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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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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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are the four-year 

plans(201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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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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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歷史氣候資料的數位化。 

2. 臺灣長期氣候資料均一化及網格化：產製高解析網格氣候資料，並

對產製技術及資料品質提出評估報告。 

3. 建置臺灣長期氣候資料查詢系統：配合氣候服務資訊系統完成介接

以提供對外服務。 

4. 建立臺灣本地長期氣候監測系統：配合氣候服務資訊系統的介接以

提供對外服務所需的氣候監測及分析資訊。 

 (二)、發展臺灣氣候變遷分析與推估技術 

1. 利用 IPCC 及國內團隊氣候變遷模擬資料建立在地化氣候變遷推估

資訊：建立在地化氣候變遷推估資訊。 

2. 發展各應用領域之氣候風險評估方法：發展氣候風險評估方法與撰

寫氣候風險評估方法報告，使本局在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中可提

供更適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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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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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告，以增加本局對各國氣候及相關變遷之應用服務作為的瞭

解，提升氣候資訊應用服務長期發展能力。 

2. 建立臺灣之氣候資訊應用服務架構及機制：依發展方案選定主題建

立本局氣候服務架構雛型，辦理進階技術交流，並完成我國對氣候

與相關變遷資訊的應用服務架構及機制設計工作。 

3. 建立氣候資訊應用服務系統：完成氣候資訊服務系統建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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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我國各領域所需之氣候及

變遷調適之相關應用服務資訊產製系統：完成提供國內各領域氣候

資訊應用與變遷調適服務雛形系統建置。 

2. 支持政府各機關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支援政府氣候變遷調適應用服

務：透過我國各領域所需之氣候及變遷調適之相關應用服務資訊產

製作業系統，提供各個領域所需之氣候及變遷調適相關應用服務資

訊產品。 

3. 推動跨領域合作，提供應用導向氣候資訊服務。 

4. 推廣氣候通識、變遷認知及應用知識。開發氣候知識宣導媒介與創

建交流平台：辦理宣導產品招標與產製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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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氣溫、雨量、氣壓資料偵錯、補遺及網格化技術，建立結構化

模組及資料處理作業流程。 

(2) 擴增網格化觀測要素，包含氣溫、雨量、氣壓等。 

(3) 完成分析雨量及溫度、氣壓目標測站，並針對所選目標站完成站況

整理及資料量齊整率分析。 

(4) 處理雨量特殊碼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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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氣候離群值

分析工具檢覈觀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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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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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化網格化方法分析程式模組。 

(2) 以克利金法估計氣溫可信度在日夜及季節的差異分析，未來可運用

在補足觀測欠缺資料部分。 

(3) 完成克利金法網格化測站溫度、雨量、氣壓資料作業化流程。 

(4) 針對零星降雨和大面積降雨判定合適的網格化分析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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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資料品質檢測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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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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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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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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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等 20 站歷史觀測資料 18 個觀測要素，

數位化約 20,000,000 筆資料。完成天氣圖集包含紙本天氣圖與微縮影片資

料，包含東亞地面天氣圖(1942 ~ 1971)、區域天氣圖(1971~2000)、亞洲天

氣圖(1993-2000)等，共計 30 萬餘幅掃描工作，同時對於已掃描的天氣圖進

行圖面校正、資料庫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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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以全球海溫與東亞及西北太平洋季風氣候的關係為主軸，依據

臺灣氣候和全球海溫主要變化模態關係，建立全球海溫變化如何影

響臺灣氣候的概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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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IPCC/CMIP5 氣候變遷模式提供的資料，完成 46 個模式在夏

季和冬季的海溫模擬能力評估，挑選 11 個適用於推估的模式。 

(2) 完成 11 個適用於推估海溫變化於 2 種未來排放情境實驗(RCP8.5

和 RCP4.5)下夏季和冬季的海溫未來主模態變化推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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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 IPCC/CMIP5 的 46 個氣候模式在臺灣區域 4 個季節(春、夏、

秋、冬)於 4 種未來排放情境實驗(RCP8.5、RCP6.0、RCP4.5 和

RCP2.6)的平均溫度和極端溫度的未來變化推估。 

(4) 完成 IPCC/CMIP5 的 46 個氣候模式臺灣區域 4 個季節(春、夏、秋、

冬)於 4 種未來排放情境實驗(RCP8.5、RCP6.0、RCP4.5 和 RCP2.6)

的雨量的未來變化推估。 

 

 

