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氣象類委託研究計畫項目及研究主題與重點

一、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第八點規定辦理。
二、說明：本案僅供參閱，詳細招標方式依據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

理。本案資料之計畫項目及經費均為概算數。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09年度氣象類委託研究計畫項目表

序

號
計    畫    名    稱

經費

(仟元)

優先

次序

辦理單位

聯絡人
備註

「氣候、防災、氣象、衛星及雷達科技現代化

之研究」、「數值預報資料同化技術發展」
9,437

科技中心

鄭琇嬬

1

利用深度學習演算法發展颱風分析與預報技術

(1/2)

(MOTC-CWB-109-M-01)

785 1
預報中心

林秉煜

新增

計畫

2

觀測比較實驗設計與資料分析-以溫度量測為例

(1/2)

(MOTC-CWB-109-M-02)

604 1
第二組

洪甄聲

新增

計畫

3

應用高時空解析度 Himawari 8 衛星風資料以改

善數值模式颱風預報之研究(3/3)

(MOTC-CWB-109-M-03)

672 1
科技中心

陳得松

延續

計畫

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氣候行動下我國氣象國際

合作發展策略之研究(2/3)

(MOTC-CWB-109-M-04)

2,163 1
科技中心

黃麗玫

延續

計畫

5

雙偏極化雷達網連資料在劇烈天氣水象粒子特

性分析及降雨估計法在地化研究 (2/3)

(MOTC-CWB-109-M-05)

633 1
衛星中心

唐玉霜

延續

計畫

6

發展雷達資料熱力反演技術改進對流胞未來一

小時強度與動向變化之預報(2/3)

(MOTC-CWB-109-M-06)

630 1
衛星中心

王之璽

延續

計畫

7
歷史極端氣象事件之文史資料跨域研究(2/2)

(MOTC-CWB-109-M-07)
750 1

南區中心

黃文亭

延續

計畫

8

中央氣象局下一代全球預報模式建置與評估研

究(3/3)

(MOTC-CWB-109-M-08)

2,500 1
資訊中心

陳建河

延續

計畫

9 診斷評估應用 FV3GFS 方法於下一代中央氣象

局全球預報模式之東亞地區降水預報：以 2019

700 1 資訊中心

陳建河

新增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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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梅雨季為例

(MOTC-CWB-109-M-09)
附註：各項委託計畫之經費視立法院審議結果後，再依審議數額調整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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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

計畫名稱 利用深度學習演算法發展颱風分析與預報技術(1/2)

計畫編號 MOTC-CWB-109-M-01 計畫性質 □行政政策類■科學技術類

計畫領域
□電信□自動化□土木□機電□航太□海洋□運輸■氣象□地震□觀光
□綜合(以計畫內容領域比重較高者為主)

預定執行
期限

全程     109 年 1月 1 日 至   110 年  12月  31日
當年度 109 年 1月  1 日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經費
概算

全程 1,570 千元

109 年度  785 千元

110 年度  785 千元

聯絡人
單位 氣象預報中心 聯絡電話 (02)23491369
職稱 課長 傳真號碼 (02)23491212
姓名 林秉煜 E-mail信箱 pingyu@cwb.gov.tw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簡述研究計畫之目的、緣起與重要性，並說明與當年度業務施政之
關聯性、配合性及前後連貫的整體性)　
近年來國內外氣象作業單位之颱風路徑預報技術已有長足的進步，但對於颱風強度預報

仍有改進空間，而改善颱風強度預報，首先要有較好的颱風強度分析結果。現有之強度分析
指引大都以分析衛星雲型的德式分析法為主，然而，不同的預報員，分析雲型的結果，會有
所差異，為了得到較為客觀的強度分析結果，勢必得考量較為複雜的統計運算方法。

深度學習演算法為機器學習中之一子類目，近年因 GPU運算技術的成熟而蓬勃發展。
其特色為能由複雜的多維度資料中自動分析重要特徵( feature 或 predictor )，並利用所得之特
徵進行非線性分類( classification )或回歸( regression )。

以往颱風強度之分析作業相當依賴預報員長年所累積之實務經驗與主觀判斷，在人力使
用精緻化與專業化之趨勢下，應基於預報員實務經驗，積極發展全自動化客觀分析技術。本
研究將蒐集各種主、客觀分析資料，並據以應用深度學習演算法發展颱風強度分析技術，提
供作業單位颱風強度分析指引，進而在未來改善颱風強度預報。
二、委託對象之條件：(說明研究機構的性質及計畫主持人與主要研究人員所需具備之專長

條件與經驗)
1.國內外大氣科學相關之系所或財團法人基金會或團體。
2.主持人應具有國內外大學大氣科學相關之博士學位，任職於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並具備
颱風及機器學習之研究經驗。
三、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若分年進行，得分年列述)
第 1 年：(1)收集各類型颱風觀測與分析資料，如紅外線衛星雲圖、微波頻道觀測、衛星雲導

風分析、與網格重分析資料等，並建立發展深度學習預報法所需之資料庫。 (2)發展
全自動化颱風強度估計技術，並應用於即時颱風預報作業。

第 2 年：(1)持續收集歷史颱風觀測與分析資料。(2)發展颱風快速增強機率預報技術，並應用
於即時預報作業。(3)評估利用深度學習演算法預報颱風形成之可行性。

四、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說明預期完成之具體成果，儘量依條列舉，若分年進行，得
分年列述。並按計畫性質詳述所獲得的效益，以及未來在業務施政上的應用)
本計畫完成之技術將可直接應用於現有預報系統中，提供氣象局可作業之客觀颱風強度

分析資訊，以期提升預報指引的實務應用效益。此外，發展颱風形成及快速增強預報技術，
並建立可作業之分析/預報模組，提升氣象局颱風強度預報作業效能。
五、經費細目概估：(當年度總經費：   785    千元)
(一)人事費：       700       千元
(二)業務費(合計)：   14  千元
 (1)消耗器料費：     8    千元
 (2)差旅費：        0     千元
 (3)其他研究有關費用：  6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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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管理費：      71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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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

計畫名稱 觀測比較實驗設計與資料分析-以溫度量測為例

計畫編號 MOTC-CWB-109-M-02 計畫性質 □行政政策類■科學技術類

計畫領域
□電信□自動化□土木□機電□航太□海洋□運輸■氣象□地震□觀光

□綜合(以計畫內容領域比重較高者為主)

