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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本局)的核心業務，涵蓋氣象、海象和地震

等 3 大領域，舉凡氣象、海象監測和預報、地震監測和預警皆為本局

工作重點。本局所提供的各類資訊，除了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外，

更在防災體系中扮演著上游氣象資訊提供者的重要角色。在本質上，

本局兼具氣象、海象和地震科技的作業與研發，持續期許經由建置現

代化與災防化的觀測系統，發展產製精緻化與活用化的預報產品，提

供各界多元化與口語化的優質服務，以落實「生活有氣象」之願景。 

為了達成生活有氣象的願景，本局提出預報精緻化與活用化、觀

測現代化與災防化、服務多元化與口語化等中長程施政指導方針，據

以規劃氣象、海象和地震等領域相關之細部執行計畫，藉由增加測站

設置密度，更新儀器品質，以提高觀測精密度、強化各類觀測作業與

流程，並進行各項氣象科技研發及國內外合作交流，提昇氣象預報準

確度，產製提供各類氣象產品，舉辦各種教育宣導活動，口語化氣象

專業術語為淺顯易懂之文句，讓氣象服務逐漸融入各族群及民眾生

活，並使之能正確解讀應用本局所傳達之氣象訊息，預先進行相關防

災應變準備，除有效降低財產損失及人命傷亡，也逐漸拉近本局服務

理念與社會大眾期待本局所提供服務之間的差距。 

除技術與服務方式的精進之外，在行政革新上，本局持續推動公

文線上簽核以提升公文作業品質，並利用知識管理平臺 (詳如附錄)，

以平臺容易調閱資訊的特性，彙集前人的經驗與智慧，縮短人才養成

時間；另外，亦進行服務滿意度的調查，分析結果以做為未來改進之

依據。 

以下說明本局之組織、員額與預算並將 102 年度本局同仁所從事

之氣象觀測、各種研發創新成果、教育宣導活動、國內外合作交流、

重大或具意義之氣象事件、氣象統計資料及大事紀等，進行系統性整

理、紀錄，除方便日後查詢、滿足民眾知的權益外，並可做為本局檢

討施政及訂定未來施政計畫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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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人力及預算 

組織 

本局掌理全國氣象業務之規劃、建設、管理及研究發展等工作，

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組織條例規定，置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下

設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第四組、氣象科技研究中心計 5個業務

單位，負責政策、業務之執行及氣象業務之促進與科技研發，另設秘

書室、人事室、主計室、政風室計 4個輔助單位。 

一至四等附屬氣象測報機構共計 36 個，分別從事氣象、地震、

海象測報及與氣象有關的天文觀測業務，其中一等附屬氣象測報機構

依專業分工命名，分別為氣象預報、氣象衛星、氣象資訊、地震測報、

海象測報、氣象儀器檢校及臺灣南區氣象(七股氣象雷達業務由臺灣南

區氣象中心兼辦)計 7個中心；二等附屬氣象測報機構包括花蓮、五分

山及墾丁 3 個氣象雷達站、臺北、花蓮 2 個氣象站及天文站；三、四

等氣象測報機構各有 13 個、10 個氣象站，分布於臺灣各地，組織架

構如圖 2.1。102 年 7月 1日為業務需求，成功氣象站搬遷與更名為新

屋氣象站，原成功氣象站在業務調整後繼續以自動觀測方式提供服務。 

 

圖 2.1 中央氣象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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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與預算 

本局預算員額總計 699 人，局本部 162 人；一等附屬氣象測報機

構分別為 17 至 73 人；二等附屬氣象測報機構為 8 至 12 人；三等附

屬氣象測報機構分別為6至 9人；四等附屬氣象測報機構為5至 8人。

本局 102 年度歲入預算數 1,822 萬 5 千元，歲出預算數 19 億 4,593

萬 1 千元，執行結果決算數 19 億 3,970 萬 3 千元(含保留數 1 億 351

萬 9 千元)，執行率 99.68%，執行之重要計畫如下表： 

序

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類別 計畫期程

總規劃經費

(千元) 

102 年度 

支用數(千元)

1 第二組 

臺灣地區 

雨量自動測報

系統汰換及增

設計畫 

社會發展
95/01/01

~102/12/31
426,100 27,685

2 
氣象衛星

中心 

氣象衛星 

更新計畫 
社會發展

95/01/01

~104/12/31
262,400 10,405

3 
氣象資訊

中心 

災害性天氣監

測與預報作業

建置計畫 

公共建設
99/01/01

~104/12/31
1,985,460 337,181

4 
海象測報

中心 

佈建海象監測

網及精進海象

預報計畫 

科技發展
99/01/01~

104/12/31
256,160 3,600

5 
地震測報

中心 

地震與海嘯測

報效能提升整

合計畫 

科技發展
99/01/01

~106/12/31
4,582,260 271,735

6 
氣象預報

中心 

落實防災氣象

整合資訊實作 
科技發展

100/01/01

~103/12/31
58,500 10,719

7 
氣象預報

中心 

強化災害性即

時天氣預報 
科技發展

101/01/01

~103/12/31
442,400 49,567

 

表 2.1  102 年本局執行重要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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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施政成果 

(一)觀測現代化與災防化 

1.氣象 

本局設有綜觀氣象站 25

站、高空氣象觀測站 2 站(另有

淡水及永康 2 處觀測站區)，以

從事地面及高空氣象觀測，定時

蒐集各地區氣象資料。並建置合

作觀測站 15 處及 469 站自動觀

測站以加強區域性豪雨監測，構

成完整且密集的雨量及氣象資

料蒐集站網（分布如圖 3.1.1）。 

為推動鄉鎮天氣預報工

作，加強測站網密度，本局分期

增設鄉鎮市區自動氣象站，與執

行「臺灣西部地區雨量自動測報

系統汰換及增設計畫」工作，102

年度於南高屏地區完成35鄉鎮

自動氣象站之增設及74處自動

站之汰換建置，另增建 2座自動雨量站、1座無線電中繼站。 

迄 102 年底止，本局雨量自動測報系統已建置自動氣象站 279 站

及自動雨量站 190 站，加計前述綜觀氣象站、合作觀測站等，合計地

面觀測站有 511 站。各項觀測結果皆即時彙集，除供本局天氣分析與

預報之用，並供國內外氣象機構、政府防救災機關及社會大眾應用，

以適時發出預警，減少災害損失。 

圖 3.1.1 中央氣象局測站 102 年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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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雷達及衛星 

本局於 91 年完成「建立臺灣地區都卜勒氣象雷達觀測網」計畫

後，有五分山、花蓮、墾丁及七股計 4 座Ｓ波段都卜勒氣象雷達站，

102 年度各雷達站皆正常運作(圖 3.1.2)。 

此雷達觀測網觀

測範圍包括整個臺灣

陸地及其鄰近海域，

以每 7.5 分鐘 1 次整

體空間掃描的觀測頻

率，進行 24 小時偵

測，不僅能隨時掌握

颱風及顯著天氣系統

的動態外，同時藉由

大量的雷達觀測資料

分析，也進一步瞭解劇

烈天氣系統的內部結構及風場分析(圖 3.1.3)，並據以研判其發展情

形。各氣象雷達站所得的觀測資料經數據化處理後即時透由衛星、微

波或地面通信線路立即傳送至局本部與分送民用航空局、空軍氣象中

心等氣象作業單位使用。近年來陸續協助水利工程、洪水預報及水庫

營運等單位建置雷達資料即時顯示系統，充分將雷達觀測資料運用在

水資源管理及防、救災應變作業上，對於促進水資源規劃利用、提昇

防洪作業效能、減低天然災害損失，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增進我

國氣象科技研究發展，均有極大助益。 

圖 3.1.2 氣象雷達觀測網 

圖 3.1.3 鋒面通過時的回波圖、颱風靠近時的徑向速度圖及四個雷達整合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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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0 年起，本局配合國家整體防、救災之規劃，進行北、中、

南區域防災降雨雷達之建置，完成之後將以每 2~3 分鐘的觀測頻率及

250 公尺的空間解析度，透過雙偏極化功能，偵測低層大氣內水滴之

樣態，提高都會區降雨量估計精確度。防災降雨雷達建置之工作推

動，於 101 年已確定雷達之設置地點，同時完成北部及南部區域防災

降雨雷達用地取得，另完成北部區域防災降雨雷達儀招標作業。102

年度完成北、南區域防災降雨雷達當地居民說明會、地質鑽探，以及

中部區域防災降雨雷達用地之都市計畫地目變更編定，並已完成 3 部

雷達儀國際招標作業。 

為接收、處理衛星資料，本局衛星中心已於局本部及新屋 2 處完

成衛星主、副備援接收系統。此系統包含提供使用者不同作業需求導

向之多衛星雙作業平臺及可對異地備援站進行遠距接收系統軟硬體

監控設備，總計接收 4 顆地球同步氣象衛星與包括歐盟 Metop 系列在

內的 9顆繞極軌道衛星資料，產出衛星基本影像與相關衍生產品達數

十種，可監測包括沙塵暴影響區域（如圖 3.1.4）、夜間天氣系統與

大氣環境的風場變化，供本局研判天氣預報作業，同時也提供學術團

體、媒體與一般民眾應用。 

近年來由於大臺北地區行動電話等無線通訊急速發展，溢波干擾

情形日益嚴重，為避免影響衛星訊號的接收品質，並促進衛星接收系

統現代化，95 年奉行政院同意辦理為期 10 年的「氣象衛星資料接收

處理更新計畫」，進行必要的設備更新，於 97 年 12 月完成 EOS 資料

快速接收處理系統與日本 MTSAT2 同步衛星資料接收處理系統之建

置，98 年完成桃園新屋衛星資料接收站工程，以接收品質較佳的衛

星信號。另為因應美國新一代繞極軌道衛星的發射，於 99 年開始

圖 3.1.4 衛星反演沙塵暴產品   衛星反演大氣各層風場    衛星夜間可見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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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omi NPP 衛星系統建置的前期規畫，以強化氣象衛星資料在經濟民

生方面的產品開發。100 年完成 Suomi NPP 衛星之資料接收處理系統

的採購與建置作業，於 101 年

5 月開始接收美國新世代且搭

載多種觀測儀器的繞極軌道

Suomi NPP 衛星，以逐步取代使

用多年的TIROS-N/NOAA系列衛

星；同年 6 月完成繞極軌道接

收天線第 2 塔工程，新增接收

南韓COMS地球同步衛星之備援

資料，102 年完成新一代繞極軌

道衛星天線更新工程(如圖

3.1.5)，此接收天線具有雙波

段之多工系統，透過優先排序

方式，可接收不同波段的衛星

訊號；同時與桃園新屋之軌道衛星追蹤天線互為備援，以因應氣象局

天氣監測與預報無間斷之作業需求；並且新增包括衛星雲圖精選專

區、日本 MTSAT 衛星之海溫氣候資料庫、韓國 COMS 衛星雲導風/夜間

霧區/定量降水之各種衛星衍生與加值服務產品 6 項，提供預報人員

暨相關業務單位之海氣環境即時監測資訊。 

 

圖 3.1.5 繞極軌道衛星天線更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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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象 

本局海象監測分為波

浪與潮位觀測，（監測站網

分布如圖 3.1.6），波浪觀測

主要以資料浮標做為觀測

平臺，102 年作業中之資料

浮標站計有 7 站，另與水利

署、觀光局合作設置全臺共

16 個浮標站。資料浮標除蒐

集浪高、波向、海水表面溫

度等海象資料外，亦蒐集海

面風向、風速、氣壓、氣溫

等氣象資料。這些浮標站

中，臺東外洋及東沙島 2個

資料浮標站為離岸 200 公

里以上之深海觀測資料浮標，此類型波浪觀測站除可做為颱風期間外

海海氣象資料蒐集之前哨站，提供颱風路徑及其強度預報之重要參考

依據外，並可蒐集、掌握臺灣南方海域海氣象資訊，提升對該海域之

海、氣象監控預報能力。102 年於東吉島建置即時海流波浪觀測站，

提供澎湖海域即時且連續之波浪、海流及水溫觀測資料供波浪預報、

校驗、海流模式開發、藍色公路預報調校、水產養殖監測及異常浪研

究等應用。 

在潮位觀測方面，目前本局設置有 23 個潮位站，主要針對潮汐

及颱風所引起之風暴潮進行監測，並提供本局潮汐預報作業參考；此

外，為海嘯等異常海水位分析及預警用途，本局已於 17 個潮位站中，

增加觀測取樣頻率以及即時傳輸功能，提供海嘯監測功能，並與水利

署、內政部等單位合作在臺灣地區共設置有 39 個潮位站，除前述功

能外另提供水利署等防救災單位暴潮溢淹及海岸保護使用；長期的水

位監測更是我國國土測量高程系統建置的基礎。 

圖 3.1.6 海象監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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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震 

本局在地震業務方面為了不同的觀測目的，建置各式地震觀測系

統，包括可以即時觀測的「短週期地震儀觀測系統」、「地震速報系

統」、「寬頻地震儀觀測系統」，以及非即時觀測的「強地動觀測網」。

此外，為加強地震前兆的相關研究，另建置地球物理觀測系統，包括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地下水位觀測系統」，以及「地磁全磁場觀

