分

較高，其 BS得分的特徵也與前述整體 (2012-2016) 的結果比較接近，顯示此兩年的大

型事件較多，因此對整體的結果有較大的貢獻。其餘的 2013、2014、及 2016年梅雨季，

TS技術得分則較低，大部分在 100 mm以上的門檻值處，TS就下降到 0.1以下；在 BS

方面，這些年則在高門檻處容易有預報過度，但主要應是受到樣本數降低、變得過小的

影響。各年梅雨季得分之間的比較，一如預期也是各年各有優劣。如前述，由於主要變

因只有一項，2012年的結果比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而其 TS (圖 3-3-2a) 也顯示八天預

報較三天者，在所有三個預報期限上都有優勢。如前述，其在中到高門檻值處的 TS 得

分差異頗為明顯，八天預報大約可高出 0.03-0.07之譜。2012年 BS的差異 (圖 3-3-2b) 也

與先前的討論特徵相似。在 2015年梅雨季 (圖 3-3-2g,h)，則是八天預報的 TS在第一天

的 100-350 mm處具有優勢，在其他預報期限與門檻值區間，則大多並非如此，因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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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相當一致的結果頗有不同。顯然，多增加了一項初始與邊界條件解析度的變因，

一方面會使得評估結果變得較為複雜，但也可以看見，八天預報一部分的優勢，被三天

預報採用較高解析度的初始場 (與邊界條件) 的效果所抵銷。至於其餘三年的梅雨季，

則是各有優劣但差別也相對變得較小 (圖 3-3-2)。 

接下來，本文敘述 2012-2014年梅雨季內 (三天預報有所修正的部分)，比較多雨的

24 h時段，分別檢視觀測雨量分布、針對此時段的三天與八天預報在不同預報期限 (第

一天、第二天、以及第三天) 產出的 QPF分布、以及其相對應的 TS與 BS技術得分結

果。如此，可以檢視實際個案中的情況。此處討論的 24 h時段共有五個，分別為：2012

年 6月 11與 12日、2013年 5月 20日、以及 2014年 5月 20與 21日，分別示於圖 3-3-3

至圖 3-3-7中。 

2012年 6月 11-12日個案中 (Wang et al., 2016c)，台灣北部平地、中部山區、及南

部山區均降下超大豪雨 (>500 mm)，且發生台灣梅雨季內首次的一級防災開設與豪雨

假，也是本研究的五個梅雨季裡規模最大的事件。特別是北部平地的超大豪雨，發生在

人口稠密的都會精華區，損失嚴重。在 2012年 6月 11日 (圖 3-3-3a)，在臺北桃園地區、

中部與南部山區有高達 500 mm的累積雨量。針對此日，八天與三天預報第一至第三天

都有相似的雨量分布，中部與南部山區降水區皆有掌握，八天預報與三天者所產生的雨

量預報均相當相似，隨著預報期限縮短，預報不足的現象逐漸改善 (圖 3-3-3b,c)。但是，

從雨量分布可見，在相同的預報期限，八天預報的雨量分布略優於三天者：其中南部山

區的預報不足現象較輕微 (也就是可報出較多雨量)，且北部平地附近的雨帶雖位置仍有

誤差，但比三天者更真實且接近台灣陸地 (圖 3-3-3b,c)，此也是本個案中的主要受災區

域。因此，由主觀判斷，可顯示八天預報的整體表現較三天者為佳。由 TS (圖 3-3-3d) 的

比較，顯示八天預報較三天者，在第二天與第三天也都明顯較優：其第二天 (24-48 h) 預

報在 200 mm以下，較三天預報者高出 0.1-0.2，第三天 (48-72 h) 預報則在 100 mm以

下也有相似差異，且在 10-25 mm處甚至可以高出 0.25左右，優勢相當驚人。在第一天

預報，則是八天預報在 50 mm以下也比較優秀，但在 75-350 mm的中到高門檻值區間，

則是以三天預報的 TS較高，差異大約在 0.04-0.09之間 (圖 3-3-3d)。由 BS得分的比較

則顯示 (圖 3-3-3e)，前述第二天與第三天的 TS優勢，的確是由較少的預報不足而來。

另外，第二、三兩天預報的低門檻值處 (約 10 mm以下)，兩種預報的 BS值相似但八天

預報之 TS明顯高出不少，顯示其對雨區分布的掌握較佳，亦應為模擬區域較大的效應。

但是，第一天預報的中高門檻值處 (100-350 mm) 以三天預報的 TS較具優勢，但由雨

量分布的主觀認定，除了北部的確較好之外，並不容易看出其預報的雨量在山區真的較

多，而可能僅是恰好在少數山區測站達到門檻。 

在 2012年 6月 12日 (圖 3-3-4a)，隨著梅雨鋒面南移，北台灣的雨區也移向雪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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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而中部與南部山區則持續出現降雨中心，雖雨量累積值已減小，但仍有 300 mm以

上。針對此日的雨量分布，八天與三天預報者在第一至第三天也都相似，且對山區的掌

握較佳。以第三天的預報而言，模式預報的雨量與觀測相當，但八天預報較為多雨 (圖

3-3-4b,c,e)。在第二天，兩種預報則是預報過度，特別是北部到中部的平地與山區，且

也是以八天預報的過度預報比較嚴重。在第一天，則反而大多是預報不足，但八天預報

與三天者非常接近與相似。因此，對此日而言，不管是 TS得分 (圖 3-3-4d) 或主觀判斷，

八天預報並沒有特別的優勢。 

2013年梅雨季的整體雨量較 2012年少，針對 5月 20日個案，主要雨區位於中部至

南部山區與迎風面山坡 (圖 3-3-5a)。八天與三天的逐日預報之降雨量屬於合理，且同一

日之分布也頗為相似 (圖 3-3-5b,c)。以技術得分來看，在第三天，八天預報一般比三天

預報產生較多降雨，但第一、二兩天的預報則是相反，以三天者產生的過度預報較為嚴

重，第一天預報也有相似情形 (圖 3-3-5e)。兩種預報的 TS得分互有優劣，但第三天預

報在 100 mm以下與 200 mm處以八天預報產生較佳結果；第一天 QPF也以八天預報在

130 mm附近較佳 (圖 3-3-5d)。至於第二天預報，則多以三天預報較佳。 

2014年梅雨季的整體雨量也是屬於較偏少的，本研究則針對 5月 20與 21兩日的個

案進行校驗。在 5月 20日，雨區分布與 2012年 6月 11日相似，位於北部平地的都會

區、中部山區與沿海一帶、以及南部山區 (圖 3-3-6a)，但量值較低，最大與量均不足 300 

mm。八天與三天逐日預報之降雨量，對此個案屬於相當嚴重的預報不足，且以三天預

報的第二天 QPF特別嚴重 (圖 3-3-6b,c)。各日預報的 BS得分 (圖 3-3-6e)，在 50 mm以

上均不足 0.5，與主觀認定同樣顯示處頗為嚴重的預報不足，此顯示水氣含量可能在模

式中嚴重的低估。由於此預報不足，各日預報的 TS得分 (圖 3-3-6d) 均隨門檻值而快速

下降，在 50 mm處大多已不足 0.2，而 TS到 130 mm處則均已下降至 0，因此頗不理想。

但是，可以看到八天預報在第二日的得分，由於其預報不足現象有所改善，因此比三天

預報的得分高出不少 (圖 3-3-6d,e)，第三天預報也有類似情形。最後的第一天預報，也

以八天預報的技術得分略佳，其 QPF 在北部都會區附近、中部沿海、中部山區等處的

結果，的確比三天者為佳 (圖 3-3-6a到 c)。接下來的 5月 21日 (圖 3-3-7)，主要雨區則

移至北部 (桃園) 沿海與位於中部平地到山區間 (圖 3-3-7a)。八天與三天逐日預報之降

雨量以第二天較多，屬於預報過度，而第一天與的三天者則整體降雨量與觀測較接近 

(圖 3-3-7b,c)，與 BS得分結果一致 (圖 3-3-7e)。雖然如此，第三天預報的雨區過於偏向

山區，實際雨區附近的降雨量不足。在第二天，雖屬過度預報，但是八天預報有適當掌

握到北部沿海的降雨，不論分布與量於均與觀測接近 (圖 3-3-7b,c)，也導致其 TS 值在

100-200 mm區間高出其他各日預報者甚多，可以達到 0.1到超過 0.2以上，其餘預報則

在 130 mm均下降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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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颱風颱風颱風颱風八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之比較八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之比較八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之比較八天預報評估及與三天預報之比較 

 

3.4.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計畫前期著重於雲解析模式的三天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評估，主要的評估時段為臺

灣梅雨季 (五至六月) 及颱風季 (五至十月) 之豪大雨事件。接續本計畫前期之結果，

後期著重於雲解析模式的八天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評估，評估時段亦為臺灣梅雨季及颱風

季之豪大雨事件。 

從黃等 (2015) 和王等 (2015) 的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評估研究中得知，若將模式預

報的解析度提高，則對於豪大雨事件的掌握會有改善，即區域模式的定量降水預報技術

優於全球模式 (圖 3-4-1，摘自黃等, 2015)。此外，當模式解析度再次提升至可以解析雲

的水平網格間距 (例如 3 km或 2.5 km) 時，預報技術也會再次提升，即雲解析模式的定

量降水預報技術優於區域模式 (圖 3-4-2，摘自王等, 2015)。因此，本計畫後期將三天延

長至八天預報技術評估之目的是為了分析雲解析模式的定量降水預報技術是否能提前

至四天，甚至更早的八天之前，便對臺灣梅雨季及颱風季之豪大雨事件有所掌握，又若

將預報時間拉長，則可建立一差時系集預報系統，而此差時系集預報有別於現行的多成

員傳統系集預報系統 (圖 3-4-3，摘自Wang et al., 2016a)。 

若欲將現行的傳統系集模式所有成員之預報解析度皆提升至雲解析，預報時間長度

仍為三天，且需達到每日四次的預報即時性，則需要的計算資源會大幅提升，以本計畫

主持人王重傑教授的團隊為例，一個每日四次的粗網格間距 (5 km) 之三天模式預報需

48顆 CPU核心數；一個每日四次的雲解析模式三天預報所需之計算資源為 240顆核心

數，若將雲解析模式的成員增至 10個成員，則需 2400顆核心。因此，在考量可取得的

計算資源 (768核心) 後，本計畫主持人王重傑教授的團隊利用了差時系集的預報方式，

將計算資源全投注在單一個雲解析模式上，並把原本三天的預報時間長度拉長至八天，

且維持細網格間距 (2.5 km) 的雲解析模式預報，另將模式水平範圍增加些許(100-300 

km)，如此進行每日一次的雲解析模式八天預報作業 (表二)。 

本計畫主持人王重傑團隊從 2012 年 5 月 1 日起開始執行雲解析模式八天預報，而

由於計算資源的變更，終止於 2018年 7月 31日，在這約六年的預報作業期間，本計畫

主持人王重傑的團隊已收集了足夠的梅雨季和颱風季樣本數，並搭配差時系集預報方式

進行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評估，其初步評估結果如圖 3-4-4 (摘自Wang et al., 2016b)，從雲

