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灣地面風場年變化及長期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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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氣候變遷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關注，由於全球平均溫度增加和降雨量時間空間分布的變

異，大家明顯感受到全球氣候的改變深深影響著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們，因此大家必須正

視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而不僅僅只有在高溫及強降雨會危害到我們，臺灣地處於亞洲大

陸及太平洋交界地帶，位於東亞季風盛行區域，每年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夏季則有西南季

風影響，造成台灣一年四季有著不同的風向變化。而風向與風速不僅僅與天氣變化息息相

關，更是會影響大家的生活及安全。因此本篇將利用中央氣象局地面觀測站過去30-54年資料

討論在氣候變遷下風向及風速的改變。 

  統計結果指出臺灣因地理位置及本身地形複雜，風向及風速不僅僅只受東亞季風影響，

更是會受到局部熱力環流、地形阻擋或是颱風環流…等因素影響。本篇主要使用中央氣象局

25個局屬測站(含有臺灣本島21個測站及離島4個測站)進行探討。本研究使用Harmonic分析方

法，分析多年資料之年變化及半年變化，結果顯示，大部分平地測站風向皆有明顯的季節變

化，雖然風向不全然有相同的變化，而造成風向不同的原因主要為中央山脈的阻檔影響，整

體而言，風速則是冬季較夏季時強，且全台幾乎所有測站都顯示了全年最強的風速大約會發

生在全年的11至12月期間，而離島測站的風速也會較本島測站來的強。另外本研究也使用

Mann-Kendall趨勢檢定法及Sen氏斜率法，經長期資料分析顯示，全臺有21個測站在過去50年

來風速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且風速於冬季遞減趨勢較夏季明顯。 

關鍵字： 
 

一、前言 

氣候變遷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關注，由於全球

平均溫度增加和降雨量時空分布的變異，讓大家明

顯感受到全球氣候的改變深深影響著生活在這塊土

地上的人們，因此大家必須正視氣候變遷所帶來的

影響。由於近來各地高溫觀測頻頻刷新紀錄、強降

雨發生頻率也年年升高，顯示全球的氣候正朝著極

端的現象發生改變。 

臺灣地處於亞洲大陸及太平洋交界地帶，位東

亞季風盛行區域，每年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夏季

則有西南季風影響，造成台灣一年四季有著不同的

風向變化。前人研究也指出臺灣本島平地測站於冬

半季受東北季風影響，除了臺北、宜蘭測站之外，

大致上以北風、冬北風、北北風最多。整體而言，

本島測站的盛行風向多與當地的地形有密切關係，

而離島測站盛行風較能突顯冬、夏季間季風的風向

轉換特性(韓等人, 103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朱和張(2012)指出自1974年後，臺灣大多數測

站的全年及冬季風速皆有明顯的減弱趨勢，而都會

區測站的風速下降趨勢又大於非都會區，且無都市

化效應的離島測站，其全年及冬季的強風發生機率

有逐漸遞減的趨勢。 

臺灣地區主要的強風地區在沿海附近，離岸超

過15公里以上的地區，因受中央山脈的明顯阻擋，

平均風速均比較小，宜蘭及花東地區，風力較強的

地區也都集中在沿海地區(經濟部能源會委託，工研

院能資所與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合作研究成果)。 

風向與風速不僅僅與天氣變化息息相關，更會

影響著大家的生活及安全，因此本篇將利用中央氣

象局各地過去30-50年資料討論在氣候變遷下風向、

風速的變化。 

二、資料來源及分析方法 

  中央氣象局局屬地面觀測站，共使用25個測

站，分布於臺灣各地，如圖1。選用起始時間為

1961年或該測站建立時至2014年，使用的測站資

料，時間最長的有54年。 

  風速資料統一轉成高度10公尺的風速，並且利

用每小時資料平均為一天(Boxplot)及一個月

(Harmonic analysis)的資料。 

 Harmonic Analysis步驟： 

第一步驟，先使用全年月平均觀測資料(x_t)代入

公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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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由[1]、[2]式，可得到[3]式， 

𝐶𝑘 = (𝐴𝑘
2 + 𝐵𝑘

2)1 2⁄                [3] 

第二步驟，接著將上式計算得到的A_k、B_k代入公

式[4]，C_k代入公式[5]， 

𝜙𝑘 {

tan−1(𝐵𝑘 𝐴𝑘⁄ )     𝐴𝑘 > 0

tan−1(𝐵𝑘 𝐴𝑘⁄ ) ± 𝜋   𝐴𝑘 < 0
90° 𝑜𝑟 270°     𝐴𝑘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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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𝑅𝑘 =
(𝑛 2⁄ )𝐶𝑘

2

(𝑛−1)𝑆𝑥
2                 [5] 

其中𝑆𝑥為原始數據之標準差， 

第三步驟，將[3]、[4]式結果代入公式[6] 