測系統」等。 

自 99 年起，本局執行「強地動觀測

第 4 期計畫－建置新一代地震觀測系

統」，全面更新地震即時站的儀器及傳輸

方式。一方面提升測站訊號的取樣率至

每秒 100 點及 24 位元動態紀錄範圍，同

時建置井下地震觀測網，以降低地表雜

訊干擾，提升訊號品質。另一方面發展

資料整合作業，結合短週期、地震速報、

寬頻、井下地震觀測網及國外 IRIS 

(Incorporat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Seismology)資料交換中心所提供

的全球即時地震觀測資料，以增加地震

觀測站的密度並擴大偵測範圍，此一新的地震觀測系統稱為「24 位

元地震觀測系統」，並自 101 年起開始啟用。102 年底此系統的地震

站數約有 150 個，透過資料整合，使得地震測報不再是各個觀測網獨

立觀測，而是進入聯合觀測的新時代。以下就 102 年度的新增成果做

一簡要的說明： 

（1）井下地震觀測站 

本局為提高地震訊號品質、波相、定位的判定能力，以強化地震

監測系統提升地震預警（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EEW）的效能，

102 年度完成 11 座井體的新建工程並採購 11 套儀器，預計在 103 年

完成儀器的安裝，此類型總測站數累計將達 41 座（圖 3.1.7）。由於

井下地震觀測站是將地震觀測設備安裝於 100~300 公尺深之井下，少

了地表雜訊的干擾，因此地震訊號品質相對於傳統地面地震儀大幅提

圖 3.1.7 井下地震觀測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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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對於地震訊號之自動資料處理，如波形判讀、預警演算、頻譜分

析等，可有效避免環境與人為雜訊之影響，提昇地震速報與預警之精

確度及時效。 

（2）建置東部海域電纜式海底地震儀及海洋物理觀測系統 

本局執行「臺灣東部海域電纜式海底地震儀及海洋物理觀測系統

建置計畫」，於 100 年 11 月 14 日完成第 1 條自宜蘭頭城向外海延伸

45 公里海纜觀測系統（圖 3.1.8），經分析 101~102 年發生於東北部

外海地震資料結果顯示，網內地震偵測率的監測比例由 52%提高至

81%，有效提高地震監測的能力。在地震定位品質改進方面，35%的地

震從較差的等級 D
1
提升到較佳的等級 C 或等級 B；另外，地震波到達

時間（簡稱到時，arrival time）誤差的均方根 RMS 小於 0.3 秒的地

震數量，由 42％提升

到 66％，對於地震參

數準確性的提升有相

當大的助益。在地震測

報效率提升方面，對於

發生在臺灣東北外海

之 20,733 筆地震，本

系統海底地震站最早

接收到地震紀錄之比

例佔地震總數的 50%。

綜觀這些地震事件，地

震 P 波由震源傳遞至海底地震站的到時，較傳遞至鄰近陸上地震站的

到時至少快 1 秒以上，S波則可達 3~4 秒以上，對於提升地震預警能

力有初步的具體效益。 

5.天文 

本局天文業務包含重要日、月食、彗星觀測與太陽黑子監測，102

                                           

1地震定位品質係根據測站分布及震波走時殘差將其分為 A、B、C、D 4 級，其中 A 為最優、D

為最差。 

圖 3.1.8 海纜觀測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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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最被一般民眾注目的天文現象是 3 顆彗星，分別為 C/2011 L4 

(PANSTARRS )、C/2013 R1 ( Lovejoy )及 C/2012 S1 (ISON)通過或

接近近日點。 

由 PANSTARRS 巡天計畫所發現的 C/2011 L4 (PANSTARRS )彗星

（圖 3.1.9，左圖），於 102 年 3 月 10 日通過近日點，並於 3月中旬

日沒後現於西方低空，最亮觀測星等約+3 等。由澳洲業餘天文學家 

Terry Lovejoy 所發現的 C/2013 R1 ( Lovejoy )彗星（圖 3.1.9，

右圖），於 12 月 23 日通過近日點，本彗星自 11 月初至 12 月底，持

續保持+6.5 的亮度以上，最亮曾達+4.7 等，在無光害的夜空中肉眼

裸視可見。國際科學光學監測網所發現的 C/2012 S1 (ISON)彗星，

是 1 顆掠日彗星，原預計 102 年 11 月底通過近日點前後，有可能呈

現負十多等的驚人亮度，後來發現其亮度表現遠不如預期。11 月 29

日彗星過近日點附近時，依 SOHO 太陽望遠鏡觀測的動態影像，顯現

該彗星在通過時，近距離受太陽輻射及引力影響而裂解了。 

太陽監測部分，102 年雖為太陽活躍期，但在 9 月份曾出現連續

11 天太陽沒有明顯能量釋放的狀況，在活躍期期間顯得較為反常。

11 月 5 日爆發 X3 級的強烈閃焰爆發。 

在流星雨的國際觀測部分，象限儀座流星雨極大期發生於 1 月 3

日 20 時 25 分(UT)，ZHR 為 129；英仙座流星雨極大期發生於 8月 12

日 16 時 5 分(UT)，ZHR 為 109；雙子座流星雨極大期發生於 12 月 14

日 6 時 8分(UT)，ZHR 為 134。 

102 年全球總計發生 2 次日食及 3 次月食，分別為 4 月 26 日的

圖 3.1.9 C/2011 L4 (PANSTARRS )彗星(左)及 C/2013 R1 ( Lovejoy )彗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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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偏食(本國各地可見月沒帶食)、5 月 10 日的日環食(本國不能

見) 、5月 25 日半影月食(本國不能見) 、10 月 19 日半影月食(本國

各地月沒帶食)及 11 月 3 日的日環-全食(本國不能見)，國內能見者

為 4 月 26 日及 10 月 19 日 2 次月食，本局均實施觀測紀錄，不過受

天氣影響，觀測不連續。 

(二)預報精緻化與活用化 

1.鄉鎮逐時天氣預報 

臺灣位處於世界最大陸塊與海洋交界，地形錯綜複雜，常造成同

一縣市內不同鄉鎮市區的天氣現象有所差異；而都市人口密集，工商

業發展愈趨繁榮，氣象與民眾生活之關聯愈來愈密切，過去 22 個縣

市分區的定性氣象預報資訊已無法滿足小區域差異及瞬息萬變的環

境，必須提供適時、適所的量化資訊，使精緻化的天氣預報與民眾之

生活更加緊密的結合，也可以讓各地區民眾提早因應寒流、梅雨、颱

風等災害性天氣的侵襲。 

本局自 98 年起進行鄉鎮天氣預報作業規劃，逐年推動軟硬體建

置，經過 99 年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的實驗性預報及 100 年 10 月 10

日起進行的嘉

義、臺南、高

雄、屏東縣市

128 個鄉鎮市

區 的 示 範 預

報，於 101 年 1

月 1 日起正式

推出全國鄉鎮

天氣預報，發

布 368 個鄉鎮

市區天氣預報

資訊(圖 3.2.1)。 

在鄉鎮預報作業之基礎下，為提供民眾更豐富、便利之氣象服

圖 3.2.1 鄉鎮預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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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本局持續於 101 與 102 年精進預報技術並推行多元化的氣象預報

服務，包含於 101 年 7 月推出的原鄉預報、101 與 102 年大甲媽祖遶

境活動預報與監測服務及 102 年鐵人三項國際邀請賽所提供的客製

化氣象服務等，並於 102 年測試客庄氣象預報服務。 

鄉鎮天氣預報的推出，讓民眾更能掌握小區域、短時間的天氣變

化，同時並帶動氣象服務技術的革新，跨領域整合氣象資源，為氣象

服務開啟新契機。 

2.藍色公路海象預報 

本局為推廣海氣象資訊在海上航安方面之應用，自 100 年起推出

藍色公路海氣象資訊服務，102 年新增 10 條航線，迄今共有 20 條航

線，包括 18 條國內航線與 2條兩岸航線。 (圖 3.2.2) 

18 國內航線分別為基隆-馬祖、臺中-馬公、高雄-馬公、東港-

小琉球、臺東-綠島、布袋-馬公、烏石-龜山島、臺中-平潭、臺東-

蘭嶼、後壁湖-蘭嶼、基隆-龍

洞、龍洞-龜山島、基隆-臺

中、臺中-高雄、臺中-金門、

高雄-花蓮、花蓮-基隆、花蓮

-蘇澳；2條兩岸航線則為臺北

港-平潭與基隆-台州。 

藍色公路海氣象資訊服

務除了提供航線起迄地點的

即時觀測資料外，也提供航路

沿線未來 24 小時的風速、風

級、風向、波高、波向、流速、

流向及天氣等預報資訊。民眾

可 透 由 本 局 網 站

（www.cwb.gov.tw）取得相關

資訊，也可利用行動載具下載

「生活氣象 APP」隨時隨地查

詢。

圖 3.2.2 藍色公路航線圖，藍色線為 102 年

新增航線，橘色線為原有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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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數值預報系統與高速運算電腦(HPC)  

（1）數值預報系統 

數值天氣預報(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簡稱

NWP)系統是根據大氣運行的物理原理，利用高速運算電腦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簡稱 HPC)來推算天氣系統未

來的演變，目前世界各國氣象作業單位均必須仰賴其預報資

料，發布逐日天氣預報或者颱風路徑預報。本局於民國 72 年

起啓動「數值天氣預報」作業技術的建置計畫，回顧這 30 年

的發展歷程，歷經技術的引進、生根與成長不同階段，目前氣

象局數值預報的應用範圍包含月季預報、一週以內天氣與颱風

路徑預報及極短期雨量預報(如表 3.2.1)。 

以模式而言分為全球與區域兩類，全球模式系統為典型的

波譜模式，同時應用於短期氣候與一週天氣預報，近 10 年來

透過與國外專家緊密合作，持續引進美國環境預測中心(NCEP)

所運用之物理參數化及資料同化等新方法，使全球模式系統的

預報品質與其他國家的進展同步。102 年本局全球模式採用新

的多層式土壤模式(Noah)，改進雪地及凍土地區的溫度預測，

同時也完成新版高解析度全球模式(T521L60)在新高速運算電

腦上之建置與測試。區域模式系統方面，本局在 97 年建立了

以國際性社群模式 WRF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為主的區域作業系統，並透由與美國大氣科學大學聯盟(UCAR)

之合作協議，不斷精進 WRF 系統的預報效能，近年重要成果包

含引進福衛 3 號 GPSRO 和臺灣地基 GPS 資料的同化、颱風初始

化方案的改進，以及對積雲對流、重力波拖曳與輻射等物理參

數化的改善。102 年進一步利用 MODIS 衛星重新估算更新地表

植被分布，改善近地表氣溫與濕度的預測。利用 WRF 系統多元

物理選項的便利，亦於 100 年建立每次執行可產生 20 組的 5

公里高解析度 WRF 系集預報系統，102 年將執行頻率由每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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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高為4次，加強其應用於颱風定量降水預報的預估雨量(系

集預報案例如圖 3.2.3)，對提早預警罕見性超大雨量的發生有

莫大助益，使區域數值預報在輔助颱風預報作業上邁入新的里

程。另外，為增進 12 小時以內的極短期定量降水預報，本局

透過與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的合作，引進了 LAPS 

(Local Analysis Prediction System)系統，此系統的特色在

於具有雲分析的熱起動過程，能避免數值預報的初始起轉

(spinup)作用，可獲得較佳的極短期降雨預報。 

表 3.2.1：本局數值預報系統於 102 年的應用現況 

模式系統 模式特色 預報 

長度 

預報 

頻率 

用途 

氣候預報

系統 

海温與大氣分離之兩步

法系統 

解析度 T42L18 (310km)

7 個月
每月 2次 

每次 40 組

季節預報指引 

全球天氣

預報系統 

波譜模式，使用三維變

分資料同化 

解析度 T319L40 (41km)

8 天 每日 4次 

一週天氣 

預報指引 

WRF 

區域天氣

預報系統 

使用三維變分資料同化，搭

配分段式同化循環 

(partial cycling) 

45/15/5km三層巢狀網格 

84小時 每日 4次 

颱風路徑預報

指引 

臺灣地區雨量

預報指引 

鄉鎮預報指引 

WRF 

區域系集

預報系統 

使用不同物理參數化組

合進行系集預報

45/15/5km三層巢狀網格 
72小時

每日 4次 

每次 20 組

系集預報產品

應用(颱風路徑

或雨量機率預

報指引) 

臺灣地區雨量

系集預報指引 

LAPS 

短期預報

系統 

以臺灣地區為主之小地

區預報系統，具備雲分

析熱啟動，解析度 9km 

12小時
每日 8次 

每次 4組 

臺灣地區 12 小

時內雨量預報

指引 



 

16 

 

 

 

（2）高速運算電腦(HPC) 

為有效提升數值運算能力，本局於 101 年啟動橫跨 3年的

第 5 代超級電腦建置，經採購評選出新一代電腦為富士通公司

所提供的 Fujitsu FX-10 高速運算電腦系統。101 年已建置完

成第 1期系統，包含 4 個機櫃的 FX-10 主機及所有的周邊控制

主機，記憶體容量為 24 TB，磁碟容量為 305.4 TB，計算效能

為 81.2 TFlops；102 年進行第 2 期系統的擴充建置，計算資

源再新增 4 個機櫃的 FX-10 主機、磁碟容量增加為 916 TB，第

1、2 期系統計算合計效能為 162.4 TFlops，約是前一代系統

的 12 倍，記憶體總容量為 48 TB、磁碟儲存總容量為 1,212 TB。

預計於 103 年 12 月完成全案建置，屆時總計算效能值(Rmax)

