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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6年西北太平洋第一個生成的尼伯特颱風(編號201601)，形成時間雖晚，但一路發展，

於接近台灣過程中迅速發展成強颱，由於環流結構紮實，侵襲期間部份地區的風力達17級甚

至以上，因此造成台東地區近四十億元的嚴重災損，未來重建時間預估將達2至3年之久。此

次災害只要來自強風的破壞力，在11級強陣風所涵蓋的範圍內，若無良好遮蔽與屏障，大抵

上或多或少都有些受損情形，房屋受損達一萬戶以上、人員1死303傷、財物損失近40億元。

本文依據此次尼伯特強颱來襲的預警、整備、應變及復原等過程之完善紀錄，配合現地勘查，

就颱風特徵和各階段的因應及處置作為進行相關的分析與探討，並提出建議，以便作為爾後

面對颱風災害相關因應之參考。 

關鍵字：17級陣風、災害應變、GIS 
 

一、前言 

依據1911年至2013年侵襲台灣地區的颱風統

計，每年4月至12月間臺灣地區易有颱風登陸，或從近

海經過，而造成災情，其中以7月至9月的次數最多。

今年(2016)第一個颱風生成的時間甚晚，雖未打破1998

年(7/8日)最晚的紀錄，卻打破間隔最久才有颱風生成

的紀錄。就在大家關心今年會不會出現歷年最晚形成

颱風之際，尼伯特颱風7月2日形成於關島南方海面

上，在短暫往北移動後，轉以西北西方向移動，勢力

並不斷增強著。8日05時50分左右尼伯特颱風的中心於

臺東太麻里登陸，由於強力強勁，為台東地區帶來1

死303傷、超過一萬戶房屋受損，近40億元損失的重大

災情。 

台東位處台灣東南一偶，南北狹長達173公里，

使得超過60%的颱風會登陸或行經台東鄰近海域，由

此可知台東地區著實是個易受颱風影響的地方。回顧

過去，1965年黛納、1973年娜拉、1982年安迪、2000

碧利斯、2005年海棠、2009年莫拉克、及2012年天秤

等颱風皆曾帶給台東不小的災害，因此台東地區對颱

風防災的需求實不能忽視。 

莫拉克災後，有關單位紛紛針對防災應變作業，

及致災原因進行研究與建議(吳俊傑等，2009、葉天降

等，2010、許晃雄等2010、陳亮全，2011)。尤其莫拉

克颱風科學報告(2010)對於颱風前瞻研究與基礎建設

更是多所建議；陳亮全(2011)針對颱洪災害的災前整備

及應變亦有詳盡地探討及建議。但在實務上應用，各

縣市政府防災單位，受限於經費、專業人力、與颱風

路徑及定量降雨預報掌握的困難之下，以現有的資訊

進行防災應變決策確實存著相當的風險。曾俊傑等

(2014、2015)便針對台東地區颱風的劇烈降雨及所引發

的淹水事件進行分析及探討，嘗試提出建議，以便降

低颱風預測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 

此次面對尼伯特颱風的來襲，在颱風動態、可能

致災因素(風災)、人員疏散避難雖能有所掌握。但在對

尼伯特颱風的風場特徵了解有限的情況下，面臨風災

造成大範圍災害時，於搶險與緊急救護，及之後的復

原作業，實無法進行災損評估及適時提供合宜的建

議。基此，本文將就尼伯特的風場資料進行分析，以

便了解尼伯特颱風環流風場的特徵，希於未來能應用

在颱風災害減災、災損評估與緊急應變作業上，以降

低颱風所可能帶來的風險和災損，及爭取緊急應變決

策的時效。 

二、資料來源及處理 

本研究以中央氣象局台東地區局屬測站和自動

雨量站資料、颱風資料庫資料、以及台東縣災害應變

中心的工作日誌和災損資料為分析對象。 

在資料處理上，係依據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

象局)所發布之颱風中心移動時序，利用GIS(地理資訊

系統)的套疊功能就颱風中心、7級風半徑、10級風半

徑的影響範圍，配合測站風場資料以了解風場時空特

徵，再輔以縣府災損和現勘資料以探討風場與災損間

之關聯性。 

透過尼伯特颱風風場時空特徵及災害區位掌

握，最後探討在現行作業上如何應用此分析結果，以

建立颱風風災的緊急應變決策準據。 

三、分析結果 

(一)颱風動態 

尼伯特颱風發展自一個位於關島南方海域的熱

帶低壓，在導引氣流影響下持續朝西北方前進，且在

一路行進當中，移速及強度同時不斷地加速與增強，

於5日早上08時轉為中度颱風，此時颱風的7級風半徑

為150公里，以每小時28轉33公里速度向西北西轉西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5%B3%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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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再於6日凌晨02時增強為強烈颱風，但移速卻變