(三)、建立氣候資訊應用服務基礎 

1. 進行「發展各應用領域之氣候風險評估方法(3/3)」第 3 年委辦計畫，在

氣候變遷對臺灣農漁業與健康部門之衝擊與調適，參照 IPCC 之科學評估

報告建議與國際上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的方法論，利用本局的歷年氣象氣候

資料庫，配合本土農漁業產量、災損、健康、死亡等資料，進行定量風險

評估，製作風險矩陣圖，判別影響農漁業生產與民眾健康的主要天氣風險

因子，並針對農漁業生產與民眾健康，建立損害函數之量化模型，分別找

出這些天氣風險因子之致災閾限值，做為本局有效推動氣候資訊應用服務

之依據。在政策落實應用方面，本研究透過在地訪談與召開座談會方式，

瞭解地方政府、農漁業者、健康、衛福、勞工等相關領域之利害關係人對

於氣象資訊的需求，探討政府部門如何建置高溫、熱危害、寒害等天氣風

險預警機制，並以風災為例，探討如何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建立農業災害

指數保險，協助業者分散風險，以期氣象業務能夠更貼近人民需求。本文

也結合科技部的兩大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計畫 TCCIP與 TaiCCAT，強化氣象

氣候資訊之提供與氣候變遷調適綱領及相關行動計畫之連結，並協助各部

會推動調適科技在不同領域之應用，帶動民間產業發展與政府部會之間跨

層級之整合。氣候變遷對台灣的農漁業部門而言，主要影響來自於極端氣

候的發生頻率與幅度的改變，無論是極端的溫度、降雨量、風速均是造成

臺灣農漁業損失的主要天然災害致災因子，本文以稻作及虱目魚養殖為

例，利用本局的資料庫與稻作、虱目魚產量等統計資料，進行定量風險評

估與製作風險矩陣圖，做為判別影響稻米及虱目魚產量的主要天氣風險因

子，並以低溫寒害天氣風險為例，找出極端高低溫與稻米、虱目魚產量的

損害函數關係，辨識高溫、寒害、風災之致災閾限值與稻米、虱目魚產量

之間的關係，設計不同的高低溫預警門檻，協助農漁民及相關農漁產品供

應鏈業者進行氣候風險調適與採取減災因應措施。另世界衛生組織推估未

來氣候變遷下，熱危害是亞洲健康風險評估中死亡率最嚴重的天災。在多

種高溫指標之中，WBGT(綜合溫度熱指數，Wet-bulb-globe-temperature)



 

 6 

考量多種氣象因子(溫度、溼度、風速、輻射熱)，十分適合本國做為高溫

預警之用。本文以本局的氣象氣候資訊，配合本土民眾健康(就醫、死亡)

