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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氣候和氣候變遷 
 天氣： 受大陸冷氣團影響、 受鋒面影響、 受颱風影響 

 天氣是每天、每天溫度和降雨的變化、是今天上午或下午的變
化、 是今天和昨天感受溫度和降雨的不一樣 

 
 氣候： 受海洋的影響 

 氣候是一段時間(至少是1個月左右)溫度和降雨的特性、是上
個月和下個月的變化 

 氣候變遷：氣候變遷是一段長時間(至少是30年)地球氣候系統
特性的變化 

 莫拉克颱風是因為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氣候變遷的歸因研究 



簡報大綱 

• 什麼是聖嬰現象 

聖嬰現象 

• 天氣和氣候預報的原理和特質 

洞燭先機:天氣和氣候預報 





ENSO是什麼 

「聖嬰」一詞源自西班牙文，(英文翻譯為 Christ 
Child)，意為上帝之子，是100多年前南美洲秘魯和厄
瓜多的漁民用來稱呼發生於聖誕節前後，祕魯附近海
域海溫異常偏暖的現象。 

科學研究顯示不僅和祕魯附近海溫的變化有關，也和
熱帶東太平洋和西太平洋之間的海面氣壓的分布有關，
就以(簡稱ENSO)來表示熱帶太平洋大氣和海洋之間的
變化，也就是一般所謂的聖嬰現象。  



這是平時的海溫距平圖 



這是平時的降雨距平圖 



這是反聖嬰發生時的海溫距平圖 



這是聖嬰發生時的海溫距平圖 



這是聖嬰發生時的降雨距平圖 



這是正常年/聖嬰年/反聖嬰年發生時的赤道
太平洋區域的降雨、 底層風和降雨示意圖 

一般情形下赤道太平洋區域都是屬於信風帶(就是一般所謂的盛
行東風)，而赤道西太平洋地區的海溫最暖， 這地方也是降雨最
多的地方； 相對而言，在赤道東太平洋地區(即祕魯、厄瓜多附
近)的海溫相對較冷、 降雨也偏少。 當信風減弱時或甚至出現
西風時， 使得相對偏暖的海溫區域移到東太平洋區域，連帶著
下雨的區域也跟著搬家了。若這樣的情形持續了相當的時間 ，
這就是所謂的聖嬰現象發生了。 







怎麼知道現在是聖嬰或反聖嬰 

 ENSO是赤道太平洋附近大氣和海洋最顯著的現象，通常最容易發生在冬季。當赤道
太平洋附近(北緯5°至南緯5°、西經170-120°，簡稱)3個月滑動平均的海溫指標連續
5個月比平均值高0.5℃時，就認定為ENSO暖事件(就是一般通稱的聖嬰事件，)；當3
個月滑動平均的海溫指標連續5個月比平均值低0.5℃時，就認定為ENSO冷事件(就是
一般通稱的反聖嬰事件)  



聖嬰對全球溫度和降雨的影響 

聖嬰年夏天 

聖嬰年冬天 

一般而言當強的聖嬰事件
(即指標超過1.5℃)發生時的
冬天，台灣易出現暖冬、隔
年易出現春雨偏多的情形，
而颱風生成的位置則有距離
台灣較遠的現象。 



反聖嬰對全球溫度和降雨的影響 

反聖嬰年夏天 

反聖嬰年冬天 

當強的反聖嬰事件(即指標超
過 -1.5℃)發生時的冬天，台
灣易出現冷冬、隔年易出現
冷夏，颱風生成的位置會距
台灣較近。不過，研究顯示
每個ENSO事件的差異性相
當大。  



ENSO在夏季的影響 

菲律賓稻米減產 

印度稻米減產 

巴西小麥減產 

強烈聖嬰年 全球稻價至少漲10% 

陳吉仲、張靜貞、周磊，“聖嬰預測之潛在經濟效
益—以世界稻米貿易為例”， 經濟論文(TSSCI, 

Econlit)，第31卷，第1期，第31-72頁，2003年。 

 



我們對聖嬰預報的掌握到多少 



變形金剛:聖嬰也變形 







2014夏季聖嬰現象機率高 





過去全球平均溫和ENSO的關係 
2014年全球平均氣溫新高? 

根據UK預估2014年全球均溫比氣候平均14℃高出0.43℃至0.71℃ 



2014年七月至九月氣溫展望 



從天氣到氣候預測 



(Bjerknes, 1904): 

1. A sufficiently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state of the 

atmosphere at the initial time. 