預 定 執

行期限

全程   109 年 1 月 1 日 至 110 年 12月 31日

當年度   109 年 1 月 1日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經費

概算

全程 1304 千元

109 年度 604 千元

110 年度 700 千元

年度 千元

年度 千元

聯絡人

單位 第二組 聯絡電話 (02)23491029

職稱 科員 傳真號碼 (02)23401028

姓名 洪甄聲 E-mail信箱 nanu@cwb.gov.tw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簡述研究計畫之目的、緣起與重要性，並說明與當年度業務施政之關

聯性、配合性及前後連貫的整體性)　

    氣象觀測是科學嚴謹程序所產生被記錄資料的過程，而用來量測環境變化的感應元件雖

在實驗室被校驗過，但在實際觀測中因元件包覆材料或外型設計或控制環境方式等的不同，

使得相同量測項目在不同儀器造成不同誤差，因此國際氣象組織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下的儀器和觀測方法委員會 (Commission fo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Observation ,CIMO) 在國際間都會進行不同量測項目，集合各種不同儀器進行儀器間量測比

對，以促進觀測標準化與品質提升。我國雖不在聯合國下，但在量測中皆會使用不同廠商儀

器，但一直缺乏在不同儀器間比較結果，也對量測結果造成不確定性，因此觀測比較實驗將

對於過去本局使用之儀器與未來將使用設備做一系統性比較，是本局未來氣象觀測重點之

一，因此對於此觀測比較實驗須深入研究與探討，已建立標準化程序，以提高本局觀測品質

並提供天氣預報與氣候資料分析應用。

二、委託對象之條件：(說明研究機構的性質及計畫主持人與主要研究人員所需具備之專長條

件與經驗)

委託對象必須任職於國內、外公私立學術機構（含研究中心、財團法人），對天氣觀測

流程以及儀器特性具有研究經驗與成果者。

三、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若分年進行，得分年列述)

109 年：國際間觀測比較實驗的收集與評估，本局溫度遮罩實驗資料初步分析。

110 年：國內觀測實驗評估與設計， 本局溫度遮罩實驗資料完整分析。

四、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說明預期完成之具體成果，儘量依條列舉，若分年進行，得

分年列述。並按計畫性質詳述所獲得的效益，以及未來在業務施政上的應用)

1、109 年 對於國際間觀測比較實驗技術的掌握，初步對本局溫度遮罩實驗資料分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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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建立，了解實驗結果資料品質與特性，並作為於本局新屋氣象站延續兩年溫度遮罩實驗

依據。

2、110 年 完成國內觀測評估與設計，作為本局各項觀測比較實驗規劃依據，完成溫度

遮罩實驗資料分析，提供本局傳統或自動儀氣溫度觀測誤差數值，並作為臺灣地區在溫度器

後統計在儀器部分後處理的依據，同時作為本局在儀器設備選擇與標準程序的參考依據。

五、經費細目概估：(當年度總經費： 604    千元)

(一)人事費：   450    千元

(二)業務費(合計)：  100  千元

 (1)消耗器料費：  20   千元

 (2)差旅費：   50   千元

 (3)其他研究有關費用：30  千元

(三)行政管理費：54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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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

計畫名稱
應用高時空密度 Himawari 8 衛星風資料以改善數值模式颱風預報之研究

(3/3)

計畫編號 MOTC-CWB-109-M-03 計畫性質 □行政政策類■科學技術類

計畫領域
□電信□自動化□土木□機電□航太□海洋□運輸■氣象□地震□觀光
□綜合(以計畫內容領域比重較高者為主)

預定執行
期限

全程     107 年 3月 14 日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當年度 109 年 1月  1 日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經費
概算

全程 1,986 千元

107 年度 652 千元

108 年度 662 千元

109 年度 672 千元

聯絡人

單位 氣象科技研究中心 聯絡電話 (02)23491085
職稱 副研究員 傳真號碼 (02)23491089
姓名 陳得松 E-mail信箱 song@cwb.gov.tw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簡述研究計畫之目的、緣起與重要性，並說明與當年度業務施政之
關聯性、配合性及前後連貫的整體性)　
由於颱風生命週期內大部分時間都位於洋面上，傳統觀測資料十分稀少，使得數值模式

不易正確解析颱風結構及其附近大氣環流，導致數值模式對於颱風風雨、路徑及強度之預報

有較大的困難。2015 年 7月初正式運作的日本新一代氣象同步衛星 Himawari-8，其搭載儀器
的觀測能力比起上一代同步衛星 MTSAT-2（Multifunctional Transport Satellite 2）精進許多，

時空解析度均有 2倍以上的提升，更多的觀測頻道及更高的輻射敏感度也大大地增加資料品

質，進而可提供高時空解析度衛星風資料。

近年來本局之數值颱風路徑預報技術已有長足的進步，但對於颱風風雨之數值預報仍有

待提升，而優化數值模式對颱風結構及其附近環流之掌握，可有效改進模式對於颱風路徑及

強度預報，進而提升颱風風雨數值預報技術。本計畫將應用氣象局現有之數值模式如

TWRF，以 WRF Four-Dimensional Data Assimilation (FDDA)技術 nudging加入高時空解析度

Himawari 8 衛星風與雷達資料，此策略可透過數值模式積分過程在初始場中產生動力與熱力

平衡之颱風結構，以改善數值模式之颱風預報能力。

本年度委託研究為全程之第 3 年，第 1 年已完成引進並於本局 HPC 建置 WRF Four-
Dimensional Data Assimilation (FDDA)，將之整合入 TWRF。第 2 年上半年裡，已完成了

FDDA 中 nudging 係數的敏感度測試，並且優化應用於同化 Himawari-8 衛星風資料的 FDDA
技術。一個新個案(2017 年尼莎颱風)的Himawari-8 衛星風資料已收集，將用於測試優化後的

