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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北都會區夏季暴雨觀測預報實驗 

2016 預實驗簡介及初步成果 

郭鴻基
1
、周仲島

1
、楊憶婷

1
、王珩

1 

一、 實驗緣起 

因應氣候變遷與可能面臨更多極端降水等極端天氣災害問題，

以及都會地區因人口聚集，都會極端天氣防災減災與調適政策，是

目前先進國家在推動的重要議題。台灣多數都市因經濟發展及人口

聚集，且因地勢多山，地形影響極端降水發生並帶來災害，對於極

短期天氣預報的需求大大提高；此外都會地區對於極端降水的復原

韌度(resilience)也受地形影響，並且常須面對複合型災害事件與跨災

害類別的整合工作。近年來，在弱綜觀環境條件下，台灣地區夏季

豪雨與短延時(0-3 小時)強降雨事件頻傳，2014 年 7 月 31 日高雄氣

爆事件後，8 月 7 日至 14 日台灣西南部連續 8 日的豪雨事件對於救

災、災因調查與重建有莫大的影響(氣爆與極端降水複合性災害)；

2015 年 8 月 23 日至 31 日台灣多日連續性降水，其中南部地區有 7

日發生時雨量超過 40 mm 以上的短延時強降水，使得噴藥防疫十分

困難，間接造成台灣南部登革熱疫情嚴峻，增加防疫工作困難(極端

降水與登革熱複合型災害)；相同時期，台北市因蘇迪勒颱風過後的

午後暴雨，原水濁度大增，也影響台北的自來水供應。周等(2016)

探討 6 月 14 日台北市公館地區午後雷雨，這場豪雨文山區公館雨

量站測得最大 10 分鐘雨量 33 mm，60 分鐘 131.5 mm，180 分鐘 189 

                                                 
1國立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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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如此強的午後對流值得進一步科學探討。 

根據過去對雙北都會區午後雷暴的研究(Lin et al. 2011)，在弱綜

觀環境下的暖季，其平均小時雨量最大值發生於 1400-1600 LST 間，

降雨頻率最大值主要沿著平行山脈走向的斜坡帶分布。大氣邊界層

在太陽加熱顯著的環境下變得不穩定，沿著雪山山脈西麓上坡風經

常是山區對流發展的主要過程。而山區對流降雨所產生的外流與沿

著淡水河基隆河河谷進入台北盆地富含水氣的海風局部環流產生顯

著輻合，提供了爆發性複合雷暴(explosive thunderstorm complex)發

展的有利動力熱力環境。這些爆發性複合雷暴系統經常可以帶來時

雨量超過 60 mm 或甚至 100 mm 的降雨。他們也指出有利豪雨型午

後雷暴發生的綜觀條件，不只有太陽加熱，必須有足夠的動力或熱

力強迫維持垂直運動，並有充分的水氣供應，因此，了解雙北都會

區水氣輸送過程和邊界層的風場相當重要。此外劇烈暴雨發生往往

是連續數天，顯示西南季風的大尺度水氣輸送也是重要因素。 

由國立臺灣大學郭鴻基教授領導，陳正平、周仲島、張倉榮、

賴進松等教授，在科技部支持下，從 2016 年 8 月開始進行為期四年

的「雙北都會區夏季暴雨之研究與防災應用」卓越領航計劃，針對

雙北都會夏季暴雨問題，結合氣象科學、水文工程、資料大數據與

防災資訊平台應用進行研究，了解氣候變遷下，夏季風區內的暴雨

動力機制、可預報度的因子，以改善暴雨預報與水文防災。 

定義暴雨為時降雨量達 40 mm 或 3 小時累計雨量達 100 mm，

計畫針對雙北都會區夏季午後暴雨進行觀測研究，研究包含以下項

目： 

(a) 大尺度環流的數千公里水氣長河與夏季暴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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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暴雨動力雲微物理原因探討； 

