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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防災能力提升 
新北市政府與臺灣大學自
2003年開始合作執行颱洪應
變與監測計畫，並自2012年
起委託天氣風險公司，透過
氣象專業人員即時監控、降
雨預報分析及颱風警報期間
分析颱風動態等資訊。 



新北市颱洪氣象預警內容 
項目 工作內容 

防災應變進駐 

•災害應變中心一級、二級開設進駐（依規定值班） 

•災害應變中心強化三級開設配合進駐 

•豪大雨分析簡報(應變中心開設期間提供) 

•境內颱風簡報(配合工作會報召開次數提供) 

日常守視 

•新北短延時強降雨發生機率 

•日常天氣監測與預警、低溫、熱浪、寒潮及長浪等特殊天氣特報 

•新北市天氣日報、高低溫風險預測圖 

•熱帶低壓發展潛勢、境外颱風晨報 

•即時颱風生成簡訊 

•突發豪大雨快訊（電子郵件、電話） 

•未來一週天氣與海象分析簡報（每週五） 

•每季氣候展望簡報 

市民服務 
•日常氣象播報影音（每日更新） 

•氣象播報影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更新兩則；一級開設更新三則） 

其他 

•預報準確度評估及服務滿意度調查 

•配合市府年度各項防汛演習、兵棋推演及其他交辦事項 

•辦理兩梯次教育訓練與影音廣告託播 

防災應變

進駐項目 
37% 

日常守視

項目 
22% 

市民服務

項目 
33% 

其他項目 
1% 



氣象預報作業輔助工具 
CWB ETQPF  中央氣象局  劇烈天氣監測系統(客製化)  

NCDR 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  各國氣象網頁  NCDR 天氣與氣候監測網  



新北市天氣專頁／新北市天氣日報  

長浪警示 

低溫警示、小叮嚀 

低溫風險 高溫風險 午後短延時降水機率 

海象預警 

日常天氣守視 



氣象致災風險週報 



鋒面接近，並預
期24小時雨量
達100毫米 

氣象局發布本
市豪大雨警特

報 

本市轄內時
雨量達30
毫米 

密集監測
QPESUMS 

預期發生強降雨前1小時提出預警，
內容包含: 
• 持續時間預估 
• 強降雨發生之風險區域 
滾動更新預測資訊發送至LINE群
組並電話通知EOC輪值人員 

本市重點監測
雨量站3個達
到時雨量達

40毫米 

即時天氣動態快訊 
LINE、電話、EMAIL 

天氣分析師
立即進駐

EOC 

時雨量40mm潛勢預報 

針對午後雷雨，每日
12時前分析對流不穩
定度，提供短延時強
降雨潛勢報告 

短延時強降雨應變對策 

新北市災害 
應變中心開設 



劇烈降雨潛勢通報 

‧  ‧  ‧ 

提供日期 簡訊內容 

20150224 
受華南雲系移入影響，新北市西區在未來一小時有時雨量達

20~30mm機會，持續時間1~2小時，請留意(天氣風險) 

20150311 

氣象局針對本市東北角一帶發布豪雨特報。受東北風及華南雲雨
區東移影響，本市全區今日有陣雨，其中目前以金山三和測站日
累積雨量為42.5毫米最大。預估今日東北角與金山萬里一帶山區，
日累積雨量約70~100毫米(即接近豪雨等級)，其他區域則在10~30
毫米之間，請留意(天氣風險) 

20150323 目前海峽上對流逐漸移入本市，未來一小時內有機會出現瞬間
較大雨勢，請留意！本公司監控中(天氣風險) 

20150401 
由於午後對流發展旺盛，目前新北市山區（烏來、石碇和坪林）

有較大雨勢發生，時雨量約15~20毫米，持續時間約一小時。(天氣
風險) 

20150406 
受午後對流影響,新北市烏來區已有11mm/10min及37mm/1hr強降

雨，預估持續時間約一小時，時雨量約50毫米。入夜後對流減弱，
降雨將趨緩。(天氣風險) 

20150420 
受鋒面逐漸靠近影響,金山區已有1小時26毫米的降雨,預計今晚

到明天本市各區仍持續有降雨情形,局部地區有機會出現較大雨勢,
請留意(天氣風險) 



