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氣預報作業簡介

墾丁雷達站觀測到的幻日－本局許浩淳技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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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天氣預報的方法

• 天氣預報作業及發布時機

• 天氣預報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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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報的方法

數值模式、統計、類比及校驗修正

圖片介紹：102年2月21日一週天氣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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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報的中下游模擬及研判

模擬結果出爐

轉換成網格點

利用電腦程式及

超級電腦模擬

利用結果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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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分析→預報

歐洲模式歐洲模式歐洲模式歐洲模式 日本模式日本模式日本模式日本模式

美國模式美國模式美國模式美國模式 氣象局模式氣象局模式氣象局模式氣象局模式



爆炸性成長的數值模擬預報

模擬初始時間模擬初始時間模擬初始時間模擬初始時間

00UTC

(03)

06UTC

(09)

12UTC

(15)

18UTC

(21)

模式種類模式種類模式種類模式種類

ECMWF、、、、

NCEP、、、、

NOGAPS、、、、

COAMPS、、、、

JMA-GSM、、、、

JMA-RSM、、、、

UA、、、、

UK、、、、

GFS、、、、

WRF、、、、

NFS、、、、

MM5、、、、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模式層場模式層場模式層場模式層場

925hpa、、、、

850hpa、、、、

700hpa、、、、

500hpa、、、、

300hpa、、、、

200hpa、、、、

Time series、、、、

Time height、、、、

Cross section、、、、

Plan view、、、、

Sounding、、、、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模式解析度模式解析度模式解析度模式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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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Km

50 Km

45 Km

20 Km

15 Km

5 Km

4 Km

系集模擬系集模擬系集模擬系集模擬

50個個個個/日日日日

(歐洲歐洲歐洲歐洲)

40個個個個/日日日日

(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氣象局)

20個個個個/日日日日

40個個個個/日日日日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 ×××× ×××× ××××

=



2012 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

近年發展(2000~)

WINS-ALPS (Weather Integral and 

nowcasting)

WCE (Weather Chart Editor)

TAFIS 

(Typhoon  

Analysis  and 

Integration 

System)



SAFESEA (即時監測即時監測即時監測即時監測)

SCAN (分析與即時預報分析與即時預報分析與即時預報分析與即時預報)

FSI (stormcell結構分析結構分析結構分析結構分析)

ANC (即時分析與預報即時分析與預報即時分析與預報即時分析與預報)

GHG (特報發布特報發布特報發布特報發布)

特報輔助系統

投影片由蔡甫甸技正提供



2012 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

輔助技術開發
午後對流潛勢客觀

預報(林品芳博士提供)

颱風路徑類比自動辨識

系集預報

技術開發
OBS

系集路徑預報

機率產品
(洪景山博士提供)



現在的情況是，

面對來自世界上各國的頂尖模式，

我們怎麼使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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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18日實際下雨日實際下雨日實際下雨日實際下雨

模式預測模式預測模式預測模式預測

不是很理想的模式預報

預報員必須設法辨別結果的真假！預報員必須設法辨別結果的真假！



102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7日實際下雨日實際下雨日實際下雨日實際下雨

模式預測模式預測模式預測模式預測

時對時錯的模式預報

預報員必須學習模式何時比較正確！預報員必須學習模式何時比較正確！



校驗是得知模式何時準確的好方法

實際實際 12小時前12小時前 24小時前24小時前 36小時前36小時前 48小時前48小時前 60小時前60小時前 72小時前72小時前

實際實際 12小時前12小時前 24小時前24小時前 36小時前36小時前 48小時前48小時前 60小時前60小時前 72小時前72小時前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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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驗修正的重要

經過校驗修正後

的溫度，比模式

直接輸出更接近

實際的溫度。

綠線為模式直接輸出
淡棕線為模式校驗後
紅虛線為實際發生的溫度



颱風路徑預報的現況

這麼分歧的看法，

應該相信那一個？

答案是：

沒有一個預報是對的！

(2008年辛樂克颱風)

雖然無法三天前準確預

報，但是在更接近的時

間，是有可能預報的更

精準的。

颱風預報也有類似的情形



颱風路徑系集預報

美國環境預測中心路徑系集預報

中央氣象局WRF模式路徑系集預報

歐洲氣象中心路徑系集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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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報作業及發布時機

