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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央氣象局執掌全國氣象、海象監測和預報業務，長期致力於氣象觀測技術、

科技研究、預報服務等領域之發展。近年來為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及滿足各界對

氣候與氣候變遷應用服務之需求，亟需發展氣候變遷分析與推估技術、開發氣候

與氣候變遷資訊推廣及應用服務能力與建立氣候風險評估應用方法。本計畫預計

以 4 年的時間，整備及分析長期氣候資料，發展氣候資訊應用服務能力，及推廣

氣候知識與資訊應用服務，以達到因應氣候變遷，強化氣象災防，支援國家氣象

風險管理與氣候變遷調適應用為目標。 

關鍵詞: 氣候變遷、氣候風險、推估技術。 

 

Abstract 

Central Weather Bureau in charge of th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marine 

Meteorology monitoring and forecasting services, long-term commit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ical technology,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other areas of 

forecasting services. In recent years,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to 

meet all the needs of climate and climate change applications, the need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of climate change Collocation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climate 

and climate chang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T service capabilitie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limate Risk Assessment Method . The plan is expected in four 

years time, the entire preparation and analysis of long-term climate data, the 

development of climate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services capabilit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climat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services to meet due to 

climate change, strengthen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support for the 

National Weather Risk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for the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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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Keywords : Climate change, climate risk, proje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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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央氣象局職掌我國氣象業務，其範圍涵蓋了氣象、海象、地震以及和氣象

有關的天文業務，並長期致力於「提昇氣象預報能力」、「加強人力培育及國際

交流合作」、「強化為民服務，提升氣象服務品質」等工作。由於氣象局過去在

氣候，方面所投入相關工作重點主要是在短期氣候(月、季、半年)預報技術與作

業系統之建置及資訊之提供。而為配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行動計畫，各應

用領域對氣候測報資訊於相關領域決策的殷切需求，氣象局經檢討認為過去在氣

候變遷的分析、推估與實際調適決策應用能力方面仍缺少適當的資源以投入發

展，因此尚無法達到充分支援政府建立氣候變遷風險管理與調適運作的目標。本

計畫期望於未來 4 年(103-106 年)間，透過「發展臺灣氣候變遷分析與推估之技

術能力」及「開拓氣候資訊應用服務」2 個方面，拓展氣候科研及應用能力，綜

整本土氣候變遷分析及區域氣候變遷推估資訊，以達到強化氣象災防，支援國家

氣象風險管理與氣候變遷調適應用之計畫目標，預期可避免或減少因氣候導致之

天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進而創造氣候資訊應用的經濟效益。 

二、計畫主要內容 

本 4 年計畫有「發展臺灣氣候變遷分析與推估技術能力」及「開拓氣候資訊

應用服務價值」2 個面向，並分「臺灣長期氣候資料整集、處理及分析」、「發

展臺灣氣候變遷分析與推估技術」、「建立氣候資訊應用服務基礎」、「推廣氣

候知識與資訊應用服務」4 大項目執行，工作內容包括： 

(一)、臺灣長期氣候資料整集、處理及分析 

1、臺灣歷史氣候資料數位化。 

2、臺灣長期氣候資料均一化與網格化。 

3、強化臺灣長期氣候資料查詢功能。 

4、建立臺灣本地氣候長期監測系統。 

(二)、發展臺灣氣候變遷分析與推估技術 

1、發展臺灣與全球氣候變遷關聯性之分析方法。 

2、運用 IPCC 與國科會氣候變遷大型計畫成果建立在地化氣候變遷推估資  

訊。 

3、發展各應用領域之氣候風險評估方法。 

(三)、建立氣候資訊服務基礎 

1、收集與分析先進國家氣象機構之氣候資訊應用服務相關作為。 

2、建立臺灣之氣候資訊運應用服務架構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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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氣候資訊應用服務系統。 