(c) 暴雨預報改善與預報度探討； 

(d) 雙偏極化雷達暴雨觀測技術創新與實務降水預報； 

(e) 高解析度大氣對流雲模式與水文模式開發、結合與應用； 

(f) 高頻(10 分鐘)與高空間解析度(100~200 公尺)雨量資料在氣象、

水文預報防減災技術開發； 

降水淹水防災預警作業資訊平台要素的指認與建立應用。因應

計畫科學目的需求，針對雙北都會區之暴雨閃洪進行觀測預報實

驗。於 2016 年 9 月進行預實驗，預定 2017-2018 年夏季進行觀測實

驗，邀請國際學者參與合作，並依國際慣例進行資料分析與資料分

享。 

 

 圖 1：本計畫欲達成科學技術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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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籌備及作業概況 

2016 年預實驗因為從 8 月 1 日正式核定計畫， 所以 9 月 1 日

至 9 月 11 日進行實驗，雖已接近盛夏尾聲，但基於科學重要性及未

來兩年的實驗執行更順暢，仍積極規劃於雙北都會區及桃園地區執

行，並結合中央氣象局、民用航空局、台北市政府、新北市政府、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國立臺灣大學、

國立中央大學、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國防大學共 11

個單位約 70 人的力量共同合作，實驗觀測資料如表 1，觀測儀器包

含五分山 C-POL 雷達、桃園機場 C-DOP 雷達、TEAM-R 車載雷達、

微波降雨雷達、探空觀測、多頻道為波輻射儀、地面測站及雨滴譜

儀，施放儀器地點如圖 2 所示。 

表 1：預實驗觀測資料列表 

資料種類 負責單位 測站名稱 時間範圍 備註 

C-POL 雷達觀

測 

中央氣象局 五分山 9/01 

00Z–9/11 

00Z 

共 2186 筆 

C-DOP 雷達觀

測 

民用航空局 大園(桃園機場) 9/01 

00Z–9/11 

23Z 

共 1704 筆 

TEAM-R雷達觀

測 

國立中央大學 五股(自行車道) 9/01 

08Z–9/10 

03Z 

共 2209 筆 

微波降雨雷達

觀測 

中國文化大學 台大(觀測坪) 9/01 

00Z–9/11 

09Z 

共 83 筆 

探空觀測 中央氣象局 氣象局板橋測站 9/01 

00Z–9/11 

12Z 

共 32 筆 

探空觀測 國立臺灣大學 關渡(自然公園) 9/06 

03Z–9/10 

共 1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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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Z 

探空觀測 中國文化大學 華林(實驗林場) 9/03 

00Z–9/10 

09Z 

共 20 筆 

探空觀測 國立中央大學 國防(理工學院) 9/06 

09Z–9/10 

09Z 

共 15 筆 

多頻道微波輻

射計 

颱風洪水研究

中心 

華林(實驗林場) 9/01 

08Z–9/12 

06Z 

每 1.5 分鐘

1筆 

氣象局地面測

站及雨滴譜 

中央氣象局 社子等 85 站 8/31 

16Z–9/10 

16Z 

每 10 分鐘 1

筆 

NCU MAWS 國立中央大學 七堵(七堵國小) 9/01 

02Z–9/10 

16Z 

每分鐘 1筆 

NCU MAWS 國立中央大學 五股(自行車道) 9/01 

03Z–9/10 

16Z 

每分鐘 1筆 

CCU MAWS 中國文化大學 華林(實驗林場) 9/01 

00Z–9/10 

16Z 

每分鐘 1筆 

CCU WXT 中國文化大學 三峽(大成國小) 9/01 

05Z–9/12 

04Z 

每分鐘 1筆 

NTU WXT 國立臺灣大學 社子(島頭公園) 9/01 

02Z–9/10 

23Z 

每分鐘 1筆 

NCU JWD 國立中央大學 五股(自行車道) 9/01 

04Z–9/10 

03Z 

每分鐘 1筆 

NCU JWD 國立中央大學 新店(檢校中心) 9/01 

03Z–9/12 

03Z 

每分鐘 1筆 

NTU JWD 國立臺灣大學 台大(觀測坪) 9/01 

14Z–9/09 

21Z 

每分鐘 1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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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實驗儀器擺設及實驗測站分布圖。 