FDDA。另外，我們也收集了一組雷達資料，並且轉換成 FDDA可接受的格式，這組資料將

被用來測試 FDDA 技術同化雷達資料的效果。第 3 年將評估前 2 年技術，加以優化；評估以

FDDA 技術同化雷達資料對颱風結構、路徑與雨量預報之效應，並協助技轉本局並進行作業

平行測試。
二、委託對象之條件：(說明研究機構的性質及計畫主持人與主要研究人員所需具備之專長

條件與經驗)
1.國內外大氣科學相關之系所或財團法人基金會或團體。
2.主持人應具有國內外大學大氣科學相關之博士學位，任職於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並具
備優越數值模式之颱風研究經驗。

三、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若分年進行，得分年列述)
第 1 年：已完成(1)引進並建置 WRF Four-Dimensional Data Assimilation (FDDA)技術；(2)收集

Himawari 8 衛星風資料；(3)研究衛星風資料品質管控(quality control)技術；(4)對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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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颱風個案進行測試。
第 2 年：將完成(1)評估第 1 年技術，並加以優化；(2)分析本研究方案產生之颱風結構，並與

衛星影像或雷達回波進行比較；(3)以 TWRF搭配 FDDA 對更多歷史颱風個案進行
測試；(4)評估以 FDDA 技術同化雷達資料；(5)以投稿 SCI期刊為目標撰寫報告。

第 3 年：(1)評估前 2 年技術，並加以優化；(2)評估以 FDDA 技術同化雷達資料對颱風結構、

路徑與雨量預報之效應；(3)協助技轉本局並進行作業平行測試；(4)撰寫研究成果

並投稿至 SCI期刊。
四、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說明預期完成之具體成果，儘量依條列舉，若分年進行，得

分年列述。並按計畫性質詳述所獲得的效益，以及未來在業務施政上的應用)
本計畫完成之技術將可直接應用最先進之衛星風觀測於本局現有數值預報系統中，提供氣象
局更好之颱風預報指引，以期提升颱風預報的實務應用效益。
預期成果：優化數值模式對颱風結構及其附近環流之掌握，可有效改進模式對於颱風路徑及
強度預報，進而提升颱風風雨預報技術，亦將撰寫研究成果並投稿至 SCI期刊。
五、經費細目概估：(當年度總經費：   672    千元)
(一)人事費：       318       千元
(二)業務費(合計)：     294千元
 (1)消耗器料費：        45千元
 (2)差旅費：           213千元
 (3)其他研究有關費用：  36千元
(三)行政管理費：        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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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

計畫名稱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氣候行動下我國氣象國際合作發展策略之研究(2/3)

計畫編號 MOTC-CWB-109-M-04 計畫性質 □行政政策類■科學技術類

計畫領域
□電信□自動化□土木□機電□航太□海洋□運輸■氣象□地震□觀光

□綜合(以計畫內容領域比重較高者為主)

預定執行

期限

全程  108 年 1 月 1 日 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當年度 109 年 1 月 1 日 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

概算

全程 6763 千元

108 年度 2100 千元

109 年度 2163 千元

110 年度 2500 千元

聯絡人

單位 氣象科技研究中心 聯絡電話 (02)23491090

職稱 科長 傳真號碼 (02)23491089

姓名 黃麗玫 E-mail信箱 hlm@cwb.gov.tw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簡述研究計畫之目的、緣起與重要性，並說明與當年度業務施政之關

聯性、配合性及前後連貫的整體性)　

聯合國於 2015 年 9月通過了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及 169 項細項標的（Target），成為 2030 年之前國際發展的主要脈絡；其中第 13 項氣候行動

反映了聯合國落實對抗全球暖化的決心，也是全球氣候變遷議題的未來核心。我國從行政院

永續會及環保署皆推動 SDGs的國內檢視，而外交部亦宣布 SDGs 為我國未來國際合作的主

軸。中央氣象局在處理國際合作相關議題時，亦秉持此原則，具體推動相關氣象國際合作，

並以此呼應巴黎氣候協議的落實，以對國際社會有所貢獻。

二、委託對象之條件：(說明研究機構的性質及計畫主持人與主要研究人員所需具備之專長條

件與經驗)

委託對象須為具氣象專業能力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專校院、學術機構、團體或自然人。

主持人須具多年研究經驗並有顯著成果者。

研究人員須有任職國際組織或國際非政府組織之相關經驗。

三、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若分年進行，得分年列述)

第 1階段：民國 108 年 1月 1日至民國 108 年 12月 31日

將完成盤點國際氣象組織及重要國家回應 SDG13的活動，以做為本局施政參考，及本局參與

國內外相關會議。

第 2階段：民國 109 年 1月 1日至民國 109 年 12月 31日

本階段應依據第 1階段所蒐集的資訊及報告，協助氣象局規劃我國推動氣象國際合作發展策

略，並依本局需求參與國內外相關會議。

第 3階段：民國 110 年 1月 1日至民國 110 年 12月 31日

本階段目標為依據第 2階段所擬定之評估方案，具體規劃進行交流接軌，作為我國推動氣象

國際合作之基礎、並依本局需求參與國內外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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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說明預期完成之具體成果，儘量依條列舉，若分年進行，得

分年列述。並按計畫性質詳述所獲得的效益，以及未來在業務施政上的應用)

(一)透過本研究對聯合國 SDG13 項下氣象國際合作脈絡有完整資訊，以做為政府參考。

(二)透過本研究擬定之策略實質推動國際氣象組織之參與，並與各國進行資訊與技術交流。

(三)透過本研究使我國能對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提出貢獻並促進國家永續發展。

五、經費細目概估：(當年度總經費： 2163 千元)

(一)人事費：1400千元

(二)業務費(合計)：    547 千元

 (1)消耗器料費：       50 千元

 (2)差旅費：          450 千元

 (3)其他研究有關費用： 47 千元

(三)行政管理費：      216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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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

計畫名稱
雙偏極化雷達網連資料在劇烈天氣水象粒子特性分析及降雨估計法在地

化研究 (2/3)

計畫編號 MOTC-CWB-109-M-05 計畫性質 □行政政策類■科學技術類

計畫領域
□電信□自動化□土木□機電□航太□海洋□運輸■氣象□地震□觀光
□綜合(以計畫內容領域比重較高者為主)

預定執行
期限

全程     108 年 2月 22 日 至 110 年  12月  31日
當年度 109 年決標日起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經費
概算