(四)、推廣氣候知識與資訊應用服務 

1、支持政府各機關氣候變遷調適行動。 

2、推動跨領域合作，提供應用導向的氣候資訊服務。 

3、推廣氣候通識、變遷認知及應用知識。 

本計畫可提供政府各機關氣候變遷調適所需的應用資訊，以降低氣候變遷之

衝擊程度，期能有助於國內民間產業與政府單位建立氣候風險評估及管理的機

制。 

三、計畫主要成果 

(一)、臺灣長期氣候資料整集、處理及分析 

  1. 建置結構化長期測站資料處理及網格化產製系統方面的重要成果： 

(1) 根據計畫所發展資料偵錯、補遺及網格化技術，完成建立結構化模

組及資料處理作業流程。 

(2) 完成擴增處理觀測要素，包含氣溫、雨量、相對溼度等。並新增資

料源，例如專用合作站及環保署資料。 

(3) 完成挑選分析雨量及相對濕度的目標測站，並針對所選目標站完成

站況整理及資料量齊整率分析。 

(4) 完成雨量特殊碼問題分析及對應資料處理程序，並改進累積雨量計

算模組。 

(5) 完成包含時、候、旬、月尺度的氣候值計算模組，同時完成氣候離

群值分析工具。 

2. 評估網格化方法及高解析資料不確定性分析方面的重要成果： 

(1) 完成網格化方法分析程式模組。 

(2) 完成克利金法氣溫估計可信度在日夜及季節的差異分析，加強瞭解

克利金法內插植的誤差來源。 

(3) 完成克利金法網格化測站雨量觀測資料作業化流程研究，針對零星

降雨和大面積降雨判定合適的網格化分析做法。 

(4) 完成克利金法對露點溫度與雨量估計的不確定性分析。 

3. 發展觀測資料自動偵錯模組及輔助研判功能 

(1) 改進氣溫資料品質檢測技術，完成迴歸離群值檢測法，引入刪除式

殘差的應用來量化觀測值的離群異常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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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發展動力數值模式(NWP)溫度預測值動態修正系統性偏差方

法(Decaying average)，未來可提供氣溫觀測資料偵錯所需參考值。 

(3) 完成發展動力數值模式(NWP)雨量預測值動態修正系統性偏差方

法(Frequency Matching Method)，未來可提供雨量觀測資料偵錯所

需參考值。 

(4) 以 R 程式語言開發輔助分析網頁平台，完成資料到齊量分析、氣

候值圖示、特定日期資料時間序列及氣溫資料品質檢測等展示功

能。 

4. 完成臺北、臺南、花蓮、澎湖、臺東、彭佳嶼站歷史觀測資料包含地溫(10

項)、水氣壓、雲觀測項目(5 項)、能見度及降水時數等 18 個觀測要素，數

位化約 5,900,000 筆資料。完成 1971 至 1982 區域天氣圖數位化共計約

16,866 幅天氣圖。 

 

 

(二)、發展臺灣氣候變遷分析與推估技術 

   1. 發展臺灣與全球氣候變遷關聯性之分析方法 

(1) 根據分析他國政府如何關聯本地與全球的氣候變遷關係，完成荷

蘭、挪威、瑞士、澳洲和日本 5 個國家氣象局出版的國家氣候變遷

科學報告的蒐集研讀，並彙整研讀心得綜整報告。 

   2. 運用 IPCC 與國科會氣候變遷大型計畫成果建立在地化氣候變遷推估資訊 

(1) IPCC/CMIP5 模式資料分析與評估的成果有： 

A. 完成 50 個 IPCC/CMIP5 全球氣候模式資料於 20 世紀氣候模擬

（historical 實驗），和 4 個 21 世紀未來氣候模擬境況(RCP8.5、

RCP6.0、RCP4.5、RCP2.0 實驗) 9 個大氣場變數，和 1 個海洋

場變數的月平均資料的建檔與處理。 

B. 完成逐日氣候資料建檔: 收集與整理 22 個 IPCC/CMIP5 全球

氣候模式對於 20 世紀（historical 實驗）氣候的模擬結果和未

來氣候 (21century 實驗)境況(RCP8.5、RCP6.0、RCP4.5、

RCP2.0 實驗) 模擬結果的 4 個大氣場變數日平均資料。 

C. 完成國科會 TCCIP 計畫之 MRI-60KM，和 MRI-20KM 模式 20

世紀氣候模擬實驗，6 個大氣場變數月平均資料和 2 個大氣場

變數日平均資料蒐集。 

D. 完成國科會 CCliCS 計畫之 GFDL-HiRAM-c384 模式 20 世紀

氣候模擬實驗，6 個大氣場變數月平均資料和 2 個大氣場變數

日平均資料蒐集。 

(2) 氣候推估方法建立與未來氣候推估的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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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 IPCC/CMIP5 氣候變遷模式資料評估氣候變遷對臺灣的