資料進行分析，得出高溫危害損害係數，並且已初步評估出本地民眾在氣

候變遷下熱危害的風險值及經濟損失，並利用氣象氣候資訊及本土民眾健

康(就醫、死亡)資料，得出高溫熱危害閾限值，做為未來氣象局發佈熱預

警門檻值之基礎。舉辦『氣候變遷下氣象資訊在農漁業的應用』座談會，

邀請政府、學術試驗研究單位、保險業者、地方農漁會以及農漁民團體等

氣象服務終端使用者，召開溫度風險、颱風、氣候預警、保險機制的討論

會，並研擬如何與農試所、基層單位合作，發布氣候預警與因應措施資訊，

提供更直接、即時的氣候氣象預報服務及預警。 舉辦『氣象氣候資訊應

用服務交流會』及『熱危害預警討論會』，邀集健康領域各政府機關與會，

宣傳本局的理念及氣象資訊發展現況、了解各部會對於氣象資訊的需求以

及未來熱危害預警系統的期待，並建立暑熱指數及發佈熱預警的可行步

驟。 

2. 為完成氣候服務架構，本局持續進行氣象資訊在國內能源及公衛等領域，

氣象應用上經濟價值評估的深度研究;氣象資訊在能源領域的經濟價值評

估是以各種方法協助蒐集產品使用者之實際應用需求及運用方式外，在評

估經濟價值方面，以效益移轉法及台灣動態一般均衡模型電力子模型，量

化氣象預測資訊之貨幣化價值。此外，本文亦關注如何完善、強化氣象資

訊使用者之資訊運用品質，以及彙整業者與本局未來合作模式。在蒐集產

品使用者之實際應用需求及彙整其運用方式方面，可以將氣象預測資訊需

求端分為三大類，分別為金融端、供給端與消費端。金融端如能源保險之

保險公司利用乾旱、洪水、土石流、颱風、地震、降雨量等歷史資料預測

巨災發生的可能性。供給端如風力發電以風速可用於設計風機抗颱強度、

評估技術可行性、申報災損；年平均風速用於評估潛在發電量；浪高與風

速則可確保施工安全等。太陽光電業以風向、PM10、雲量、季風、氣溫、

日照量、漫輻射量、懸浮微粒、風速、氣壓與相對溼度資料預測太陽能發

電量；風速、風向、PM10與日照量資料可以探討回收年限等。消費端方

面，如冷氣時、冷氣度日、暖房度日、風速、蒸發、降雨量、太陽輻射與

濕度可用於負載預測等。本文利用效益移轉法設算之結果顯示，在風力發

電運維成本方面，若減少 10%與 20%氣象預測資訊誤差可分別節省單位營

運成本新台幣 2.8元/瓩與 5.4元/瓩。以 2016年年底全台風力發電總裝

置容量為 67.77萬瓩計算，減少 10%與 20%預測誤差可分別節省營運成本

新台幣 188萬元與新台幣 366萬元。在發電方面，無預測誤差時經濟效益

為新台幣 0.69千元/瓩，當預測誤差介於 2.81%~14.04%時，預測的效益

約新台幣 0.62~0.69千元/瓩。以我國 2016年風力發電總裝置容量為

67.77萬瓩計算，無預測誤差時經濟效益為新台幣 464千元，當預測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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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 2.81%~14.04%時，預測的效益減少約新台幣 7~45千元。 在太陽光

電方面營運成本方面，使用預測資訊對於單位營運成本之影響為新台幣

324.9元/瓩。若預測精準度提高 25%、100%時分別產生新台幣 285.6元/

瓩、新台幣 280.8元/瓩之影響，預測精準度提升 50%與 75%對營運成本帶

來之影響同為新台幣 281.1元/瓩。在發電成本部份，本研究以兩個國外

案例作設算基準，計算結果顯示，於氣象資訊預測平均絕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MAE）20.05%之下，預測精準度再提升 50%，對發電成

本的影響為新台幣 43元/千度。以另一案例設算得知，在不同天氣形態

下，每日氣象預測資訊誤差比例介於-2.56%~2.41%，以 2016年全台各縣

市每日平均發電量 3.15度乘以前述誤差比例，可得出每日氣象預測資訊

產生之價值介於新台幣-0.49~0.46元間。本文利用均衡分析法透過台灣

動態一般均衡模型電力子模型，以一個價格方程式及五個份額方程式估算

氣象資訊運用之價值。在發電成本極小化，且以每度電成本 2.1 元估算，

加入氣象變數冷房度日之下，潛在節省金額約 40.4億元至 42.2億元/年。 

3. 氣象資訊在公衛領域的經濟價值評估是透過文獻回顧、專家諮詢會議、專

家訪談、以及氣象資訊跨域合作討論會議等方式，釐清氣象資訊在公衛領

域應用服務的主要需求不外乎是氣溫與降雨，但所需要的資料型態（例

如：時間、空間尺度）會因使用者而有所不同，專家學者大多需要歷年逐

時的氣象觀測資料用以評估氣象因子與疾病間之關係；地方基層的醫護行

政人員大概只需要觀看電視的氣象預報或手機內建的天氣訊息，即可滿足

其需求，而地方的衛生管理單位則會透過 Line 群組取得其他單位提供之

氣象資訊，甚至會主動至本局的網站查詢；中央層級的衛生部門則需要取

得更即時、尺度更小的氣象資訊，且期盼能夠將迅速、有效地將氣象及相

關的健康提醒一併提供給民眾。國內氣象資訊應用的案例主要以溫度預警

為主，雖然在研究上有學者曾提出登革熱預警模式，但對疾病管制單位而

言，大多還是依據經驗判斷，並輔以本局的溫度及降雨資料來做疫情評

估，實務上尚未發展出成熟的預警系統。本文藉由兩個個案研究分別以特

徵工資法及疾病成本法進行氣象資訊在公衛領域應用服務之經濟價值分

析。個案一是依循中央大學（2013）的方法，並使用林于凱等人（2015）

的死亡風險資料，進一步將研究範圍擴充到臺灣其他地區，以計算臺灣地

區在面臨一至兩個標準差的溫度變化下，全死因風險所損失的經濟價值。

本文以劉錦龍（2011）的研究結果，並按物價指數調整至 2016 年，生命

統計價值為新台幣 0.96 億元。本研究可以得出臺灣地區在極端溫度下生

命損失之可能貨幣化價值：熱季時，在一個標準差溫度變化下，可能貨幣

化價值為 3.62~7.33億元，在二個標準差之溫度變化下，可能貨幣化價值

為 16.09~32.60億元。冷季時，在一個標準差溫度變化下，可能貨幣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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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 81.38~134.06 億元，在二個標準差之溫度變化下，可能貨幣化價值