全程 2,196.8 千元

108 年度 613.8 千元

109 年度 633 千元

110 年度 950 千元

聯絡人

單位 氣象衛星中心 聯絡電話 (02)2349-1247
職稱 技士 傳真號碼 (02)2349-1259
姓名 唐玉霜 E-mail信箱 ystang@cwb.gov.tw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簡述研究計畫之目的、緣起與重要性，並說明與當年度業務施政之
關聯性、配合性及前後連貫的整體性)　
中央氣象局自 2014 年開始將五分山作業用都卜勒天氣雷達升級為具雙極化 (dual-

polarization)功能的雙偏極化雷達，開啟國內對豪大雨天氣監測與預報的新里程。雙偏極化雷

達發射之電磁波由原本單一極化(水平)增加為雙極化(水平加垂直)，因此原本都卜勒雷達僅

接收水平極化的雷達反射率(降雨回波)、都卜勒風場及都卜勒譜寬三個參數，而雙偏極極化

雷達除了上述的 3個參數外，再加上(1)水平極化的反射率與垂直極化反射率兩者比值，稱為

差分反射率 (ZDR)，(2)水平極化反散射波與垂直極化反散射波兩者的相關係數 (RHV)，以

及(3)水平極化反散射波與垂直極化反散射波單位距離的相位差異之比差分相位 (KDP)。此
新增的 3個參數使得降雨雷達之資料應用性得以大大提升。

雙偏極化雷達之資料應用包含：藉由計算相關係數(RHV)較易區分反散射目標物的均一

性特徵。例如目標物都是純雨滴或是雪花及冰晶，水平極化波和垂直極化波的訊號一致性

高，相關係數幾乎都高達 1.0、0.99或是 0.98。當目標物為冰與水混合粒子，譬如雨夾雹或

是融解中雪花，相關係數就會略為降低。若是目標物為非均勻物體時(非氣象粒子，如地形

雜波或生物、昆蟲)相關係數會更低。因此相關係數對於雙偏極化雷達資料品管可提供良好

的參考依據，尤其在定量降雨估計之應用上，用來過濾非氣象訊號具有重大功能。

水平極化波與垂直極化波兩者反射率的差值(ZDR)主要來自目標物水平以及垂直散射截

面積差異。此差異大小和雨滴的形狀和雨滴大小密切關連：小雨滴接近圓形，雨滴愈大則扁

評程度愈大。亦即雨滴愈大，雨滴之水平散射截面積和垂直散射截面積之差也愈大。

水平極化波與垂直極化波兩者相位差的產生，其原理也和差分反射率接近，亦因目標物

散射截面積幾何差異所造成。差分相位主要是因為電磁波傳播速度受介質影響產生變化，若

是目標物因為形狀或是成分差異造成影響程度不同，就會產生差分相位。差分相位的大小和

目標物截面積大小有關，因此也是很好的水象粒子大小形狀以及種類的參考參數。

差分反射率與雷達發射/接收電磁波能量大小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因此雷達硬體設備

的日常保養以及校正對於觀測結果的精確度有很大影響。然而比差分相位是電磁波經過傳播

散射後的相位差，部分能量衰減並不影響結果，因此對於部分雷達波束被地形遮蔽這個問題

之影響較小，用於複雜地形易遮蔽地區之定量降雨估計會有較佳結果。

此外，對於不同頻率波段雙偏極化雷達在監測降雨之敏感度以及衰減的兩難問題，其中

較低頻雷達在偵測相位差其敏感度較低，不確定性大，但衰減問題較小，較高頻雷達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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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氣象局在五分山雷達站同時建置有 S波段和 C波段兩部雙偏極化雷達，對於臺灣北部地

區颱風豪雨系統的監測扮演重要角色。若能進一步配合預計購置的移動式雷達，及現有與預

計建置/更新之雙偏極化雷達網，對於全島各地區颱風豪雨天氣的監測與定量降雨估計及預

報，可提供具有重大參考意義的資料庫。

氣象局從 2019 年開始除現有 4 部 S波段雷達外，另外陸續加入 3 部 C波段雙偏極化雷達

運作，不同波段頻率雷達在監測降雨強度的靈敏度以及回波衰減問題，勢將成為劇烈天氣監

測預報重要議題，本計畫將針對這些課題，依不同波段雷達進行系統性資料分析與整理工

作。
二、委託對象之條件：(說明研究機構的性質及計畫主持人與主要研究人員所需具備之專長

條件與經驗)

主持人應具有國內外大學大氣科學相關之博士學位，任職於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並具備雷

達觀測、雷達資料處理與分析之研究經驗。

三、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若分年進行，得分年列述)

(一)第一年將選取 2017至 2018 年颱風、2017 年 6月 2日及 2018 年 9月 8日豪雨個案，彙整

並分析五分山 S波段及 C波段雙偏極化雷達觀測參數特徵，預計完成參數分析比較並建

立颱風雨帶以及梅雨鋒面雨帶的雙偏極化參數特徵資料庫;第二年增加 2019 年 5月 17-20

日梅雨鋒通過臺灣時所帶來的多次豪雨;第三年彙整並分析高雄及臺中 C波段雙偏極化雷

達資料，進行全省豪雨個案雙偏極化參數之分析比較及特徵資料庫之建立。

(二)利用 ZHH-ZDR 與 ZHH-KDP散布圖法，分析各個雷達系統對於水象粒子類別大小形狀等

特徵敏感度，作為定量降雨估計的基礎資料庫。

(三)利用雙偏極化參數(ZHH、ZDR、KDP 及 RHV)建立符合不同降雨系統之水象粒子鑑別演

算法。

(四)發展 C波段雙偏極化雷達回波衰減演算法。 
四、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說明預期完成之具體成果，儘量依條列舉，若分年進行，得

分年列述。並按計畫性質詳述所獲得的效益，以及未來在業務施政上的應用)
(一)選取近年颱風及豪雨個案，利用 S波段及 C波段雷達雙偏極化參數分析比較，建立颱風
雨帶及梅雨鋒面雨帶雙偏極化參數特徵資料庫，了解降雨系統的雲物理過程。
(二)建立各個雷達回波和差分反射率(ZDR)散布圖，了解各個雷達系統對於水象粒子類別大
小形狀敏感度，以改進定量降雨估計技術。
(三)建立符合不同降雨系統之水象粒子鑑別演算法，作為數值模式微物理參數法校驗比對之
基礎資料庫。
(四)發展 C波段雙偏極化雷達回波衰減演算法，期以改進定量降雨預報之合理性。
五、經費細目概估：(當年度總經費：   633    千元)
(一)人事費：       320       千元
(二)業務費(合計)：     255千元
 (1)消耗器料費：        72千元
 (2)差旅費：           100千元
 (3)其他研究有關費用：  83千元
(三)行政管理費：        5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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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