影響，完成臺灣於四個未來情境(RCP8.5、RCP6.0、RCP4.5

和 RCP2.6 實驗)溫度和雨量變化趨勢的推估。 

B. 完成代表臺灣梅雨季極端降雨發生頻率大尺度環流指數的建

立和臺灣梅雨季極端降雨發生頻率統計降尺度推估方法的發

展，並根據 IPCC/CMIP5 氣候變遷模式資料完成 10 個模式於

RCP8.5 情境實驗的推估結果。 

C. 運用科技部氣候變遷大型計畫使用的 MRI 模式（TCCIP 計畫)

和 HiRAM 模式（CCliCS 計畫），完成臺灣梅雨季極端降雨

頻率變化於 RCP8.5 情境實驗的推估。  

 

(三)、建立氣候資訊應用服務基礎 

1. 中央氣象局指派科技中心程家平主任，於 8月受索羅門群島邀請參與於東

加舉行的第三屆太平洋氣象理事會（Pacific Meteorology Council, PMC）

及首屆太平洋氣象部長會議（ Pacific Ministerial Meeting on 

Meteorology）。程主任於理事會表示臺灣目前正協助索羅門群島建立早期

預警系統，並且結合氣象與地震專業的技術團隊，將在索羅門群島裝設基

礎觀測裝置，該裝置將蒐集地震的震波與地震發生時震央周邊的海嘯資

料，並將數據傳送至警報發布中心，在儀器裝設完成後，人們將有 20 至 

30 秒反應。部長級氣象會議由東加王國代理首相暨「氣象、能源、資訊、

災害管理、環境、氣候變遷與傳播部長」Siaosi Sovaleni 閣下擔任主席，

他提到太平洋地區若能投入更多資源在氣象及氣候服務上，太平洋地區社

群無疑將更具備環境恢復力，進而減少由災害帶來的損失和寶貴生命的喪

失。 

2. 為執行「索羅門群島海嘯、地震、氣旋早期預警研究計劃（ TEC 

Programme）」，九月中央氣象局團隊再度訪問索羅門群島，與氣象、地震

及海嘯相關單位進行跨領域應用早期預警系統可行性評估研商，在索國氣

象局（Solomon Islands Meterology Service, SIMS）裝設現地預警之 

Palert 地震警報器與自動雨量儀，協助索國建構發布強震及豪雨警報的

能力，減低因強震及豪雨所造成的災損。為了加深雙方合作，本評估考察

團亦赴索國環境部拜會副次長 Mr. Chanel Iroi，向其說明希望能加速促

進雙方在氣象業務合作 MOU(意向書)的簽署，索方非常贊同並表示將促成

MOU能提升至部與部層級簽署，以整合更多相關單位及資源，共同投入跨

領域氣象應用的近期和長期合作發展。本局也將研擬計畫向科技部申請經

費，來支援此索國早期預警系統的建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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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建構本局氣候服務框架，在網頁上蒐集整理澳洲氣象局(Australia 

Bureau of Meteorology ; BOM)、英國的國家氣象局(UK Met Office)與

荷 蘭 皇 家 氣 象 研 究 所 (The Royal Netherlands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 KNMI)等氣候服務詳細內容，包括氣候服務計畫名稱、經費

