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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說明(Mission connection) 

1.1. 產品簡介(Product Description) 

提供本局(或合作單位雨量站)分布於各地之綜觀氣象站及自動氣象、雨

量站回傳之即時(小時)資料產製之網格數值資料。 

1.2. 產品目的/預期應用(Purpose/ Intented Use) 

本類產品(溫度及累積雨量網格資料)提供空間內插後之溫度或累積雨量

網格數值資料，供使用者(一般民眾或政府單位)自行分析或進行其他加

值應用使用。 

1.3. 產品受眾/使用者(Audience/Users) 

一般民眾、學研界、產業界、政府機關及災防單位。 

1.4. 產品型式(Presentation Format) 

1.4.1. 說明： 

本類產品依空間解析度不同(見附表 1)分為 67x120 大小之網格數

值資料，以純文字格式按矩陣方式呈現。 

1.4.2. 資料格式： 

XML/JSON 

1.5. 回饋聯繫(Feedback Method)： 

本局第四組 葉小姐(技術規格) 本局第二組 蔡先生 本局第二組 許先生 

✉ ：chousy@cwb.gov.tw ✉ ：tsai@cwb.gov.tw ✉ ：sfhsu@cwb.gov.tw 

TEL：02-23491044 TEL：02-23497970 TEL：02-23497971 

2. 技術說明(Technical Description) 

2.1. 產品格式(Format) 

2.1.1. 格式說明： 

(1) 本類產品可分為 67x120 或 200x360 大小之網格產品，以純文字格

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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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類產品數值以科學記號呈現，正規表示式格式/^-?[1-9][0-

9]{1,3}.[0-9]E+[0-9]{2}$/，並限制單一字串長度為 10，不足處於左

側填補空白字元(left padding with spaces)，無效或不可用之數值以-

999.0E+00 呈現。 

(3) 本類產品實際取得之網格數值資料格數為一字串，內部各格點數值

以逗號分隔，並以換行符號 \n 分隔各列資料，如圖 1 所示。 

(4) 如以矩陣方式呈現，本類產品係從左下按經緯度(經度：列(row)，

緯度：行(column))依序遞增至右上。 

(5) 本類產品之取得方式可分類如下： 

本局開放資料平臺 

交換資料格式：XML、JSON 

透過資料內的 content key取得網格資料 

圖 1. 透過 content key 獲取網格資料 

2.1.2. 資料欄位說明： 

供應平臺 格式 範例 
欄位說明 

本局開放

資料平臺 

 

JSON 

XML 

{ 

 "cwbopendata": { 

  "@xmlns": "urn:cwb:gov:tw:cwbcommon:0.1",  

  "identifier": "dd838648-b750-11e9-9e29-

d89d67177004",  

  "sender": "weather@cwb.gov.tw",  

  "sent": "2019-08-05T15:15:55+08:00",  

  "status": "Actual",  

  "msgType": "Issue",  

  "scope": "Public",  

  "dataid": "A0038-003",  

  "dataset": { 

   "datasetInfo": { 

 經 緯 度 坐 標 使 用

TWD67系統 

 Dataid 為該資料之資

料集編號 

 從

cwbopendata.dataset

.contents.content 

https://opendata.cwb.gov.tw/dataset/observation


供應平臺 格式 範例 
欄位說明 

    "datasetDescription": "小時溫度觀測分析格點

",  

    "parameterSet": { 

     "parameter": [ 

      { 

       "parameterName": "左下角(經度,緯度)",  

       "parameterValue": "120.0,21.88" 

      },  

      { 

       "parameterName": "解析度(度)",  

       "parameterValue": "0.03" 

      },  

      { 

       "parameterName": "網格資料時間(世界標

準時)",  

       "parameterValue": "2019-08-

05T07:00:00+00:00" 

      },  

      { 

       "parameterName": "維度(nx*ny)",  

       "parameterValue": "67*120" 

      },  

      { 

       "parameterName": "單位",  

       "parameterValue": "攝氏" 

      } 

     ] 