為前一代 IBM-P5 高速運算電腦系統的 92 倍，其整體系統建置

說明如圖 3.2.4。這些運算能量是因應數值預報系統未來增進

解析度、系集規模、採取更複雜的資料同化方法及更頻繁的預

報次數所需，以持續精進天氣預報準確率。 

圖 3.2.3 WRF 區域系集預報系統成員對凡那比颱風的雨量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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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數值預測模式與資料同化 

建置完成颱風預報模式 TWRF1.3 版，使本局 102 年之颱風

數值模式路徑預報準確度較過去 5年(97~101)提升約 2.3%；全

球模式則建置與發展新一代混成(EnKF-Hybrid-GSI)資料同化

系統，並規劃提升全球模式解析度至 T511L60（水平解析度約 

0.234 度經緯度，垂直 60 層，sigma-pressure hybrid 坐標）；

另完成蘇力、潭美、康芮、天兔、菲特 5 個颱風之飛機偵察及

投落送觀測任務，圖 3.2.5 為針對 97~102 年共 6 年統計 29 個

颱風 40 個案加入投落送資料之效益分析，平均而言，投落送

資料可改善數值模式之 72 小時颱風路徑預報誤差約 6.6 ％。 

中央氣象局第 5 代高速運算電腦建置說明(101~103 年) 

圖 3.2.4 中央氣象局第 5 代高速運算電腦建置說明 

圖 3.2.5：投落送觀測資料對 TWRF 颱風路徑預測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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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氣候預測與應用 

近年來全球氣候變遷議題廣泛受到重視，國際上有關氣候監測、

預測調適、因應的行動逐漸展開，本局改善氣候預測之行動方案規劃

如圖 3.2.6。102 年度工作重點包括「持續改善氣候預測模式」、「氣

候資訊應用論壇」、「強化數值預測模式與資料同化」、「跨領域應用與

合作」、「積極參與國際合作」及「促進學研與實務作業交流」，主要

成果分述如下： 

（1）持續改善氣候預測模式：本局第一套動力統計氣候預報系統於

98 年建置完成，99 年開始正式作業，係以多元多組數值氣候

預測模式進行逐月與逐季預報，預報產品包括全球海溫、臺灣

溫度雨量、東亞季風區溫度與雨量、東南亞溫度與雨量等預報

產品，每月穩定發布未來 2季之季平均短期氣候預測。102 年

持續透由執行「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置計畫」強化動

力統計氣候預報系統，以提升氣候測報能力；另同時進行「臺

灣氣候資料整集和趨勢分析」、「東亞區域環流氣候變遷監測指

標建置」、「新一代海氣偶合氣候模式發展」，以及「氣候監測

圖 3.2.6 改善氣候預測之具體行動方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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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作業輔助系統功能強化」。此外，本局氣候測報技術研發

與國內外氣候計畫有密切的互動，彼此之關聯歸納如圖3.2.7。 

（2）氣候資訊應用論壇：辦理 2梯次「短期氣候預測及應用論壇」，

邀請公共衛生、環境變遷、生物環境工程、農業及經濟等學者

專家參與，共同研討氣候預測與氣象資料在「健康」與「農業」

兩大領域的應用服務議題，包括：氣候和慢性病死亡的相關、

以公共衛生觀點看短期氣候預報、在全球氣候變遷情境下如何

強化氣象資訊在農作生產管理與災害防護上之需求及應用、氣

象資訊在農業的應用之價值估計等。 

（3）跨領域應用與合作：為促進氣象與氣候資訊在農業領域的應用

與推廣，本局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所轄相關單位合作密切，提

供有關農事之氣象資訊服務，並落實農業氣象服務之宣導及推

廣，以期有效減少農業因氣象災害所受損失。具體事項有，提

供該會資訊中心「田邊好幫手」，與農業試驗所「農業氣象諮

詢系統」等相關網頁所需之氣象資訊，以及配合提供氣象方面

之專業技術支援與諮詢，也對畜產試驗所之「乾草研製」重要

圖 3.2.7：本局氣候測報技術研發與國內外氣候計畫之互動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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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提供氣象預報資訊。另經由中華經濟研究院，取得 400 份

農民問卷資訊，由此分析與瞭解氣象資訊在農業領域的應用價

值。 

（4）積極參與國際合作：本局於 102 年 10 月 28 日舉辦「亞太地區

氣候變遷調適與氣候應用研討會」，邀請我邦交國吉里巴斯氣

象局長 Mr.Rition Kabunateiti、索羅門群島環境部長

Mr.Bradley Tovosia 與氣象局長 Mr. David Hiriasia 及夏威

夷大學朱寶信教授等 4 人進行國際交流(圖 3.2.8)，內容包含

雙邊會談、氣象議題之研討會議及局內外參訪，期待透過與友

邦之交流和合作，增加參與國際會議的機會。此外，本局派員

參與在印尼雅加達舉辦的「亞太經合會氣候中心研討會」及「氣

候工作小組會議」，報告本局於氣候模式發展及作業的經驗，

透過每月提供氣候資料，與各會員體進行技術交流討論。另參

與在波蘭華沙舉行的「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協約

國第 19 次會議(COP19)」，以增加本局和世界氣象組織(WMO)

及各國氣象機關間的互動機會，及尋求與他國進行氣象合作的

可能性，本年會議本局特別爭取到於 COP19 的周邊會議中，以

氣象資訊提供者的角色，分享我國在支援政府進行氣候調適與

決策應用服務的實務經驗，並說明我國將以「提供以科學為基

礎的氣候測報資訊，為政府與社會的氣候風險認知與管理進行

服務」為持續努力的目標。 

 

圖 3.2.8：辛局長接見我邦交國索羅門群島環境部長 Mr.Bradley Tovosia(左二)、
氣象局長 Mr. David Hiriasia(左三)與吉里巴斯氣象局長 Mr.Rition 
Kabunateiti(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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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多元化與口語化 

1.防災服務 

（1）氣象 

本局為達成防災、減災之目標，積極建立與防救災單位之

合作機制，102 年度因應 6次颱風警報、0519 水災豪雨及 0602

地震，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共進駐 121 人次；臺灣南

區氣象中心與各氣象站於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參與

工作會報以提供必要諮商服務，共 80 次。颱風警報、災害性

天氣特報及災害性天氣期間之相關氣象資訊的通報，則以傳真

方式通報防災及傳播機構，對於傳真通報未完成者，再輔以電

話追蹤及確認，以提醒防救機關或民眾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

102 年總計傳真通報 878,605 次。 

（2）海象 

颱風暴潮海象防災

燈號資訊自 101 年 7月起

提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應用，102 年 4 月完成災

害共通格式改版以提供

「臺灣災害應變資訊平

台」與「Google 臺灣防災

地圖」應用，並在 5 月起

對公眾發布於本局網站

(案例如圖 3.3.1)。本年內並持續改善各項海象防災資訊產品，

強化沿海各縣市防災單位海岸防災服務，方便民眾隨時查詢海

潮與浪高警示資訊，持續建置海平面資料檢校作業，分析臺灣

沿海長期潮位站海平面變遷，以作為未來防範海岸變遷災害參

考。 

圖 3.3.1 9月 22日全臺監測最大暴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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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震 

102 年度共發布 690 報

有感地震報告（圖 3.3.2），

其中166報為正式編號地震

報告，524 報為震度影響範

圍較小之小區域地震報

告，數量較 101 年少，但與

歷年平均相近。正式編號地

震報告完成發布之平均時

效為地震發生後 4 分 44 秒

完成。每報正式地震報告對

外發布產品除圖文報告

外，還包括隨後產製之等

震度圖、各地波線圖等。

各式產品依屬性不同，並利

用各種管道對外發布如：紙

本傳真、手機簡訊、電子郵

件、電子報、166/167 語音

服務、臉書 FaceBook 報地

震服務，以及專線傳輸等。

平均每報正式編號地震對

外發送之簡訊約 760 則，對

象包括政府機關、防救災相

關單位、重大民生機構、學

術機構以及大眾媒體等，提

供防震減災之通報與應用。 

另為爭取地震主要破

壞波到達前之避難應變時

間，配合精進地震速報系統

圖 3.3.3 地震預警訊息發布 
(模擬 91 年 331 地震) 

圖 3.3.2 102 年臺灣地區有感地震震央
分布圖(地震規模標示於左下方)

圖 3.3.4  102 年 11 月 5 日在臺北市的
宣導說明會會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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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之研發，推廣強震即時警報之應用，對於距震央 100 公里

以外地區，預估可提供約10秒以上預警時效(圖3.3.3)。102 年

在全國 22 縣市舉辦 23 場說明會(圖 3.3.4)，以全國 3,638 所

中小學為主要應用推動對象，在學校內安裝地震預警通報軟

體。預計 103 年將有超過 3,500 所的中小學完成軟體安裝，103

年 1月 1日起即可透過網路即時接收氣象局地震速報系統所發

送的有感地震參數，並計算出當地的預估震度和震波抵達時

間。可配合學校的應變計畫，或介接後端自動通報設備，有效

提前因應以減低災情的發生。 

2.客製化劇烈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與災防應用 

為了肆應多元化的

防救災應變需求，本局

自 100 年起主動配合各

機關日常作業使用之地

理圖資，設計專屬客製

化的 QPESUMS 網頁操作

介面，以提供各機關轄

管與重點監控區域之雨

量資訊顯示與警示等具

防災決策參考價值之氣

象資訊，以落實氣象資

訊與防災應變整合應用

之施政目標。 

繼 101 年本局對公

路 總 局 客 製 化 之

QPESUMS 系統進行更新

作業及完成桃園機場客

製化 QPESUMS 系統之

後，102 年本局持續進行臺北市政府（圖 3.3.5）、臺灣鐵路管理局（圖

3.3.6）、貓空纜車客製化網頁製作與更新作業，提供上述單位管轄

區域（如各行政區及鐵路沿線的車站等）之雷達估計與觀測雨量資

圖 3.3.5 臺北市政府客製化 QPESUMS 系統首頁

圖 3.3.6 臺灣鐵路管理局客製化 QPESUMS 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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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協助其等於颱風與豪大雨期間監控即時雨量資訊。此外，102 年

亦完成個人化降雨警示功能（圖 3.3.7）等，藉由使用者自行選取地

理位置及區域範圍大

小，配合雨量警戒值的

設定，當實際降雨超過

警戒值時，即以閃爍燈

號顯示及警示音效提

醒，主動傳達警示訊

息，以滿足不同使用者

對於雨量資訊之需求。 

本局另將陸續為

觀光局及臺灣鐵路管

理局進行 QPESUMS 客製化產品的開發，以滿足渠等單位在即時氣象資

訊的需求，發揮本監測系統在防災、救災作業上最大的功效。 

未來本局將積極宣導本系統產品的應用方式，配合各不同政府機

關或單位之防、救災獨特業務需求，提供客製化的降雨資訊產品，做

為防災、避災、減災、救災行動的重要依據，落實氣象資訊在防、救

災工作上的應用效能。 

圖 3.3.7 個人化降雨警示系統顯示頁面  



 

25 

 

 

 

3.行動通訊服務(APP)  

本局為方便民眾隨時隨地得知目前所在地區的天氣狀況，或是生

活氣象需求，於 100 年推出行動載具生活氣象 APP 服務（iPhone 版

及 Android 版）。這項服務包含各地天氣狀況、各鄉鎮區與休閒旅遊

景點今明以及未來 7 天的天氣預報、鄉鎮潮汐預報、藍色公路、近海

漁業、衛星、雷達、雨量圖及最重要的警、特報天氣資訊，在本局發

布天氣警特報或地震報告訊息時，透過 APP 的推播服務機制將相關訊

息即時傳送給使用者 (案例見圖 3.3.8)，102 年生活氣象 APP 增加休

閒旅遊天氣預報資訊並新增「打卡報天氣」與「氣象宅急便」服務；

「氣象宅急便」服務為每日下午 6點主動提供民眾事先於 APP 挑選所

需地點之次日天氣預報資訊，讓民眾輕鬆掌握天氣狀況，而為便利民

眾使用平板電腦查詢氣象相關資訊，分別於 9月、11月推出 Apple iOS

與 Android 兩款平板電腦使用之生活氣象 APP 服務，至 102 年 iPhone

版累積約 22 萬人次下載，Android 版累積約 31 萬人次下載，平板電

腦版累積約 1 萬 8千人次下載。 

圖 3.3.8 生活氣象 APP 氣象資訊顯示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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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優質政府網站服務 

本局全球資訊網因應

鄉鎮預報服務上線於 101

年進行相關網頁調整，並

陸續推出原鄉及休閒旅遊

景點、藍色公路氣象預

報、預約氣象服務(圖

3.3.9)，將氣象資訊服務

更生活化，讓民眾從網頁

上可輕鬆查詢到天氣資訊。 

本局一直以來致力於提供民眾需要的資訊及方便查詢的介面，也

深獲網友的肯定，102 年春節期間增加春節天氣特別報導，方便民眾

掌握春節期間天氣；後續於 4 月新增各縣市在地天氣報馬仔服務，提

供口語化天氣說明及貼心天氣叮嚀。102 年度網站累積瀏覽人數超過

8 千 5 百萬人次，。102 年榮獲數位時代雜誌舉辦之數位服務標竿企

業政府單位第 1名、跨類別總排名第 6 名。 

5.校驗儀器服務 

本局氣象儀器檢校中心實驗室為 ISO 認證之氣壓、溫度、濕度等

校正實驗室，已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TAF)」，依 ISO/IEC 

17025 國際認證規範認證，除負責本局儀器校驗維修業務外，另不定

期接受外界各機關學校行號委託氣象儀器校正 1482 件。 

另為維持本局所屬觀測站之資料品質，於 102 年不定期校正局屬

氣象儀器 933 件，定期遊校 12 處氣象站與雷達站之氣象儀器，同時

定期校正臺灣東、西部流域遙測系統雨量站 145 站。 

6.資料開放服務 

本局為配合行政院開放資料 (Open Data) 政策，於 102 年 12 月

完成建置「氣象局資料開放系統」(圖 3.3.10)，以落實並提升氣象

資訊的運用、效能及共享的理念，創造政府服務新價值。 

圖 3.3.9 本局全球資訊網鄉鎮預報網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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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開放系統共分為預報、觀測、地震海嘯、氣候及天氣警特報

