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難以掌握的天氣
蔡金成

目前的天氣預報可以使民眾知道明天的降雨機率是百分之多少。
透過客製化天氣服務，更可以得知明天在哪個地方會下多少毫米的雨量。
但如果想知道早上這一陣大雨再過幾分鐘會停？那可能就為難預報人員了。

啟程
「大雨就要開始不停的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經完全的沒有主張。」（歌曲〈大雨〉）
早上出門前如果突然一陣大雨，你是不是會想換雙雨鞋？這樣的一場雨讓許多人在上班
的途中相當不便，但如果這場雨是限水之後的一場及時雨，想必你我心中都會默念：「多下
一點吧！」
近幾年，每逢颱風挾帶大量雨勢，脆弱的山區就容易產生土石流，不單影響道路通行，
倘若崩坍發生在鄰近取水區的上游，更會造成原水濁度飆升而影響用水。降雨的多寡深深影
響著你我的生活。
目前的天氣預報可以讓民眾知道明天的降雨機率是百分之多少。透過客製化天氣服務，
更可以得知明天在哪個地方會下多少毫米的雨量。但如果想知道早上這一陣大雨再過幾分鐘
會停？那可能就為難預報人員了。因為天氣預報有不確定性，也就是「天氣，很可能報─不
─準！」

看我七十二變
天氣報不準的原因有觀測資料不足、大氣運動如蝴蝶效應、超級電腦與科學理論尚待發
展等。想預報天氣，首先就要鎖定「晴時多雲偶陣雨」的發生處—大氣對流層。
大氣就如蘋果的表皮包覆著地球，這一層薄薄的大氣層又分成許多細膩的結構。在對流
層中，加熱源是地球表面吸收太陽短波輻射後所發出的長波輻射，因為地球自轉軸傾斜，

每年固定造訪台灣的颱風，
其生成與發展增強的過程都是在缺少觀測資料的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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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以太陽為中心公轉，地面接收到的太
陽短波能量隨緯度不同而有差異。
簡言之，低緯度赤道地區受到太陽照
射的時間長，溫度比高緯度的兩極地區高。
赤道地區溫暖和南北極地區較冷的溫度分
布，讓對流層每天上演著無數次高音震盪
與低音共鳴的樂曲，包含寒流、副熱帶高
壓、冷風鋒面、梅雨鋒面、颱風、午後雷
雨胞、龍捲風、颮線等天氣系統，都是當
中的敬業歌者。
《孫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
不殆。」在這麼複雜的對流層中，要準確
預報天氣的變化，就必須清楚當前天氣運
動的情況。透過地面觀測站、施放探空氣
球、衛星與雷達遙測、颱風期間的飛機投
落送及無人飛機等，盡可能蒐集完整的觀
測資料，搭配預報大氣運動的數學方程式，
就能預報大氣的運動。
但在廣大的海洋與人煙稀少的陸地，
非常欠缺觀測資料。每年固定造訪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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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落送觀測尼伯特颱風，紅色颱風標示是颱風中
心位址，黑色是投落送氣球的投擲位址。（圖片來
源：中央氣象局）

颱風，其生成與發展增強的過程都是在缺
少觀測資料的海面上。為此，掩星觀測的

計畫因為考量機組人員的安全，維持在颱

福衛三號與七號將接續扮演海上監測者的

風中心外圍投擲投落送。這觀測計畫獲得

角色，可望更能幫助掌握海面上的颱風動

的颱風外圍結構與影響颱風運動敏感區域

態與發展過程。在氣象觀測人員布下天羅

的資料，對於改進颱風路徑預報已獲得相

地網蒐集大氣觀測數據的同時，對於「知
彼」有了最佳的準備。
「知己」的這一門課，要從科學家勞
倫茲的數學模型談起。勞倫茲模型呈現初
始狀態的些微差異會隨著時間演變逐漸放
大，也說明了大氣運動的非線性特點（蝴
蝶效應）。當我們確立天氣預報隨時間越
長，演變越難掌握的特性，也就更清楚預
報天氣能力的限制。

