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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7年劇烈天氣事件回顧

貳、面對的挑戰 -以0823水災為例

参、氣象局策進作為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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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颱風

瑪莉亞颱風 首例

颱風強風告警

地方政府視訊會議

2018年西北太平洋颱風總數為29
略多於氣候值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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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預測2小時內，平均
風12級以上或陣風14級以
上(中度颱風以上之近中心
風速)。

2018年7月瑪莉亞颱風首
次對馬祖地區發布。

一、颱風強風告警即時訊息

一、颱風

7月11日5時左右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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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起，於颱風影響前之關鍵時
刻，邀集縣市首長或代表，透過
視訊會議進行天氣簡報，充分溝
通以降低資訊落差。

瑪莉亞颱風警報期間之7月10日舉
行2次視訊連線，回應縣市提出之
問題。

二、與地方政府視訊會議

氣象局揭露預報決策所做考量，包括 : 颱風路徑變
異、風雨預報、地形影響等，降低資訊解讀落差。

一、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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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熱帶性低氣壓

2018年行經臺灣附近之熱帶性低氣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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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熱帶性低氣壓

2日累積雨量

縣市 累積雨量 測站-鄉鎮市區 最大時雨量 測站-鄉鎮市區

屏東縣 436 新瑪家-瑪家鄉 89 三地門-內埔鄉
高雄市 282 溪埔-大樹區 73.5 阿蓮-阿蓮區

日本(RSMC)
命名為颱風凱米

16日2時CWB
發展為颱風

一、0615登陸之熱帶性低氣壓
14日2時熱帶性低氣壓於臺灣西南方海域生成，15日上午登陸臺灣，中午於
臺東出海，於16日2時發展為第1806號颱風凱米。14日、15日受熱帶性低
氣壓影響，南臺灣發生豪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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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熱帶性低氣壓

二、0823登陸之熱帶性低氣壓
處於季風低壓帶，熱帶性低氣壓於22日8時形成，
23日6時中心由屏東登陸，24日4時於彰化出海，
23-24兩日累積雨量最大944毫米，多處時雨量
超過100毫米。

縣市 最大總雨量

雲林縣 637

嘉義縣 908
臺南市 944
高雄市 788

屏東縣 780

縣市 最大時雨量

雲林縣 121
嘉義縣 106
臺南市 92

高雄市 111
屏東縣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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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水災 87水災

影響時間 8月23日至24日 8月7日至8日

登陸地點 屏東東港 嘉義布袋

影響範圍 雲林以南 新竹以南

2日累積雨量 944(臺南曾文) 1110(雲林斗六)

最大時雨量 121(雲林口湖) 176(臺中大湖山)

紅色值為600毫米以上

TD歷史個案比較
87水災與823水災類似，同
因熱帶性低氣壓於臺灣西南
部登陸、配合旺盛西南風帶
來顯著降雨，影響區域略有
差異。
823水災於雲、嘉、南、高
沿海地區之降雨較87水災大。

107年劇烈天氣事件回顧



107年劇烈天氣事件回顧

10

0823之後

121mm (雲林) 87.5mm (屏東) 138mm (台北信義區)

8/23 8/25 8/26 8/29 9/099/08

熱帶性低氣壓水災 西南氣流 入秋第一道鋒面

948

821.5

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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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午後大雷雨

0908受鋒面影響之午後旺盛對流
受入秋首道鋒面及台灣東方海面熱帶性低氣壓北移併入之雙重影響，16時
起大臺北地區發生旺盛對流引起之劇烈降雨，臺北市於16時至19時降雨最
劇烈，士林、中正、大安及信義等區多處時雨量達100毫米以上。

圖示摘自國家災防科技中心0908大臺北地區淹水事件報告(王安翔等撰)