計畫名稱
發展雷達資料熱力反演技術改進對流胞未來一小時強度與動向變化之預

報(2/3)

計畫編號 MOTC-CWB-109-M-06 計畫性質 □行政政策類■科學技術類

計畫領域
□電信□自動化□土木□機電□航太□海洋□運輸■氣象□地震□觀光
□綜合(以計畫內容領域比重較高者為主)

預定執行
期限

全程     108 年 2月 22 日 至   110 年  12月  31日
當年度 109 年決標日起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經費
概算

全程 2,203.3 千元

108 年度 623.3 千元

109 年度 630 千元

110 年度 950 千元

聯絡人
單位 氣象衛星中心 聯絡電話 (02)2349-1254
職稱 技正 傳真號碼 (02)2349-1259
姓名 王之璽 E-mail信箱 jesse@cwb.gov.tw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簡述研究計畫之目的、緣起與重要性，並說明與當年度業務施政之關
聯性、配合性及前後連貫的整體性)　
臺灣因四周環海，洋面上缺乏實地(in-situ)觀測資料，此外島上的地形高聳，使得要準確

預報造成短延時強降雨的對流，成為十分具有挑戰性的課題。
雷達資料提供密集的時間和空間解析度的資料，對於對流尺度系統的移動、發展變化提

供很好的觀測資料，目前全臺已有 13 部陸基式氣象雷達，以及一部由科技部經費建置的研
究用移動式雙偏極化都卜勒雷達 TEAM-R，在未來的數年內氣象局還會再建置 3 部降雨雷
達，如何最佳化利用這些大量的雷達資料，除了監測，進一步提升針對對流尺度天氣系統極
短期預報的精確度，是一兼具作業應用與學術研究價值的重要課題。

本計畫以臺灣環島氣象雷達網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密集觀測資料為主，在臺灣複雜地形
上，進行風場及熱力場反演，求得三維風場、壓力擾動場及溫度擾動場，並嘗試反演出水氣
場，可獲得密集更新(約 6-7 分鐘)的高解析度(約 1-2km)對流尺度系統三維之風溫壓等氣象變
數之結構分析場。

臺灣自動即時預報系統(Taiwan Auto-Nowcast System，TANC)過去僅針對臺灣地區提供
極短期(未來 30 及 60 分鐘)對流(>35dBZ 以上)啟始預報，未來是否可以拓展應用到其他天氣
類型，進行未來一小時即時預報，是有待評估的事項。現行系統是利用如地面站、模式、衛
星等資料，計算得氣象預報因子(predictors)，在本計畫中將利用雷達資料反演之熱力及動力
場計算預報因子，並統計其與對流是否發展、回波是否增強，及發展後隨時間演變的關聯
性，以檢驗分析反演所得之風溫壓氣象變數場對對流胞發生機率及 0至 1 小時預報能力之影
響。
二、委託對象之條件：(說明研究機構的性質及計畫主持人與主要研究人員所需具備之專長條

件與經驗)
主持人應具有國內外大學大氣科學相關之博士學位，任職於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並具備雷
達觀測、雷達資料處理與分析之研究經驗。
三、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若分年進行，得分年列述)
第 1 年(108 年): 將利用臺灣雷達網資料、風場合成與熱力反演方法所求得之複雜地形上的三

維風場、壓力及溫度擾動場，評估自動即時預報作業系統中的若干預報因子，預計完
成計算午後對流產生的機率，並進行多個個案的測試，以了解對於後續對流的形成與
演化所具有的預報能力。

第 2 年(109 年):延續第 1 年的工作，以雷達觀測及反演的氣象變數計算預報因子，評估是否
可擴展到預報除午後對流以外的其它天氣現象的可行性。另外，除評估原系統中預報
因子表現，並嘗試加入其他儀器所能提供的新預報因子，建立完整計算流程，進行若
干個案測試，了解對於雷暴的預報能力。

第 3 年(110 年): 評估將第 2 年研發成果所建立的運算系統作業化的可行性，進行大量個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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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以了解對於各類天氣系統內部對流胞的預報能力。
四、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說明預期完成之具體成果，儘量依條列舉，若分年進行，得

分年列述。並按計畫性質詳述所獲得的效益，以及未來在業務施政上的應用)
以雷達等遙測資料為主要依據，反演對流胞內部三維風場、氣壓、水氣、溫度擾動場，

得到隨地形坡度變化之高時空解析度大氣變數分析場，進而計算、導入及評估對 TANC而言
具有潛在預報能力的反演物理量。
(1) 使用高時空解析度熱、動力場分析場，了解並檢視雷雨系統形成、發展、維持與消散的
機制，並探討各反演場量與臺灣地形交互作用過程。
(2) 尋找並評估具有雷雨預報能力的變數場量，持續增進 TANC 對對流初生(35dBZ 以上)及其
未來 1 小時位置預報合理性。

五、經費細目概估：(當年度總經費：   630    千元)
(一)人事費：       561       千元
(二)業務費(合計)：   12  千元
 (1)消耗器料費：    5    千元
 (2)差旅費：        4     千元
 (3)其他研究有關費用：  3  千元
(三)行政管理費：      57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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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

計畫名稱 歷史極端氣象事件之文史資料跨域研究(2/2)

計畫編號 MOTC-CWB-109-M-07 計畫性質 □行政政策類■科學技術類

計畫領域
□電信□自動化□土木□機電□航太□海洋□運輸■氣象□地震□觀光
□綜合(以計畫內容領域比重較高者為主)

預定執行
期限

全程     108 年 1月 1 日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當年度 109 年 1月  1 日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經費
概算

全程 1,355 千元

108 年度 605 千元

109 年度 750 千元

聯絡人
單位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 聯絡電話 (06)3459216
職稱 技正 傳真號碼 (06)3459236
姓名 黃文亭 E-mail信箱 ting@cwb.gov.tw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簡述研究計畫之目的、緣起與重要性，並說明與當年度業務施政之
關聯性、配合性及前後連貫的整體性)　
西元 1896 年起日人開始在臺灣規劃設置測候所，展開氣象觀測作業，在超過 120 年的觀