一般預報、特報及警報、產品

圖片說明：颱風衛星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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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天氣預報發布

網路圖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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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熟悉的天氣預報仍定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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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更新的鄉鎮預報

讓我們有機會描述細節

22縣市
預報

368鄉鎮市區
預報

全臺
概觀

48小時內每

3小時預測

1週內每

12小時預測



以整體以整體以整體以整體”面面面面”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

調整預報調整預報調整預報調整預報。



預報產品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CWB編輯並發布的氣象參數有編輯並發布的氣象參數有編輯並發布的氣象參數有編輯並發布的氣象參數有：：：：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相對濕度相對濕度相對濕度相對濕度、、、、最高溫最高溫最高溫最高溫、、、、最低溫最低溫最低溫最低溫、、、、

風向風速風向風速風向風速風向風速、、、、天空雲量天空雲量天空雲量天空雲量、、、、天氣天氣天氣天氣、、、、降雨機率降雨機率降雨機率降雨機率、、、、

定量降水預報定量降水預報定量降水預報定量降水預報

GFE (Graphical Forecast 

Editor)
�溫度、最高溫、最低

溫
�相對濕度

�風

�雲

量
�天

氣
�降雨機率

定量降水�

包含原有的縣
市及旅遊預報，
2012年CWB陸
續發布368鄉鎮
預報、原鄉預
報及育樂預報，
左圖為取樣點。
另外即將新增
客庄預報。



特報發布作業

•守視及預警

•豪大雨特報

•低溫特報

•濃霧特報

•海上及陸上強風特報

•即時天氣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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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視及預警

• 氣象局預報人員24小時輪值守視。

• 濃霧特報為觀測提醒，僅在觀測到能見度不
足200公尺時發布。

• 各特報的預警能力不一，溫度預警的時間較
長，劇烈降雨的預警時間較短。

• 即時天氣訊息提供特報以外的提醒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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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大雨大雨大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50mm以上，且其中至少有1小時雨量達15mm以上

豪雨豪雨豪雨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130mm以上

大豪雨大豪雨大豪雨大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mm以上

超大豪雨超大豪雨超大豪雨超大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350mm以上

雨量>50mm/hr或>300mm/24hrs，有淹水可能

雨量> 300mm/24hrs有發生土石流可能

豪/大雨預報

摘錄自詹家貞小姐投影片



豪(大)雨特報
• 未來有發生豪大雨之機率時，發布

豪大雨特報。一般最常見的預警時

間0~6小時。

• 有豪大雨機率時每天固定每6小時

發布豪大雨特報，必要時隨時更新。

• 實際觀測到劇烈降雨發生時，主動

通報相關單位提醒，如消防署、公

路總局等。

• 24小時協助各單位防救災並提供所

需氣象觀測或預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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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特報

• 當台灣有地區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或寒流影
響，低溫有可能達到10 ℃或10 ℃以下時，
氣象局會發布低溫特報提醒。

• 注意低溫發生的注意低溫發生的注意低溫發生的注意低溫發生的：：：：

1.時間：從幾日至幾日？是夜晚及清晨？還是整
天？

2.地點：中部以北？還是全台灣都有機會？是不
是沿海空曠地區？

3.程度：是10 ℃左右？ 10 ℃以下？還是8℃左右？

摘自網路圖片



海上及陸上強風特報

• 海上強風特報：預報海域平均達到6級以上，
陣風達到8級以上，會於「天氣概況」提醒。
另外同時會提醒風向顯著轉變。

• 陸上強風特報：臺澎金馬(含綠島蘭嶼)有出
現10級以上陣風機率時發布。若未達10級而
有8至9級強陣風，會於「天氣概況」中提醒。

• 海上及陸上強風特報通常會提前半天以上預
警，並隨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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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 預測24小時內颱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台灣及金門、