解析模式對 2012年 5個颱風及 2013年康芮颱風的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評估之 TS得分來

看，雲解析模式對各颱風的可預報性，皆提前至 3天之前。因此，在有限的計算資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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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細網格間距的雲解析模式八天預報，雖然僅有八個預報涵蓋同一目標事件 (圖

3-4-3b)，但是雲解析模式的定量降水預報技術搭配差時系集預報，卻能夠帶來提前得知

豪大雨事件發生的機會，以提早準備因應措施，這便是本計畫後期研究的主要動機。 

 

3.4.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3.4.2.1  模式簡介及設定 

本計畫所使用的模式是由日本名古屋大學所發展的雲模式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簡稱 CReSS)。此模式採用非靜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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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雲微物理相關轉

換過程 (冷雲過程) 如圖 3-4-5 (摘自 Tsuboki and Sakakibara,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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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坐標為以高度為基礎的追隨地勢坐標  (terrain-following curvilinear 

coordinate)。此外，本計畫的雲解析模式設定如表二所示。從表二可知，雲解析模式於

2012-2016 年期間的評估時段，八天及三天即時預報之設定差異，如計算資源、預報時

間長度、模式範圍及初始分析場/邊界條件資料之解析度。 

 

3.4.2.2  目標事件選取及雨量門檻設定 

本計畫從 2012-2016 年中央氣象局所發布的海上及陸上颱風警報期間選取目標事

件，以 0000 UTC為一目標事件之初始計算時間，24小時為此目標事件之累積降水時間

長度，即視每日 0000-2400 UTC之累積降水為一獨立目標事件，因此本計畫選取的颱風

個案有 2012年泰利、杜蘇芮、蘇拉、海葵、啟德、天秤及杰拉華；2013年蘇力、西馬

隆、潭美、康芮、天兔及菲特；2014 年哈吉貝、麥德姆及鳳凰；2015 年紅霞、昌鴻、

蓮花、蘇迪勒、天鵝及杜鵑；2016年尼伯特、莫蘭蒂、馬勒卡、梅姬及艾利，而這些颱

風個案共涵蓋了 86個欲評估之目標事件，即 86個評估時段，688個雲解析模式八天預

報涵蓋此 86個時段。本計畫的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評估之雨量門檻設定為 0.05、2.5、10、

25、50、75、100、130、160、200、250、350、500、750及 1000 mm等 15個雨量門檻。 

 

3.4.2.3  使用的技術得分簡介 

本計畫使用的定量降水預報技術得分有預兆得分(Threat Score, TS)、偏倚得分(Bias 

Score, BS)及 Fraction Skill Score (FSS, Wilks, 2011; Roberts and Lean, 2008)。假設模式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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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的雨量值已內插至觀測雨量之站點上，而達到某雨量門檻的觀測雨區為 O，預報雨區

為 F，觀測和預報重疊的雨區為 H，即命中雨區；又若不考慮雨量門檻，各觀測的雨量

值為 oi，且總觀測數為 N，而預報的雨量值為 fi，如此各技術得分之計算方式如下： 

             (5)

 

命中雨區和觀測及預報總雨區之比值，其值介於 0-1之間。當 TS得分越接近 1時，

表示模式預報技術越佳。從過去的預報技術評估中歸納以下指標，在該雨量門檻，TS

≧0.2表示模式有預報技術；0.1≦TS＜0.2表示模式有一點預報技術；TS＜0.1表示模式

預報技術不佳；TS = 0表示模式沒有預報技術。 

               (6)

 

BS 得分的計算方式為，在累積雨量達某一雨量門檻下，預報雨區和觀測雨區之比

值，其值介於 0到無限大。當 BS小於 1時，表示模式在該雨量門檻下，雨量預報不足；

當 BS大於 1時，表示模式在該雨量門檻下，雨量預報過度；當 BS 越接近 1時，表示

模式預報越佳。 

          (7)

 

FSS得分的計算方式，並沒有考慮雨量門檻的設定，其只考慮預報和觀測的雨量值

是否相近，而得分值介於 0-1 之間。關於等號右邊的二項計算子部分，前項為常數 1，

後項為一分式，此後項的分式代表預報和觀測的雨量值之相近程度。當預報和觀測的雨

量值相近時，後項分子接近 0，而整個後項的值亦接近 0，所以在二項相減後，FSS 得

分接近 1，表示模式預報佳；反之，當預報和觀測的雨量值相異程度大時，後項分子所

得的預報和觀測雨量差值之平方總和增大，而整個後項的值遠離 0，所以在二項相減後，

FSS得分接近 0，表示模式預報差。 

 

3.4.3  定量降水預報有無提早掌握定量降水預報有無提早掌握定量降水預報有無提早掌握定量降水預報有無提早掌握 

 

本計畫將三天前的預報視為短期，四至八天前的預報視為中期，並預期雲解析模式

能夠提前掌握颱風造成的豪大雨事件，因此，本計畫的結果呈現著重於四至八天的中期

預報上。除了著重中期預報評估，本計畫於第 3.4.4 節另探討颱風路徑誤差及預報技術

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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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  八天定量降水預報整體評估 

從八天預報的整體評估結果得知，在短期預報期間，模式預報時間越接近目標事件

當天，其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越佳，例如在模式預報在 75、200、350、500 mm雨量門檻

之 TS得分分別為第一天 (黑色) 的 0.52、0.38、0.27、0.16；第二天 (紅色) 的 0.42、0.31、

0.21、0.13；第三天 (藍色) 的 0.30、0.20、0.16、0.10 (圖 3-4-6)。然而，在中期預報期

間 (3-7天)，雖然模式預報大致亦呈現隨預報時間越接近目標事件當天，預報技術越佳

的情形，但是在豪雨等級以上的雨量門檻評估結果中，並沒有如此的預報趨勢，例如在

200 mm雨量門檻，第六天 (TS = 0.10) 高於第五天 (TS = 0.09) 的 TS得分；在 350 mm

雨量門檻，第八天 (TS = 0.05)、第六天 (TS = 0.08) 及第五天 (TS = 0.07) 皆高於第四

天 (TS = 0.03) 的 TS得分；在 500 mm雨量門檻，第五天 (TS = 0.07) 高於第四天 (TS = 

0.04) 的 TS得分 (圖 3-4-6)。 

由 BS得分整體結果來看，雨量門檻在豪雨等級 (200 mm) 以下之 BS得分皆接近

1，表示模式預報的雨區大小與觀測相近，但當雨量門檻在豪雨等級以上時，便偏離 BS 

= 1，表示模式預報出現預報不足 (BS＜1) 或過度預報 (BS＞1)。由圖 3-4-6所示，短期

預報期間，模式對於豪雨以上的雨量門檻之預報結果，大致呈現過度預報的情形；而中

期預報期間，則呈現預報不足的情形。 

由 FSS得分整體結果來看，不論是短期或中期預報，皆有隨預報時間越接近目標事

件當天，預報技術越佳的情形，且在中期預報中，亦有高 FSS得分的預報技術得分 (圖

3-4-7)。另外，以 FSS 得分評估，模式對觀測累積雨量極值較高的組別及觀測雨區較大

的組別是否有較佳的定量降水預報技術。此二分組方式各為，將 24 小時觀測最大累積

雨量值，分成 100、130、160、200、250、350、500、750及 1000 mm，共九組；將 24

小時觀測累積雨量達 10 mm的站點數比例，分成 10、20、30、40、50、60、70、80、

900 及 100%，共十組。結果如圖 3-4-8 所示，當 24 小時觀測最大累積雨量值越高時，

FSS得分越高，此趨勢與Wang (2015) 提出的觀點相似，即「當降雨事件的累積雨量值

越高，模式的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越佳 (TS得分越高)」。然而，模式對 1000 mm的組別 (涵

蓋 20120801蘇拉、20150928杜鵑及 20160927梅姬颱風之模式預報)之 FSS得分卻無此

趨勢，因此組別的預報數相對較少，且模式在超過 500 mm的雨量門檻預報不佳 (TS＜

0.1)，甚至無預報技術 (TS = 0)。當 24小時觀測累積雨量達 10 mm的站點數比例越高，

即雨區越大時，FSS得分越高，此趨勢亦與Wang (2015) 提出的觀點相似。 

以 20160927梅姬颱風為例 (圖 3-4-9)，其 24小時觀測最大累積雨量值為 1381 mm，

八天及三天預報在 500 mm 以下皆有預報技術 (TS≧0.2)，且預報的雨區大小都與觀測

相近 (BS～1)。然而，當超過 500 mm時，二模式的預報技術便有較大的差異，八天預

報技術較三天為佳，在 750 mm，雖二模式皆預報不足 (BS＜1)，但八天預報 TS得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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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而在 1000 mm，雖二模式皆無預報技術，但八天預報的雨量值卻有達到 1000 mm，

只是雨區位置偏差，推測原因為相較於較高解析度的初始/邊界場資料之三天預報，較大

的模式預報範圍之八天預報更能提升雲解析模式的預報能力。 

接續前段，以圖 3-4-10單獨討論八天與三天預報在雨量門檻值 750 mm處之預報能

力，由雷達回波圖來看，此時降雨主要發生在臺灣西南部地區(圖 3-4-10a)，再搭配雨量

時序圖來看，八天降水預報不足的情形較三天預報少，且較有能力達到 750 mm。 

 

3.4.3.2  有提早預報之颱風事件 

由前一小節得知以下幾點，第一，隨預報時間越接近目標事件當天，模式的定量降

水預報技術越佳；第二，對同一評估時段，隨雨量門檻增加，模式的定量降水預報技術

下降；第三，當降雨事件的累積雨量值越高(雨區越大)時，模式的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越