9/8 下午之雨量站降雨時序及雷達回波與閃電觀測can.com.tw

東北側先發展
並往西南擴展



面對的挑戰

12

以0823水災為例：
對於0823水災，本局高解析度(3公里)
模式相較歐美模式能提供更近實況之
降雨量值與趨勢，本局預估中南部最
大雨量可能達700毫米，仍較實際發
生之940毫米為低估，

定量降雨預測仍是現今天氣預報最難
的挑戰之一，尤其是對於地形十分複
雜的臺灣，現今電腦數值天氣預報模
式仍不易正確掌握類似0823水災中所
出現的極端降雨：

時雨量>100mm 

累積雨量近1000mm

22日各數值模式預估23日至25日累積雨量

107年0823水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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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短時
降雨預報

精進災害
天氣監測

提高數值
模式精度

建立臺灣雙偏極化
雷達網，及更新地
面與高空觀測，強
化監測預警

雷達、衛星及測站
即時觀測導入數值
模式，應用大數據
與人工智慧，改進
短時強降雨預報

引進新一代超級電
腦，發展公里內解
析度之更高精度數
值模式

強化災害
天氣情資

08/24 02-08/24 05 08/24 05-08/24 08

0-3hr降雨量 3-6hr降雨量
大規模豪雨時，將
仿颱風警報作業每3
小時更新降雨預報
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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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進災害天氣監測

氣象局：
 S波段:  五分山 / 花蓮

/七股 / 墾丁
 C波段:  林園 / 南屯
空軍：
 C波段: 清泉崗 / 馬公 / 

綠島

氣象雷達網：106-107年新增南、中部降雨雷
達；年底將完成北部降雨雷達。
地面觀測網：全臺地面自動測站現有549站(氣
象402/雨量147) ，汛期前臺東地區將再新增
16座氣象站。
閃電與落雷監測：現有閃電與落雷監測系統18
站，年底將新增7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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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降雨雷達以新觀測掃描
策略，可提供每2分鐘且空
間250公尺高時空解析度之
降雨估計(QPE)資料。

應用2分鐘1筆及雙偏極化
觀測參數進行降雨估計，準
確度明顯提升。

一、精進災害天氣監測

七股氣象雷達QPE 林園降雨雷達QPE

QPE準確度 37%

雙偏極化雷達增進水
象粒子的解析，提升
降水估計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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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 二、提高數值模式精度

決定性(Deterministic)預報系統

CWB/WRF
&TWRF

15/3km Length: 84 hours
Update: 6 hrs

系集(Ensemble)預報系統

WRF Ens.
20 組成員

15/3km Length: 72 hours
Update: 6 hrs

雷達資料同化與快速更新預報系統
(Radar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
Radar WRF 2km Length: 12 hours

Update: hourly

模式解析度及巢狀
範圍

15km

3km

系集模式的3KM
範圍縮小，以省
計算資源

2km

TWRF: Typhoon WRF aiming for typhoon’s predictions

2018年區域數值預報系統

2KM模式更限
縮於臺灣附近範
圍



17

策進作為 2009年Morakot颱風的教訓

max. rainfall > 3000mm

• Morakot 計有673人死亡，26人失蹤，農損逾195億元。
• 當初使用歷史相似路徑颱風所預測的颱風雨量嚴重低估，即使曾一再修正調高，惟
在颱風臨門前，預測值仍不及其真實雨量的一半。此事件加速氣象局發展系集數值
預報技術，並導入颱風雨量預報應用。

類比法或氣候法都嚴重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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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大量系集預報資料，持續
發展颱風路徑及雨量預報之系
集推估方法，以提供更精確預
報決策指引。
系集預報系統於106年提升至3
公里解析度，提高豪雨的空間
分辨度與量值精確度。

一、颱風路徑及雨量預報

策進作為 二、提高數值模式精度

2018年潭美颱風
0922/12Z 0923/12Z

0924/12Z 0925/12Z
NCEP(藍)及ECMWF(紅)系集路徑預報初期發散分歧，之後才漸收歛。

本局颱風路徑預報能力與美日等國同步精進，107年
24/48小時颱風路徑預報誤差為73/11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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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改善數值預報模式的解析度、資
料同化與物理演算法，提升預報品質。