 

以下分別概述指揮中心、資料管理、雷達遙測、高空觀測、地

面觀測、數值模式的設計與執行概況。 

(一) 指揮中心： 

(a)地點：台大大氣系 C館三樓 C309 會議室。 

(b) 會議時間：實驗期間，每日 9 時和 16 點各舉辦一次科學小

組(Scientific Planning Group, SPG)會議，必要可依天

氣狀況而更改會議時間或加開會議。 

(c) 中心設備：電腦、螢幕等投影與聯絡視訊設備。   

(d) 指揮中心其他任務：非 IOP 期間，SPG 人員持續留守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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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以掌握最新觀測資料、預報結果，並即時回報各相

關單位進行支援及處理。 

(e) 本次執行的 SPG 會議狀況及討論項目：共進行 20 次 SPG

會議，會議主席與天氣報告人員採輪班制，以 Skype 直接

與外地的實驗相關人員進行視訊會議。在會議中報告事項

包括：天氣分析與預報、觀測儀器與作業人員之狀況、前

次作業之缺失與改進方案，而討論決定事項包括：是否進

入密集觀測期(Intense Observation Period, IOP)、是否

施放探空，會議最後將決策通知各相關單位。 

 

圖 3：指揮中心 SPG 會議。 

(二) 資料上傳及管理： 

使用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建立 FTP 以及實驗

網站(圖 4，http://tasse.colife.org.tw/)，各測站的觀測

資料及各數值模式的分析預報資料均即時上傳完成資料蒐

集，以提供 SPG 會議展示以及後續資料儲存和處理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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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主要資料由三個途徑存入網頁中： 

(a) 氣象局網站：自動擷取最新資料，採定時儲存。 

(b) 氣象局開放資料平台：程式介接，採即時儲存。 

(c) 實驗的觀測及預報資料：透過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路與

計算中心的 FTP 交換，並呈現在實驗網頁。 

預實驗觀測資料的回傳，探空數據、探空圖、雷達圖等資料以

FTP 即時回傳，中央氣象局的觀測資料以 WINS 即時呈現，各

單位之地面自動站、JWD 以及雷達觀測之數據則是實驗後回

傳。 

 

圖 4：實驗網站。 

(三) 雷達遙測： 

本次實驗使用的雷達遙測有四： 

(a) 氣象局五分山 C-POL 雷達。 

雷達掃描 0.5 度、1.4 度、2.4 度、3.4 度、4.3 度、6.0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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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度、14.6 度、19.5 度、24.5 度、29.9 度仰角。 

(b) 民航局桃園機場既有的 C-band 都卜勒雷達。 

雷達掃瞄 0.3 度、1.0 度、1.8 度、2.5 度、3.8 度、5.0 度、

6.0 度、7.0 度、9.0 度、11.0 度、14.0 度、17.0 度、20.0

度仰角，另在 IOP 期間額外掃瞄(PPI)25 度仰角。 

(c) TEAM-R 雷達。 

TEAM-R 場地選擇，需考慮掃瞄範圍是否涵蓋台北盆地、場地

是否平整且可供借用、貨櫃車是否可進場等問題。經 8月 12

日到社子與五股勘察場地後，決定在新北市五股區成泰路四段

22 巷 29 號附近的八里左岸自行車道旁(圖 5)架設，並規劃由

關渡大橋淡水河左岸側的水門穿越堤防進入河岸。此期間有賴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的協助，完成借用場地程序。9 月 1日和 9

月 10 日架設及撤收雷達站操作情況如圖 6和圖 7 所示。 

 

圖 5：TEAM-R 設置位置 

 

 

五股

關渡

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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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月 1 日中央大學團隊架設雷達站(由中央大學提供) 

 

 

圖 7：9 月 10 日撤收雷達站 (由中央大學提供) 

 