佳。因此，此小節將針對達到豪大雨等級的颱風個案進行模式中期預報技術評估，欲得

知模式對於致災型降雨是否能夠提前掌握。 

為了探討模式對大雨等級以上的降水事件之預報技術，故將未達到 100 mm之個案

剔除，再將剩餘的個案以 TS得分進行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評估，其中有 411個模式預報

涵蓋此剩餘的颱風個案。而在 TS得分方面，依據中央氣象局於 2015年 9月 1日訂定的

新版雨量分級，將主要評估的雨量門檻值設定為 24小時累積雨量值達 200、350及 500 

mm，即豪雨、大豪雨及超大豪雨等級，而在此三個雨量門檻的 TS 得分必須≧0.2，才

能視模式有中期預報技術。 

整體評估的結果，中期預報對目標事件若有提前掌握，則平均提前到第 6.1天，而

圖 3-4-11為模式八天預報對達大豪雨等級 (350 mm) 的 11個颱風個案之 TS得分，從中

期預報的八天前到短期預報的二天前，模式八天預報在 200、350 及 500 mm 雨量門檻

之 TS得分，全部或部分≧0.2，平均提前在第 5.4天有預報技術。 

 

3.4.3.3  無提早預報之颱風事件 

從圖 3-4-11 的 11 個精選颱風個案之評估結果得知，模式對於部分颱風個案無法提

前掌握，恰巧無法提前掌握的颱風個案皆為西行颱風，2013年蘇力、2015年杜鵑及 2016

年莫蘭蒂颱風 (圖 3-4-12)。如圖 3-4-12所示，隨著預報時間越接近目標事件當天，模式

預報的颱風路徑會向南修正至與觀測相似。因此，接續上一小節，進一步討論颱風路徑

之方向誤差 (cross-track error) 與 FSS得分的關係。 

影響臺灣的颱風路徑大致上為西行和北行颱風 (圖 3-4-13)，假設颱風路徑誤差越

小，模式預報技術越佳，則 FSS 得分越高，由圖 3-4-14 大略得知，模式預報的颱風路

徑之方向誤差，其向右偏的頻率高於向左偏，因此，對西行颱風而言，隨模式預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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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預報的颱風路徑會偏北；對北行颱風而言，隨模式預報時間提早，預報的颱風路

徑會偏東，而當預報時間越接近目標事件時，模式預報的颱風路徑會修正至與觀測相

似。此路徑方向之偏差，可能與模式對副熱帶高壓之強弱的不確定性有關，也或者與

NCEP GFS的分析及預報場所產生的預報誤差有關。另外，由圖 3-4-14也可發現，部分

高 FSS得分 (FSS≧0.7) 的模式預報，其路徑之方向誤差距離約 100-300 km，其實並不

算小。因此，在下一次小節進一步討論，颱風路徑誤差的容錯度與 FSS得分之相關性。 

 

3.4.4  颱風路徑誤差與模式預報技術之相關性颱風路徑誤差與模式預報技術之相關性颱風路徑誤差與模式預報技術之相關性颱風路徑誤差與模式預報技術之相關性 

 

本計畫亦探討颱風路徑誤差與預報技術之相關性，因颱風路徑是影響臺灣降水分布

的原因之一，由葉等 (2011) 之研究 (如圖 3-4-15所示)，當颱風中心位於不同位置時，

臺灣的降水分布亦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同初始時間之預報結果中，預期當預報的初始

時間越接近目標事件時，模式預報和觀測的颱風路徑誤差越小，進而使預報的降水分布

和觀測越相近 (FSS得分越高)，即颱風路徑誤差和模式預報的降水分布呈現負相關。然

而，在一些情境下，如颱風與西南氣流的共伴效應或模式對颱風路徑類型的掌握等，即

使颱風路徑誤差大，模式預報的降水分布亦有可能和觀測相近，所以本章節將依序探討

此二個因素所形成的降水分布型態和颱風路徑誤差之相關性。 

如同前一章節，為了著重於探討模式對大雨等級以上的降水事件之預報技術，故將

未達到 100 mm之個案剔除，再將剩餘的個案做颱風路徑誤差與 FSS得分之計算，其中

有 411個模式預報涵蓋此剩餘的颱風個案。 

 

3.4.4.1  颱風有無與西南氣流形成共伴效應 

造成臺灣豪大雨事件的颱風個案，其降水原因，除了颱風本身近中心的雨帶，另外

還有颱風本身環流與綜觀環境場的交互作用，如颱風與西南氣流產生的共伴效應。共伴

效應造成臺灣西南部地區的降水量大於颱風本身的雨帶所產生的降水量，如 2009 年莫

拉克颱風，其主要的降水來自於西南氣流而非颱風本身 (黃與趙，2013; Kuo et al., 2010; 

Wu et al., 2011; Liang et al., 2011; Chen et al., 2017)，因此，模式預報掌握西南氣流的情境

之重要性便大於颱風路徑誤差了。 

本計畫將颱風伴隨的西南氣流情境定義為，以 NCEP GFS 1° × 1°分析場資料的 850 

hPa西南風場來計算，在範圍 19°-22°N，116°-120°E的臺灣西南部海域內，其平均西南

風場達 15 m/s，且日累積雨量達 30 mm。以此方式初步篩選後，再以主觀判讀雷達回波

圖，來剔除颱風環流本身產生的西南風之個案，最後篩選出 2012年泰利、2013年潭美

及康芮颱風做為主要的分析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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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颱風路徑誤差與 FSS得分之相關性散點圖 (圖 3-4-16) 得知，不論有無西南氣流

情境，颱風路徑誤差與預報降水分布皆呈現負相關，但是二個情境的相關係數有異，有

西南氣流情境的相關係數為−0.446，無西南氣流情境的相關係數為−0.582。有西南氣流

情境的相關係數較接近 0，此現象說明有西南氣流情境的颱風，其颱風路徑誤差與預報

降水分布的相關性較低，即有西南氣流情境時，颱風路徑誤差的容錯度較大，即使颱風

路徑誤差較大，模式預報若掌握了西南氣流情境，則預報的降水分布仍有其參考價值。 

 

3.4.4.2  西行與北行颱風的比較 

參考中央氣象局的颱風路徑分類方式 (圖 3-4-13)，西行颱風有五類 (第一至五類)，

北行颱風有四類 (第六至九類)，並搭配圖 3-4-17 的颱風路徑誤差與 FSS 得分之相關性

散點圖來看，西行颱風的相關係數為−0.618，北行颱風的相關係數為−0.467。北行颱風

的相關係數較接近 0，此現象說明北行颱風的路徑誤差容錯度較大，即在北行颱風的情

境下，即使颱風路徑誤差較大，模式預報的降水分布仍有其參考價值。 

由圖 3-4-15 進一步討論為何北行颱風的路徑誤差容錯度較大。在西行颱風的情境

下，主要的降水分布以 23°N為界，分為二種，23°N以北 (第一至三類路徑) 的主要降

水分布在北部地區及中南部山區；23°N以南 (第四至五類路徑) 的主要降水分布在東部

迎風面地區及恆春半島。然而，在北行颱風的情境下，降水分布較為單純，其 (第六至

九類路徑) 主要在東部地區及恆春半島。因此，在西行颱風的情境下，模式預報的降水

分布會因為颱風路徑誤差增加或颱風登陸位置偏差增加，而有很大的變化，所以西行颱

風的路徑誤差容錯度較小。 

 

3.4.5  颱風八天降水預報評估總結颱風八天降水預報評估總結颱風八天降水預報評估總結颱風八天降水預報評估總結 

 

本計畫使用技術得分TS、BS及FSS評估細網格間距 2.5 km雲解析模式對 2012-2016

年有發布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的颱風個案之八天定量降水預報技術，且著重在中期預報

(四至八天之前) 對颱風所造成的豪大雨事件之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評估，期待能建立一高

解析度的差時系集預報系統，以提前得知豪大雨事件的發生，並提早準備因應措施。另

外，本計畫亦探討在特殊情境下，颱風路徑誤差與 FSS得分之相關性，即探討當颱風路

徑誤差較大時，模式預報的降水分布是否有其參考價值。 

在四至八天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評估中，有提早預報的颱風個案，其預報技術平均可

提早至第 6.1天，而無提早預報的颱風個案，模式預報對少數的豪大雨事件，其預報在

越接近目標事件時，模式預報的颱風路徑會從偏北行轉為偏西行的路徑，甚至登陸臺

灣，可能的主因為副熱帶高壓強弱的不確定性，且 NCEP GFS的分析場及預報場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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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誤差，導致預報的颱風路徑偏向西行，進而造成預報的降水分布誤差。 

另外，本計畫亦探討颱風路徑誤差與 FSS得分 (預報的降水分布) 之相關性，從結

果得知，二者呈現負相關，即當颱風路徑誤差越小，模式預報的降水分布越接近觀測。

然而，在一些情境下，如颱風與西南氣流的共伴效應或模式對颱風路徑類型的掌握等，

即使颱風路徑誤差較大，模式預報的降水分布仍有其參考價值。由颱風路徑誤差與 FSS

得分之相關係數得知，有西南氣流情境的颱風個案，其相關係數較接近 0，此結果表示，

有西南季風情境的颱風個案，其降水主因為西南氣流而非颱風本身，因此模式預報若對

西南氣流情境有所掌握，則有不錯的預報降水分布。在西行與北行颱風的評估比較中，

若個案為北行颱風路徑情境，則其相關係數較接近 0，此結果表示，在西行颱風路徑情

境下，因為模式的路徑誤差或登陸臺灣的位置偏差，對預報的降水分布變化影響很大，

所以相對於西行颱風，北行颱風個案的降水分布變化較小，降水分布主要在東部地區及

恆春半島，因此，模式對北行颱風的路徑誤差之容錯度較大，即使路徑誤差較大，模式

預報的降水分布亦有參考價值。 

在可取得的計算資源限制下，為了獲得更可靠的定量降水預報，不得不犧牲傳統系

集預報的成員數，以換取細網格間距 (2.5 km) 的雲解析模式預報。然而，本計畫選擇

將計算資源全投注在每日一次的雲解析模式八天預報上，並建立一差時系集預報作業，

而從本計畫的定量降水評估結果來看，此一新的系集預報嘗試結果，說明了若要提早掌

握豪大雨事件，雲解析模式的參與是必要的。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引入日本名古屋大學太空地球環境研究中心的 CReSS- 