等 5 大類資料集，並遵循「行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料開放作業

原則」，優先開放「免費、與民生相關及能被加值運用」的資料集。

102 年底公開的資料集以 XML、CAP 或 KMZ 等資料型態公開於開放平

台，提供一般大眾可經由此開放平台索取氣象局的開放資料。

圖 3.3.10 本局資料開放系統網頁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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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候與地震概況 

(一)氣候 

臺灣，處在季節變化多元、多樣性的亞洲季風系統之中，根據 70-99 年資料

統計之氣候平均值，臺灣 13 個平地站
2
年平均地面氣溫(簡稱氣溫)約 23.6°C，年

累積雨量約為 2,207 毫米，年降雨日數約 141.8 日，其中大雨以上日數有 11 日，

年累積日照時數為 1,752.3 小時，年高溫
3
日數為 6.9 日，年低溫

4
日數則為 5.2

日。102 年全年臺灣氣溫為 36(1947)年以來的第 6 名高溫，雨量接近正常。 

氣溫 

臺灣年平均氣溫，除梧棲、蘭嶼及東吉島略低於氣候平均值，其餘 22 個測

站接近氣候平均值，距平值均在 0.5°C 之內。若以 13 個平地氣象站的平均值代

表臺灣均溫，57(1968)年是近 60 多年之中最冷的一年，最熱的年份出現在

87(1998)年，102 年平均氣溫為 23.9°C，比氣候平均值 23.6°C 高出 0.3°C，亦為

歷史紀錄上第 6 名偏暖。分析時間變化，1960 年代末期至 21 世紀初期間臺灣氣

溫大致呈現逐漸增暖，1960 年代中期之前及最近幾年氣溫轉為下降趨勢，顯示臺

灣平均氣溫除線性上昇趨勢外，亦存在數十年上下起伏的週期變化。 

雨量 

全臺 25 個氣象站中，年雨量比氣候平均值偏多及偏少的氣象站分別為 15 及

10 個；而雨量距平值，最多及最少的測站分別是阿里山雨量高出氣候值 1,033.9

毫米及竹子湖雨量少於氣候值 310.8 毫米；比較降雨比，雨量偏少測站均在氣候

平均值近 9 成以上，雨量偏多測站則以梧棲、嘉義高出氣候平均值 4 成多最為顯

著，該兩測站年雨量亦達該站歷史上第 4 名多雨。以 13 個平地測站平均值做為

代表，102 年臺灣平均年總雨量為 2,248.6 毫米，比氣候平均值略多出 41.5 毫米，

其降雨比為 101%，與氣候平均值相差不大，顯示 102 年雨量接近正常。由 60 年

來臺灣年雨量的年際變化，發現雨量年際變化相當顯著，但並沒有明顯的上升或

下降趨勢。 

降雨日數 

                                           

2 13 個平地氣象站為基隆、臺北、淡水、新竹、臺中、臺南、高雄、恆春、大武、臺東、成功、花蓮及宜蘭。 

3高溫為日絕對最高氣溫≧攝氏 35 度。 

4低溫為日絕對最低氣溫≦攝氏 10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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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 25 個氣象站中，年降雨日數比該站氣候平均值偏多及偏少的氣象

站分別為 15 站及 10 站，其中梧棲達該站設站以來年降雨日數偏多的

第 4 名。成功站降雨日數比氣候平均多了 28.9 日，淡水站降雨日數

則比氣候平均少了 19.4 日，該 2 站分別為降雨日數偏多及偏少最顯

著的氣象站。臺灣的降雨日數近 60 多年有愈來愈少的趨勢，但 102 年全臺 13

個平地氣象站平均降雨日數為 146.8 日，比 13 個平地氣象站的氣候平均值 141.8

日略多。 

日照時數 

全臺 25 個氣象站日照時數比氣候平均值偏多計 9 站，偏少則為 16 站，其中

以阿里山日照時數少於氣候平均值達 172.4 小時最為顯著，並為該站歷史紀錄中

的第 5名偏少。日照時數偏多的氣象站則以彭佳嶼比氣候平均多出 118.9 小時最

為顯著。日照時數在 1960 年代至 1990 年代(民國 49~79 年)中期亦呈現逐漸減少

的走向，但 1990 年代中期之後變化趨勢則較不明顯。 

高低溫日數、大雨及豪雨日數 

102 年總雨量值接近正常，若比較 102 年大雨或豪雨日數的距平，較無規則

性，全臺 25 個氣象站中有 15 站大雨日多於該站氣候平均值，豪雨日多於該站氣

候平均值的氣象站則為 13 站。極端高/低溫方面，高溫的日數大致呈現中、南部

及東南部的氣象站少於該站氣候平均值，北部的氣象站多於該站氣候平均值的現

象，其中臺北站 102 年高溫日數達 48 日，比該站氣候平均值 28.1 日多出 19.9

日。低溫的日數除北部山區的鞍部及竹子湖多於該站氣候平均值，其餘氣象站為

少於或接近該站氣候平均值。分析極端氣象指標的年際變化，臺灣年平均大雨日

與高溫日無明顯變化趨勢，低溫日數由 1960 年代中期迄今呈現逐漸減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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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震  

本局建置地震觀測網(Central 

Weather Bureau Seismic Network, 

CWBSN)以從事臺灣地區之地震監測，

自 83 年開始連續觀測以來，至 101 年

(已扣除 88、89 年因 921 地震影響 2

年)止，平均每年約可偵測到 20,000

個地震，其中有感地震每年平均約900

個。 

102年臺灣地區共發生4萬5,510

個地震（圖 4.2.1，地震規模統計表

如表 4.2.1），其中有感地震共 1,271

個，有 4 個規模大於 6 以上的強震，

分別為 3 月 27 日規模 6.2 的南投地

震、6 月 2 日規模 6.5 的南投地震、6

月 8 日規模 6.2 的花蓮外海地震，以

及 10月 31日規模 6.4的花蓮縣萬榮

鄉地震，皆因臺灣板塊構造的應力作

用所造成。第 1 個地震發生在 3 月 27

日上午 10 時 3 分，位置在南投縣仁愛鄉，芮氏規模為 6. 2。第 2 個地震發生在

6 月 2 日下午 1 時 43 分，位置在南投縣魚池鄉，芮氏規模為 6.5。雖然兩者發

生的行政區域不同，但它們在空間中的差距其實並不大，僅約 10 公里。由於這

兩個地震規模都有 6 以上，因此，全島各地的震度幾乎都有 2 級以上，而它們

所造成的最大震度各別發生在南投縣的日月潭與雲林縣的草嶺，震度皆為 6 級。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所公布的資料，3月 27 日的南投地震造成了 1 死 97 傷，而 6

月 2 日的地震也造成 1 死 19 傷與 1 失蹤。第 3 個地震發生在 6 月 8 日 0 時 38

分，位置在花蓮外海，芮氏規模為 6.2，此地震由於震源深度略深，且離觀測網

較遠，故震後並未於震源區域監測到大量餘震。第 4 個地震發生在 10 月 31 日

20 時 2 分，位置在花蓮縣萬榮鄉，芮氏規模為 6.4。花蓮縣西林地震站觀測到

最大震度 7 級，另花蓮縣花蓮市、南投縣合歡山、宜蘭縣南山都觀測到最大震

度 5 級，中部各地達 3～4級震度，北部地區至少 2～3 級震度，南部地區至少 1

圖 4.2.1 102 年臺灣地區地震 

震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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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級震度，全島均有明顯感受。根據內政部消防署所公布的資料，本次地震造

成 1 人受傷、電梯受困 8件。 

 

五、科普教育宣導 

本局為開發與推展氣象服務業務，除提升服務水準，以達成防減災、促進

經濟發展目標外，並積極推動氣象與地震科普教育，期盼民眾能更瞭解氣象局

業務，以口語化、生活化服務縮短與民眾距離，重要成果包含如下： 

(一)主辦部分 

為使相關媒體從業人員能

善用氣象局之監測與預報資

料，落實整體防災工作，本局 102

年辦理「媒體氣象從業人員氣象

資訊宣導說明會」、「氣象防災

資訊應用研討會」、「氣象實務

月

Month

1月
Jan

2月
Feb

3月
Mar

4月
Apr

5月
May

6月
Jun

7月
Jul

8月
Aug

9月
Sep

10月
Oct

11月
Nov

12月
Dec

平均／月

Average/Month
累計

Total

7≦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 0

6≦M＜7 0 0 1 0 0 2 0 0 0 1 0 0 0.3 4

5≦M＜6 3 1 4 2 0 2 3 0 0 3 1 0 1.6 19

4≦M＜5 14 15 18 11 9 8 12 6 13 19 16 11 13 152

3≦M＜4 82 89 140 108 102 131 84 92 72 98 114 71 99 1183

2≦M＜3 640 620 963 645 758 882 664 570 618 660 768 670 705 8458

1≦M＜2 1882 2113 3950 2049 2422 2731 2279 1813 1664 1881 2782 2024 2299 27590

M＜1 266 528 1938 481 529 1274 725 542 293 276 801 451 675 8104

合      計 2887 3366 7014 3296 3820 5030 3767 3023 2660 2938 4482 3227 3793 45510

有感次數 61 80 231 99 142 116 79 57 64 108 153 81 106 1271

發布次數 13 12 18 12 19 10 12 4 11 14 33 8 14 166

中央氣象局2013年地震規模統計

Monthly Seismicity Statistics of Taiwan Area in 2013

地震個數
Number of Events

規模

圖 5.1.1 102 年媒體氣象從業人員氣象資訊宣導說明會
參與人員合照 

表 4.2.1 102 年地震規模統計表 

（因第 4 季自由場強震資料尚未蒐集完畢，有感地震次數將會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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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班」時間及參與人數如下：  

1.102 年 3 月辦理北部、中部、

南部及東部4場媒體氣象從業

人員氣象資訊宣導說明會(圖

5.1.1)，共計 136 人參訓。 

2. 102 年 4 月份辦理北部及南部

各1場氣象防災資訊應用研討

會(圖 5.1.2)，共計 139 人參

加。 

3.102 年 4 月及 7 月辦理 2 場氣

象實務研習班(圖 5.1.3)，共

計 37 人參訓。 

4.102 年度本局接待團體參觀計

124 梯次，合計 4,052 人次；

南區氣象中心舉辦之假日、週

三、夏日防災講座及敦親睦鄰

電影欣賞等氣象宣導活動場

次共計 59 場，氣象展示場接待參觀團體計有 236 梯次，參觀人數計 26,786

人次。 

5.本局 72 週年局慶舉辦開放參觀暨「玉山氣象特展」活動，期間(6 月 29 日～7

圖 5.1.3 氣象實務研習班第 1 期研習人員合照 

圖 5.1.4 本局 72 周年局慶活動剪影 (圖左)，玉山氣象特展-高山冰攀體驗活動(圖右)。

圖 5.1.2 氣象防災資訊應用研討會與會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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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10 日~13 日移至本局南區氣象中心展出。圖 5.1.4)擴大邀請一般民

眾來局參觀，活動安排專人專業解說，含地震車體驗、變形金鋼(消防宣導

車)、星光夜活動、高山雪地觀測實習、裝備荷重爬高山體驗、穿著冰爪的冰

攀體驗、並依照爬玉山過程，從準備裝備到可能遇到各種情境所設計的大富

翁遊戲、專題演講、科普影片觀賞及專人講解地球展示系統(SOS)
5
等活動，參

觀人數於此 5 日期間有 11,397 人。 

6. 本局位居各地的氣象站於觀測、防災、服務等業務外，亦肩負對當地民眾、

學校師生、地方政府機關人員等推廣「氣象防災」、「鄉鎮天氣預報介紹」、「地

震防災」及天文、星空實務等科普教育宣導任務(圖 5.1.5)。 

 

                                           
5「地球展示系統」(Science On a Sphere 簡稱 SOS)為本局自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引進，本系統可以球

體型態更真實的播放包含大氣、陸地、海洋、天文、數值模擬等題材之動畫影像，以推廣氣象、海象、地震及

天文等與地球科學相關的科普教育。 

圖 5.1.5 各項推廣活動剪影 

地球展示系統講解 地震知識介紹 

南區氣象中心假日講座 學校參觀氣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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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辦部分 

1、配合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辦理「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研習班」，以

推廣氣象防災教育，計 15 梯次 30 人次。 

2、派員至各地宣導氣象與地震防災知識，講授「氣象與防災」、「地震災害與防

護」等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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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研發合作交流 