五股 TEAM-R 則依照不同的天氣狀況在三組掃瞄策略之間

切換，分別為降雨模式、晴空模式與垂直指向模式，以下簡述

之： 

降雨模式： 

降雨模式為固定方位角掃瞄(RHI) 與 PPI 的組合循環，用

於觀測範圍內有降雨系統時。先做 FULL_A(2 分鐘的 RHI)，再

做 FULL_B(2 分 47 秒的 PPI)。FULL_A 的方位角有 3 個：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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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155.3 度、157.1 度，分別指向台大觀測坪、華林實驗林

場及新店檢校中心，如圖 8所示。若山區有對流發展值得觀

測，則對準對流位置方向。若 IOP 中華林施放探空，則維持華

林方向。FULL_B 的仰角有 8個：0.5 度、1.0 度、2.0 度、3.5

度、5.5 度、8.5 度、13.5 度、18.5 度，其掃瞄範圍，根據周

遭地貌而調整，如圖 9 所示。 

晴空模式 

晴空模式為每次 6分 11 秒的 PPI 掃描，用於觀測範圍內

為晴空時。一組 PPI 有 3 個仰角：0.5 度、1.0 度、2.0 度，

其掃瞄範圍，根據周遭地貌而調整，亦如圖 9。 

垂直指向模式 

垂直指向模式顧名思義為仰角 90 度之掃瞄，每次 2 分 4

秒，用於雷達上方發生層狀降雨。 

對於以上任意兩顆雷達所可作的雙都卜勒風場區域能涵

蓋到主要的公館─新店山區之強回波熱區，觀測其低層輻合帶

發展，以及反演雷暴動力場的演變。又因台北盆地距離兩顆雷

達都較近，藉抬升掃瞄策略之最高仰角以便觀測到雷暴頂部。 

(d) 垂直指向的微波降雨雷達：設置在國立臺灣大學大氣科學

系以觀測雷暴通過時的微物理特性，且可與光學式雨滴譜

儀一同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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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FULL_A 示意圖。 

(由中央大學提供) 

圖 9：FULL_B 示意圖。 

(由中央大學提供) 

 

(四) 高空觀測部分： 

(a) 探空儀觀測：利用既有的板橋探空站，並搭配關渡(關渡自

然公園)、新店(華林實驗林場)與桃園大溪(國防大學理工

學院)在 IOP 期間施放探空，藉以觀測對流系統發生前、中、

後邊界層與高空的特性變化，及計算盆地的輻合強度。準

備工作包括觀測耗材籌備、教育訓練、場地租借、以及由

民用航空局申請空域等。施放探空儀在實驗期間共施放 74

個探空資料，其中有 13 個探空屬於板橋測站例行作業。 

(b) 多頻道微波輻射儀：9 月 1日 08Z 於華林實驗林場完成儀

器架設並持續觀測至實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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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面觀測部分： 