馬祖100公里以內海域時，每3小時發布1次警報。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

提早發布警報主要為使在

近海100公里海域作業的

漁船或遊憩的船隻能夠有

足夠時間應變，如進港避

風或做必要防範措施。

摘錄自呂國臣博士投影片



• 預測18小時內颱風暴風範圍可能侵襲台灣及金門

、馬祖陸上時，每3小時發布1次警報，並每小時

更新颱風最新位置。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標準示意圖

因應颱風來襲，民眾及防

救災單位能預先做好各項

防颱準備工作。

摘錄自呂國臣博士投影片

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小 結

•預報常常是時間越接近誤差越小。

•在預測能力長足進步之前，氣象局盡可

能增加預報發布頻率(如風雨預報、颱風

路徑預報)，提供最新更精確的訊息。所

以，大家一定要用最新的預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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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報的應用

各類產品的應用建議

圖片說明：颱風路徑潛勢預測圖



颱風相關產品的應用

網路圖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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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短暫雨 多雲短暫雨
降雨機率30%

機率概念的興起

多雲短暫雨
降雨機率30%

多雲短暫雨
降雨機率80%

VS.

那一種預報會讓
你更想攜帶雨具？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



路徑潛勢圖
(Potential Track Area)

圓圈代表在
這個時間點，
颱風中心有
70%的機會
落入這個圓
圈內，是為
了突顯預報
的不確定性。

提供機率預提供機率預提供機率預提供機率預

報是世界的報是世界的報是世界的報是世界的

趨勢趨勢趨勢趨勢！！！！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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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半徑侵襲機率圖
(Probability Of  Strike)

顏色代表颱風半徑經
過該地方的機率，如
果不考慮地形等其他
複雜因素，隱含著七
級風出現的機率。

美國也提供類似的機美國也提供類似的機美國也提供類似的機美國也提供類似的機

率訊息率訊息率訊息率訊息，，，，同時提供颶同時提供颶同時提供颶同時提供颶

風未來不同強度的機風未來不同強度的機風未來不同強度的機風未來不同強度的機

率率率率。。。。日本也開始提供日本也開始提供日本也開始提供日本也開始提供

類似的產品類似的產品類似的產品類似的產品。。。。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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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週內，我們

可以得到的訊息



一旦颱風在海

上形成後，可

以得到的訊息

路徑潛勢圖

7級風侵襲機率圖

每6小時侵襲機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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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報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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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警報單的內容颱風警報單的內容颱風警報單的內容颱風警報單的內容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警戒區域警戒區域警戒區域警戒區域

及及及及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預測位置及動態預測位置及動態預測位置及動態預測位置及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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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警報單(動態圖)

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暴風圈範圍暴風圈範圍暴風圈範圍暴風圈範圍

預測預測預測預測暴風圈範圍暴風圈範圍暴風圈範圍暴風圈範圍
這樣的預報沒有提供誤差訊息這樣的預報沒有提供誤差訊息這樣的預報沒有提供誤差訊息這樣的預報沒有提供誤差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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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預報

各縣市風力預報圖 未來18小時各縣市風力預報

平地

山區

未來24小時各縣市雨量預報 各縣市總雨量預報



警報期間各預報發布時段

預報通常是：
1.越新的預報越準；
2.越大的雨，要預報準確的難度越高，事前預警的時間越短。
時間越接近越有可能可以掌握。

3.風雨預報只有在陸上警報發布時才有。

時間

種類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

2

4

海上警報單 √ √ √ √ √ √ √ √

陸上警報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風力預報 √ √ √ √ √ √ √ √ √

24小時累積

雨量

√ √ √ √ √ √ √ √ √

總累積雨量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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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預測的應用

5天內暴風半徑

侵襲機率

主要城市5天內暴風

半徑侵襲機率

花蓮5天內逐6小時暴風半徑侵襲機率

這種時間序列產品可以提供
兩個訊息：
1.颱風最有可能影響的時間
和變化的趨勢。
2.影響的機率若不斷變大，
代表颱風逐漸靠近過來了。

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



宜蘭9月18日8時

9月月月月19日清晨日清晨日清晨日清晨
到上午之間影到上午之間影到上午之間影到上午之間影
響宜蘭最大響宜蘭最大響宜蘭最大響宜蘭最大。。。。

9月18日20時

機率數值增加顯示機率數值增加顯示機率數值增加顯示機率數值增加顯示
颱風更靠近宜蘭颱風更靠近宜蘭颱風更靠近宜蘭颱風更靠近宜蘭，，，，
影響時間和上午影響時間和上午影響時間和上午影響時間和上午8