區域預報模式預報長度由84小時延長
至120小時，系集預報系統由72小時
延長至108小時，有利劇烈降雨的提
早研判，並即時提供下游水利署及水
保局等單位應用，有利提前防災決策。

建置每日執行一次之1公里解析度臺
灣區域預報模式(非即時作業)，用於
評估不同解析度下雨量預報效能。

策進作為 二、提高數值模式精度

精細解析度對複雜地形的臺灣非常重要
3公里
解析度

1公里
解析度

二、數值模式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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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作為 三、改善短時降雨預報

對午後對流個案之雨量預報校驗

改善前

改善後

雷達資料同化上，再納入地面自動測
站統合運用，可提升午後對流降水預
報能力。

發展每30分鐘資料同化(目前是逐時) ，
提升短延時強降雨之預報能力。

一、雷達資料同化及短時預報系統

09                    10                   11                   12     

觀測場 改善前預報場

初始時間＝

上午不同初始時間，對於午後對流降水預報，有同化雷
達及地面觀測資料(下) ，可較原系統(上)提前掌握到。

改善後預報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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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大數據資料探勘技術與系集預報資料的擬
合應用，加強短時(0-6小時)定量降雨預報能力，
未來將導入AI技術強化方法。

使用資料
探勘擬合

未使用

策進作為 三、改善短時降雨預報

二、資料探勘技術

3hr累積雨量

Nowcasting
臨近預報

20170602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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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探勘技術的成效取決於系集預報資料庫內含成功的預報多寡。

策進作為 三、改善短時降雨預報

二、iTEEN方法應用於0908午後大雷雨

觀
測

臨
近
預
報

因為數值模式缺乏成功的預報，致使iTEEN方法也無法有效預測0908午後大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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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汛期於災害性天氣重要關鍵時機，氣象局將仿颱風警
報作業縮減風雨預報發布更新時距，由逐6小時增加為逐3小
時，更即時供中央與地方災防單位應用。
仿颱風警報作業，有停班停課決策需要時，提供與地方政府
之視訊連線會議。

策進作為 四、強化災害天氣情資

災害性天氣時，現今逐6小時之24小時降雨預報產品，
在第一個6小時提升為逐3小時降雨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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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極端天氣之威脅，氣象局需更全面精進，以逐步回應政府與社會對氣
象預報與服務更高的期待，挑戰包含：
滿足災防精確預警需求待突破：需要解析度及更新頻率更高之預報資料
全面無縫隙預報技術需精進：極短時到週、月之預報技術，及衛星與雷達資料全
面應用

 氣象局刻正向行政院提報「氣象資訊之智慧應用計畫(109-112)」，期能
爭取預算建置新一代超級電腦，精進模式預報，以逐漸回應需求，跟上國
際腳步。

策進作為 氣象預報精進之中程計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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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先進國家在2021年的模
式規格：

 全球模式向10公里作業邁進
 區域模式向大範圍1公里作業邁進

超級電腦計算資源至少需增加
15倍。

1 km

精細解析度對複雜地形的臺灣非常重要

氣象模式水平解析度增加
一倍，超級電腦計算資源
約需增加8-10倍。

策進作為 氣象預報精進之中程計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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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象局將透由精進災害天氣監測、提高數值模式
精度、改善短時降雨預報、強化災害天氣情資等
四項工作推動，以持續提升氣象預報精準度。

• 同時，刻正提報「氣象資訊之智慧應用計畫
(109-112) 」之中程發展計畫，期能獲得建置新
一代超級電腦之經費，精進數值預報，進一步提
升劇烈降雨預(警)報。



27


	提升劇烈降雨預(警)報之�策進作為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