除接受既有的中央氣象局地面觀測網資料以外，為增加此實驗

觀測密集度，在五股河堤自行車道、社子島頭公園、新北市中

和區秀山國小、基隆市七堵區七堵國小、新店檢校中心、文化

大學華林實驗林場、新北市三峽區大成國小新增設自動氣象站

與台大公館、文大華岡等地面自動站，搭配額外設置在基隆河

谷進台北盆地的七堵，以及淡水河谷進台北盆地的五股，來觀

測海風環流的時間變化。而原有測站分布較疏之河谷上游，包

括三峽、新店華林實驗林場，亦增設自動測站來觀測上坡風的

發展與雷暴產生對流外流的情況。雨滴譜儀部分，利用氣象局

所設之撞擊式雨滴譜儀，另增設在原有測站分布較疏之五股、

公館、安坑、華林、翡翠與新店，以便於觀測雷暴通過時的微

物理特性。 

(六) 數值模式部分： 

以台大的 NTU-WRF 模式與師大的 CReSS 模式，對於台北盆地作

環境設定及微物理參數化實驗進行模擬與測試，透過高解析度

的數值模擬來強化定量降水預報的準確度，並驗證模式對雷雨

發展等中小尺度天氣現象掌握的能力。 

NTU-WRF 方面，模式採用 WRF 3.5.1 版，初始與邊界條件採用

NCEP GFS forecast grib2 data，垂直層數為 37 層，水平採

30 km、6 km 與 2 km 的巢狀網格。其中又分為四種微物理參

數化來作比較實驗，分別考慮 WDM6、MORR、NTU 與 NTU1 等四

種參數化方案，其水相矩量(Liquid phase)相同，但冰相矩量

(Ice phase)及雨滴落速計算(Rain drop v-D)各有不同，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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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示。CReSS 模式方面，則分別採用水平解析度 5 km、2.5 km

與 1.0 km 對預實驗之個案進行預報並比較其結果。 

表 2：NTU-WRF 微物理參數化比較實驗所使用的四種微物理參數化方案。 

Model run Liquid phase Ice phase Rain drop v-D 

WDM6 

2M 

1M 
Empirical 

MORR 2M 

NTU 
3M 

CL04 

NTU1 Empirical 

 

三、 2016 年預實驗成果 

(一) 實驗期間天氣狀況及概述 

2016 年預實驗於 9 月 1 日至 9 月 11 日於雙北都會區進

行，其中 9 月 1 日與 9 月 11 日分別進行進場與退場作業，9

月 2 日至 9 月 3 日為 IOP1，9 月 6 日至 9 月 10 日為 IOP2。以

下簡述 9月 2 日至 9 月 10 日間的天氣分析。 

(a) 9 月 2 日至 9 月 3日受台灣西南方低壓影響，執行 IOP1(圖

10)。9 月 2 日期間於 16:30 至 16:40 的 10 分鐘期間，自

台灣北部海面至雙北北部連結一長度約 25 公里的東北西

南走向對流，持續至當日 18:00，持續時間約 1.5 小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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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IOP1 地面天氣圖、日累積雨量圖、日累積降雨最大值及其所在地。 

 

   
圖 11：9 月 2 日雷達回波圖。北方海面有東北東─西南西向線狀回波，16:30

到 16:40，關渡對流與北方線狀回波間，形成一條東北─西南向線狀回波

長 25 km，維持 1.5 小時後，兩者自 18:10 起均漸減弱。 
 

(b) 9 月 6 日至 9 月 10 日受台灣北方滯留鋒面影響，執行

IOP2(圖 12)。9 月 8 日至 9月 10 日於板橋、關渡、國防大

學及新店華林林場探空均顯示約 800 hPa 持續有一西南風

速極值，顯示在低層有西南風輸送水氣，低層也有垂直風

切，雖然強度不強，但仍可能有利於中尺度系統對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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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9 月 8 日至 9 月 10 日板橋探空斜溫圖，關渡、國防大學及新店華林林場

探空均顯示低層有一西南風速極值。 
 

(c) 9 月 8 日上午 10:00 至 11:30 淡水至社子建立海風環流，

12:00 基隆河谷建立海風環流，14:00 汐止及南港轉為北風

(圖 13)。由圖可見風向轉變後比濕上升約 2 g kg-1，水氣

增加可以增加 CAPE 與不穩度。淡水河與基隆河的海風環流

在南港附近產生輻合，15:40 於汐止、南港激發對流並於

16:00-17:00 間，石碇達到時雨量 51 mm、汐止 36 mm 的降

水強度，並持續至 21:30(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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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9 月 8 日地面風場與比濕觀測。左為 14:10 的空間分布，右為取淡水、社

子、南港、汐止與基隆站所作的 Hovmöller 圖。右邊色標為比濕單位。其中

淡水與社子代表淡水河谷，基隆、汐止、南港代表基隆河谷。 
 

 