天氣守視/颱風生成即時通報 

簡訊自動發送 LINE群組中 
即時更新 

發佈颱風生成 

1小時後 
發佈颱風生成 

30分鐘內 
即刻通報 

  

  



颱風資料每日晨報 

颱風名稱 發送次數(次) 
米克拉颱風 4 
無花果颱風 4 
巴威颱風 6 
梅莎颱風 8 
海神颱風 1 
紅霞颱風 9 
白海豚颱風 9 
鯨魚颱風 3 
總計 44 

內容包含颱風強度、中心位置、行進速 
度與方向及颱風中心與新北市距離等資訊 

 

每日上午7點前發送 

104年上半度發送颱風資料報列表 

未侵台颱風晨報-以白海豚颱風為例 



簡報內容包含： 
1.颱風現況與縱觀分析       3.新北市各區降雨現況    5.總雨量及強降雨時段預估 
2.類似路徑歷史颱風訊息   4.新北市各區風雨預測    6.結論 

颱風警報期間分析簡報 



上半年度共進駐4次，總時數72.5小時 
進駐時間/結束時間 天氣分析師 備註 進駐時數 

5月20日00時0分/ 
5月20日08時0分 廖思瑩 0520滯留鋒面預警性進駐 8小時 
5月20日08時0分/ 
5月20日15時0分 廖于霆 0520滯留鋒面預警性進駐 7小時 

6月14日15時30分/ 
6月14日18時0分 廖思瑩 0614午後雷陣雨二級開設 2.5小時 

6月23日17時00分/ 
6月12日18時0分 廖思瑩 0623大雨二級開設 1小時 

 
7月9日05時30分/ 
7月11日11時30分 

 

廖于霆 
林振維 
賈新興 

昌鴻颱風一級開設 54小時 

 
天氣分析師進駐新北市EOC 

昌鴻颱風新北市災害應變工作會議
賈新興博士簡報(104.07.11 ) 

  氣象監控與滾動式預報   

  整備會議氣象報告 

  停班停課決策諮詢 

  疏散撤離、抽水機預佈諮詢 

逐3小時提供颱風動態速報 



季氣候展望 

 5至7月與氣候平均值相
比氣溫為正常偏暖，雨
量則為正常偏少 

 梅雨鋒面但滯留時間不
長，加上零星的午後降
雨，對旱象助益有限 

 新北市夏季氣溫偏高的機率較
大，降雨以正常至偏少的機率
較高 

 104年颱風總數為24〜30個，
侵臺颱風預估為1〜4個 



新北市QPESUMS客製化網頁 

彙整8類雨量警戒值表單，為目前客製化網頁表單類型最多
的單位。 

 8類雨量警戒值表單 
 29行政區 
 易淹水路段 27處 
 坡地社區 109處 
 土石流潛勢溪流221條 
 重點監控路段 5處 
 車人行地下道 14處 
 遊憩水域 7處 
 沿海岸警戒監測 13處 

 
 
 

14 

http://qpesums.cwb.gov.tw/taiwan-html/ntpc/ 

http://qpesums.cwb.gov.tw/taiwan-html/ntpc/


新北市客製化網頁(各行政區警示表) 
29行政區淹水警戒值:1小時警戒值參考台大天災中心102-103年水情監測計畫
期末成果報告(淹水雨量警戒值擬定)，24小時警戒值參考NCDR淹水災害警戒
值(103年版)。 

15 

點選觀測時間選項 

燈號警示  橘燈:警戒值    紅燈:行動值 

29區警戒值表 

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
http://satis.ncdr.nat.gov.tw/Dmap 

水情監測計畫成果報(臺
大天災中心) 



新北市客製化警示表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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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處易淹水路段 

5處重點路段 

編號 行政區 參考雨量 測站代碼 1小時累積警戒值 1小時累積行動值 3小時累積警戒值 3小時累積行動值 24小時淹水災害累積警戒值 

1 三重區 三重 C0A9I 40 50 100 110 250 

2 三峽區 三峽 01A22 60 70 130 140 300 

3 土城區 土城 C0AD4 40 50 100 110 250 

參考NCDR淹水災害警戒值 1、3小時警示值參考台大水情監測計畫成果 29行政區淹水警示值 

定義-參考水利署淹水警戒 
警戒值(二級警戒):如持續降雨，易淹水村里及道路可能3小時內開始積淹水。 
行動值(一級警戒):如持續降雨，易淹水村里及道路可能已經開始積淹水。 