𝑋𝑡 = [𝑋] + 𝐶𝑘 cos(2𝜋𝑘𝑡 𝑛⁄ − 𝜙𝑘)        [6] 

其中[X]為原始數據之平均值，經上述公式後可得

到不同k階的諧波分析，而𝑉𝑅𝑘可知每個k階的分析

結果所代表的總量比值。 

 Mann-Kendall趨勢檢定法 & Sen氏斜率法 

 Mann-Kendall趨勢檢定法 

Mann-Kendall趨勢檢定法為一種無母數統計檢定

法，不受原時序資料分布特性的限制，且不受資料

中間缺值影響，分析方式如下： 

S = ∑ ∑ 𝑠𝑔𝑛(𝑥𝑗 − 𝑥𝑖)
𝑛
𝑗=𝑖+1

𝑛−1
𝑖=1          [7] 

其中𝑥𝑘為k=1,2,3,…,n，且 

sgn(𝑥𝑗 − 𝑥𝑖) = {

  1     𝑖𝑓 𝑥𝑗 > 𝑥𝑖
  0     𝑖𝑓 𝑥𝑗 = 𝑥𝑖
−1     𝑖𝑓  𝑥𝑗 < 𝑥𝑖

       [8] 

公式[7]中𝑥𝑖及𝑥𝑗為連續觀測值，𝑥𝑗為時間較新之變

數；𝑥𝑖為時間較舊之變數，n為觀測時間長度，比較

連續2變數的大小，新者較大為正值，舊者較小為

負值，最後統計所有正負值之次數，表示時間序列

資料之趨勢走向，若S值為正值(負值)，表示隨時

間之增加，此組資料呈現上升(下降)趨勢，當觀測

時間長度大於10時，該資料之變異數可表示為 

VAR(S) =
𝑛(𝑛−1)(2𝑛−5)

18
           [9] 

標準常態變量為 

Y =

{
 
 

 
 

𝑆−1

√𝑉𝐴𝑅(𝑆)
      𝑖𝑓 𝑥𝑗 > 𝑥𝑖

       0               𝑖𝑓 𝑥𝑗 = 𝑥𝑖
𝑆+1

√𝑉𝐴𝑅(𝑆)
      𝑖𝑓  𝑥𝑗 < 𝑥𝑖

        [10] 

藉由Y變量可知此時序資料顯著特徵。 

 Sen氏斜率法 

Sen氏斜率法不易受單一或少數錯誤資料影響，其

分析方式如下： 

假設時間序列可表示為 

f(𝑡) = 𝑄𝑡 + 𝐵               [11] 

其中t=1,2,3,…,n，公式[11]中的Q為欲計算之Sen

式斜率、B為常數、t表示時間，其中Q的計算方式

是 

𝑄𝑘 =
𝑥𝑗−𝑥𝑖

𝑗−𝑖
，j > i             [12] 

計算兩者觀測值之差異後除以兩者時間差，即獲得

兩者之變化率。因此可計算出許多不同組的Sen式

斜率，在將所有斜率排序，選取中位數的斜率作為

本組時序資料的趨勢斜率。 

三、結果討論 

  本篇使用了25個分布於臺灣東西南北、離島的

地面及山區觀測站，以下將分區(北、中、南、東、

離島)並分平地山區探討。 

 北區 (平地：基隆、臺北、淡水、新竹 / 山

區：鞍部、竹子湖) 

  從Harmonic分析的第一分量結果顯示，如圖

2，平地測站基隆、淡水及新竹皆有明顯的冬、夏

季變化，5月及8月為風向轉變期，9月至4月則由強

勁的東北風主導，而5月至8月風速較其他月份弱許

多；而boxplot統計結果也顯示了此三站全年多為東

北季風為主，新竹測站東北風全年出現比列更達百

分之55。而臺北測站全年皆以東風為主，出現頻率

達百分之56。 

  鞍部及竹子湖山區測站在Harmonic分析中無一

致性，鞍部測站主要以東風及東南風為主；竹仔湖

測站則以北風及東北風為主，而竹子湖測站的第一

分量結果佔有96%的比例，顯示着竹子湖全年風向

都含有北風分量。 

 中區 (平地：臺中、梧棲 / 山區：日月潭、

阿里山、玉山) 

  圖3顯示臺中及梧棲二個平地測站有著顯著的

冬、夏兩季季風變化，而梧棲測站近海岸，風速明

顯較臺中站大許多，在boxplot統計結果也可看出此

明顯結果，且此二站在Harmonic分析的第一分量都

佔有89%以上之代表性。 

  本山區測站屬玉山站高度最高，其次為阿里山

站，最後為日月潭站，此三站無明顯季節變化，僅

在阿里山及玉山站可以看到在6-11月時會有較小的

風速且風向也與其它月份不同，而又以玉山站的風

速最強。 

 南區 (嘉義、臺南、高雄) 