(一)國內合作交流 

1.本局與國內各機構合作計畫 

表 6.1.1  本局與國內各機構合作計畫一覽表 

編 號 合作案主題 合作對象 成效 

1 經濟部水利署水災災害防

救策進計畫之建置區域降

雨雷達網執行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 推動降雨雷達網建置，完成用

地申請及採購第一階段開標。

2 氣候變遷研究平臺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共同分析臺灣氣候變化與聯合

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

模式資料。 

推動歷史紙本資料數位化與太

陽輻射量資料調查及資料檢

核，並進行資料均一化、資料

網格化方法比較及不確定性分

析，同時對海平面資料均一

化。在資料分析研究方面，有

測站資料長期變化分析、臺灣

地區近百年極端乾期變化分析

與梅雨極端降雨分析。也進行

農業學門跨領域應用服務、臺

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第二版撰

寫以及相關氣候知識與 AR5 轉

譯推廣等工作。 

3 臺灣資料分析中心(TACC)

資料服務與作業維運計畫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太空中心 

與 TACC 合作提供我國及全球

68國共2,287個機構或研究使

用者使用福衛 3號 GPS 掩星觀

測資料，並與中央大學 GPSARC

合作進行未來我國自主 GPS 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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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資料處理中心作業系統規劃

與雛型系統發展。 

4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大氣擴

散研發與建置計畫 

原子能委員會 

核能研究所 

協助原能會強化並建立核安領

域相關氣象資訊。 

5 氣象資料與預報模式系統

作業技術合作協議 

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 

交換氣象資料、精進模式預報

雙方共享資源。 

6 海象觀測備忘錄 交通部 

基隆港務局 

本局安裝潮位儀於港務局站

房，提供即時觀測資料。 

7 海氣象觀測合作協議書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產試驗所 

水試所提供船期資訊，協助本

局快速維運觀測浮標。 

8 海氣象觀測及海洋數值模

擬資料交換與共享 

國家實驗研究院 

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海氣象觀測資料及海流現報成

果分享。 

9 海氣象觀測及氣候變遷研

究成果資料交換與共享 

中央研究院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海氣象觀測資料、氣候變遷研

究成果分享。 

10 氣象資訊服務合約 公、民營共計 21 單位 提供公、民營單位氣象資訊服

務。 

11 加強東、南沙島氣象測報業

務 

海軍 

大氣海洋局 

提供東沙地面與探空觀測耗材

及觀測訓練。 

12 氣象報導合作備忘錄 公共電視基金會 提供氣象、地震資訊傳遞。 

13 潮汐資訊服務合約 臺灣國際航電公司

(Garmin) 

海上 GPS 衛星定位通訊手機提

供潮汐預報資訊服務。 

14 氣象業務合作交流備忘錄 國防部 

海軍司令部 

提供氣象業務合作交流。 

15 原鄉氣象服務合作意向書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原住民族電視台 

產製原鄉聚落預報資料，提供

原民台氣象新聞使用。 

16 海氣象即時觀測資訊合作

備忘錄 

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 

共同推展海氣象監測及其資訊

服務合作。 

17 地震觀測合作備忘錄 國立東華大學 

環境學院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所屬臺

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提供地震

前兆觀測實驗園區場地及維運

空間；本局地震測報中心提供

即時觀測資料予臺灣東部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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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運用。 

18 氣象測報資訊在墾丁國家

公園環境生態保育及在地

特色化之應用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 

持續維運「墾丁國家公園猛禽

遷徙資訊系統」中之氣象雷達

處理子系統。 

19 氣象測報合作協議書 交通部 

臺灣鐵路管理局 

完成協議書簽定，未來將客製

化臺鐵局 QPESUMS 系統。 

20 地震資訊(強震即時警報)

傳遞服務合作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

心、三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天氣風險管理公

司、資策會-「智慧防災

聯網通訊平台計畫」、

臺灣大學地質系、磊客

思科技公司（日商）共 6

單位 

103 年 1 月 1 日開始傳送地震

預警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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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局氣象站與各機構合作計畫 

表 6.1.2  本局氣象站與各機構合作計畫一覽表 

編 號 氣象站 合作機關 合作項目 觀測儀器照片 

1 鞍部氣象站 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 

陽明山地

區PM2.5懸

浮微粒背

景研究。 

 

2 宜蘭氣象站 

恆春氣象站 

澎湖氣象站 

金門氣象站 

馬祖氣象站 

行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 

設置輻射

偵測器等

設備，協助

進行地區

背景輻射

研究。 

 

3. 鞍部氣象站 中央研究院 

環變中心 

測量大氣

中懸浮微

粒物理化

學特性。 

 

4 宜蘭氣象站 

恆春氣象站 

成功氣象站 

彭佳嶼氣象站

日月潭氣象站

 

國立中央大學大氣

科學系(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計畫之執行

單位) 

蒐集酸雨

濕沉降及

汞濕沉降

樣品，供大

氣懸浮物

質研究。 

 



 

39 

 

5 鞍部氣象站 國立陽明大學 

環境衛生研究所 

大氣落塵

戴奧辛含

量觀測。 

 

6 彭佳嶼氣象站 國立臺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國立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研究

所 

空氣懸浮

微粒收集

器。 

 

7 馬祖氣象站 國立宜蘭大學、 

連江縣政府環保局 

酸雨蒐集、

懸浮微粒

採樣。 

 

3.促進學研與實務作業交流 

為促進學研與實務作業

交流，本年度舉辦「102 年天

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圖

6.1.1)、「2013 年海峽兩岸災

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

會」、「臺灣與西北太平洋氣候

預測全球模式發展規劃研討

會」，邀請海內外氣象界學者

與實務專家分享其研發成果

及其相關應用，瞭解最新氣象

科技發展資訊，各專家學者並

與本局同仁進行技術交流討論。 

圖 6.1.1 102 年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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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中央研究院合作之「臺灣氣候變遷

推估與資訊平臺建置計畫」為國科會自然處永續學門於 102 年起推動為期 3 年

（102~104）的「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計畫」(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roject，簡稱 TCCIPⅡ)第二期計畫，由

NCDR 負責計畫推動與管理，盼延續國內過去氣候變遷科研成果，持續強化氣候

變遷科學研究與推估能力以及落實氣候變遷資訊的應用研究與服務。 

本局盡全力支援且深入參與此合作交流計畫，在歷史紙本資料數位化，與

太陽輻射量資料調查方面，進行建檔及資料檢核。在資料整體處理方面，進行

資料均一化、資料網格化方法比較及不確定性分析，也進行海平面資料均一化

的工作。在資料分析研究方面，有測站資料長期變化分析、臺灣地區近百年極

端乾期變化分析與梅雨極端降雨分析。也進行農業學門跨領域應用服務、臺灣

氣候變遷科學報告第二版撰寫以及相關氣候知識與 AR5 轉譯推廣等工作。 

在地震科技交流方面，本局與臺灣地震科學中心(TEC)合作，於 1 月 15 日

和 7 月 17 日舉辦 2 場「臺灣地區地震活動與前兆討論會」，以加強地震前兆相

關研究；另在 6 月 7 日舉辦「0602 南投地震學術討論會」，以及 11 月 7 日辦理

「1031 瑞穗地震學術討論會」，就近期所發生的重大地震發表研究成果，互相交

換意見。此外，為增進兩岸地震學術的交流與發展，於 4 月 19-20 日辦理「2013

年海峽兩岸地震監測及前兆研討會」。 

 

(二)國外合作交流 

表 6.2.1  本局與國外合作交流一覽表 

編號 合作案主題 合作對象 效益 

1 臺菲第二屆部長級

科技合作會議決議

事項後續推動計畫 

菲律賓 

氣象局 

本局已協助菲律賓氣象局4梯次人員參訪及氣象

雷達訓練，達到交流目的；此案並協助菲律賓氣

象局建置 15 座自動氣象站，資料已傳送回本局

運用。 

2 臺美科學及氣象技

術系統支援技術合

作協議 

美國國家氣

象局 

強化本局五分山雷達系統維護能力，並進行雙偏

極化雷達升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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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氣象互動平臺和國

際氣候預測及應用

技術交流 

亞太經合會

氣候中心

(APCC) 

每月提供本局短期氣候模式未來3個月的預測資

料，並接收相關會員國氣候模式之綜合分析報

告。102 年度會議於 11 月 11~13 日在印尼雅加達

舉行，會議以乾旱為重點議題，本局代表於工作

小組會議中報告臺灣乾旱監測、頻率分析及個案

的研究成果，並與各會員體進行技術交流討論，

吸取氣候預報、氣候研發及氣候資訊應用方面的

最新資訊。 

5 國際氣候預測及應

用技術交流 

美國國際氣

候及社會研

究院(IRICS)

每月由 IRICS 取得 15 組全球氣候模式未來 7個

月之預測資料進行區域氣候分析及預報應用。 

6 國際氣候預測及應

用技術交流 

美國氣候預

測中心(CPC)

1.本局運用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CEP）全球

系集預報系統（GEFS） 16 天展期預報資料產製

熱帶氣旋（TC）活動展望資訊提供 CPC 預報組參

考。 

2. 提供本局數值預報模式45天展期預報產品給

CPC 參與季內震盪（MJO）多模式系集預報計畫。

3. 102 年 5 月 8~10 日邀請 CPC 及國內外學者專

家於本局舉辦「臺灣與西北太平洋氣候預測全球

模式發展規劃研討會」。 

7 氣象互動平臺和國

際颱風預測技術及

社會應用交流 

亞太經合會

颱風與社會

研究中心

(ACTS) 

102年6月和10月分別於臺北舉辦技術工作會和

年度 APEC 颱風會議：計有澳洲、加拿大、智利、

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來西亞、紐西蘭、

菲律賓、俄國、新加坡、泰國、美國、越南、澳

門(觀察員)及我國等 17 個經濟體及 APEC 秘書

處、世界氣象組織(WMO)資深官員等共約 360 位

政府代表及專家與會。 

8 提供「歐洲-地中海

地震中心」（EMSC）

有感地震資訊，應

用於資訊服務。 

歐洲-地中海

地震中心

（EMSC） 

EMSC 將本局所提供之資料展示於網頁，並加註資

料提供者為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hinese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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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來展望 

展望未來在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下，本局為順應世界氣象組織(WMO)所提之全

球氣候服務框架(GFCS)潮流，將鄉鎮預報與預警災防化、氣候風險管理與變遷

調適活用化以及氣象客製服務與資料雲端化設定為未來 3 年三大施政主軸。期

望以充實在地觀測設施，加強區域氣象監測能力，強化鄉鎮預報技術，增進災

害預警能力，加強橫向聯繫，落實資訊有效傳播，達到預警災防化目的；由強

化氣候監測、分析與預報作業能力，發展短期氣候預報與氣候變遷推估技術及

拓展跨領域合作，開發氣候資訊應用、推動國際參與，加速作業與研發能力之

培植以達氣候風險管理與變遷調適活用化的目的；另藉由配合政府策略推動雲

端服務與資料開放，開發多元氣象服務產品與管道、建立高效能氣象資料供應

平臺、引用新近傳播媒介與技術等方式達到將氣象資訊普及並迅速的傳遞至每

一個需用者的目標。 

本局未來將持續以加強天氣監測為基礎，發展短、中長期預報技術，同時

因應氣候變遷與其他政府及民間組織合作提出衍生性產品，以滿足社會對氣象

局的期許與需求。讓防救災單位獲得適切的防災氣象資訊，養成讓大眾看氣象

預報的習慣，與需求者有良性的互動關係，如此方可順應社會變遷，提供最適

切的服務，這些都是氣象局不應忽視而且應該不斷加強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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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行政革新 

(一)知識管理平臺(KM)  

知識管理平臺將本局內部發展、建置及研究時所採用與累積的手冊、紀錄、

計畫及規範等散落的知識，以系統化的方式收集與整理，建置於此平臺(圖

A1.1.1)，可協助彙整重要的經驗及核心知識，掌握跨部門的作業現況，提供跨

部門分享所需的資訊。 

平臺的三大架構為 1.知識儲存：提

供彈性架構，允許多重分類目錄，以保

存多樣化的知識型態；2.知識處理：提

供穩定的文件審核流程、權限管理及周

延的文件安控，強化文件的品質與控

管；3.知識呈現：提供強大的搜尋能力，

針對大量資料特性提供輔助支援。自 101

年啟用，累計至 102 年 12 月底已建立

3,588 份文件，上網瀏覽人次累積統計

6,527 人次。 

(二)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本局自 101 年 1 月 2 日起全面實施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功能將公文電子交

換、公文製作、流程管理、線上簽核、檔案（影像）管理、電子公布欄、公文

傳閲等各項資訊服務整合；人民申請、人民陳情、立委質詢、專案管制、訴願、

監察等 6 大類案件及會議紀錄管理，以及公文相關電子表單、公文附件下載、

線上稽催等應用系統亦一併整合，達成機關文檔業務完整的電子化作業。推動

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後，102 年度平均公文線上簽核比率為 70%，公文電子交換比

率為 85%，電子化會議比率為 83%，均已達行政院「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續階方案」

所訂公文線上簽核比率 45%、公文電子交換比率 70%及電子化會議比率 30%之指

標。 

圖 A.1.1.1 知識管理平臺(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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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滿意度 