期程、計畫內容規劃與服務對象等。 

4. 進行「發展各應用領域之氣候風險評估方法」委辦計畫，蒐尋國內外相關

文獻進行比較研析，並於 11月 10日召開「氣候變遷下氣象資訊之應用與

需求」專家座談會，並針對農業與健康 2大應用領域，檢討對於氣候資訊

的應用現況以及缺口，並研擬適合我國之氣候資訊在之風險評估方法與決

策支援，做為未來應用規劃之架構。氣候風險計畫全程為 3年，第 1年(104

年)為基礎文獻與資料之的盤點，結果發現無論是農漁業或健康部門，氣

象/氣候資訊的提供可以對預警(如冷熱危害、洪水等)、監測(如淹水所致

之蚊蟲滋生、高溫或淹水導致的減產、低溫寒害等)、及調適(作物品種的

選擇、耕作方法的調整、敏感族群的照護)的執行策略甚或政策規劃有重

要的貢獻，可降低後續之風險與損失。未來將在第 1年的基礎上，對現有

的資訊缺口進行彌補且發展更有效率之風險溝通之工具，以提供有利降低

氣候風險的氣象/氣候資訊服務。 

5. 為完成氣候服務架構，本局持續進行氣象資訊在國內漁業氣象應用上經濟

價值評估的深度研究，其中合作對象之彰化區漁會以內陸及海面養殖漁業

為主，而蘇澳區漁會主要為近海漁業，本局並於彰化漁會(7 月 27 日)與

蘇澳漁會(7 月 30 日) 各辦理一場「漁業氣象資訊應用與需求座談會」，

會中邀請水產試驗所漁業專家、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學者、當地漁民團體及

漁會會員產銷班組員參與，針對漁業氣象資訊應用與需求進行深入討論。

於 11月 17 日再以上述 2場座談會的成果為基礎，辦理「104年度漁業氣

象資訊論壇」，會中邀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李明安院

長、應用經濟研究所江福松教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劉富光副

所長、企劃資訊組曾振德組長、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吳龍靜主任、海水繁

養殖研究中心葉信利主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與全國各地漁會、漁

業廣播電台等重要學者專家、從業人員與本局同仁共約 100人參加，會中

討論氣象資訊在漁業生產作業之需求及應用，就各種漁業生產型態（遠洋

捕撈業、沿近海捕撈業以及養殖漁業）的漁民在生產過程中對氣象資訊的

需求、以及進一步了解每種不同生產型態的漁民如何運用氣象資訊等議題

的深入討論。 

6. 本局以彰化區的漁民及宜蘭縣南方澳的漁民為問卷調查象，進行漁業氣象

資訊效益及經濟價值分析。彰化受訪漁民總計 125 位，分別從事文蛤、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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蠣、蜆的養殖，少部分從事漁撈。受訪漁民平均年齡約為 56 歲，平均從

業年數約 24.7 年。約 7 成 7 的漁民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平均漁業年收

入約為 112 萬元。受訪漁民主要以「電視」取得氣象資訊，其次是透過「他

人轉述」，然而使用「網際網路」與「手機 App」來獲取氣象資訊的比例

偏低，可能與全體受訪漁民年齡偏高，不擅使用網路有關。平均而言，漁

民需要在三天前與一週前取得氣象資訊，其中最關注「颱風」，其次為「降

雨」，再者為「氣溫」，與作業安全有關的「濃霧特報」亦表達高度關心。

平均來說，漁民認為氣象預報準確度為 77分。 

7. 以有效樣本進行經濟價值評估，彰化養殖漁民的漁業氣象資訊價值約為每

年 3,904 萬元~4,663 萬元（95%信賴區間）；假設彰化養殖漁業抽樣漁民

與全國養殖業者的願付價值相同，可推估全國養殖漁業的應用氣象資訊所

產生的經濟價值區間約為每年 6.86 ~ 8.19 億（95%信賴區間下的經濟價

值區間）。 

8. 宜蘭縣南方澳受訪漁民共 79 位，除了使用動力舢舨作業者外，受訪漁民

分別在不同的噸位漁船上工作，其中以 20~50噸的漁船居多，其次是 10~20

噸，接著是 50~100噸，100噸~500噸的漁船最少。受訪漁民平均年齡 54

歲，平均從業年數 31 年。約 7 成 5 的漁民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平均漁