當的成果。2005 年的龍王颱風，台灣首度
啟動無人飛機嘗試蒐集颱風中心的珍貴數
據，雖然未能成功返航，但已跨出第一步。
時隔十數載，國研院颱洪中心結合國內觀
測團隊再次啟動，並挑戰完成無人飛機觀
測颱風中心的計畫。
更難以預測的是只有幾公里的午後雷
雨胞，這麼小範圍的雲在不同地域其組成

科學家對於許多天氣現象仍持續藉由

成分也有差異，有些水滴所占的比率高，

不同的儀器探索，盼能多看透一些。以颱

有些冰晶比率高，有些則是冰雹多，配上

風為例，台灣近幾年以投落送觀測颱風的

不同種類的雲屬就更複雜了。儘管在繁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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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時效與準確性中取得平衡，考驗著氣象與資訊人員的智慧。（圖片來源：種子發）

且幾乎無解的情況下，專家仍依觀測資料

台灣之際，會產出 26 個不同的預報，分別

搭配假設推論，發展不同的物理參數方法

由 不 同 的 區 域 模 式（ARW-WRF、MM5、

描述各式各樣的雲朵。為了時間效益、高

CReSS、Hurricane WRF）、不同的模式初

解析度的預報，以及數值模式未來更臻完

始化策略，搭配數值模式不同的物理參數

備，超級電腦的計算需求日益殷切。如何

法（積雲參數法、邊界層參數法與輻射參

在時效與準確性中取得平衡，考驗著氣象

數法），以及不同的預報策略，來達到各

與資訊人員的智慧。

個預報結果都不同的目的。

氣象從業人員面對觀測資料不足與大
氣運動的非線性特點，加上科學發展與電

26 個不同的預報中，每一個預報時間

長度是 78 小時，扣除 6 小時資料蒐集與電

腦計算資源仍持續進步中，雖非巧婦難為

腦運算時間，預報資料有 3 天有效期間得

無米之炊，但要百分之百準確，當前已宣

以運用。在使用天氣預報資料時，使用者

告—難。面對這預測大氣運動的困難，颱

仍必須了解資料的特性。如前面所提及，

洪中心結合作業單位與災防機關，盼以「系

大氣運動的蝴蝶效應特性，加上觀測資料

集技術」提高預報資料的參考價值，並呈

蒐集不夠完整密集，預報資料隨著時間越

現天氣預報的不確定性。

長，不準確的機率越高（不確定性越高），
而越接近當前的預報資料，就有越高的參

翻滾吧天氣

考價值。
透過系集預報，在多個不同的預報同

系集技術是由多個不同的數值模式針

時產生下，能夠藉由整體系集成員的表現，

對相同的時間進行重複預報所組成。以颱

獲得最有可能的大氣運動趨勢。舉例來說，

洪中心的系集實驗為例，在颱風即將影響

如果 26 個系集成員中有 20 個成員都預報

系集技術是由多個不同的數值模式針對相同的時間進行重複預報所組成，
藉由整體系集成員的表現，獲得最有可能的大氣運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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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尼伯特颱風系集路徑預報結果，灰色線條是系集成員的路徑預報表現，黑色線條是所有系集成員的平
均，紅色線條是颱風實際路徑。

2016 尼伯特颱風系集實驗累積 3 天的降雨預測結果，實際觀測累積雨量圖（下排右一）與系集平均預測累
積雨量（下排右二），其他雨量圖是已完成預測的系集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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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準確的氣象預報是隨著不斷有最新的觀測資料而產出，並且持續地更新。
颱風在 54 小時之後會登陸台灣，便可以得