NHOES高解析度區域大氣海洋偶合模式，進行梅雨季 (與颱風季) 的豪大雨定量降水預

報，以期能在現有的基礎 (高解析度 CReSS三天例行預報) 上，進一步提升豪大雨的預

報能力。本年度的主要工作，除了繼續建置此一模式進行準作業預報外，另包括評估比

較主持人在 2012-2017年間，在台師大所進行的 2.5-km與 5-km CReSS作業預報，在梅

雨季豪 (大) 雨預報之間的差異，並且持續評估 2.5 km準作業八天預報的可用度與防災

應用，以及其在颱風 QPF 上的整體成效與特性，藉以瞭解此類個案的可預報度，同時

希望在現階段也能將防災的前置時間進一步改進與延長。這些 QPF 的評估，是採用長

期以來所用的相同方法，亦即建構於 2 × 2分類表格的分類統計校驗方法，將模式預報

逐日之 24 h降雨 (0000-2400或 1200-1200 UTC) 內插至氣象局的雨量站點上進行點對

點的校驗 (詳見第二章)。本報告中包含的結果，有本研究準作業上將會採用的海洋分析

與預報資料描述，以及 CReSS-NHOES偶合模式之建置進度 (第 3.1節)。在模式評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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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包括 2.5-km與 5-km CReSS作業預報在梅雨季 QPF之間的差異 (第 3.2節)、八

天與三天預報在梅雨 QPF之評估結果更新、以及八天颱風 QPF預報之完整評估及其與

三天預報的比較 (第 3.4節) 等數個項目，其主要結論分述如下。 

在 CReSS-NHOES偶合模式的建置方面，本研究經由與名古屋大學 Tsuboki與 Aiki

兩位教授研究團隊的密切互動，已順利將 CReSS-NHOES偶合系統 (包含波浪模式) 成

功安裝於臺師大主持人研究群之平行計算叢集系統。有關本研究所將使用的海洋分析與

預報資料，已選定為日本 JAMSTEC所產出的「日本沿海預報實驗」(JCOPE) 資料，目

前已有第二版之資料 (稱為 JCOPE2)。其資料可自動傳輸，並滿足 CReSS-NHOES偶合

模式的需求。在例行預報的建置進度上，目前正在部署 CReSS-NHOES偶合系統的每日

例行性預報實驗自動化作業程序，近期即可上線，同時也已開始進行梅雨季與侵台颱風

個案之事後預報 (hindcast) 實驗，以備未來本計畫執行系統性之客觀校驗使用。 

在比較 2.5-km與 5-km CReSS作業三天預報在梅雨季 QPF之間的表現與差異方面，

主要在探討提高模式解析度至雲解析能力時，是否有助於台灣豪大雨的 QPF? 本研究將

此項評估 (含 0000與 1200 UTC預報) 擴展並更新至 2012-2017年共六個梅雨季，顯示

2.5-km CReSS較 5 km者更有能力預報出強降水，因此有較高的 TS得分。以 2012-2014

年梅雨季而言，在 160 mm門檻值以上，2.5 km模式之 TS得分，不論是哪個預報期限 (第

一天至第三天) 均較 5 km模式為高。而且，2.5 km模式的優勢在 48 h以內，都是隨門

檻值的增加而上升的，也就是愈強的降水、優勢愈大。同時，此一優勢也隨著事件的規

模而增大，針對頂級的降水事件 (大約前 4%)，2.5 km模式的第一天預報，在最高門檻

值的 500 mm處，較 5 km模式者高出 0.16之譜，優勢非常顯著。擴展至 2017年梅雨季

的結果，雖然差距略為縮小，但 2.5 km模式的優勢仍然十分明顯。過往有許多研究，認

為提高解析度對於 TS 等技術得分並沒有幫助、或者是幫助有限，此點在具有高聳中尺

度地形的台灣梅雨季之 CReSS 預報顯然並不成立。本研究之結果顯示，提高解析度對

於 TS的幫助，發生在高門檻值處 (每 24 h ≥ 200 mm)，且在越大的事件中越趨明顯。因

此，如果沒有將大的事件分離出來看、或者沒有評估到夠高的門檻值，就可能沒有看到

足夠的差異，因此得到上述結論。當然，地形的差異，也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本研究在八天與三天梅雨 QPF預報評估與比較方面，也更新了 2012-2016年共五個

梅雨季的評估。整體結果顯示，八天預報採用較大的高解析度預報區域 (1860 km × 1360 

km)，其在約 100 mm (每 24 h) 以上的豪雨門檻值處，的確具有比三天預報 (預報區域

為 1500 km × 1200 km) 稍高的預兆得分 (TS)：前者在第一天 (0-24 h) 預報可高出大約

0.03 (在 160-250 mm門檻)、第二天僅高出約 0.01 (近 150 mm處)、而第三天也可高出大

約 0.02左右 (160-200 mm門檻範圍)。此項結果顯示，較大的模式高解析度預報區域，

特別是在高門檻值處的豪大雨範圍，整體的確有些許優勢，但基本上差別並不很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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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同時更新了 2012-2014年的梅雨季間，五個比較多雨的個案結果，針對其 24 h時

段，分別檢視其觀測雨量、針對這些時段的 (三天與八天) 預報在不同期限 (第一天、

第二天、及第三天) 產出的 QPF分布、同時檢視其相對應的 TS與 BS得分結果，以討

論實際個案中的情況。 

另外，本研究也進行了 2.5-km CReSS模式對颱風 QPF之八天預報評估，並與例行

三天預報的結果相互比較。在兩者的差異部分，八天與三天預報有相似的趨勢且彼此得

分相近，但在 750 mm的超高門檻值處，八天預報的 TS比三天者高出 0.12，但該處兩

預報的 BS相同，顯示對於某些個案，區域較大的八天預報，儘管其所使用的初始與邊

界條件解析度較低 (1° × 1° 相比於三天預報採用的 0.5° × 0.5°)，但在高門檻值處的預報

技術仍然能夠有所提升。在三天的期限以上，QPF預報品質的高低，一如預期常是與路

徑誤差的大小相關，但同樣有事件規模愈大、QPF愈準的趨勢。針對 24 h降雨達大豪

雨門檻的 11個個案時段，模式平均在第 5.4天可以做出一個好的 QPF預報 (此處指 TS

在≥200 mm的門檻值處可達至少 0.2)，較三天明顯更長。在有提早預報的颱風個案 (路

徑誤差常較小)，其預報技術則平均更可提早至第 6.1天。利用 FSS得分與颱風參數特徵

進行相關分析則顯示，颱風路徑誤差與 FSS得分 (預報的降水分布) 之相關性，從結果

得知，二者呈現負相關，即當颱風路徑誤差越小，模式預報的降水分布越接近觀測。然

而，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例如颱風與西南氣流有交互作用，或模式對颱風路徑類型的掌

握等，即使颱風路徑誤差偏大，模式預報的降水分布仍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高 FSS值)。

另外，對西行颱風而言，路徑誤差對氣象局第二、三兩類路徑者 (由北到中部穿越)，相

對較為重要 (相關性較高)；而相對於西行颱風，北行颱風個案的降水分布變化較小，降

主要多在東部及恆春半島，因此，模式對北行颱風的路徑誤差之容錯度較大，也就是路

徑誤差與降水預報 FSS的相關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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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2.5 km與 5 km CReSS例行預報的缺漏時間一覽 (年月日及 UTC時)。 

2.5-km預報 20150502 1200 

20150507 1200 

20150621 1200 

20160514 1200 

20160528 1200 

20160529 1200 

20160602 1200 

20160603 1200 

20160607 1200 

20160609 1200 

20160610 1200 

20160611 1200 

20170623 0000 

5-km預報 20140522 1200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2.5-km CReSS模式之八天與三天即時預報之基本設定。 

評估時段  2012–2016 年發布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  

 八天即時預報  三天即時預報  

水平格點間距  2.5 km 

垂直格點間距  200 – 663 m(平均 500 m) 

模式網格點數  

(x × y × z) 
744 × 544 × 40 600 × 480 × 40 

模式範圍  

(長  × 寬  × 高  km) 

1860 × 1360 × 20 

(較大範圍) 
1500 × 1200 × 20 

預報初始時間  
每日一次  

(00 UTC) 

每日四次  

(00, 06, 12, 18 UTC) 

預報時間長度  192 小時  78 小時  

時間積分大步距  5 秒  

時間積分小步距  2.5 秒  

初始場  
NCEP GFS 

分析場及預報場  

(1° × 1°，共 26 層) 

NCEP GFS 

分析場及預報場  

(2012 年 1°  × 1°，  

2013–2016 年 0.5° × 

0.5°，共 26 層) 

邊界條件  

海表溫資料  NCEP GFS 分析場(1° × 1°) 

雲微物理過程  Bulk cold rain scheme 

計算資源  768 cores 240 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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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1  2009年莫拉克颱風期間，8月(a) 6日 0000 UTC到 8日 0000 UTC，(b) 6日 1200 

UTC到 8日 1200 UTC，及 (c) 7日 0000 UTC到 9日 0000 UTC之 48 h觀測累積雨

量 (mm)，以及 4-km CReSS模式在 8月 (d) 6日 0000 UTC，(e) 6日 1200 UTC，及 

(f) 7日 0000 UTC初始即時預報之 0-48 h累積降雨分布 (mm)。(參見Wang et al., 

2013)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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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2  2009年莫拉克颱風期間，(a) 8月 6日 0000 UTC到 9日 0000 UTC之 72 h觀測

累積雨量 (mm)，以及 (b) 3-km CReSS模式事後預報在 8月 6日 0000 UTC初始之

0-72 h累積降雨 (mm)。(參見Wang et al., 2013) 

圖圖圖圖 1-3  2009年莫拉克颱風期間，(a) 8月 6日-9日之 4天觀測總累積雨量 (mm)，及 3-km 

CReSS模式 (b) 使用 ECMWF分析資料在 8月 6日 0000 UTC初始之第 1-4天累積

降雨 (mm)，與 (c) 使用 NCEP分析資料在 8月 4日 0000 UTC初始之第 3-6天之

96 h累積降雨 (mm)。(d) 台灣南部山區最大降雨區域 (圖 a中點線框) 之觀測與上

述兩個模擬之逐時降雨歷程。(參見Wang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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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4  2009年莫拉克颱風期間，各 CReSS模式模擬或預報所得之南部山區最大累積雨