時的預報差不多時的預報差不多時的預報差不多時的預報差不多。。。。

9月19日2時

顯示接下顯示接下顯示接下顯示接下6小時最靠近小時最靠近小時最靠近小時最靠近
宜蘭宜蘭宜蘭宜蘭，，，，然後逐漸遠離然後逐漸遠離然後逐漸遠離然後逐漸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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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9月18日8時

9月月月月19日清晨到日清晨到日清晨到日清晨到
上午之間影響花上午之間影響花上午之間影響花上午之間影響花
蓮的機率最高蓮的機率最高蓮的機率最高蓮的機率最高。。。。

9月18日20時

機率明顯增加機率明顯增加機率明顯增加機率明顯增加，，，，代代代代
表颱風向花蓮靠近表颱風向花蓮靠近表颱風向花蓮靠近表颱風向花蓮靠近。。。。
影響時間仍維持在影響時間仍維持在影響時間仍維持在影響時間仍維持在
19日清晨到上午間日清晨到上午間日清晨到上午間日清晨到上午間。。。。

9月19日2時

接下來接下來接下來接下來6小時是颱小時是颱小時是颱小時是颱
風最靠近的時候風最靠近的時候風最靠近的時候風最靠近的時候，，，，
然後逐漸遠離然後逐漸遠離然後逐漸遠離然後逐漸遠離。。。。

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



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天氣預報概念簡介

豪大雨相關產品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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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早可以得到
可能有大雨的訊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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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概況、天氣小幫手、在地報馬仔



特報、即時天氣訊息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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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摘自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網頁

豪大雨有兩種：
1.總雨量很多
2.雨下得很急
兩種均可能造成災害。目前對
時雨量預測能力偏低，總雨量
成功率約2至3成。

易致災的豪大雨

103

123

100

莫拉克日雨量

莫拉克颱
風時雨量

納克莉颱風時
雨量



但預報總有不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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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QPESUMS

投影片由張保亮博士提供



表格化重點監控路段表格化重點監控路段表格化重點監控路段表格化重點監控路段/橋梁降雨量顯示橋梁降雨量顯示橋梁降雨量顯示橋梁降雨量顯示

—南瑪都颱風個案南瑪都颱風個案南瑪都颱風個案南瑪都颱風個案 (每每每每10分鐘自動更新畫面分鐘自動更新畫面分鐘自動更新畫面分鐘自動更新畫面)

重點監控路段重點監控路段重點監控路段重點監控路段

重點監控橋梁重點監控橋梁重點監控橋梁重點監控橋梁

投影片由張保亮博士提供

用監測彌補用監測彌補用監測彌補用監測彌補

預報之不足預報之不足預報之不足預報之不足

天氣預報作業天氣預報作業天氣預報作業天氣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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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資訊服務管道及項目
(在警報期間之)對外資訊服務管道：

• 各防災單位獨立的「「「「防災資訊平臺防災資訊平臺防災資訊平臺防災資訊平臺」」」」。

• (客製化客製化客製化客製化)QPESUMS即時天氣資訊。

• 發送給各級政府機關、防救災相關單

位及媒體之簡訊簡訊簡訊簡訊、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 (防救災單位)專線電話專線電話專線電話專線電話即時通報。

• 電話語音系統(166、167)

• WWW網際網路

• ETQPFS颱風路徑情境模擬及降雨概

估。

• 警報發布期間記者說明會。

• 廣播電臺24小時即時連線說明。

• 各公私立單位及民眾24小時電話諮詢電話諮詢電話諮詢電話諮詢。

• SSB廣播。

• 防救災人員及媒體防災資訊研討會。

…



千萬別忘記了人類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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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時間和長時間的模式預報差異



模式，不是萬能的…
不斷在調

整的模式

預報…
預報距離由遠

而近分別是

168小時前、

144小時前、

120小時前、

96小時前、

72小時前、

48小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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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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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天氣預報是準確的，並不代表…

摘自Dr. Renold Ferek在67th IHC的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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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燒餅沒有不掉芝麻的」
即使是專家，也會有運氣不好的一天

摘錄自Stacy R. Stewart and Lixion A. Avila (NCEP/NHC)在66th IHC投影片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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