測歷史中記錄許多極端的觀測紀錄，極端的觀測常伴隨一場重大的天氣災害事件。本計畫於
第一年(108 年)以南部氣象站極端觀測紀錄為出發，同時考量氣象事件對社會影響程度，選
取在氣象觀測與社會影響兩方面均較具特殊性及研究價值的 10個事件，透過中央氣象局保
存之氣象史料，結合日治時期之報紙與臺灣總督府檔案、中央研究院之古籍資料庫等，對氣
象、社會等文史資料做跨領域解讀，完整呈現氣象事件及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本計畫第二年
(109 年度)將持續進行 10個影響南部地區的重大氣象事件跨域研究，所完成之跨域整合分析
成果可充實南部氣象災害歷史知識，應用於在地氣象防災解說、宣導與推廣等層面，同時也
可拓展中央氣象局長年保存之豐富氣象史料的多元應用，落實氣象歷史檔案的實質應用。
二、委託對象之條件：(說明研究機構的性質及計畫主持人與主要研究人員所需具備之專長

條件與經驗)
研究機構須具備人文、歷史、觀光、環境或教育等相關科系，並曾辦理臺灣本土歷史相

關研究；計畫主持人與主要研究人員的專長包括地球科學、環境科學、臺灣歷史研究、人文
史料研究、文化資產研究等，並具備相關研究經驗。
三、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若分年進行，得分年列述)
本計畫為兩年期計畫，分年工作項目列述如下： 
第一年(108 年度)已完成項目：

1. 事件選取：由南部氣象站歷史觀測資料篩選欲分析研究之極端氣象事件，並從文史資
料中挑選被記錄的重大天氣事件。

2. 氣象資料蒐集：蒐集選取事件的相關氣象資料，如觀測月報表、天氣圖、預報資料、
暴風報告……等。

3. 文史資料蒐集：蒐集選取事件的相關文史資料，如災損報告、賑災資料、新聞報導、
老照片…等。

4.完成 10個日治時期南部地區重大天氣事件的分析研究。
第二年(109 年度)將延續第一年的研究經驗，預計進行下列工作項目:

1. 持續進行重大氣象事件的氣象與文史資料蒐集。
2. 進行 10個日治時期南部地區天氣事件的分析研究，選取原則仍由氣象觀測和社會影響
程度兩方向著手，以兩方面均較具特殊性之事件為主。

3. 透過氣象史料和文史資料，以圖片輔以文字說明，豐富氣象歷史事件的內容，提供未
來氣象防災推廣教育之教材。

4. 將研究成果依個案分別製作社群網路推廣素材。
四、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說明預期完成之具體成果，儘量依條列舉，若分年進行，得

分年列述。並按計畫性質詳述所獲得的效益，以及未來在業務施政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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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第一年(108 年度)完成的成果如下：
1. 建立歷史重大天氣事件文史資料分析研究流程、步驟及呈現方式。
2. 完成的 10個日治時期南部地區重大天氣事件研究成果，充實南部氣象災害歷史知識。

第二年(109 年度)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
1. 完成南部地區重大氣象災害歷史事件跨域分析研究，透過跨域資料整合詮釋重大氣象

事件，讓我們更了解這片土地的氣象歷史。
2. 充實南部氣象災害歷史知識，作為南部氣象站在地氣象應用推廣之重要教材。
3. 開拓中央氣象局氣象史料的多元跨域應用，落實氣象歷史檔案的實質應用。
4. 以社群媒體手法，透過社群網路呈現研究成果，推廣氣象歷史研究。

五、經費細目概估：(當年度總經費：   750    千元)
(一)人事費：              384千元
(二)業務費(合計)：        298千元
 (1)消耗器料費：          0千元
 (2)差旅費：               80千元
 (3)其他研究有關費用：    218千元
(三)行政管理費：           6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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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

計畫名稱 中央氣象局下一代全球預報模式建置與評估研究(3/3)

計畫編號 MOTC-CWB-109-M-08 計畫性質 □行政政策類■科學技術類

計畫領域
□電信□自動化□土木□機電□航太□海洋□運輸■氣象□地震□觀光
□綜合(以計畫內容領域比重較高者為主)

預定執行
期限

全程   107 年 1月 1 日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當年度   109 年 1月 1 日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經費
概算

全程 7,698 千元

107 年度 2,558 千元

108 年度 2,640 千元

109 年度 2,500 千元

聯絡人
單位 氣象資訊中心 聯絡電話 (02)2349-1268
職稱 簡任技正 傳真號碼 (02)2349-1269
姓名 陳建河 E-mail信箱 river@cwb.gov.tw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簡述研究計畫之目的、緣起與重要性，並說明與當年度業務施政之
關聯性、配合性及前後連貫的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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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自 1983 年開始發展數值天氣預測技術至今已累積近 30 年的發展經驗，藉以維持能
與歐美日等氣象科技先進國家朝共同目標前進為主要的發展動力。世界氣象組織(WMO)在
2003 年召開的第 14 次世界氣象大會設立的一項全球大氣研究計畫，簡稱 THORPEX，通過
與 WMO 其他技術委員會的密切合作作為 WMO 世界天氣研究計畫(WWRP) 的一部分，也是
WMO 防災減災計畫中的一個關鍵氣象研究部分。THORPEX 計畫的一大目標是要結合全球
的氣象科技發展力量，用 10 年(2005-2015)的時間，把天氣預報有效範圍推展至 14 天。本研
究的目的是本局亟需順此發展方向，提升本局全球模式之展期預報 (7-14 天)準確度與促進氣
象預報資訊之應用，以高影響(High-Impact)天氣的可預報度為核心，先了解模式的預報表
現，進而協助本局模式關於展期預報(7-14 天)準確度的改善及預報產品的應用。