量 (下排) 與 CWB 發佈該區之事件總累積雨量上限，兩者在時間與量值之比較。

模式實驗名稱字母 (或數字) 依序表模擬 (S)、即時預報 (F)、或事後預報 (H)，初

始日期，初始時間為 0000 (A) 或 1200 UTC (B)。(參見Wang et al., 2013) 

 

 

 

 

 

 

 

 

 

 

 

 

 

 

 

圖圖圖圖 5  2.5-km CReSS模式例行預報 (0000與 1200 UTC者) 對 2010-2015年共 29個侵台

颱風警報期間 24-h時段之 (a) 第一天 (0-24 h)，(b) 第二天 (24-48 h)，(c) 第三天 

(48-72 h) QPF之 TS得分隨門檻 (0.05-1000 mm) 之分布。A到 D四類分別為 24-h

有至少 50個雨量站達 100、50、25 mm或沒有 (括號中為時段樣本數)，All為全部，

T10為頂級事件 (10個最多雨時段, 約 5%)，紫色為 2009年對莫拉克颱風之預報。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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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6  與圖 1-5相似，但為 2.5-km CReSS模式 0000與 1200 UTC例行預報對 2012-2014 

年的三個梅雨季 (5-6月，扣除颱風後共 337個時段) 之 (a) 第一天 (0-24 h)，(b) 第

二天 (24-48 h)，(c) 第三天 (48-72 h) QPF之 TS得分隨門檻 (0.05-500 mm) 之分

布。A+、A、All三類分別為 24-h有至少 10%雨量站達到 130、50 mm、或無分類 (分

別為總樣本的前 4%、前 20%、及全部)。在 (a) 與 (b) 中, 並標示氣象局各模式在

2013-15 年 5-6 月之月累積 TS 值之平均，各成員如圖例所示 (CWB 之評估以

QPESUMS當作觀測)。 

圖圖圖圖 1-7  2.5-km CReSS模式 8天差時系集 (每日一次 0000 UTC預報) 對 2012-2013年的

6 個颱風 (每個選最多雨日) 侵襲前最早所做出之高品質 QPF 之 TS 得分隨降雨門

檻 (0.05-750 mm) 之分布。各颱風名字、校驗時段 (0000-2400 UTC)、觀測最大雨

量 (mm)、及前置時間 (day 3即指第 48-72 h預報，依此類推) 示於圖右。此處之

高品質 QPF係指 TS至少可在豪大雨門檻值 (≥ 50 mm) 達 0.2。(參見Wang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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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8  (a) 現行 TTFRI-TAPEX多成員WRF模式系集對 2013年康芮颱風，所最早提供

之颱風路徑預警資訊 (由 8月 27日 0000 UTC開始，15-km網域之 78-h預報提供)，

及 (b) 2.5-km CReSS八天差時系集 (每日進行四次預報，分別在 0000、0600、1200、

及 1800 UTC進行) 到 8月 25日 0000 UTC為止所得之差時系集路徑，與 (c) 隨後

在 25-28日間所得差時系集路徑 (先前者以灰色繪製)。(b),(c) 中，黑色為觀測 (最

佳) 路徑。另外，兩系統所使用之計算資源相當 (約 1500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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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9  CReSS-NHOES偶合模式以 2 km格點間距，模擬 2013年 11月侵襲菲律賓的海

燕 (Haiyan) 颱風之結果舉例。所繪參數為海平面氣壓 (hPa，灰色等壓線)、水平風

場 (m s−1，矢線)、及降雨強度 (mm h−1，色階)，黑線為模擬路徑，藍色為最佳路

徑 (日本名古屋大學 Tsuboki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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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1-1  2012 年 6 月 11 日 0000 UTC 之 (a) NCEP GFS 分析和 (b) JCOPE2 分析之地表

溫度 (或海溫) 資料 (°C，兩者色階相同，示於右方)。 

 

 

 

 

 

 

 

 

 

圖圖圖圖 3-1-2  2012 年 6 月 11 日 0000 UTC，JCOPE2 分析之 (a) 洋流分布 (色階為流速，單

位：m s−1)，(b) 海面高度偏差 (距平，m)，以及 (c) 海水鹽度 (Practical Salinity Unit, 

or PSU) 資料。各圖中資料之色階均示於其右側。 

(a) (b)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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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1-3  CReSS-NHOES 偶合系統 (含波浪模式) 基本架構示意圖 (日本名古屋大學

Tsuboki 教授與 Aiki 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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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日累積雨量 海溫固定（現行）版本 海溫變動（偶合）版本 

   

   
 

圖圖圖圖 3-1-4  蘇迪勒 (Soudelor) 颱風於 2015 年 8 月 7 日 (上排)、8 日 (下排) 之 24-h 日累

積降水量 (mm)。由左至右分別為：中央氣象局之觀測、海溫固定 (現行) 版本及

海溫變動 (偶合) 版本之預報結果 (模式預報之初始時間為 8 月 6 日 0000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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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日累積雨量 海溫固定（現行）版本 海溫變動（偶合）版本 

   

   
 

圖圖圖圖 3-1-5  2015 年 6 月 2（上排）、3（下排）日之日累積降水量分布圖 (mm)。由左至右

分別為：中央氣象局之觀測、海溫固定 (現行) 版本及海溫變動 (偶合) 版本之預

報結果 (模式預報之初始時間為 2015 年 6 月 1 日 1200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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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2-1  2.5-km 與 5-km CReSS 三天預報，針對 2012～2014 年共三個梅雨季 (5 月 1

日到 6月 30日) 每日 0000-2400 UTC及 1200-1200 UTC在三日內 (0-72 h，第一天、

第二天、及第三天) 的整體 QPF (a) 預兆得分 (TS)，(b) 偏倚得分 (BS)，及 (c) 2.5 

km 減去 5 km 之 TS 得分隨降雨量門檻 (mm) 分布之比較。顏色較深者為 2.5-km

預報，較淺者為 5-km預報 (請見圖例之說明)。(d)-(f) 同 (a)-(c)，但為 A+個案 (至

少有 10% 的雨量站達 50 mm或以上，約佔所有樣本的前 4%) 之結果。(摘自Wang 

and Chuang,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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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2-2  同圖 3-2-1，但為修正後之結果。 

 

(a) 

(d) 

(b) (e) 

(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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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2-3  2.5-km 與 5-km CReSS 三天預報，針對 2012～2017 年共六個梅雨季 (5 月 1

日到 6月 30日) 每日 0000-2400 UTC及 1200-1200 UTC在三日內 (0-72 h) 的整體

QPF (a) 預兆得分 (TS) 與 (b) 偏倚得分 (BS) 隨降雨量門檻 (mm) 分布之比

較。顏色較深者為 2.5-km預報，較淺者為 5-km預報 (請見圖例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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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2-4  同圖 3-2-3a，但為 2012～2017年各年梅雨季之 TS得分結果。(a) 2012年，(b) 

2013年，(c) 2014年，(d) 2015年，(e) 2016年，及 (f)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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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2-5  同圖 3-2-4，但為 2012～2017年各年梅雨季之 BS得分結果。(a) 2012年，(b) 

2013年，(c) 2014年，(d) 2015年，(e) 2016年，及 (f)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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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1  2.5-km CReSS三天與八天預報，針對 2012～2016年共五個梅雨季 (5月 1日

到6月30日) 每日0000-2400 UTC在三日內 (0-72 h) 的整體QPF (a) 預兆得分 (TS) 

與 (b) 偏倚得分 (BS) 隨降雨量門檻 (mm) 分布之比較。顏色較深者為三天預報，

較淺者為八天預報 (請見圖例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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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2  同圖 3-3-1，但為 2012～2016年各年梅雨季之結果 (TS在左，BS在右)。(a),(b) 

2012年，(c),(d) 2013年，(e),(f) 2014年，(g),(h) 2015年，及 (i),(j)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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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  2012年 6月 11日 (0000-2400 UTC) 的 (a) 觀測 24 h累積雨量圖 (mm)，與

2.5-km CReSS針對此日之 (b) 三天預報的第一天 (0-24 h)、第二天 (24-48 h)、及

第三天 (48-72 h，由左到右) 的雨量預報圖。(c) 同 (b) 但為八天預報之結果。各

圖所用色階均相同 (示於觀測圖的右側)。上述三天與八天預報 24-h QPF之 (d) 預

兆得分 (TS) 與 (b) 偏倚得分 (BS) 隨降雨門檻 (mm，每 24 h) 之分佈，不同期限

預報之初始時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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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4  同圖 3-3-3，但為針對 2012年 6月 12日 (0000-2400 UTC) 之各 觀測與預報

降雨量分布與 得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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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5  同圖 3-3-3，但為針對 2013年 5月 20日 (0000-2400 UTC) 之各 觀測與預報

降雨量分布與 得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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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6  同圖 3-3-3，但為針對 2014年 5月 20日 (0000-2400 UTC) 之各 觀測與預報

降雨量分布與 得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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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7  同圖 3-3-3，但為針對 2014年 5月 21日 (0000-2400 UTC) 之各 觀測與預

報降雨量分布與 得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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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1  全球模式及中央氣象局區域模式的第一天 (0-24 h) 定量降水預報技術之 TS

得分比較。藍色方點框為歐美日之全球模式；綠色方點框為中央氣象局 5 km網格

間距之區域模式；紅色箭頭所指為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發佈之官方預報。橫軸為各

全球模式、區域模式、或官方預報之名稱；縱軸為 TS 得分；色階為雨量門檻值，

單位為公釐 (mm)。(摘自黃等，2015) 

 

 

 

 

 

 

 

 

 

 

 

 

 

圖圖圖圖 3-4-2  TTFRI TAPEX系集模式之四組成員對 2014年兩個颱風的 6-30 h (接近第一天) 

定量降水預報技術之 TS (曲線) 及 BS (方柱) 比較。各顏色 (請見圖例) 分別代表

所有 26個 TAPEX系集成員、或其中 20個WRF模式成員、2個MM5模式成員、

及 2個 CReSS模式成員預報之整體得分結果。(摘自王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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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3  (a) 傳統多模式系集預報系統，以多個較粗網格間距的模式組成，其預報時間

長度較短，但同一初始時間可涵蓋目標事件的模式成員數較多。(b) 差時系集預報，

使用單一較細網格間距的雲解析模式，雖然模式成員數低於傳統系集系統，但解析

度較高、預報時間也較長、且涵蓋目標事件的預報個數不見得少於傳統之多模式系

集系統。(摘自Wang et al., 2016a) 