編號 新北市轄易積淹水潛勢路段 參考雨量站 測站代碼 1小時累積警戒值 1小時累積行動值 3小時累積警戒值 3小時累積行動值 24小時累積警戒值 

1 板橋區中山路、漢生東路口 板橋 46688 40 50 90 110 210 

2  板橋區文化路、漢生東路口 板橋 46688 40 50 90 110 210 

3 板橋區文化路、民生路口 板橋 46688 40 50 90 110 210 

1、3小時警示值參考台大水情監測計畫成果 參考NCDR 

參考公路總局重監控路段雨量警戒表 

里程 監控路段 參考雨量站 測站代碼 1小時警戒值 1小時行動值 ３小時警戒值 ３小時行動值 24小時警戒值 24小時行動值 

75K~84K 台2線 瑞濱-鼻頭 鼻頭 C0A95 20 35 60 105 130 200 

40K-52K 台9線 坪林-碧湖 坪林 C0A53 25 30 75 90 250 300 

北114線 北114三峽 三峽 C0AC6 40 70 130 140 160 200 

4K+000 北107烏來 大桶山 01A44 40 70 130 140 160 200 

7K~9K 臺2甲線八煙 擎天 A1AD1 35 40 105 120 165 350 



新北市客製化警示表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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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處列管坡地社區 

221條土石流潛勢溪流 

14處車(人)行地下道 

7處遊憩水域  

養工處彙整警戒值 

參考NCDR坡地警戒值 

項次 地下道名稱 用途 所在區 穿越平面道路名稱 參考雨量站 測站代碼 1小時累積警戒值 1小時累積行動值 

1 中山地下道 車(人)行 樹林區 中山路與大安路交叉口 山佳 C0A52 30 80 

2 立仁地下道 車(人)行 樹林區 立仁街與鎮前街交叉口 山佳 C0A52 30 80 

3 保安地下道 車(人)行 樹林區 保安街與鎮前街交叉口 山佳 C0A52 30 80 

編號 行政區 水域 參考雨量站 海拔高度 測站代碼 警戒值(時雨量) 行動值(時雨量) 
1 三峽區 大豹溪 大豹 600m 01A21 60 80 
2 三峽區 大豹溪 熊空山 778m 01AG1 60 80 
3 烏來區 南勢溪 下盆 527m C1A63 60 80 

本局彙整警戒值 

編號 地點 參考雨量站 測站代碼 24小時累積警戒值 24小時累積行動值 

1 汐止區瑞松街152巷 社后橋 01AG0 300 430 

2 汐止區東勢街216巷9弄 社后橋 01AG0 300 430 

3 汐止區國興街6號 社后橋 01AG0 300 430 

警戒值=行動值× (N=0.7) 

潛勢溪流 鄉鎮 村里 溪流名稱 地標 參考雨量站 測站代碼 24小時累積警戒值 24小時累積行動值 
新北DF001 石門區 乾華里 重光 竹里一橋 三和 C0A70 350 500 

新北DF002 石門區 乾華里 阿里磅溪 竹里一橋 三和 C0A70 350 500 

新北DF003 三芝區 八賢里 八連溪 清溪橋 三芝 C0AD0 350 500 

行動值參考水保局土石流紅色警戒 警戒值=行動值× (N=0.7) 



沿海岸警戒監測 
沿海岸警戒監測13處:參照交通部觀光局QPESUMS客製化網頁，擬定北海岸、東北角
沿岸浪高、風力及長浪預警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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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沿海岸海象警戒值 

編號 重要景點 浪高 風速 長浪預警週期 參考站 

1 南雅-鼻頭海岸濱 4m 平均7級 8s 龍洞浮標站 

2 龍洞灣濱 4m 平均7級 8s 龍洞浮標站 

3 龍洞灣岬海岸濱 4m 平均7級 8s 龍洞浮標站 

長浪警示 

燈號警示  紅燈:長浪 橘燈:浪高 黃燈:大風 



新北市氣象影音   

http://youtube.com/ntpcfire 

衛星雲圖 雲雨預報圖 新北定量降水 

新北一週天氣 防災宣導-梅雨 

防災宣導-防CO 防災宣導-水上安全 防災宣導-防颱 

重大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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