2. A sufficiently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laws according 

to which one state of the atmosphere develops from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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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on's Dream: Forecast Factory 

Weather Prediction by Numerical Process, published in 1922 

1881-1953 



 

 

 

預報困境 





氣候模式和氣候系統 



例如：波譜模式1970年代
T21L9（約500公里）到目
前T95L95（約100公里）。 

在同一時間的水平和
垂直解析度，大大增
加。 

氣候模式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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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1.14: Horizontal resolutions considered in typical and higher resolution models.  

AR4 

地形解析度為87.5

公里×87.5公里 

AR5 
圖表解析度增加，地形解
析度為30公里×30公里 

模式解析度的改善 



Evolution of ECMWF scores 

Adapted and extended from Simmons & Hollingsworth (2002) 

~210km 

~16km 



Physical aspects, included in IFS 



Data assimilation 



Quality of 500 hPa forecasts a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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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reduction ↑ 
ECMWF 

UKMO 

NCEP 
ERA reforecasts 



氣候預測大步走 



短期氣候預報的理論基礎:海洋緩慢的變化提供可預報訊號 

冷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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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地面天氣圖 



夏季基本款&冬季基本款 Ａ 

Ｂ 



★南亞季風槽夏東伸，冬
西退 
★太平洋高壓夏西伸，冬
東退 
★大陸冷高壓夏北縮，冬
南伸 

夏複雜，冬單純 
 
 
 

Ａ 

Ｂ 



剖析地面天氣圖 
1. 雲  
(紅外線衛星雲圖) 
 
2. 等壓線 
 
3. H、L  
(相對高低氣壓中心) 
 
4. 鋒線 
 
5. 颱風中心及名稱 



等壓線 
：高壓空氣流向低壓的力 

：北半球向右 



 
1-2. 衛星雲圖及雷達回波圖 



衛星&雷達 



衛星&雷達 





圖資說明 
 可見光衛星雲圖：為雲反射太陽光至衛星，使用人類肉眼
可見的光波繪製而成。雲的厚度由厚至薄，其色階為：白
→黑 

 

 紅外線衛星雲圖：雲的表面會輻射紅外線，對於衛星來說，
雲的表面便是雲頂溫度。雲頂溫度越低，代表雲頂的高度
越高，可以將雲頂高度看成雲的等高圖。 

 

 雷達回波圖：反應的是大氣中的含水量，包含水的三態(固、
液、氣)，所以有訊號並不代表該處就有降雨；但是訊號強
的地方，代表該處大氣中含水量高，降雨機率也隨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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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流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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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場圖簡介 
 CIMSS流場圖為不同高度之平均流線構成，為大氣高
空的流線平均，跟表層(地表附近)之流場並不完全相
同，甚至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風向。 

 在北半球，高壓的流場為順時針，低壓的流場為逆時
針。 

52 
地轉風 



流場圖簡介 
 標準氣壓面與標準氣壓高度之關係： 

 

 

 

 

 

 流場圖中的顏色代表該處之平均風速，風速大小依序
為：白→紅→黃→綠→藍→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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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氣壓面 標準氣壓高度 
500百帕 5400公尺 
700百帕 3000公尺 
850百帕 1500公尺 

1013.25百帕 0公尺 



剖析流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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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線  
 
2. 流線方向 
(判斷高低壓) 
 
3. L  
(熱帶低壓) 
 
4. 颱風中心 
 
5. 槽線 



   案例分析： 
   天兔颱風 
   20130919~0922 



 

大陸高壓 

北方槽線 

(低壓槽) 

天兔颱風 



 

大陸高壓 

天兔颱風 



 

大陸高壓 

天兔颱風 



 

大陸高壓 

天兔颱風 



 
   1-4. 颱風圖資 



颱風潛勢路徑圖（警報前） 
 實線：颱風中心過去
位置，顏色為不同強
度 

 白色圓圈：颱風七級
暴風半徑，會依暴風
半徑大小不同而改變 

 紅色實線及其範圍內
為颱風中心未來可能
位置，機率達70%以
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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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潛勢路徑圖（警報後） 
 預報時間縮短到1~2
小時一報 

 預測的路徑為未來24
小時中心位置路徑 

 黑色斜線為未來24小
時內，將受颱風影響
之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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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預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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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一週天氣模擬 

3/7（五） 3/8（六） 3/9（日） 3/10（一） 3/11（二） 3/12（三） 3/13（四） 

上半天 

下半天 

氣象預報模式動畫 

根據模式資料顯示： 

週五至週六：高壓中心
近乎滯留，東北風影響
下，本市外海對流發展
明顯，迎風面北海岸有
陣雨。 

週日至週一：新一波北
方高壓接近，東北風加
強，鋒面通過，再轉濕
冷天氣。 

週二至週三：短暫降雨
空檔，不過本市雲量仍
偏多。 

週四：鋒面通過台灣，
再轉偶有陣雨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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