 

 

 

 

 

 

 

 

圖圖圖圖 3-4-4  2.5-km CReSS模式對 2012年 5個颱風個案及 2013年康芮颱風 (Kong-Ray) 之

定量降水預報技術得分 TS。橫軸為雨量門檻值；縱軸為 TS得分；橙色為 2012年

6月 20日泰利颱風 (Talim) 第 8天預報的 TS得分；棕色為 2012年 6月 28日杜蘇

芮颱風 (Doksuri) 第 4天預報的 TS得分；綠色為 2012年 8月 2日蘇拉颱風 (Saola) 

第 6天預報的 TS得分；藍色為 2012年 8月 24日天秤颱風 (Tembin) 第 3天預報

的 TS得分；紅色為 2012年 9月 28日杰拉華颱風 (Jalawat) 第 6天預報的 TS得分；

黑色為 2013 年 8 月 29 日杰拉華颱風 (Jalawat) 第 7 天預報的 TS得分。各色箭頭

所指為對應橙、棕、綠、藍、紅及黑色颱風之 24 h觀測累積雨量最大值，依色彩順

序為 415、116、884、621、216及 426 mm。(摘自Wang et al.,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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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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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Tsuboki and 

Sakakibara, 2007) 

 

 

 

 

 

 

 

 

 

圖圖圖圖 3-4-6  2.5-km CReSS模式對 2012-2016年有發布海上及陸上颱風警報個案的整理八

天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評估之 TS (左) 及 BS (右) 得分。黑、紅、藍、綠、桃紅、棕、

橙、淺藍色分別為第一天 (0-24 h) 至第八天 (168-192 h) 之技術得分；橫軸為 24 h

雨量門檻值 (mm)；縱軸為技術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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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7  2.5-km CReSS模式八天定量降水預報技術評估之 FSS得分盒鬚圖。黑、紅、

藍、綠、桃紅、棕、橙、淺藍色分別為第一至八天的各預報之 FSS得分；點為模式

對個案的 FSS得分；盒鬚圖的上限和下限分別為最大值和最小值，超過上下限的點

為離群值；盒子上緣和下緣分別為第一和第三四分位數 (25 與 75%)，故盒子內包

含 50%的樣本數；盒子中線為中位數 (50%)；紅色圓角矩形為中期預報的高 FSS

得分，其值皆高於第三天預報之第一四分位。 

 

 

 

 

 

 

 

 

 

 

圖圖圖圖 3-4-8  2.5-km CReSS模式對 24 h觀測累積雨量極值 (左) 及觀測雨區大小 (右) 之

FSS得分盒鬚圖。黑、紅、藍、綠、桃紅、棕、橙、淺藍色分別為各組別之 FSS得

分；點為模式對該組別個案的 FSS得分；盒鬚圖的上限和下限分別為最大值和最小

值，超過上下限的點為離群值；盒子上緣和下緣分別為第一和第三四分位數；盒子

中線為中位數，且盒子內包含 50%的樣本數；圖例中的括號內數字為模式預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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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9  2.5-km CReSS模式八天及三天預報之第一天 (0-24 h) 定量降水預報技術得分

TS (左) 及 BS (右)，模式預報初始時間皆為 2016年 9月 27日 0000 UTC。紅色為

八天預報；藍色為三天預報；橫軸為雨量門檻值；縱軸為技術得分。 

 

 

 

 

 

 

 

 

 

 

 

 

 

 

圖圖圖圖 3-4-10  (a) 2016年 9月 27日 1400 LST之中央氣象局雷達回波圖。黑點為觀測雨量

站 C1V780 (上) 與 C0R100 (下) 之位置。(b) 2.5-km CReSS模式八天及三天預報在

兩個雨量站位置之時雨量與觀測雨量之折線圖比較，二模式預報之初始時間皆為

2016年 9月 27日 0000 UTC。黑色系為測站 C1V780 (上) 與 C0R100 (下) 之觀測

時雨量；紅色系為八天預報之時雨量；藍色系為三天預報之時雨量。橫軸為當日時

間 (UTC)；縱軸為雨量 (mm)。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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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11  2.5-km CReSS模式對 2012-2016年 11個颱風個案之定量降水預報技術 TS得

分。橫軸為雨量門檻值；縱軸為 TS得分；黑色為 2012年 6月 20日泰利颱風 (Talim) 

8天前預報；紅色為 2012年 8月 2日蘇拉颱風 (Saola) 6天前預報；藍色為 2013年

7月 12日蘇力颱風 (Soulik) 3天前預報；綠色為 2013年 8月 21日潭美颱風 (Trami) 

8天前預報；桃紅色為 2013年 8月 29日康芮颱風 (Kong-Ray) 7天前預報；棕色為

2013年 9月 21日天兔颱風 (Usagi) 5天前預報；橙色為 2014年 7月 22日麥德姆颱

風 (Matmo) 8天前預報；淺藍色為 2015年 8月 8日蘇迪勒颱風 (Soudelor) 4天前

預報；淺綠色為 2015年 9月 28日杜鵑颱風 (Dujuan) 2天前預報；紫色為 2016年

9月14日莫蘭蒂颱風 (Meranti) 3天前預報；灰色為2016年9月27日梅姬颱風 (Megi) 

5天前預報。各色箭頭所指為對應黑、紅、藍、綠、桃紅、棕、橙、淺藍、淺綠、

紫及灰色颱風之 24 h觀測累積雨量最大值，依色彩順序為 415、884、822、638、

426、672、556、851、1612、556及 138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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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12  (a) 2013年蘇力、(b) 2015年杜鵑及 (c) 2016年莫蘭蒂颱風的模式與觀測之

颱風路徑比較。灰色為中央氣象局的觀測颱風路徑；黑、紅、藍、綠、桃紅、棕、

橙、淺藍色分別為模式第一至八天的颱風預報路徑。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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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13  1991-2017年影響臺灣地區的颱風路徑分類圖。(摘自中央氣象局「颱風百問」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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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14  颱風路徑的方向誤差與 FSS 得分關係之 xy散佈圖。紅點為模式預報的 FSS

得分；橙色直條為該路徑的方向誤差之樣本數；橫軸為颱風路徑的方向誤差距離，

正值為偏右，負值為偏左，單位為公里 (km)；左邊縱軸為 FSS 得分；右邊縱軸為

樣本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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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15  由 1991至 2008年 287個雨量測站資料統計的颱風中心位於範圍 21°-27°N，

119°-123°E 內，每 1° × 1° 方隔內所造成的臺灣平均時雨量 (mm) 分布。(摘至葉

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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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4-16  颱風路徑誤差 (track error) 與 FSS得分之相關性散點圖。一個點代表一個模

式預報對目標事件的颱風路徑誤差與 FSS 得分結果；紅點為有西南氣流情境 

(SW)；藍點為無西南氣流情境 (noSW)；R為對應紅色或藍色情境 (有無西南氣流) 

之相關係數；圖例中的括號內數字為模式預報樣本個數；橫軸為颱風路徑誤差，單

位公里 (km)；縱軸為 FSS得分值。 

 

 

 

 

 

 

 

 

 

 

 

 

 

圖圖圖圖 3-4-17  同圖 3-4-16，但為西行颱風 (West, 紅色) 與北行颱風 (North, 藍色) 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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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How much of Typhoon Morakot’s extreme rainfall is attributable 

to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Chung-Chieh Wang1, Li-Shan Tseng1, Chien-Chang Huang2, Shih-How Lo1, 

Cheng-Ta Chen1, Pi-Yu Chuang1, Nan-Chou Su1, and Kazuhisa Tsubok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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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3 Institute for Space-Earth Environmental Research, Nagoya University, Nagoya, Japan 

 

    Abstract 

Typhoon Morakot (2009), which made landfall in Taiwan during 7-9 August 2009, 

produced the highest rainfall and became the deadliest typhoon ever recorded in Taiwan since 

1958. To assess the role of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in the typhoon-related torrent, we 

compare the water budget between a pair of cloud-resolving sensitivity experiments. The pair 

consists of a control simulation that reproduces Typhoon Morakot (2009) in current climate 

and a sensitivity simulation in which the same storm is placed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climate 

background where the late-20th-century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signal is removed. The 

anthropogenic signal is estimated with the CMIP 5 experiments of 18 models for the period of 

1985–2005, during which the global warming trend is discernible. In climate states that differ 

merely by a 20-year mean anthropogenic change, Morakot (2009) yields 3.4%–3.6% more 

total rainfall in the control experiment than its sensitivity counterpart within a radius of 

300–500 km from the storm center. Water budget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crease in 

typhoon rainfall is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enhanced convergence of vapor flux. The 

enhancement is, in turn, contributed by the increased tropospheric moisture due to global 

warming and, to a lesser extent, by a more active secondary circulation in the storm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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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Improving Mei-yu Heavy-Rainfall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in Taiwan using A Cloud-Resolving Model: 

Evaluation for Three Seasons of 2012-2014 

 

Chung-Chieh Wang1, Pi-Yu Chuang1, Chih-Sheng Chang1,  

Kazuhisa Tsuboki2, and Shin-Yi Hu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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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nstitute for Space-Earth Environmental Research, Nagoya University, Nagoya, Japan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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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 in Taiwan, at a horizontal grid spacing of 2.5 km 

and a domain size of 1500 × 1200 km2, within 72 h in real time during three mei-yu seasons 

of 2012-2014 is evaluated using categorical statistics, with an emphasis on heavy to extreme 

events (100-500 mm per 24 h). After classification into several groups based on observed 

rainfall amount, the threat score (TS) is shown to be the highest, therefore model the most 

skillful, in predicting the largest events, consistent with earlier findings for typhoons. 