到 54 小時後颱風中心會登陸台灣的機率大

獲得系集平均的颱風路徑有很高的機率登
陸並影響台灣。同樣的情境，若採單一預

約是 77％。系集系統延伸的機率預報產品

報的結果，可能會產生颱風由巴士海峽或

顯著改進過去單一預報的情境：可能這一

台灣北部近海通過的結果，或許運氣好能

次的預報是 0％（颱風不登陸），下一回的
預報是 100％（颱風登陸）的鐘擺狀態。

由於系集系統考慮不同資料同化策略
與不同物理參數法而建構，不僅反映出觀
測資料的不足為天氣預報所帶來的不確定
性，也呈現科學發展尚未徹底知悉每一次
成雲及降雨的過程。藉由系集預報系統，

取得登陸台灣的預報結果，但單一預報誰
有把握？
系集預報運用於降雨時，以尼伯特颱
風 7 月 5 日的預報為例，72 小時的有效累
積降雨量預測資料中，由於系集成員颱風
路徑預報有所差異，不同的颱風路徑加上

我們獲得一個機率預報的數值，在 0％與

中央山脈地形影響，預測的降雨分布就有

百說準下一刻氣溫是加 2 度或減 1 度。但

式預報的降雨能掌握尼伯特颱風影響台灣

100％之間的數據，代表著人類無法百分之

不同。透過系集平均的降雨量預測值，模

卻能夠從系集預報系統中挖掘出可能的氣

前期東半部及北部的降雨空間分布。系集

溫變化趨勢：增溫 2 度的機率 20％，增溫

平均的降雨預報雖已提供相當高的參考值，

1 度的機率 40％，維持不變的機率 20％，

降低 1 度的機率 20％。這難以掌握的天氣
預報，將以系集預報進行適切的詮釋。

但雨量極值的預測和系集平均降雨量尚容
易出現低估的現象。
攸關颱風侵台期間的天災假，系集技
術也能有所助益。尼伯特颱風 7 月 7 日凌

天氣的蝴蝶效應
了解大氣運動的特性之後，聽聞越久的
天氣預報：「一周後將有寒流等級的冷空氣
來襲！」「10 天左右有颱風將登陸台灣！」
您將能夠心裡有底，不隨新聞起舞，而是謹
慎地關心每日天氣預報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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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2 點的系集風速預報資料顯示，全台平
均風速達到 7 級的縣市有台東縣蘭嶼、屏
東縣、高雄市、台南市等，隨著颱風環流
偏北風在台灣海峽的地形效應下，桃園市
新屋、澎湖與東吉島的系集預報風速都達
到平均風 7 級的天災假標準。儘管數值模

在颱風的路徑預報上，以系集預報的

式的風速預報資料有其參考價值，但在部

概念來呈現預報的不確定性。以 2016 年尼

分觀測站仍出現預報偏差的現象。為增進

伯特颱風為例，颱風中心約在 7 月 8 日上

對風速的預報能力，未來將透過觀測數據

午登陸台灣，透過系集預報，5 日晚間就可

與人工智慧修正預報資料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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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
透過天氣預報可以知道明天的降雨機

確的氣象預報是隨著不斷有最新的觀測資

率，現在更能藉由客製化天氣服務，知道

料而產出，並且持續地更新。每天出門前

明天某一個縣市最可能下多少毫米的雨，

花點時間關心天氣，就不怕一早會遇上惱

最可能出現幾級的風速，這是數值模式與

人的大雨。

系集技術的發展與進步。系集的精神就是
一次進行多個不同的預報，完整呈現天氣

「大雨就要開始不停的下，我的心，
我的心，已經提早地掌握方向！」

預報的不確定性，並提升預報的參考價值。
難以掌握的天氣預報，在系集預報的
協助下，讓我們對於天氣變化具備「最可
能」與「最適切」的詮釋方式。俗話說：「千
算萬算，毋值天一劃。」就算系集預報已
經掌握大氣運動的趨勢，仍有需要持續發

蔡金成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展與改進之處。我們必須深刻了解，最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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