為了解各界參觀

本局相關設施後之滿

意度，特辦理 102 年民

眾參觀滿意度問卷調

查，以問卷方式隨機抽

樣來訪團體，有效樣本

數共計 1,414 件，其中

男性佔 49.3%，女性佔

50.7%。從統計結果得

知，各調查項目的滿

意度，均超過 90%。綜合滿意度為 95.1%。(圖 A2.1)。 

為了解各界對資料申購服務滿意度，本局亦進行資料申購服務滿意度問卷

調查，有效樣本數有 348 件，其中男性 170 件，女性 178 件。從統計結果得知，

對使用者（民眾）而言，效益最大的是申請表單格式簡明易填寫，滿意度最高，

滿意度次高者為民眾認為我們瞭解他們的業務需求。整體而言，男性平均滿意

度 92.1，女性平均滿意

度 94，整合服務滿意度

為 93.1。(圖 A2.2) 

整體而言，本局所

做的參觀滿意度及資料

申購滿意度之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本局之服務均

能符合社會大眾需求，

未來將持續以「生活有

氣象」之願景提供最適

切的服務。 

圖 A2.1 102 年參觀滿意度 

圖 A2.2 資料申購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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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逐月天氣概述 

表 A3.1  逐月天氣概述表 

月份 概述 

1 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有 1 個颱風(蘇納姆，SONAMU)生成，多於氣候平均值 0.4 個，

此颱風對臺灣並無直接影響。本月天氣變化幅度大、冷暖交替快，共有 1次強

烈大陸冷氣團及 4次大陸冷氣團南下影響臺灣；降雨方面，上半月受鋒面、冷

氣團及南方水氣影響，降雨較明顯，下半月降雨趨緩，天氣較為穩定。 

2 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有 1個颱風珊珊(SHANSHAN)生成，本月北方冷高壓南下勢力

偏弱，鋒面、東北季風帶來的水氣偏少，臺灣各地氣溫明顯偏暖、西半部顯著

偏乾。 

3 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無颱風生成，本月天氣變化快，除 2日至 4日受大陸冷氣團

及 14 日至 15 日受東北氣風影響溫度偏低，其餘時間各地溫度偏暖。 

4 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無颱風生成，本月主要受鋒面、東北季風及華南雲雨區影

響，東北季風增強期間各地氣溫明顯偏低，也因此降雨範圍較廣，部分地區達

大雨或豪雨等級。 

5 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無颱風生成，本月 5日至 8日東半部因對流雲系移入造成較

大雨勢，中旬則受鋒面影響，降雨以中南部最為顯著；下旬各地則是晴朗高溫、

午後有局部陣雨的天氣為主。 

6 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共有4個颱風生成，較氣候值1.7個偏多，分別是雅吉

(YAGI)、麗琵(LEEPI)、貝碧佳(BEBINCA)、倫比亞(RUMBIA)。其中貝碧佳颱風

從南海向西行進登陸海南島，受其外圍雲系影響，東南部有大豪雨發生；其他

颱風對臺灣無直接影響。上旬除了受兩波鋒面影響，各地多為晴朗炎熱，午後

有局部雷陣雨的天氣，中旬至下旬前半受低壓或颱風外圍雲系影響，各地天氣

較不穩定，下旬後半各地再轉為晴朗炎熱、偶有午後局部雷陣雨的天氣。102

年6月臺灣25個局屬氣象站中，平均氣溫僅玉山站略低於氣候平均值，其餘24

站皆高於氣候平均值，其中臺北、新竹、阿里山及嘉義等4站6月平均氣溫為該

站設站以來同期第1高溫，且25站中有20站為該站6月高溫前10名。 

7 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共有 3個颱風生成，略低於氣候平均值 3.6 個，分別是蘇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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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IK)、西馬隆(CIMARON)及燕子(JEBI)，其中蘇力颱風登陸臺灣，西馬隆

颱風由臺灣海峽南端向西北方向行進，最後登陸中國，本局皆有發布颱風警

報。本月中旬在颱風及其外圍環流影響，有明顯的雨勢發生，其餘時間皆以晴

朗炎熱、午後有局部雷陣雨的天氣為主。 

8 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共有6個颱風生成，略高於氣候平均值5.6個，分別是山竹

(MANGKHUT)、尤特(UTOR)、潭美(TRAMI)、皮瓦(PIWA)、尤娜拉(UNALA)與康芮

(KONG-REY)。其中皮瓦和尤娜生成於東太平洋經過換日線消散於西太平洋，潭

美颱風從臺灣北部海面通過，康芮颱風則從臺灣東北角近海通過，均對臺灣造

成影響。本月上旬受太平洋高壓影響，各地天氣炎熱，午後有局部陣雨或雷雨，

中下旬受到尤特颱風外圍環流、潭美颱風及低壓帶影響，各地天氣不穩定，下

旬半後受康芮颱風及其外圍環流及入秋第一道鋒面影響，各地有明顯的降雨。

9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共有 8個颱風生成，高於氣候平均值的 4.9 個，分別是玉兔

(YUTU)、桔梗(TORAJI)、萬宜(MAN-YI)、天兔(USAGI)、帕布(PABUK)、蝴蝶

(WUTIP)及聖帕(SEPAT)。其中臺灣僅受到天兔颱風及其外圍環流影響，東半部

及高屏地區有超大豪雨。本月上旬前半受鋒面及東北風影響，溫度下降，鋒面

影響期間，各地降雨明顯；隨後受太平洋高壓影響，各地高溫炎熱，午後有局

部雷陣雨。中下旬於南方雲系與颱風及其外圍環流影響期間，天氣較不穩定，

各地有大雨或豪雨發生，部分地區甚至有超大豪雨發生；下旬後半受東北季風

影響，北部、東北部降雨明顯，部分地區有豪雨。 

10 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共有 6個颱風生成，高於氣候平均值的 3.7 個，分別是丹娜

絲(DANAS)、百合(NARI)、薇帕(WIPHA)、范斯高(FRANCISCO)、利奇馬(LEKIMA)

及柯羅莎(KROSA)，對臺灣均無直接影響。本月北方大陸冷高壓勢力不強，但

因颱風從東經 135 度附近北上，與冷高壓之間的梯度增加，使得該期間氣溫偏

低。降雨方面，5日至 6日受菲特颱風及其外圍雲系影響，北部、東北部有明

顯雨勢，12 日宜蘭及花蓮有大雨及局部性大豪雨發生，其餘時間雨量偏少且下

雨區域以北部、東半部為主。 

11 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有 2個颱風生成，低於氣候平均值 2.4 個，分別為海燕

(HAIYAN)及楊柳(PODUL)，此 2颱風對臺灣無直接影響。本月上旬受到柯羅莎

外圍環流、東北季風及鋒面通過影響，北部及東北部降雨明顯，中下旬各受到

一波大陸冷氣團及強烈大陸冷氣團影響，氣溫偏低且雨量偏少。 

12 月 北太平洋西部海域沒有颱風生成，本月受北方冷氣團及南風雲系交替影響，冷

暖變化快，各地陰雨的日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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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氣系統與重大天氣事件 

102 年影響臺灣地區天氣變化的系統統計如圖 A4.1，以鋒面及東北季風發

生次數最多，約占全年 57%；冷氣團及寒流主要發生在 1 月、11 月及 12 月，整

體比例為 17%；5 月至 6 月梅雨季鋒面影響占全年 6%；熱帶性低氣壓、颱風及其

外圍環流等熱帶系統於 6月至 9 月影響臺灣，占 13%，較為潮濕的華南雲系則占

臺灣總比例之 7%。 

當重要天氣事件發生時，本局針對降雨、低溫、強風等事件發布各類特報，

並以即時天氣訊息提醒高溫、強對流等現象，102 年發布特報數如圖 A4.1。 

圖 A4.1 影響天氣變化的系統統計圖特報發布統計圖 

月份 

發布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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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寒流 

12 月 28 日寒流個案 

如圖 A4.1.1 所示，27 日蒙古高壓南下至黃河流域，此高氣壓與日本東方的

低壓帶形成地面氣壓場西高東低的配置，有利於將極區的冷空氣帶至臺灣地

區，27 日至 28 日寒流南下氣溫下降，臺北氣象站於 28 日量測到 9.9℃之低溫。 

(二)春雨期間特殊事件 

3 月 28 日冰雹 

3 月 28 日傍晚起至 29 日清晨受到鋒面影響，臺南以北及東半部地區有短暫

陣雨地及雷雨發生(圖 A4.2.1)，苗栗部分地區有大雨發生，並觀測到冰雹的現

圖 A4.1.1 102 年 12 月 27 日 8 時 地面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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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圖 A4.2.2)。 

 

 

4 月 6 日高屏地區龍捲風 

4 月 5 日至 6 日鋒面影響，全臺均有雨，其中 6 日凌晨屏東、高雄地區有雷

雨(圖 A4.2.3)，並於 6 日凌晨強雷達回波區域，約在高雄市大樹區至屏東萬丹

鄉一帶有龍捲風發生(圖 A4.2.4)。 

圖 A4.2.1  102 年 3 月 28 日(a)8 時地面天氣圖與(b)19 時北臺灣雷達回波圖 

圖 A4.2.2  102 年 3 月 28 日冰雹事件網路新聞畫面(擷取自聯合新聞網)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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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梅雨鋒面 

5 月 4 日~5 月 6 日 

5 月 4 日受到滯留鋒面影響，東半部及中南部山區有降雨，南部亦有局部降

雨(圖 A4.3.1a)，5 月 5 日及 6 日臺灣附近偏東風，對流雲系由海面移入，東半

部降雨明顯，並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圖 A4.3.1b)。 

 

a b

圖 A4.2.3  102 年 4 月 6 日(a) 8 時地面天氣圖與(b)1 時南臺灣雷達回波圖 

圖 A4.2.4  102 年 4 月 6 日龍捲風高雄市大樹區災後情形，照片由高雄氣象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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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5 月 13 日 

5 月 10 日至 13 日受鋒面接近與通過，各地以有雨天氣為主；10 日鋒面接

近，北部與中部山區午後有局部陣雨；11 日至 13 日鋒面通過，各地皆有降雨，

其中以 11 日雨勢較大(圖 A4.3.2)，北部甚至有大豪雨發生。 

 

5 月 16 日~5 月 17 日 

5 月 16 日至 17 日受鋒面影響，各地天氣普遍有雨，其中 17 日中南部大部

分地區出現大雨，局部出現豪雨，山區甚至局部有大豪雨的發生(圖 A4.3.3)。 

a 

a

b

b

圖 A4.3.1  102 年 5 月 5 日(a) 8 時地面天氣圖與(b)累積雨量 

圖 A4.3.2  102 年 5 月 11 日(a) 8 時地面天氣圖與(b)累積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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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5 月 23 日 

5 月 18 日至 23 日受另一鋒面影響，各地天氣不穩定，中南部降雨較為明顯；

其中 18 日在東北部及山區有大雨；19 日中南部雨勢明顯(圖 A4.3.4)；20 日至

21 日各地均有雨(圖 A4.3.5)；22 日至 23 日雨勢稍微緩和。 

  

 

 圖 A4.3.5  102 年 5 月 21 日(a) 8 時地面天氣圖與(b)累積雨量 

a 

a 

a 

b

b

b

圖 A4.3.3  102 年 5 月 17 日(a) 8 時地面天氣圖與(b)累積雨量 

圖 A4.3.4  102 年 5 月 19 日(a)8 時地面天氣圖與(b)累積雨量 



 

54 

 

6 月 4 日~6 月 5 日 

6 月 4 日至 5 日受鋒面通過影響，各地有降雨(圖 A4.3.6)；其中 4 日北部

及宜蘭有局部大雨，新北市與臺北市降下冰雹；5 日中部以北與東半部有降雨，

南部天氣相對穩定。 

 

6 月 9 日~6 月 12 日 

6 月 9 日至 12 日受到鋒面接近與通過影響，各地有短暫雨，部分地區有大

雨發生(圖 A4.3.7)，其中 12 日苗栗南庄、中壢最大時雨量分別達到 67 毫米、

38 毫米，均有積水災情傳出。 

 

 

(四)夏季高溫 

8 月 3 日至 8 月 11 日期間，受到太平洋高壓勢力增強影響，各地炎熱，其

a 

a 

b

b

圖 A4.3.6  102 年 6 月 4 日(a) 8 時地面天氣圖與(b)累積雨量 

圖 4.3.7  102 年 6 月 12 日(a) 8 時地面天氣圖與(b)累積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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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8 月 8日在太平洋高壓影響下(圖 A4.4.1)，臺北氣象站最高溫達 39.3℃，為

該站設站(1896 年)以來最高溫歷史紀錄。 

 

圖 A4.4.1  102 年 8 月 8 日 14 時地面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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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颱風 

蘇力颱風(SOULIK，警報期間 7 月 11 日~7 月 13 日) 

102年第 7號颱風蘇力之路徑如圖

A4.5.1，在 7 月 8日早上 8時於關島北

方海面生成，偏西移動，並於 9 日 8時

增強為中度颱風，穩定地往西北西移

動；10 日 14 時增強為強烈颱風，近中

心最大風速達 51 公尺/秒，7 級風暴風

半徑為 280 公里，此強度維持至 11 日

20 時並減弱為中度颱風，持續朝西北

西移動。颱風中心於 7 月 13 日凌晨 3

時左右登陸臺灣東北角一帶，8時由新

竹附近出海後，接著在同日 16 時進入

中國大陸福建省，最後於 14 日 8 時減

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由綜觀環境場分析顯示副熱帶高壓位於蘇力颱風的北側至東北側，強度較