業年收入為 238萬元。「電視」為主要的資訊來源，例外的是舢舨（動力）

受訪者，其主要以「網際網路」與「手機 App」取得氣象資訊，舢舨作業

範圍離岸近易取得訊號應為主要原因。平均而言，漁民需要在三天前與一

週前取得氣象資訊，海上作業漁民最關心的不外乎是與「風」及「浪」有

關的訊息，「颱風」普遍是各噸位數漁船所關心的，這與安全性緊密相關。

噸位數較低的漁船（5~10噸以迄舢舨）對「風向」、「風力（級）」、「陣風

（級）」、「浪高」的資訊需求均高。200~500 噸的漁船作業漁民對「海面

水溫」、「濃霧特報」、「等壓線圖」與「流速流向」表示興趣。5~10 噸漁

船的作業漁民對「濃霧特報」有需求。平均來說，漁民認為氣象預報準確

度為 73 分。 

9. 從有效樣本推估，宜蘭縣漁民的漁業氣象資訊價值約為每年 3,260萬元 ~ 

3,691萬元（95%信賴區間）；假設蘇澳抽樣問卷受訪之漁民與全國近海漁

撈業漁民的願付價值相同，可推估全國近海漁業在氣象資訊應用上所產生

的經濟價值區間約為每年 7.19 ~ 8.14 億（95%信賴區間下的經濟價值區

間）。 

10. 建立使用者介面平台（User Interface Platform ; UIP）之示範案例，

透過與農業試驗所合作的模式，完成「農業氣象應用推廣初版教材」的編

製，供各地農業改良場之「農民學院」進行氣象教學使用的資訊。教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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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分別於彰化縣二林鎮農會(9 月 25 日)及花蓮縣吉安鄉農會(10 月 28

日)，舉辦「農業氣象應用服務推廣教材講習會」，同時邀請農會的產銷班

幹部參與「農業氣象應用推廣初版教材」之試教講習活動。獲得的主要意

見包含：提早氣象預報的發佈時間點、提供多元化氣象預報資訊的管道、

氣象預報的網格化地面實況應與農業作物栽培圖資進行結合、針對特殊農

業生產區提供客製化氣象預報產品、氣象局開放資料平台的管道、與各縣

市政府合作共同辦理氣象知識的訓練課程、建立與農民團體或產銷班的示

範案例並進行推廣活動、與農政單位合作研發「農業氣象 APP」並進行推

廣等。 

11. 本局完成紅龍果與水稻之「栽培作業曆」，其為彙整本局農業氣象科內之

歷史氣象資料，並與農業試驗所農藝專家的栽培作業經驗進行整合而成。

其可供合作對象（如二林鎮農會）針對所屬會員（如農民），進行農業氣

象推廣與宣傳的講義資料。此「栽培作業曆」已印製在二林鎮農會 105

年發行 15,500 份的農民曆內頁。 

(四)、推廣氣候知識與資訊應用服務 

1. 完成本局網站氣候專區改版，新增統計資料圖形產品、增加 50 站自動

氣象站的資料提供查詢、更多氣候相關常識資訊、加強資訊圖像化及增

進友善瀏覽介面。 

2. 於 11 月 5 日舉行「氣象資訊與環境應用論壇」，活動內容為氣候變遷

調適教育宣導及影音錄製，現場約 108 位民眾參與。演講主題從貼近民

眾生活的議題切入，從氣象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和氣象局所提供的各類氣

象資訊介紹，延伸到氣候資訊於各領域（包括在公共衛生、交通、防災、

農業、生態及能源等）的應用。本次論壇除讓民眾瞭解如何在生活中應

用氣象資訊，並推廣氣候風險的認知與因應、氣候資訊的跨領域應用及

災害預防相關知識。錄製之影音產品亦可提供日後教育宣導之用。 

3. 編撰氣候變遷問答知識冊，包含全球及臺灣兩部分，從氣候變遷的現

象、原因及影響到臺灣的氣候變化，讓讀者瞭解氣候變遷不可忽視，必

須採取因應的行動。 

4. 完成氣候宣導摺頁製作，內容涵括基礎氣候常識及氣候變遷與調適的概

念，共包含 11 項主題，分別為：地球氣候系統、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

臺灣的氣候特徵、臺灣百年溫度和降雨變化、臺灣分區溫度變化、臺灣

分區降雨變化、極端降雨與颱風數變化、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氣候與

生活、氣候諺語及氣候資訊與應用服務等。 

四、結論與建議 

「氣候變遷應用服務能力發展計畫」目的為，建立我國氣候變遷資訊推廣與

應用服務能力，計畫分別從整備臺灣長期氣候資料、開發氣候變遷資訊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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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廣氣候應用服務等方面著手，初步成果能廣泛提供在地化氣候變遷分析與推

估資訊，提昇國內民眾對氣候變遷之瞭解與認知。另外正積極提供政府各機關氣

候變遷調適所需的應用資訊，以降低氣候變遷之衝擊程度，將有助於國內民間產

業及政府單位建立氣候風險評估的機制。本計畫完成後，預期可提升國內對氣候

變遷推估與氣候應用服務之相關研究，及推動跨領域整合應用，並藉由主辦或參

與科學研討活動與發表論文的方式，提高臺灣於氣候議題的科學認知及作業技術

之水準，同時對學術領域及服務應用均有相當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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