為 126.60~206.89億元。個案二是以 2000-2013年間原台中市區（不包含

原台中縣）的急診就診資料，同時亦蒐集氣象資料，以預測台中市的氣象

資料與人體健康（心血管疾病及呼吸系統疾病）的適合指標，並分析台中

市氣象的變化與心血管疾病與呼吸系統疾病之急診就診的相關性。一件心

血管疾病急診案件的疾病成本包含未工作損失、醫療費用及掛號費，平均

約為 5,642~6,092元。根據本研究個案二的分析結果指出，當體感溫度超

過 34 度時，每增加一度，心血管疾病的急診人數每天會增加 0.142 人。

在 2000-2013 年間，體感溫度超過 34 度，心血管疾病的急診人數增加總

人數約 1,163人。本文假設原先這群病患是在不知道氣象資訊下而發病，

因此本文假設氣象預報資訊完全準確且可完全傳遞給民眾運用之下，並可

以完全避免心血管疾病急診的增量產生，故可推估原台中市區將氣象資訊

應用在避免心血管疾病之急診人數增加之可能貨幣化價值約 656~708 萬

元（在 13年間），每年平均可能的貨幣化價值約 50~54萬元。 

4. 充分分享氣象資源予政府及學研單位，降低重複投資及總維運成本，是本

計畫另一重要成果，本局在氣候資料整集方面，除 103年約 1000萬筆外，

104年續增納約 600萬筆歷史氣候資料，且 105年再增數位化約 1,200萬

筆資料，也完成天氣圖集包含紙本天氣圖與微縮影片資料，包含東亞地面

天氣圖(1942~1971)、區域天氣圖(1971~2000)、亞洲天氣圖(1993-2000)

等，共計 129,630幅掃描工作，同時對於已掃描的天氣圖近行圖面校正、

資料庫建置，106 年完成臺北、臺南、花蓮、澎湖、臺東等 20 站歷史觀

測資料 18 個觀測要素，數位化約 2,000 萬筆資料。完成天氣圖集包含紙

本天氣圖與微縮影片資料，包含東亞地面天氣圖(1942 ~ 1971)、區域天

氣圖(1971~2000)、亞洲天氣圖(1993-2000)等，共計 30萬餘幅掃描工作，

同時對於已掃描的天氣圖進行圖面校正、資料庫建置。因此能提供更完整

數位化氣候資料予防災單位及學術研究使用，使相關學術研究及防災應用

等工作能更迅捷、方便、順利進行，充分達到資源分享與減少經費開支的

重要經濟效益。 

 

(四)、推廣氣候知識與資訊應用服務 

1. 於 11 月 24 日在臺中市舉行「氣候變遷調適與應用論壇」，推廣氣候變

遷調適、氣候風險認知及氣候變遷常識。論壇為精華短講形式，共分為

9 個講題，現場約 70 餘位觀眾參與，從典籍裡的氣候變遷談起，再由

地質學研究來談從古至今、由全球至臺灣的氣候變遷，繼而延伸至氣候

變遷下的災害風險、生態衝擊、植物保種、空氣品質、氣候教育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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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資訊防災等議題，演講活動同步錄影，並於會後製作為影音產品置

於網路供民眾隨時觀看，亦可於日後之教育宣導活動使用。本次論壇除

讓民眾瞭解氣候變遷正在發生，可能造成的衝擊及有什麼因應方式，同

時也宣導應用氣象資訊的正確觀念。 

2. 編撰氣候科普問答集，此項教材內容為問答方式之氣候科普常識，以淺

顯易懂的文字及圖片來解說氣候常識，除著重於本地氣候資訊的相關知

識，亦讓讀者由了解臺灣氣候開始，漸次擴大視野，進而瞭解全球氣候

系統及氣候的變遷。透過此教材可瞭解臺灣一年四季的溫度雨量特性、

臺灣常見的氣候現象，並可以知道臺灣和世界的極端溫度雨量比較、長

期的氣候變化情形、近代的氣候變遷現象，以及長期天氣預報及氣候分

析常用語辭等等。所包含的常識解說及氣候統計資訊可提供學生學習、

教師教學及一般民眾參考，有利於氣候常識及變遷認知之推廣。 

3. 完成氣候知識短片的製作，主題為臺灣四季的天氣系統及當夏天來敲

門，內容為簡介臺灣四季常見的天氣系統及夏天開始前東亞夏季季風環

流的建立過程。可應用於氣候教育宣導，幫助民眾更瞭解臺灣氣候、建

立正確氣候認知，並為推廣氣候資訊應用於各領域調適行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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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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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