強，且北方亦未有明顯槽線系統牽引（圖 A4.5.2a），因此蘇力颱風大致且穩定

往西北西移動。在登陸臺灣後受到地形交互作用影響，路徑有呈現略為南偏的

現象。底層 850 hPa 風場顯示蘇力颱風環流結構相當完整和對稱（圖 A4.5.2b），

外圍較強的風速區位於中心的東北側。 

圖 A4.5.1  蘇力颱風之路徑與強度圖 

圖 A4.5.2  7 月 12 日 8 時之(a)500 hPa 高度場與(b)850 hPa 風場，箭頭長度表示風速大小

500hPa 高度場           1020712 00z 850hPa 風場            1020712 00z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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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於 7 月 11 日 8 時 30 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為 102 年第一個發布颱風

警報的颱風，隨後於同日 20 時 30 分發布陸上颱風警報。12 日為蘇力颱風逐漸

接近臺灣的過程，主要的降雨分布於桃竹苗山區、宜蘭山區和中部山區（圖

A4.5.3a），13 日則為蘇力颱風最接近臺灣且影響最劇烈的時候，由於颱風移動

路徑而其逆時針環流造成西北風的關係，主要降雨分布在臺灣西半部，尤以中

部地區和南部山區為強降雨地方（圖 A4.5.3b）。此外，風力也相當強烈，彭佳

嶼出現 17 級強陣風，登陸點附近的基隆和宜蘭也分別出現 15 級和 13 級的強陣

風，而背風面的臺東地區則有焚風的現象，出現 36.8 度高溫。蘇力颱風在 13

日傍晚左右登陸大陸福建，隨後本局於 23 時 30 分同時解除海上和陸上颱風警

報，總計發布 22 報颱風警報。在警報發布期間的總累積雨量最大值（統計自 7

月 11 日 0 時至 7月 13 日 23 時止）為新竹縣白蘭的 964 毫米，造成多處淹水、

道路坍方等災情，根據內政部消防署及農業委員會統計，此颱風共造成 2 人死

亡，農損約 14.8 億元。 

圖 A4.5.3 蘇力颱風警報期間之(a)7 月 12 日與(b)7 月 13 日日累積雨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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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馬隆颱風(CIMARON，警報期間 7 月 17 日~7 月 18 日) 

102 年第 8 號颱風西馬隆之路

徑如圖 A4.5.4，係在 7 月 17 日 8

時於菲律賓北方海面生成，受太平

洋高壓影響(圖A4.5.5)朝西北方向

移動，其暴風圈進入巴士海峽，並

對巴士海峽、東沙島海面及臺灣海

峽南部造成威脅。17 日 10 時，颱

風中心在鵝鑾鼻南南東方海面，向

西北朝巴士海峽接近，本局於 7 月

17 日 10 時 30 分發布海上警報；7

月 18 日 11 時 30 分解除海上警報，

總計警報期間共發布 10 報海上警

報，警報期間最大暴風半徑為 100

公里，近中心最大風速 18 公尺/秒。 

圖 A4.5.4 西馬隆颱風之路徑與強度圖 

500hPa 高度場              1020717 00z 

圖 A4.5.5  7 月 17 日 8 時之 500 hPa 高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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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美颱風(TRAMI，警報期間 8 月 20 日~8 月 22 日) 

102 年第 12 號颱風潭美之路徑

如圖 A4.5.6，8 月 18 日上午 8 時在

琉球南方海面生成，初期受到北方太

平洋高壓勢力影響 (圖 A4.5.7a)，

移速減慢呈現滯留，19 日逐漸轉為

向北移動，20 日 17 時受到太平洋高

壓的駛流導引(圖 A4.5.7b)，轉向西

北方向並朝臺灣東北部及北部海面

前進。本局於 20 日上午 11 時 30 分

發布海上警報，晚上 20 時 30 分發布

陸上警報。警報期間近中心最大風速為

30 公尺/秒，最大暴風半徑為 180 公

里；21 日 10 時左右行進方向再轉為向西進行，暴風圈首先進入臺灣北部及東北

部地區，而後颱風中心逐漸通過北部海面，暴風圈壟罩臺灣中部以北、東北部

及東部陸地。22 日 2 時中心由馬祖西南方進入福建，本局於 22 日 8 時 30 分解

除潭美海上陸上警報，總計警報期間共發布 16 報颱風警報。  

潭美颱風由臺灣東北方海面掠過臺灣北部海面後的西行期間，臺灣西半部

地區成為颱風環流首當其衝的迎風面，侵襲臺灣期間造成中部以北多處地區累

500hPa 高度場           1020818 12z 500hPa 高度場           1020821 00z 

a b

圖 A4.5.6 潭美颱風之路徑與強度圖 

圖 A4.5.7  8 月 18 日 20 時(a)及 8 月 21 日 8 時(b)之 500 hPa 高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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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雨量超過 500 毫米(圖 A4.5.8)，總計警報發布期間的總累積雨量最大值（統

計自 8 月 21 日 0 時至 8 月 23 日 23 時止）為臺中市雪嶺 654 毫米，而警報期間

出現的最大陣風地區為彭佳嶼 16 級，臺中市梧棲亦有出現 10 級的強陣風。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潭美颱風造成西半部地區淹水，北部及中部山區

多處道路坍方，受颱風降下豪雨影響，造成多處地區發生土石流、淹水、道路

中斷等災情，農損與康芮颱風並計逾 9 億元。 

圖 A4.5.8 潭美颱風警報期間之日累積雨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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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芮颱風(KONG-REY，警報期間 8 月 27 日~8 月 29 日) 

102年第15號颱風康芮之路徑如

圖 A4.5.9，康芮颱風於 8 月 26 日在

菲律賓東方海面生成，並往西北方移

動，27 日向北轉北北西方向朝臺灣東

南部海面前進。28 日 8 時強度增強至

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 25 公尺，瞬間

陣風達每秒 33 公尺，且其暴風圈逐

漸進入臺灣東部近海，並向臺灣東半

部陸地接近，對臺灣近海及陸地造成

威脅。29 日暴風圈影響臺灣東半部及

中部以北陸地，西南側旺盛對流亦造

成中南部地區發生大豪雨及超大豪

雨。29 日 14 時颱風中心移動至臺北北北東方近海，逐漸轉向東北移動並遠離臺

灣陸地，並於 31 日凌晨 2時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康芮颱風生成後持續往臺灣東南近海移動，本局於 8 月 27 日 11 時 30 分發

布海上颱風警報，8 月 28 日 11 時 30 分發布海上陸上颱風警報。警報期間颱風

低層中心雖由臺灣東部近海北上，但由於颱風本身結構不對稱，其西側及南側

之旺盛對流雲系夾帶大量水氣移入西半部陸地，造成苗栗以南各縣市降下大豪

雨，引發嚴重淹水災情。8月 29 日颱風中

心逐漸遠離，本局於 17 時 30 分解除陸上

警報，20 時 30 分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康芮颱風侵臺期間於苗栗以南各縣市

降下大豪雨，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及

屏 東 縣 等 地 區 更 降 下 超 大 豪 雨 ( 圖

A4.5.10)。警報期間各地超過 500 毫米累

積雨量有：臺南市山上 765 毫米、屏東縣

大漢山 722 毫米、雲林縣虎尾 615 毫米、

嘉義縣中坑 601 毫米以及高雄市月眉 571

毫米。由於上述降雨在短時間內發生，造

圖 A4.5.9 康芮颱風之路徑與強度圖 

圖 A4.5.10 康芮颱風警報期間之 

累積雨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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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西半部地區嚴重淹水，中南部地區電信電力系統受損，以及多處道路坍方、

阿里山鐵路中斷，計有 6 人死亡，農損與潭美颱風並計逾 9 億元。 

天兔颱風(USAGI，警報期間 9 月 19 日~9 月 22 日) 

102年第 19號颱風天兔之路徑如圖

A4.5.11，天兔於 9月 17 日於菲律賓東

方海面生成，受到太平洋高壓西伸的影

響，生成後向西移動(圖 A4.5.12)，18

日增強為中度颱風且轉為西南西方向

朝菲律賓前進，19 日增強為強烈颱風後

轉為向西北西方向進行，21 日暴風圈逐

漸影響臺灣東半部及臺中以南陸地，21

日 17 時減弱為中度颱風並持續朝西北

西方向前進，22 日暴風圈影響澎湖及金

門地區而逐漸遠離臺灣本島。本局於 9

月 19 日 23 時 30 分發布強烈颱風天兔海上颱風警報，9 月 20 日 8 時 30 分發布

海上陸上颱風警報，此颱風警報期間近中心最大風速為 55 公尺/秒，七級風最

大暴風半徑為 280km，陸上警戒區域首先涵蓋蘭嶼、綠島、臺東、恆春島及屏東

地區，之後花蓮、高雄、臺南、嘉義、南投、雲林及彰化地區依序進入陸上警

戒區。另外，未列入警戒區的宜蘭縣及中部以北各縣市，本局亦針對降雨情況

請各界嚴加戒備。9 月 22 日 8 時 30 分解除臺灣本島陸上颱風警報，總計共發布

22 報颱風警報。 

天兔颱風的結構完整，侵襲臺灣期間造成部分地區最大累積雨量超過 400 毫

米(圖 A4.5.13)，分別是花蓮縣天祥 785 毫米、臺東縣向陽 754 毫米、屏東縣大

漢山 718 毫米、宜蘭縣古魯 692 毫米、高雄市南天池 553 毫米、新竹縣西丘斯

山 454 毫米、桃園縣拉拉山 436 毫米。出現較大陣風地區如下：蘭嶼 17 級以上、

恆春 14 級、東吉島及大武 11 級。臺灣地區受天兔颱風影響，東南部降下豪雨，

造成部分地區淹水、道路坍方交通中斷，農損約 1.9 億元。 

圖 A4.5.11 天兔颱風之路徑與強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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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特颱風(FITOW，警報期間 10 月 4 日~10 月 7 日) 

102 年第 13 號颱風菲特之路徑如圖

A4.5.14，9 月 30 日於菲律賓東方海面生

成，中心往北北西移動，10 月 4 日增強為

中度颱風，且轉為向西北進行，6 日清晨

暴風圈接觸臺灣本島，影響北部及東北部

海面，此時 7 級風暴風半徑 250 公里，10

級風暴風半徑 80 公里，並轉向西北西方

向前進，6 日 20 時強度略為減弱且暴風圈

縮小，7 日 2 時左右由福建、浙江交界處

進入大陸且轉向西南西移動。7 日 14 時減

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由綜觀環境場分析顯示副熱帶高壓中心位於日本東側，位置偏北，高壓勢力

逐漸向西延伸(圖 A4.5.15)，菲特颱風北上經過北緯 20 度之後，隨著副高環流

的牽引逐漸往西移行，陸上警戒區域涵蓋臺中以北及宜蘭、花蓮、馬祖等縣市，

隨後颱風中心於臺灣北部海面通過，進入中國大陸。 

本局於 10 月 4 日 23 時 30 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10 月 5 日 14 時 30 分發布

陸上颱風警報，北部、東北部受其外圍雲系影響，首先出現局部性的降水現象，

而後颱風逐漸移行至臺灣北部海面，在西北風環流的影響下，迎風面的北部山

區成為主要降雨地區，並逐漸擴展至中部山區，警報期間出現較大雨勢的區域

為新竹縣鳥嘴山 537 毫米、新北市福山 404 毫米、桃園縣高義 384 毫米、苗栗

圖 A4.5.12  9 月 21 日 8 時之 500 hPa 高度場 圖A4.5.13 天兔颱風侵臺期間累積雨量 

圖 A4.5.14 菲特颱風之路徑與強度圖

500hPa 高度場           1020921 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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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泰安 356 毫米、臺北市竹子湖 279 毫米、宜蘭縣大礁溪 200 毫米(圖 A4.5.16)，

彭佳嶼(14 級)、蘭嶼(11 級)、東吉島(10 級)等島嶼有較強陣風出現，但未有重

大災情發生。 

 

  

圖 A4.5.15  10 月 5 日 8 時(a)及 10 月 6 日 8 時(b)之 500 hPa 高度場 

圖 A4.5.16 菲特颱風侵臺期間累積雨量圖

a b

500hPa 高度場          1021005 00z 850hPa 風場          1021006 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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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版品 

表 A5.1  102 年出版品一覽表 

出版品名稱 出版月份 

中華民國 103 年日曆資料表 102.02 

太陽黑子觀測報告第 130 期 102.02 

地震季報第 59 卷第 4 號 102.03 

資料浮標觀測年報-100 年 102.03 

中央氣象局地震技術報告彙編第 61 卷 102.04 

中央氣象局地震技術報告彙編第 62 卷 102.04 

潮汐觀測資料年報-101 年 102.05 

地震季報第 60 卷第 1 號 102.06 

氣候資料年報-地面部分(民國 101 年) 102.08 

氣候資料年報-高空部分(民國 101 年) 102.08 

太陽黑子觀測報告第 131 期 102.08 

地震季報第 60 卷第 2 號 102.09 

103 年潮汐表 102.11 

天文日曆 2014 102.11 

地震季報第 60 卷第 3 號 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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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大事紀 