圖 14：右下角為 9 月 8 日累積雨量，其餘為時累積雨量圖、最大值與其最大值所

在地標示成紅色字。 
 

(d) 9 月 9 日滯留鋒南下(圖 15)，台灣北部盛行東北或北風分

量，而當天雙北部份最強降水也發生在東北海岸沿岸。部

分北部測站盛行北風分量，基隆河及淡水河海風環流建

立，13:00 激發士林一帶對流(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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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9 月 8 日至 10 日 06Z 的 NCEP 全球模式 10 公尺風場分析(解析度為 0.5
度)。圖中風切線以白線標出，代表鋒面位置。可見 9 日鋒面位置較偏南

且通過台灣北部。 
 

 

圖 16： 9 月 9 日 1230L-233-L 雷達回波圖。 

(e) 9月 10日影響雙北都會區對流主要沿著雪山山脈西側丘陵

發展。自 9:30 至 12:00 期間竹南至淡水沿岸，因熱力作用

風向從南風或西南風分量轉為上坡風或海風。12:00 於新

竹及苗栗交界發生對流，並向東北延伸至 13:00，對流降

雨由竹南發展到板橋，在一個小時延伸約100公里(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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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9 月 10 日雷達回波(上)與取基隆、淡水、蘆竹、湖口與竹南站之地面風

場觀測所作的 Hovmöller 圖(下)。其中，Hovmöller 圖中的空間軸平行於雷

達回波圖中的線狀回波，但其風標方向未隨空間軸變形，亦即上為北、右

為東。 

(二) 實驗觀測校正 

(a) 多頻道為波輻射儀：本次實驗在華林架設多頻道微波輻射

儀與探空觀測比對顯示，在有對流系統的狀況下，溫度剖

面與探空觀測相似，越高層差距越大，至 10 km 高度時，

輻射儀觀測的溫度比探空觀測低 10 度。濕度剖面的觀測結

果較差，至 10 km 高度時，輻射儀觀測的濕度比探空觀測

低 20%。未來可藉此實驗資料作為校正多頻道微波輻射儀之

參考。 

(b) 微雨雷達：本次實驗架設在台大觀測坪的光學式雨滴譜

儀、微雨雷達與地面自動觀測站資料相比對，發現光學式

雨滴譜儀資料與地面自動觀測站的結果相符，但是時間差

約為 1分鐘，微雨雷達與地面自動觀測站的結果較不相符，

且時間差約為 4分鐘。未來可藉此實驗資料，作為校正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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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雷達之參考。 

(三) 實驗模擬比對 

參與本次預實驗的預報作業的模式有 NTU-WRF 模式與 CReSS

模式。以下分別說明。 

(a)  NTU-WRF 模式 

針對預實驗中 9 月 8 日個案與 9 月 9日個案作為比對，結

果顯示 9月 8 日個案對流尺度較小，9 月 9 日個案則有鋒面南

下的大尺度系統，模式對後者的掌握亦較佳。目前無論採用何

種微物理參數化方案來模擬，尚無法掌握 9 月 8 日個案中觀測

到的最大降水強度。9 月 9日個案中用不同微物理參數化的模

擬分析，WDM6 方案低估最大降水強度，MORR 方案則高估之，

NTU 與 NTU1 方案的模擬所得之最大降水強度，誤差在 6 mm hr
-1

以內。究其原因，初步診斷乃 WDM6 方案與 MORR 方案分別低估、

高估冷雲降水所致。 

(b) CReSS 模式 

評估 CReSS 對 2011、2012 年夏季午後對流性降水之表現，

2.5 公里網格解析約可達前估 0.23、後符 0.6，顯示雖具有一

定程度之預報能力但仍具相當改進空間。而本次預實驗的強降

水個案尚未能被模式有較好的掌握。 

四、 未來展望 

本次實驗雖然執行時間在盛夏尾聲，但是仍透過幾場強降水事

件得到初步的研究成果。2017 年本實驗計畫將在盛夏並配合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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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動會執行，並進行雷暴的閃電觀測，更希望能結合空軍氣象聯

隊車載雷射式剖風儀及其他新型的觀測儀器，透過實驗了解雙北市

範圍的午後雷暴動力機制，進而協助防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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