  本區的測站皆有明顯的冬季及夏季的風向變

化，如圖4，且Harmonic分析的第一分量皆有很高

的比例。 

 東區 (宜蘭、蘇澳、花蓮、大武、臺東、成

功、恆春) 

  東區5站只有花蓮站有明顯之冬夏季風向變

化，蘇澳及宜蘭雖然地理位置相近卻沒有明顯的一



 

致性變化，而蘇澳Harmonic分析的第一分量更小於

第二分量，明顯與其他24個測站有不一樣的特徵，

因此我們另外分析了這2個站的溫度及雨量變化，

發現蘇澳站Harmonic分析的第二分量風速與

Harmonic分析的第二分量雨量有類似的關係，呈現

一高另一低的相關性，如圖6，而宜蘭站並無此特

性，此原因仍需探討。 

  位於臺灣東南側之大武、臺東、成功及恆春測

站有相似的年變化，如圖5，全年皆以北風或東北

風為主，且夏季風速很小，Harmonic分析的第一分

量佔有93%相當高的比例。 

 離島(彭佳嶼、澎湖、東吉島、蘭嶼) 

  本區測站風速皆較本島測站大許多，另冬、夏

季風向變化也相當明顯，Harmonic分析的第一分量

除蘭嶼71%外，其餘3站皆有87%以上之比例，顯示

整體而言，此分量可準確代表各站之年變化。 

 Harmonic dial 

  本指標圖顯示，全臺灣測站最大風速發生的時

間點大部分在11致12月之間，且離島測站風速大於

本島測站，唯有少數測站因地理位置(例：山區測

站…等等)而造成其與其它站不同有各站自己的特

性，如圖7。 

 長期趨勢分析 

  使用Mann-Kendall趨勢檢定法及Sen氏斜率法分

析臺灣25個測站長時間之風速變化。圖8為1961年

致2014年之年平均資料長期變化趨勢，圖中顯示25

個測站中有20個測站有顯著下降的趨勢，只有玉山

測站有顯著上升的趨勢，其餘3個站則沒有顯著的

趨勢性，顯示著這些測站在過去的30-50年期間有著

明顯風速減小的趨勢存在。為了了解不同季節之風

速變化趨勢，特別選用6至8月之風速資料，代表夏

季西南季風特性；而12至2月代表冬季東北季風特

性，如圖9，由此不同季節之顯著性顯示出全年之

趨勢變化深受冬季東北季風影響，冬季主要趨勢變

化與全年較相似，而夏季許多測站之趨勢變化不減

反增，顯示着不同季節趨勢變化之特性差異，並非

全年風速都只呈現遞減現象。 

四、結論 

  本篇使用中央氣象局局屬25個測站，希望能了

解台灣各地風場在過去30-50年間的特性以及變化趨

勢。根據Boxplot及Harmonic分析結果得知，此25個

測站在過去長時間內大部分都有明顯的冬、夏季風

向變化，但變化的風向不盡然全相同，每一分區有

其獨特的特性，並且根據同一分區但不同的地理位

置也有些許差異，整理而言，各測站因其地理位置

上的差異以及其特有的環境，造就獨特之風場特

性。另外，從Harmonic分析也了解到大部份測站全

年風速發生最強時間約在11至12月期間，且離島測

站風速會較本島測站強許多。 

  本篇另外使用了Mann-Kendall趨勢檢定法及Sen

氏斜率法來分析長時間之趨勢變化，發現冬季(12、

1、2月)逐年下降趨勢顯著，而夏季較不明顯，這與

朱和張(2012)提出之全年及冬季風速皆有明顯的減

弱趨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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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表 

 

圖 1 本篇所使用之氣象局局屬測站位置分佈圖。 

 

圖 2 北區平地測站之Harmonic分析第一分量，由上而下

依序為淡水、臺北、基隆及新竹測站。 

 

圖 3 中區平地測站之Harmonic分析第一分量，由上而下

依序為臺中及梧棲測站。 

 

圖 4 南區平地測站之Harmonic分析第一分量，由上而下

依序為嘉義、臺南及高雄測站。 

 

 



 

 

圖 5 東南區平地測站之Harmonic分析第一分量，由上而

下依序為大武、臺東、成功及恆春測站。 

 

圖 6 蘇澳測站之風速、雨量及溫度之Harmonic分析。 

 

圖 7 Harmonic dial – 25個測站年循環之最大風速時間及強

度。箭頭方向表示時間；箭頭長度表示風速強度，

如右方圓形數值所示。 

 

圖 8 長期風速趨勢分析 (1961-2014年)。藍色表示有下降

趨勢；紅色表式有上升趨勢；圖標表式顯著特徵 

(● 0.1%、○ 1%、■ 5%、□ 10%)。 

 

圖 9 長期風速趨勢分析 (1961-2014年，左圖：冬季；右

圖：夏季)。藍色表示有下降趨勢；紅色表式有上升

趨勢；圖標表式顯著特徵 (● 0.1%、○ 1%、■ 

5%、□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