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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說明



Present (1979-2003)
the observe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 and 

sea-ice concentration

Future (2075-2099)
the SST and sea-ice anomalies of the CMIP3 

multi-model ensemble mean are added to 
the observations, retaining the present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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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先以大氣海洋環流耦合模式的模擬結果計算出未來海溫隨時間線性增加的趨勢，再將現今海溫的變異加諸在隨時間線性增加的海溫上，來驅動高解析度大氣環流模式，推估未來大氣環流的變化。



侵臺颱風個數 Member 1 Member 2 Member 3 Member 4 Avg/total TYs 
1979-2003 97 80 75 88 85
2075-2099 55 60 66 60 60.25

1992-2006 (OBS) -- -- -- -- 83

4種不同初始條件模擬出的結果皆顯示世紀末侵

 臺颱風個數有減少的趨勢。

 模式模擬的降雨分布與觀測相似，在西部降雨較

 小，在東部降雨較強。

 

4種不同初始條件模擬出的結果皆顯示世紀末侵

 臺颱風個數有減少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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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與觀測資料分析



(單位：次數)

儘管海溫皆相同，4組系集模擬的結果存在相當大的差異。

暖化後世紀末颱風密度有減少的趨勢，至於暖化對颱風路

 徑在該區域的變化影響為何則很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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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化後世紀末颱風密度有減少的趨勢，至於暖化對颱風路

 徑在該區域的變化影響為何則很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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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模擬的降雨分布與觀測結果相似，但因解

 析度較粗，在位置上有偏差(bias)存在，極值有

 低估的情形。

 

模式模擬的降雨分布與觀測結果相似，但因解

 析度較粗，在位置上有偏差(bias)存在，極值有

 低估的情形。

颱風中心所在位置與對應之降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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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颱風降雨呈現增加的趨勢。

西南部地區及山區增加較為顯著。

若以四大分區區分，中部增加最顯

 著，東部增加較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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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路徑的北部地區和第八路徑的

 阿里山山區在世紀末降雨有減少的

 趨勢，其餘皆顯示降雨增加。

 以四大區域區分，世紀末降雨改變

 最顯著的是以第四路徑侵襲臺灣的

 中部地區，改變最小的則是以第五

 路徑侵臺的北部地區。

 

第五路徑的北部地區和第八路徑的

 阿里山山區在世紀末降雨有減少的

 趨勢，其餘皆顯示降雨增加。

以四大區域區分，世紀末降雨改變

 最顯著的是以第四路徑侵襲臺灣的

 中部地區，改變最小的則是以第五

 路徑侵臺的北部地區。



結論(1/2)

受暖化影響下，60km MRI模擬顯示世紀末時期侵臺颱
 風個數有減少的趨勢。

 
60km MRI模擬之颱風降雨與觀測結果相似，但因解析

 度較差，與觀測結果相比，在降雨分布上存在位置偏
 差，在極值上則有明顯低估的現象。

 
在不考慮路徑改變的情況下，世紀末颱風降雨呈現增

 加的趨勢，中部地區增加最顯著(46.66%)，東部地區增
 加較輕微(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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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2/2)
依中央氣象局九大路徑分類討論，顯示世紀末除了第

 五、第八路徑在部分區域有降雨減少的趨勢外，其他
 路徑的颱風降雨是增加的，其中以第四(51.18%)和第三
 路徑(42.01%)增加最顯著，第五路徑(5.51%)增加最少。

 以四大區域區分，世紀末降雨改變最顯著的是以第四
 路徑侵臺的中部地區，改變最小的則是以第五路徑侵
 臺的北部地區。

 本研究對世紀末的颱風降雨推估皆無考慮颱風路徑的
 變化，僅考慮降雨受暖化影響下的改變趨勢，又因臺
 灣地區颱風降水分布受颱風路徑影響顯著，在推估世
 紀末之颱風降雨變異時有可能與實際情形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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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第八路徑在部分區域有降雨減少的趨勢外，其他
 路徑的颱風降雨是增加的，其中以第四(51.18%)和第三
 路徑(42.01%)增加最顯著，第五路徑(5.51%)增加最少。

以四大區域區分，世紀末降雨改變最顯著的是以第四
 路徑侵臺的中部地區，改變最小的則是以第五路徑侵
 臺的北部地區。

本研究對世紀末的颱風降雨推估皆無考慮颱風路徑的
 變化，僅考慮降雨受暖化影響下的改變趨勢，又因臺
 灣地區颱風降水分布受颱風路徑影響顯著，在推估世
 紀末之颱風降雨變異時有可能與實際情形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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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臺颱風個數 Member 1 Member 2 Member 3 Member 4 Avg/total TYs 
1979-2003 97 80 75 88 85
2075-2099 55 60 66 60 60.25

1992-2010 (OBS) -- -- -- -- 103
1992-2006 (OBS) -- -- --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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