    } 

   },  

   "contents": { 

    "contentDescription": "此content之欄位內的格

點資料浮點數值以逗號分隔，每一個數值以科

學記號格式記錄，代表不同經緯度(TWD67)的溫

度觀測值，單位為攝氏，資料無效值為-999.，

經向及緯向解析度均為0.03度，每小時更新1筆

資料。左下角為第一點東經為120.00度、北緯為

21.88度，先依次經向遞增(總計67個數值)，再緯

向遞增(總計120排)，形成一個67*120的數值資

料網格。本產品係使用散布分布之氣象站溫度

觀測值的距離權重法內插而來，因此除氣象站

位置之格點溫度值為實測外，其餘格點皆為估

計值，請謹慎使用。",  

    "content": "-999.0E+00,-999.0E+00,-

999.0E+00,-999.0E+00,-999.0E+00,-999.0E+00,-

999.0E+00,-999.0E+00,......\n"   

   } 

  } 

 } 

} 

之值獲取網格數值資

料。 



2.2. 科學基礎(Science Basis) 

2.2.1. 基本說明： 

(1) 以本局位於臺灣地區各地觀測站點所回傳之即時資料1採反距離權

重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method)內插資料(觀測站)點數值後

取得格點(mesh grid)數值資料 

(2) 空間範圍與解析度： 

(3) 本類產品經緯度選用 TWD67 坐標系統，經、緯度範圍起訖及空間

解析度請參見附表 1。 

(4) 發布頻率及時間解析度： 

(5) 本類產品逐小時或每 30 分鐘產製 1 次，分為當小時 (小時溫度觀

測分析格點資料)及當日累積(日累積雨量觀測分析格點資料)2 類。 

(6) 數值單位： 

項目 單位 備註 

溫度類網格資料 °C (攝氏度)  

累積雨量類網格資料 mm (毫米)  

2.2.2. 技術限制： 

本類圖資原始資料來源為內插之估算值，不一定能代表該地實際狀

況，使用上請務必小心。 

(1) 本類產品係採用本局(或合作單位雨量站)分布於各地之綜觀氣象站

及自動氣象、雨量站回傳之即時資料採反距離權重法內插資料繪製

而成，除位於觀測站點之數值為實際觀測值外，其餘資料皆為推估

值，使用上請特別注意。 

(2) 溫度格點資料係將本局分布於各地之綜觀氣象站及自動氣象站回傳

之即時氣溫轉換為位溫(potential temperature)後以反距離權重法內

插資料再依氣壓資料轉換為地面溫度後繪製所得，除位於觀測站點

之數值為實際觀測值外，其餘資料皆為推估值，可能與實際地面狀

況有所差異，使用上請特別注意。 

2.3. 產品取得(Product Availability) 

2.3.1. 資料取得管道： 

(1) 本局開放資料平臺(須註冊)  

i. A0038-003 (資源為 JSON/XML 檔) 

                                                           

1
 已通過即時資料檢覈流程並經人工初步驗證 

https://opendata.cwb.gov.tw/


ii. O-A0040-004 (資源為 JSON/XML 檔) 

(2) 本局 PDS 即時氣象資料供應平臺(僅提供申請用戶使用) 

相關事項請逕洽本局資料申購單位 

TEL：02-23491102 

2.3.2. 檔案格式及更新頻率： 

來源 類別 區間 發布頻率 更新頻率 

本局開放

資料平臺 

 

小時溫度觀測

分析格點資料 
整點 1 小時 1 小時 

日累積雨量觀

測分析格點資

料 

日累積 30 分鐘 30 分鐘 

2.4. 補充說明(Additional Information) 

無 

  



附表 1 產品空間解析度及網格大小說明 

本局開放資料平臺 

產品 
空間解析

度 
經度(TWD67)起訖 緯度(TWD67)起訖 網格大小 

溫度分布 -

小時溫度觀

測分析格點

資料 

67x120 120.00-121.98 21.88-25.45 0.03度 

累積雨量 -

日累積雨量

觀測分析格

點資料 

67x120 120.00-121.98 21.88-25.45 0.03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