表 A6.1  102 年大事紀概述表 

月 日 星期 重要記事 

1 9 三 

邀請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原住民族電視台至本局參與

研商「102 年度原鄉氣象服務展望工作事宜」會議，討論 102

年度原鄉服務之重點規劃，以深化 102 年度原鄉氣象服務。

1 15 二 

與臺灣地震科學中心合辦「臺灣地區地震活動與前兆討論

會」，由國內學者發表熱紅外長波輻射之地震前兆研究、地

磁與重力監測分析、大地電磁觀測、電離層分析、綜合地球

物理、GPS 資料分析、地化流體成份監測、井下應變儀紀錄

分析、東部前兆聯合園區、地下水監測等議題。續由地震測

報中心同仁報告地震活動分析、地下水與磁力觀測、地殼形

變與電離層觀測。 

1 29 二 

為深化超級電腦於天氣預報、氣候模擬和防災領域之相關應

用 ， 29~30 日 舉 辦 「 Workshop 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in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高速電腦在

氣象領域之應用研討會）」，邀請臺灣、日本和美國專家學者

共同參與。 

2 8 五 

舉行例行記者會，發布「102 年春節假期天氣變化快」新聞

乙則。102 年春節假期期間因無很強的冷氣團影響臺灣地

區，各地氣溫不致於很低，但天氣系統變化快速，尤其是北

部、東半部地區及馬祖，民眾外出應多留意。 

2 8~17 五~日

與警廣全國聯播網及警廣臺北臺加強合作氣象播報，春節連

假期間每日增加氣象連線達 8 次，即時更新天氣概況及預

報，提供往返或旅遊的民眾便捷有用的生活氣象消息。 

2 

3 

2月 8日 

~ 
五~五

為加強宣導「氣象客製化服務-從 QPESUMS 到藍色公路、預

約氣象及原鄉氣象服務」相關業務訊息，自 2月 8 日起至 3

月 8 日止，委託警察廣播電臺製播劇化插播服務，共計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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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8日 次，為期 1 個月。 

3 

12 

13 

14 

18 

二 

三 

四 

一 

分別於北部、中部、南部、東部各舉辦 1 場「新聞媒體從業

人員氣象資訊宣導說明會」，增進國內新聞媒體從業人員之

氣象與地震專業常識及資料判讀能力。4 場次共有 5家漁業

通訊電臺、59 廣播電臺、12 電視公司、7 家報社、2 防救災

單位及 1家氣象公司報名參與，實際參與人數共 136 人。 

3 30 六 
舉辦「風雲季繪」兒童創意寫生暨親子闖關活動，參加人數

共計 908 人 

4 19~20 
五 

六 

在宜蘭縣辦理「2013 年海峽兩岸地震監測及前兆研討會」，

兩岸與會專家學者共約百人。大陸方面由大陸地震局地球物

理研究所吳忠良所長領隊，除了地震局所屬相關單位外，另

有地震台網中心、湖北省地震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震局

等單位，共 19 人與會。 

4 30 二 

舉行例行記者會，發布「預測 102 年臺灣梅雨正常至偏少」

新聞乙則。102 年梅雨季雨量預測以正常至略偏少雨的機率

較大；氣溫則以正常至偏高溫為主。梅雨期常造成災害，應

及早做好排水系統的疏濬和水土保持工作。 

4 30 

 

二 

 

與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共同發布「便民服務再進一步，氣象局

與環保署共同提供紫外線服務」新聞乙則。透過與環保署共

同整合提供的新版即時紫外線測報網頁，查詢「即時測報、

今日最大值、歷史資料」等完整紫外線訊息。 

5 13 一 

舉辦「102 年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並與「臺灣地球科

學聯合學術研討會(Taiwan Geosciences Assembly,TGA)」

聯合於桃園縣龍潭渴望園區渴望學習中心舉行，另於會場安

排相關業務壁報及實體展示活動，為期 5 天。 

5 28 二 

交通部葉部長親臨本局見證本局與航港局、運輸研究所及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簽署「海氣象服務合作意向書」儀式，

葉部長於簽署儀式中表示，四個機關分別從資訊服務、政策

制定、技術研究及航運應用等四個面向推廣「海」氣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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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為交通部繼「陸」、「空」氣象資訊服務後的另一項

重要的服務項目。 

6 27 四 

舉行 102 年颱風展望記者會，預估 102 年北太平洋西部海域

颱風生成總數為 23～27 個，接近氣候平均值 25.7 個。至於

侵臺颱風方面，預估 102 年可能有 2～4 個颱風侵臺（氣候

平均值為 3.6 個）。 

6 27 四 

發布 72 週年局慶開放參觀暨「玉山氣象」特展新聞稿。整

個活動內容包含氣象觀測與預報、地震、海象、天文及氣候

等科技新知介紹、學者專家的專題演講，及地震體驗車、變

形金鋼、SOS 劇場及數位星象儀展出外，另特別規劃「玉山

氣象」特展，計有雪地觀測、冰攀體驗、玉山直升機人力運

補、臺灣黑熊生態系列解說及影片、實體動物標本展示、高

山生態專業攝影、玉山氣象站生活點滴等主題區及體驗區。

6 27 四 

發布「成功入新屋 桃園新氣象」新聞稿，說明本局為加強

對桃園地區之氣象監測與防災服務，訂於 102 年 7 月 1日於

桃園縣新屋鄉正式成立新屋氣象站，並於當日下午 2時舉行

揭牌儀式，開始為大桃園地區提供氣象觀測服務及預報諮詢

業務。將可強化桃園地區氣象資訊的蒐集與鄉鎮預報的應

用，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同時氣象站可提供桃園地

區民眾參觀及教學利用，更達到氣象科普教育的推廣，並增

進社會大眾氣象災害的防護意識。 

7 1 一 

氣象預報中心為配合本局新屋氣象站於102年7月1日正式

成立，新增完成新屋氣象站相關作業之觀測資料，如 LSR、

沿海天氣觀測、天氣一覽圖、每日最高溫、最低溫、總雨量

等作業項目，並於本局官網之觀測項目呈現該站觀測資料。

7 1 一 

本局應嘉義市政府辦理「102 年度嘉義市易淹水地區洪水與

淹水預警系統建置計畫」需求，由氣象預報中心以 FTP 方式

提供即時累積雨量資料供應服務。 

8 6 二 發布「文創」新氣象 ․ 生活「好朋友」記者會，說明本局

為推廣與便利民眾查詢氣象局的氣象資訊，在臺灣鐵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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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合作下，陸續於全臺 140 個火車站設置氣象資訊 QR code

人型立牌與海報，民眾可利用智慧型手機與立牌上 QR 

code，透過上網取得當地天氣現況、未來逐 3小時預報、天

氣小叮嚀及警特報等資訊。 

8 8 四 

完成公路總局「省縣道路況即時影象」資料介接，將公路總

局於全臺重要路段約 1,800 處架設之影像攝影機即時影像

資料介接至本局氣象預報中心「國省縣道路即時天氣展示系

統」呈現展示，提供實際天氣現況給預報員預報天氣之參考。

8 9 五 

完成臺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六區管理處南化暨鏡面水

庫管理所之 QPESUMS 即時及預報雨量資料供應服務，以供該

所辦理「南化水庫下游預警系統建置計畫」使用。 

8 19 一 

第 12 號潭美(TRAMI) 颱風生成後向東南移動，因應此颱風

可能對臺灣構成威脅，19 日傍晚啟動飛機投落送觀測；本

局並於 20 日發布海上陸上颱風警報，警報期間進駐中央防

災應變中心人力共18人次，於22日解除海上陸上颱風警報。

8 27 二 

發布第 15 號(康芮)颱風飛機追風觀測啟動新聞稿。因應第

15 號康芮颱風可能對臺灣構成威脅，於 27 日傍晚啟動飛機

投落送觀測，在下午 5 時由臺中清泉崗機場起飛，進行約 6

小時的觀測。 

8 28 三 

完成嘉義市政府 QPESUMS 雨量資料供應服務，以供該市辦理

「102 年度嘉義市易淹水地區洪水與淹水預警系統建置計

畫」使用。 

8 29 四 完成成大防災研究中心之防災資料供應服務。 

9 13 二 

發布「強震預警，攜手前行」－強震即時警報傳遞演練新聞

稿。說明本局為推廣地震速報預警，已開發完成「強震即時

警報接收軟體」，今(13)日首次展示其在學校地震應變之應

用。並說明在教育部之合作下，102 年將推廣全國各中小學

安裝強震即時警報接收軟體，以期學校能在大地震發生後迅

速獲得地震資訊，啟動校園內的應變措施，降低致災風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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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師生熟悉強震警報的運作方式與正確的應變措施，進而由

學生將地震防災科技新知推廣至家庭成員。 

9 18 三 

配合行政院毛副院長「為指而參」政策，完成副院長指示複

合型防災資訊整合機制中有關水象、土象及氣象災害情資研

判資訊交換任務，建立本局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NCDR)災情研判資訊及相關災害分析資訊交

換管道，於颱風警報發布期間將綜整之情資圖卡資訊在本局

颱風記者會上發布，讓大眾確切掌握災害資訊，減少傷害。

9 18 三 

完成颱風記者會之颱風簡報系統新增功能及相關自動化資

料流程串接處理，在天兔颱風期間成功地展示各時段之颱風

潛勢路徑預測點與 ETQPF 之定量降水預報雨型趨勢圖等資

訊。 

9 19 四 

中央氣象局自天兔颱風警報開始，「警戒區域」除原有的「陸

上警戒」、「海上警戒」外，正式將未納入「陸上警戒」而有

超大豪雨可能的區域加列「降雨警戒」區域。 

10 4 五 

發布面對氣候變遷，大步推展氣候應用服務新聞稿，說明「聯

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 5 次評估報告

中，確信人為因素是造成暖化的主因，伴隨著暖化，高溫、

乾旱與極端降雨也將更頻繁與劇烈，為此本局將精進氣象測

報在極端天氣上的災防應用，以強化對國家及社會進行氣候

風險管理與決策應用的支援與服務。 

10 4 五 

發布第 23 號菲特颱風飛機追風觀測啟動新聞稿。因應此颱

風可能對臺灣構成威脅，將於明(5)日啟動飛機投落送觀

測，預計清晨 5時由臺中清泉崗機場起飛，進行約 6小時的

觀測。 

10 16 三 

發布玉山氣象站運補直升機墜機意外新聞稿，說明為承租直

升機辦理玉山氣象站運補作業，於今(16)日晨 8 時 10 分左

右發生墜機意外，造成本局員工 1位與正、副駕駛不幸罹難。

10 28 一 舉辦「亞太地區氣候變遷調適與氣候應用國際氣象交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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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邀請我邦交國吉里巴斯氣象局局長、索羅門群島環境部

部長與氣象局局長及夏威夷大學教授等進行交流參訪與雙

邊會談及氣象議題之研討會議。 

11 5 二 

舉行「打卡報天氣－報乎你看」記者會。說明本局為讓氣象

資訊融入民眾日常生活，推出「打卡報天氣」及「氣象宅急

便」服務，於下載安裝最新版「生活氣象 APP」後，就能將

其所在地點的天氣狀況與實景照片透過氣象局官網和網友

分享；同時也會張貼到使用者個人 Facebook 塗鴉牆，與好

友共享氣象打卡的樂趣。另外，還增加了「氣象宅急便」服

務。民眾可事先於 APP 挑選所需地區天氣，每日傍晚 6 時，

本局就以推播訊息方式提供所選鄉鎮區的明日天氣預報資

訊，方便使用者為明日工作或旅遊行程提前做好因應準備。

11 26 二 

辦理「短期氣候預測及應用論壇-農糧領域」，邀請農業試驗

所、中興大學、茶葉改良場、中華經濟研院之學者專家發表

氣象與氣候資訊在農業領域的應用。與會人員有農試所、中

華經濟研究院、農事從業者及本局相關人員共約八十餘人。

會中就氣象資訊在農業界的應用與推廣方面積極深入討

論，充分顯現氣象資訊的價值。 

11 27 三 出版 103 年天文日曆，提供各界參考使用。 

11 29 五 

舉行「102 年颱風偏多，未來一季各地乾冷機會大」記者會，

說明102年 9月至10月北太平洋西部海域共有14個颱風生

成，較氣候平均 8.6 個明顯偏多；而颱風季中亦有 5個颱風

侵臺，為近 5 年最多的一年。另外也說明根據研究及數值模

式顯示，推估 12 月至 1 月西伯利亞冷高壓可能有偏強的趨

勢，因此，預測 102 年 12 月至 103 年 1 月臺灣各地氣溫以

偏低至正常的機率較大；雨量方面，103 年 1 月至 2月則有

偏乾趨勢。 

12 14 五 
本局官網獲選財團法人臺灣網站分級推廣基金會舉辦 101

臺灣優良兒少網站自然科學類第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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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7 五 

舉行「年終記者會」，說明 102 年臺灣主要的氣候特徵為春

雨較遲、梅雨期短、侵臺颱風偏多以及初冬偏濕，整體而言，

各地氣溫偏暖、中部雨量偏多。而在未來一季臺灣各地仍以

偏冷天氣為主的機率較大，春雨也有偏少的趨勢。另一則為

「擴展氣象航安-擴增藍色公路海氣象服務」，說明本局於今

日再新增 10 航線之海象預報服務，其中包括 8 國內航線與

2 兩岸航線。海氣象資訊服務除了提供航線起迄地點的即時

觀測資料外，也提供航路沿線未來 24 小時的風速、風向、

波高及波向等預報資訊，並新增「霧況」預報資料。民眾可

透由本局網站（www.cwb.gov.tw）取得相關資訊，也可利用

行動載具下載「生活氣象 APP」隨時隨地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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