For the largest, most hazardous events (top 4%), the day-1 (0-24 h) QPFs by CReSS 

have TSs of 0.45, 0.31, 0.24, and 0.16 at thresholds of 50, 100, 250, and 500 mm, respectively, 

and the corresponding TSs are 0.43, 0.31, 0.15 and 0.07 on day 2 (24-48 h), and 0.40, 0.25, 

0.05 and 0.00 on day 3 (48-72 h). Across all thresholds, larger events also exhibit higher 

probability of detection and lower false alarm ratio than smaller ones without exception. For 

all events without classification, the TSs of day-1 QPFs are 0.21, 0.16, 0.15, and 0.09. Thus, 

with TS ≥ 0.15 up to 500, 250, and 130 mm in days 1, 2, and 3 for the top events, our results 

indicate a dramatic improvement in predictive skill compared to 5-km models (TS < 0.07 at 

100 mm) with reasons identified, and highlight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cloud-resolving 

capability and the size of fine domain for heavy-rainfall QPFs in Tai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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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 and High Impact Weather in East Asia 

17-20 October 2017, Taipei, Taiwan 

Session 5 (Numerical Modeling), Paper 2 (invited keynote) 

 

 

Time-Lagged Ensembl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for Three Typhoons in Taiwan using the 2.5-km CReSS:     

Saola (2012), Soulik (2013), and Soudelor (2015) 

Chung-Chieh Wang1, Shin-Hau Chen1, and Chih-Sheng Chang1 

1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11677, Taiwan 

E-mail: cwang@ntnu.edu.tw 

Abstract 

Real-time eight-day forecast experiments using the 2.5-km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aiwan since 2012, and its performance for typhoon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s) using the strategy of time-lagged ensemble are being evaluated continuously. Due to the 

highly efficient use of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a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multi-member ensemble), the 

time-lagged method allows for high-resolution, large fine domain size, and extended lead time simultaneously 

without a heavy demand on the computing facility and thus is very feasible. Past evaluation for six typhoons 

in 2012-2013 shows that the system can produce highly useful information for hazard preparation with 

desired properties, including: large spread and a wide range of possible scenarios (among them the worst 

case) for QPFs at early stage with lead time beyond 3-4 days, lowered uncertainty for the scenario with 

increasing likelihood at short range within 3 days, and most of all, realistic rainfall scenarios that increase in 

accuracy as the lead time reduces (due to the high resolution). The strategy fits well our conventional wisdom 

to “hope for the best, but prepare for the worst” when facing natural hazards.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time-lagged ensemble QPF results for three more typhoons that are among the 

most hazardous in recent years: Saola (2012), Soulik (2013), and Soudelor (2015) ar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The overall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The quality and accuracy of the QPFs in Taiwan are, as 

expected, mainly dictated by track errors, but a high-quality QPF can again be produced at a lead-time much 

longer than 3 days when the track error is small. (2) The usefulness of the QPFs also depends on the type of 

track errors: the scenarios are still very realistic for along-track errors (i.e., they will still occur but with a 

shifted timing) but the need for further adjustment is higher for cross-track errors (i.e., the scenarios will be 

different for the various regions in Taiwan). (3) Finally, at short ranges within 1-2 days, both the lagged 

tracks and QPFs are often very consistent and accurate, and the derived probability for heavy rainfall can also 

be very high at the correct regions in Taiwan, quite frequently over the mountain slopes. 

Key words: typhoon, cloud-resolving model, time-lagged ensembl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QPF), track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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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Workshop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 Extreme Climate 

23 November 2017 

Taipei, Taiwan 

 

Improvement and Ensemble Strategy of Heavy-Rainfall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using a Cloud-Resolving Model in Taiwan 

(使用雲模式改進台灣豪大雨定量降水預報與其系集策略使用雲模式改進台灣豪大雨定量降水預報與其系集策略使用雲模式改進台灣豪大雨定量降水預報與其系集策略使用雲模式改進台灣豪大雨定量降水預報與其系集策略) 

 

Chung-Chieh Wang (王重傑王重傑王重傑王重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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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years, high skill of heavy-rainfall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s) by the 2.5-km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 within the range 

of 3 days, has been demonstrated for both typhoons and mei-yu events in Taiwan. For 

example, for all 29 typhoons in 2010-2015, the overall threat scores (TSs) of day-1 (0-24 h) 

QPFs at thresholds of 100, 350, and 500 mm (per 24 h) are 0.45, 0.28, and 0.18. For the 

most-rainy typhoon periods (top 5%), the TSs are even higher, at 0.72, 0.39, and 0.25 on day 

1, at 0.70, 0.38, and 0.21 on day 2 (24-48 h), and at 0.53, 0.25, and 0.12 on day 3 (48-72 h), 

respectively. Similarly, for top 4% mei-yu events (May-June) in 2012-2014, the overall TSs at 

100, 350, and 500 mm are 0.31, 0.21, and 0.16 on day 1, and 0.31, 0.07, and 0.07 on day 2, 

respectively. The above high skills arise mainly from topographic rainfall in the mountains due 

to forced uplift, which has relatively high predictability and can be handled quite well by the 

model. Thu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heavy-rainfall in Taiwan at short range within 72 h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using a cloud-resolving mode.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lead time and usefulness of the QPF information for emergency 

action and hazard reduction, eight-day forecast experiments using similar 2.5-km setting have 

been carried out since 2012 using the time-lagged ensemble strategy. Due to the highly 

efficient use of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the method is feasible to achieve both 

high-resolution and an extended lead time simultaneously. Evaluation shows that the system 

can produce highly useful information for hazard preparation with desired properties, including: 

large spread and a wide range of possible scenarios (among them the worst case) for QPFs 

at early stage with lead time beyond 3-4 days, lowered uncertainty for the scenario with 

increasing likelihood at short range within 3 days, and most of all, realistic rainfall scenarios 

that increase in accuracy as the lead time reduces (due to the high resolution). This strategy 

fits well our conventional wisdom to “hope for the best, but prepare for the worst” when facing 

natural hazards. In this presentation, results for a few recent cases are also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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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imensions for Natural Hazards in Asia: An AOGS-EGU Joint Conference 

6-8 February 2018 

Tagaytay, Philippines 

NH-A094 (Oral, 15 min) 

 

Application of Time-Lagged Cloud-Resolving Ensembl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in Taiwan for Typhoon Morakot (2009) 

 

Chung-Chieh Wang and Shin-Hau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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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time-lagged ensembl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s) for typhoons in Taiwan, with a cloud-resolving grid spacing of 2.5 km, 

a large domain of 1860 � 1360 km2, and an extended range of 8 days, is discussed. 

Previous evaluation for six typhoons in 2012-2013 shows that on average, the system 

produced a decent QPF at the longest range at day 5.7, providing much extended 

lead time, especially for slow-moving storms that pose higher threats. In addition, 

since forecast uncertainty (reflected in spread) reduces with lead time, the system is 

suited to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rainfall scenarios in Taiwan at longer lead times, 

each highly realistic for the associated track, for advanced preparation for the 

worst-case scenario. Later on as the typhoon approaches and the predicted tracks 

converge (toward the best track),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can make adjustments 

toward the scenario of increasing likelihood. This strategy fits well our conventional 

wisdom to “hope for the best, but prepare for the worst” when facing natural hazards. 

Overall, the system compares favorably in usefulness to a typical 24-member 

ensemble (5-km grid size, 750 � 900 km2, 3-day forecasts) currently in operation 

using comparable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As the most devastating typhoon in the 

past 50 years, Typhoon Morakot (2009) is selected to examine the usefulness of the 

2.5-km time-lagged ensemble QPFs by this system (running 4 times a day), and its 

performance and related issues are further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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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GS 15th Annual Meeting 

3-8 June 2018 

Honolulu, Hawaii 

AS05-A046 (D5-AM2: 11:00-12:30, 6/8/2018; Room: 325A) 

 

Medium-Range Cloud-Resolving Typhoon Rainfall  

Ensemble Forecasts for Taiwan through Time-Lagged Approach 

 

Shin-Hau CHEN#+, Chung-Chieh W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Corresponding author: greg2977@gmail.com, +Presenter 

 

Abstract 

For typhoon hazard reduction in Taiwan, realistic rainfall scenario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tracks are the most demanded information by the authorities, and can be best 

provided only by cloud-resolving models (CRMs). However, at high computational expense, 

such models are deterministic and generally regarded as having inadequate lead time and no 

probability information to quantify forecast uncertainty, compared to a multi-member 

ensemble. 

Thus, this study designs a new forecast strategy to solve the two major drawbacks of 

CRMs through a time-lagg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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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combines the strengths of high resolution for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QPF) and longer lead time for preparation in an innovative way. 

In the highlight case since forecast uncertainty (reflected in spread) reduces with lead 

time, this system can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rainfall scenarios in Taiwan early on at longer 

lead time (beyond 4-5 days), each highly realistic for its track, for early warning and advanced 

preparation for the worst case. Then, as the typhoon approaches and the predicted tracks 

converge at short range, the authority can make adjustments toward the scenario with 

increasing likelihood. This strategy fits well our conventional wisdom to “hope for the best, but 

prepare for the worst” when facing natural hazards like typhoons. 

Requiring only about 1500 cores to execute four 8-day runs per day, our system 

compares much favorably in usefulness to a typical 24-member ensemble (5-km grid size, 

750 x 900 km2, 3-day forecasts) currently in operation at comparable computational expenses. 

Thus, it is not only powerful, but also already affordable and feasible. 