本局於 105 與 106兩個年度，開始將研究重點放在全球預報模式新數值計算方法研究：
發展方向以多域高階精確計算方法(multidomain high-order computational methods)於數值天氣
模式的開發與其效能和現今使用模式的效能評比，並探討是否適合可與現今的模式搭配成為
未來更具效能預報模式。這種多域計算方式是將統御方程式所屬的定義域分割成有限個子
域，並在各子域中進行計算和穩定連結各子域邊界上的場值。這種方法其優點是在長時間的
波方程類型的計算上可有效降低數值色散誤差(numerical dispersion error)，這對模式之展期預
報(7-14 天)準確度提升是有相當的可行性，另外因這種多域運算方式也適合利用分散式計算
架構(distribute computing platform)或多核計算架構(multi/many-core)，達成平行計算，提升計
算效能。在 105 年度我們已用 cubed-sphere 網格將球面以曲邊四邊形(curvilinear quadrilateral)
離散化，並求解傳輸方程受固定風場傳輸時的結果以及淺水波方程在球面上的傳輸現象，計
算穩定性與結果的精確度皆非常良好，除此之外，這種多域的計算方式，也非常適合平行化
運算，加速效能也相當不錯。在 106 年度，本局已委託學術單位(臺大郭鴻基教授和中興鄧君
豪教授) 用正八面體(octahedron)的表面三角化分割(triangularization)，並將各三角形等緯度的
映射到球面。

本局於 106 年 5月辦理「第二屆臺灣與西北太平洋全球預報系統發展研討會」，NCEP
指出 FV3將為該機構之下一代作業用之預報模式並希望能推廣該模式為社群模式，本局將配
合引進該模式，故 107 年度之研究將重點放在 NCEP 全球預報模式 FV3 數值計算方法與現有
計算方式整合可行性之研究。由於 FV3 計算方法之動力核心也是用 cubed-sphere 網格，並在
各子域中以有限體積法離散偏微分方程來執行計算，該方法於 1996開始至今，已擁有 20 年
的發展，其資料結構運算模組和物理機制的模組化皆有相當的成熟度。然 FV3 屬二階精確計
算格式，在長時間計算的精度上可能因色散誤差的累積造成需要使用非常緊密的網格來執行
計算，相對地，高階精確格式亦是在 cubed-sphere 網格進行計算且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憾。
若能將這兩種計算方式成功整合則可作為本局未來全球模式預報的計算核心。

未來 3個年度的研究重點方向是先針對 FV3 動力核心的演算法進行深入探討，包含空間
上有限體積離散方式以及時間上 semi-Lagrangian積分方法的運算，和各項物理模組的建置，
之後再進行與擬譜有限差分高階計算格式與 FV3格式的整合可能性。
二、委託對象之條件：(說明研究機構的性質及計畫主持人與主要研究人員所需具備之專長

條件與經驗)
由於這項研究課題涵蓋相當多先進的學術內容，因此主持人須任職於國內相關學術機

構，並且為從事天氣動力研究和數值計算方法有多年研究經驗者，能夠培養研究生、聘用碩
博士級人員為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
三、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若分年進行，得分年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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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

工作重點為 NCEP 全球預報模式 FV3 數值計算方法與本局現有計算方式整合可行性之研

究。具體的工作如下。

(1). 由已公開的 FV3程式碼和已發表的使用文件和論文，對 FV3 進行核心程式碼(偏微分

方程部分)的了解與分析。內容涵蓋：

(i) cubed sphere 網格生成建置和區域局部網格加密之方式。

(ii)核心演算法中，有限體積法、semi-Lagrangian 和各種斜率限器(slope limiter)、

濾波穩定器或人工黏滯法的原理。

(2). 進行 FV3 模式在氣象局 HPC上的建置。內容涵蓋：

(i) 模式的操作:包括模式執行流程操作、各種參數(解析度、區域設定……)的了

解及操作、模式的 I/O了解及模式後處理程序的操作。

(ii) 模式的最佳化設計:包括 HPC上最佳化編譯器參數選項，MPI 及 OMP的最佳

化組合設計。

(iii) 以臺灣為中心的東亞區域最佳化區域設計，包含水平解析度、區域大小、模

式執行效率的評估。

(iv) FV3使用 CWB/GFS初始場的介面程式開發。

108 年度:

由前一年度所得之資料結果，改以 NCEP公開之 FV3版本進行後續的測試工作，局內

未來作業之 FV3 模式訂名為 CWBFV3GFS，工作項目如下。

(1).FV3使用 CWB/GFS和NCEP/GFS初始場之預報表現評估及比較。
(2). 對於 FV3 之動力和物理架構及模式後處理程序之了解，並針對兩種模式後處理方式

對 GVER校驗結果的影響進行比較，排除地形下資料外插影響的校驗品質。
(3).比較 FV3 與 TCO 模式對夏季天氣型態的預報表現。
(4). FV3 在高影響天氣個案的預報評估:個案(颱風、梅雨)測試與分析。

109 年度：

延續前兩年研究成果，本年度的工作項目是著重於高解析度巢狀網格之建置與測試，並

探討其對臺灣地區劇烈天氣預報之能力。工作項目如下。

(1).引進 NCEP版本之 FV3GFS巢狀網格，並建置於 CWB HPC環境。
(2).使用全球 C384(25公里)和 C768(13公里)及以臺灣為中心～5公里和～2.5公里巢狀網

格，評估 CWB FV3GFS 對臺灣地區一個月天氣預報之表現。
(3).進行 CWB FV3GFS物理參數化之調整，及其對臺灣地區降雨預報之評估。
(4).針對臺灣地區劇烈天氣個案，評析不同高解析度巢狀網格預報之能力。

四、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說明預期完成之具體成果，儘量依條列舉，若分年進行，得
分年列述。並按計畫性質詳述所獲得的效益，以及未來在業務施政上的應用)

107 年度：
已完成的具體成果
(1) FV3、本局球面調和函數之波譜動力核心，及多域擬譜計算方法，三種演算法之學理

資料整理。
(2) 完成 FV3 模式在氣象局 HPC上的建置。
(3) 完成 CWBGFS分析場轉換為 FV3初始場的程序，以接續第二年的比較工作。
(4) 完成對 FV3 模式三種網格配置進行測試，為便於將來於台灣周圍使用高解析巢狀網
格做準備。

(5) 完成 2017 年夏季颱風，初步測試 FV3 模式預報表現，及輸出資料的轉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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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益
(1) 上述之資料統合內容除有助本局從事動力核心開發人員學理基礎提升，且在不影響
其他同仁情況下進行學習，提升未來開發動力核心之基礎。