 

Keywords: typhoon,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cloud-resolv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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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ime-Lagged Cloud-Resolving Ensembl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in Taiwan for Typhoon Morakot (2009) 

 

Chung-Chieh Wang and Shin-Hau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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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time-lagged ensembl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s) for typhoons in Taiwan, with a cloud-resolving grid spacing of 2.5 km, a 

large domain of 1860 � 1360 km2, and an extended range of 8 days, is discussed. Previous 

evaluation for six typhoons in 2012-2013 shows that on average, the system produced a 

decent QPF at the longest range at day 5.7, providing much extended lead time, especially for 

slow-moving storms that pose higher threats. In addition, since forecast uncertainty (reflected 

in spread) reduces with lead time, the system is well suited to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rainfall 

scenarios in Taiwan at longer lead times, each highly realistic for the associated track, for 

advanced preparation for the worst-case scenario. Later on as the typhoon approaches and 

the predicted tracks converge (toward the best track) as the uncertainty reduces, the 

authorities can make adjustments toward the scenario of increasing likelihood. This strategy 

fits well our conventional wisdom to “hope for the best, but prepare for the worst” when facing 

natural hazards. Overall, the system compares favorably in usefulness to a typical 

24-member ensemble (5-km grid size, 750 � 900 km2, 3-day forecasts) currently in operation 

using comparable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As the most devastating typhoon in the past 50 years, Typhoon Morakot (2009) is 

selected here to further examine the usefulness of the QPFs by this 2.5-km ensemble system 

running 4 times a day.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large track errors at 

longer range prevent decent QPFs until after about 1200 UTC 5-0000 UTC 6 August 2009, so 

the ensemble evolved toward the worse-case, which eventually happened, and this event 

represents a very difficult case to forecast well. Second, nevertheless, from QPFs made since 

0000 UTC 6 August, up to about 70% of lagged members produced rainfall amount >1500 

mm in 48 h, with a lead time up to about 2 days before the most rainy 24 h started in southern 

Taiwan (the area with the highest rainfall amount). Thus, highly realistic QPFs and 

probabilities (at short range) with enough lead time for action, similar in quality to those from 

high-resolution multi-member ensemble but at a much less computational cost, are possible 

using the time-lagged approach, even for this very difficult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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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years, high skill of heavy-rainfall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s) by the 2.5-km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CReSS), within the range 

of 3 days, has been demonstrated for both typhoons and mei-yu events in Taiwan. For 

example, for all 29 typhoons in 2010-2015, the overall threat scores (TSs) of day-1 (0-24 h) 

QPFs at thresholds of 100, 350, and 500 mm (per 24 h) are 0.45, 0.28, and 0.18. For the 

most-rainy typhoon periods (top 5%), the TSs are even higher, at 0.72, 0.39, and 0.25 on day 

1, at 0.70, 0.38, and 0.21 on day 2 (24-48 h), and at 0.53, 0.25, and 0.12 on day 3 (48-72 h), 

respectively. Similarly, for top 4% mei-yu events (May-June) in 2012-2014, the overall TSs at 

100, 350, and 500 mm are 0.31, 0.21, and 0.16 on day 1, and 0.31, 0.07, and 0.07 on day 2, 

respectively. The above high skills arise mainly from topographic rainfall in the mountains due 

to forced uplift, which has relatively high predictability and can be handled quite well by the 

model. Thu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heavy-rainfall in Taiwan at short range within 72 h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using a cloud-resolving mode.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lead time and usefulness of the QPF information for emergency 

action and hazard reduction, eight-day forecast experiments using similar 2.5-km setting have 

been carried out since 2012 using the time-lagged ensemble strategy. Due to the highly 

efficient use of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the method is feasible to achieve both 

high-resolution and an extended lead time simultaneously. Evaluation shows that the system 

can produce highly useful information for hazard preparation with desired properties, including: 

large spread and a wide range of possible scenarios (among them the worst case) for QPFs 

at early stage with lead time beyond 3-4 days, lowered uncertainty for the scenario with 

increasing likelihood at short range within 3 days, and most of all, realistic rainfall scenarios 

that increase in accuracy as the lead time reduces (due to the high resolution). This strategy 

fits well our conventional wisdom to “hope for the best, but prepare for the worst” when facing 

natural hazards. In this presentation, results for a few recent cases are also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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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Range Cloud-Resolving Typhoon Rainfall Ensemble Forecasts  

for Taiwan through Time-Lagg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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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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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yphoon hazard reduction in Taiwan, realistic rainfall scenario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tracks are the most demanded information by the authorities, and can be best provided only by 

cloud-resolving models (CRMs). However, at high computational expense, such models are 

deterministic and generally regarded as having inadequate lead time and no probability information to 

quantify forecast uncertainty, compared to a multi-member ensemble.  

Thus, this study designs a new forecast strategy to solve the two major drawbacks of CRMs 

through a time-lagg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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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combines the strengths of high resolution for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QPF) and 

longer lead time for preparation in an innovative way.  

In the highlight case since forecast uncertainty (reflected in spread) reduces with lead time, this 

system can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rainfall scenarios in Taiwan early on at longer lead time (beyond 

4-5 days), each highly realistic for its track, for early warning and advanced preparation for the worst 

case. Then, as the typhoon approaches and the predicted tracks converge at short range, the authority 

can make adjustments toward the scenario with increasing likelihood. This strategy fits well our 

conventional wisdom to “hope for the best, but prepare for the worst” when facing natural hazards like 

typhoons. 

Requiring only about 1500 cores to execute four 8-day runs per day, our system compares much 

favorably in usefulness to a typical 24-member ensemble (5-km grid size, 750 x 900 km2, 3-day 

forecasts) currently in operation at comparable computational expenses. Thus, it is not only powerful, 

but also already affordable and feasible. 

 

Keyword: Typhoon,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cloud-resolv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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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雲解析度颱風差時系集預報結果分析中期雲解析度颱風差時系集預報結果分析中期雲解析度颱風差時系集預報結果分析中期雲解析度颱風差時系集預報結果分析    

 

陳鑫澔  王重傑  張智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妥善的運用資源，是對颱風防災減災的重要課題。近年來超級電腦的計算能力及數

值模式發展迅速，有效的分配計算資源以獲得更有用的颱風預報資訊變成重要的研究項

目，本研究透過不一樣的模擬策略來獲得更長的應變時間、更精確的降水情境、更具參

考價值的極端降水。 

本研究使用日本名古屋大學開發的 CReSS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ion) 

模式，用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 (NCEP) 全球即時分析與預報作為初始及邊界條件，

2.5 km 水平網格間距，1860 x 1360 km2的預報範圍，針對目標颱風每六個小時分別進

行一次長達八天的預報。此種模擬策略下，與目前現行的預報策略相比，可以更有效的

利用有限的運算資源，獲得雲解析、大範圍與長延時的降水情境，針對同一目標時間也

會有不同初始時間的預報，這種差時系集預報也同時提供了系集機率資訊。 

此預報策略可以在颱風侵襲三至四天前，產生各種不同颱風路徑侵襲台灣所造成的

具真實性極端降水情境，防災單位可以針對最糟以及發生機率最高的降水情境下提前作

準備；在強降水事件發生的一至兩天內，發生機率將更趨準確，且除了個別預報可以提

供最糟情境及發生機率外，也可以配合主觀路徑預報將雨量資訊進行整合，進行系集模

式颱風定量降水預報，為防災準備提供更有用的降水資訊。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王重傑 計畫編號：106-2625-M-003-001-

計畫名稱：總計畫暨子計畫:CReSS-NHOES高解析大氣海洋偶合模式之建置與梅雨防災應用(II)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2

陳鑫澔，王重傑，及張智昇，2018：中
期雲解析度颱風差時系集預報結果分析
。第七屆海峽兩岸民生氣象論壇，6月8-
13日，廈門，大陸，6 pp。
陳鑫澔，王重傑，及張智昇
，2017：Medium-range cloud-
resolving typhoon rainfall ensemble
forecasts for Taiwan through time-
lagged approach. 海峽兩岸高校大氣科
學術研討會（竺可楨論壇），12月22-
23日，中國文化大學，台北，臺灣
，Session 4A-2。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4 篇

Wang, C.-C., S. Paul*, F.-C. Chien,
D.-I. Lee, and P.-Y., Chuang, 2017:
An evaluation of WRF rainfall
forecasts in Taiwan during three
mei-yu seasons from 2008 to 2010.
Wea. Forecasting, 32, 1329-1351.
Paul, S., C.-C. Wang*, F.-C. Chien,
and D.-I. Lee, 2018: An evaluation
of WRF Mei-yu rainfall forecasts in



Taiwan during 2008-2010:
Differences in elevation and sub-
regions. Meteorol. Appl., 25, 269-
282, doi: 10.1002/met.1689.
Wang, C.-C., N.-C. Su, J.-P. Hou*,
and D.-I. Lee, 2018: Evaluation of
the 2.5-km Cloud-Resolving Storm
Simulator in predicting local
afternoon convection during the
summer in Taiwan. Asia-Pacific J.
Atmos. Sci., 54, 489-498, doi:
10.1007/s13143-018- 0054-7.
Wang, C.-C., G. T.-J. Chen*, C.-H.
Ngai, and K. Tsuboki, 2018: Case
study of a morning convective
rainfall event over southwestern
Taiwan in the mei-yu season under
weak synoptic conditions. J.
Meteor. Soc. Japan, 96, 461-484,
doi:10.2151/jmsj.2018-051.

研討會論文 6

Wang, C.-C., S.-H. Chen, and C.-S.
Chang, 2017: Time-lagged ensembl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for three typhoons in
Taiwan using the 2.5-km CReSS:
Saola (2012), Soulik (2013), and
Soudelor (2015).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 and
High-Impact Weather in East Asia
(ICMCS-XII), 17-20 Oct 2017,
Taipei, Taiwan. (invited keynote)
Wang, C.-C., and S.-H. Chen, 2017:
Improvement and Ensemble Strategy
of Heavy-Rainfall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using a
Cloud-Resolving Model in Taiwan.
Workshop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 Extreme Climate, 23 Nov 2017,
Taipei, Taiwan, 37-40. (invited)
Wang, C.-C., and S.-H. Chen, 2018:
Application of time-lagged cloud-
resolving ensembl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in Taiwan
for Typhoon Morakot (2009). AOGS-
EGU Joint Conference 2018, 4-8 Feb
2018, Tagaytay, Philippines, NH-
A094.
Chen, S.-H., and Wang, C.-C., 2018:
Medium-range cloud-resolving
typhoon rainfall ensemble forecasts
for Taiwan through time-lagged



approach. AOGS 2018 Annual Meeting,
3-8 Jun 2018, Honolulu, Hawaii,
USA, AS05, AS05-A046.
Wang, C.-C., and S.-H. Chen, 2018:
Application of time-lagged cloud-
resolving ensemble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in Taiwan
for Typhoon Morakot (2009). AOGS-
EGU Joint Conference 2018, 4-8 Feb
2018, Tagaytay, Philippines, NH-
A094.
Wang, C.-C., 2018: Heavy-Rainfall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in Taiwanusing a Cloud-
Resolving Model. 2018 Taiwan-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lopeland Disaster
Prevention, 23 Oct 2018, Taipei,
Taiwan.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7 資料蒐集

博士生 1 維持模式, 研究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2 資料蒐集, 處理, 繪圖, 與分析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研究使用 CReSS 雲模式在對侵台颱風與梅雨豪大雨在三天內定量降水預報
，有領先世界的高技術得分，並證實使用此模式能大幅改進豪大雨預報。在此
基礎上，加入 CReSS-NHOES 大氣-海洋偶合模式，能獲得更完整的物理進行預
報。另外將評估現行 8 天預報，深入瞭解梅雨季豪大雨之可預報度、及放大
網域之效益。結果將可進一步改進豪大雨預報，並可直接轉移至作業單位使用
。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