(2) 有助於 FV3模式原理及操作流程之了解與分析，進一步進行 FV3程式碼及模式架構的
研讀。

(3)能夠與 NCEP的NGGPS 接軌。

108 年度：
以 107 年度之資料，評判以下工作之優先順序或進行取捨，擇優進行。
(1)  了解 FV3 之整體架構。
(2)  FV3 模式在氣象局 HPC上正常的執行並了解 FV3 相較各模式的預報表現 。
工作效益
撰寫完成之程式碼除可進行評比，並可配合前一年度之資料，提供學術界進行其他學術
研究或教育訓練之使用，使更多的學界專業人員可於未來進行這方面之研究，提升我國
數值天氣預報人員訓練。

109 年度：
預期成果
(1) 發展適合台灣地區之 CWB FV3GFS 模式，新的模式設計與參數設定可提升臺灣地區
的預報能力。

工作效益
(1)參與此項研究工作之碩博士學生與博後研究人員可更了解數值天氣預報的實務工作，

進而縮短學用之差距。
(2)對我國數值天氣模式的人才培訓形成從理論面到實務面，有縱深型的培訓發展模式，
提升這方面人才的量和質，並進而植根發展符合我國需求的數值天氣預報模式。

(3)提供本局其他相關計算工具，研發全球模式預報之計算。
(4)除了同步更新 NCEP FV3GFS 發展，亦可透過本計畫精進本局對 CWB FV3GFS自主

研發能量。

五、經費細目概估：(當年度總經費：   2,500    千元)
(一)人事費：       2,245       千元
(二)業務費(合計)：   28  千元
 (1)消耗器料費：    15    千元
 (2)差旅費：        10    千元
 (3)其他研究有關費用：  3  千元
(三)行政管理費：     227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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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

計畫名稱
診斷評估應用 FV3GFS 方法於下一代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模式之東亞地

區降水預報：以 2019 年梅雨季為例

計畫編號 MOTC-CWB-109-M-09 計畫性質 □行政政策類■科學技術類

計畫領域
□電信□自動化□土木□機電□航太□海洋□運輸■氣象□地震□觀光
□綜合(以計畫內容領域比重較高者為主)

預定執行
期限

全程     109 年 1月 1 日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當年度 109 年 1月  1 日 至   109 年  12月  31日

經費
概算

全程 700 千元

109 年度 700 千元

年度 千元

聯絡人

單位 氣象資訊中心 聯絡電話 (02)23491268

職稱 簡任技正 傳真號碼 (02)23491269

姓名 陳建河 E-mail信箱 river@cwb.gov.tw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簡述研究計畫之目的、緣起與重要性，並說明與當年度業務施政之
關聯性、配合性及前後連貫的整體性)　
自 105 年 4 月起本局現行的全球預報模式 (簡稱 CWBGFS)，其解析度已由原來的

T319L40（水平解析度約 40公里，垂直 40層）提升至 T511L60（水平解析度約 25公里，垂
直 60層，使用 sigma-pressure hybrid座標），模式的頂層已由原來的 1 mb提高至 0.1 mb。本
局於 106 年 5月辦理「第二屆臺灣與西北太平洋全球預報系統發展研討會」，NCEP指出
FV3GFS 數值計算方法將為該機構之下一代作業用之預報模式，並希望能推廣該模式為社群
模式。NCEP正式於 108 年 6月 12日 1200 UTC上線 FV3GFS 全球預報作業模式，對此本局
已於 107 年度開始引進 NCEP 新一代全球預報模式 (簡稱 NCEP FV3GFS)數值計算方法與
CWBGFS 現有計算方式整合之相關研究測試。

針對本局現行的作業模式 CWBGFS，自 106 年度起本局已委託計畫評估該模式對東亞地
區降水的模擬能力，但對於應用 FV3GFS 數值計算方法於下一代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模式
(簡稱 CWB FV3GFS) 的模擬結果，則尚待更進一步的分析。由於本局目前已有自 108 年 1月
起的 CWB FV3GFS 模擬資料，為了深入了解該模式預報的優、缺點，因此有必要針對 CWB
FV3GFS 對東亞地區之降水預報能力進行評估，相關結果將有助於 CWB FV3GFS的應用與
改善。

目前本局的 CWB FV3GFS 模式自 108 年起開始平行測試，每日 2 次（0000、1200
UTC）進行 5 天全球與臺灣地區 5公里之天氣預報。利用此資料，本研究計畫目的為：(1)評
估 CWB FV3GFS 對東亞地區（包含臺灣）的降雨預報能力。(2)將上述 CWB FV3GFS的預報
能力表現與現行的 CWBGFS 及 NCEP FV3GFS 相互比較，系統性評估 CWB FV3GFS 與現行
的 CWBGFS 及 NCEP FV3GFS 之預報差異。而受限於本局目前僅有自 108 年 1月起的 CWB
FV3GFS 模擬資料，本計畫的評估重點將針對 2019 年的 5-6月梅雨季降水進行分析。

二、委託對象之條件：(說明研究機構的性質及計畫主持人與主要研究人員所需具備之專長
條件與經驗)

主持人須任職於國內相關學術機構，並且為從事天氣動力研究有多年研究經驗者，能夠培養
研究生、聘用碩博士級人員為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
三、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若分年進行，得分年列述)
1. 完成 CWB FV3GFS 對 2019 梅雨季之東亞地區降水預報能力評估。
2. 完成 CWB FV3GFS 與現行作業預報模式 CWBGFS 及 NCEP FV3GFS 之相互比較。
四、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說明預期完成之具體成果，儘量依條列舉，若分年進行，

得分年列述。並按計畫性質詳述所獲得的效益，以及未來在業務施政上的應用)
1.瞭解 CWB FV3GFS 對 2019 梅雨季之東亞地區降水預報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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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瞭解 CWB FV3GFS 與現行作業預報模式 CWBGFS 及 NCEP FV3GFS 之預報差異。
五、經費細目概估：(當年度總經費：   700    千元)
(一)人事費：       626       千元
(二)業務費(合計)：       10千元
 (1)消耗器料費：          0千元
 (2)差旅費：              0千元
 (3)其他研究有關費用：    0千元
(三)行政管理費：      64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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