慢，由每小時33公里轉為29公里，移向已有朝台灣本

島的趨勢，從宜花地區登陸的機會大增。因此氣象局

於6日下午14時30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此時移動速度

再降為每小時32轉為22公里，但登陸地點已下修朝花

東地區而來。20時30分發布海上陸上警報，此時颱風

中心氣壓905百帕、七級暴風半徑200公里、十級暴風

半徑80公里，此時移速再降為每小時28轉20公里。尼

伯特颱風在增強為強烈颱風後，移速明顯減慢，這對

登陸時間與地點的判斷著實造成相當的困擾。 

尼伯特颱風的暴風圈終在6日18時15分觸及陸

地，並逐漸籠罩全台，此時之前，颱風環流所帶來的

降雨主要集中在台灣北部地區，台東地區僅有零星降

雨，真正為台東地區帶來較大雨勢是在23時之後，且

降雨情況持續到10日。 

尼伯特的暴風圈在觸及陸地前，速度趨緩，移向

自7日早上09時後有轉朝台灣本島南端的趨勢(移向更

往南偏)，在23時後，才又略為北偏，轉朝台東市接近。

而氣象局(及各國)的預測路徑也從早先的台東長濱、成

功、東河一路逐步南修轉朝台東市而來。尼伯特颱風

的中心於05時後突轉往西南移動，於05時50分登陸太

麻里鄉(氣象局官方路徑)，台東地區也就在這段時間遭

受強風襲擊，7時之後尼伯特颱風逐漸越過中央山脈進

入屏東縣境。 

但由雷達迴波圖分析颱風中心的轉向，可發現，

颱風中心是在7日清晨04時後，移向由西北轉西南朝太

麻里地區行進，此階段的台東測站氣壓變化(略)，在05

時前達最低。利用GIS套疊雷達回波圖，再配合現勘，

可發現尼伯特颱風應沿著太麻里溪河谷西行過山進入

屏東地區(圖一)。此路徑與氣象局所定位之金崙溪路徑

有所差異，應與所使用之定位工具不同所致。尼伯特

颱風的中心進入陸地後，勢力受地形影響開始減弱，

在8日的8時30分轉為中度颱風，14時30分由臺南市將

軍區進入臺灣海峽，9日清晨05時再減弱為輕度颱風，

氣象局分別於8時30分、14時30分解除台灣本島陸上警

報及海上警報，尼伯特颱風路徑如圖二所示。 

(二)風場 

由於部分測站於8日清晨期間無資料，應是受強

風吹襲的影響，因此探討雨量有相當限制。基本上，

降雨所造成之積淹水情形並不嚴重，造成台東地區重

大災損的主因來自強風侵襲，因此以下將著重在風場

的分析。此處，以氣象局雷達整合回波圖資料，搭配

其他氣象資料以了解整個風場演變過程。 

依據氣象局的颱風定位及研判資料，尼伯特颱風

的7級暴風半徑約於7日13時到達蘭嶼，15時到達綠

島，18時接近台東市。而10級暴風半徑約在7日21時接

近蘭嶼，23時接近綠島，8日凌晨02時觸及台東市陸

地。從風場資料分析發現，在海上警報發布前，離島

蘭嶼自7月6日晚間11時起的平均風便有7級風出現，且

持續到颱風警報解除仍有7級風，綠島測站的7級風是

發生在7月7日早上05時，離島地區似乎有提早的情

形。至於本島的測站，成功測站7月8日凌晨01時的平

均風才達7級風，台東測站到04時才出現7級風，大武

則要到06時才出現，其他自動觀測站的風速資料顯

示，除綠島外，7級風也要到7月8日02時後才出現。在

出現7級風的時序上，本島測站有落後的情形，蘭嶼及

綠島均在7級暴風圈未到達前即出現7級風，綠島提早

近10小時，而蘭嶼則有14小時，離島風場為何會提早，

目前實不易解釋。而成功、台東市及大武地區的風速

均落後7級風暴風半徑涵蓋的時間，成功是落後7小

時，台東市10小時，大武12小時，這樣的現象除了颱

風風場推估的問題外，若要說地形效應，一時間亦不

易找到解釋的原因(圖三)。 

蘭嶼受10級暴風半徑影響的時間約是7月7日21

時後，但實際出現時間在8日01時以後，綠島在03時點

達到10級風(預估是8日的零時)，而本島的台東測站則

是早上05時(預估為8日02時)。10級風出現的時間，在

離島及本島皆有3至4小時的落後現象，但落後時間不

多。 

在陣風方面，蘭嶼在7月6日晚上09時即出現7級

陣風，綠島則要到7日凌晨02時，跟平均風一樣，也都

較預估的時間提早。而本島測站，成功測站於7日早上

08時有7級陣風，台東是7日晚上08時，至於大武則是8

日早上05時才有7級以上陣風，且即刻出現32.7m/s達

12級的陣風。成功7級陣風的出現較預估的提早近10

小時，但台東及大武測站還是有落後情形。10級陣風

方面，蘭嶼是7日凌晨01時，綠島是7日晚上08時，成

功在7日晚上11點，台東是8日凌晨03時，大武則在05

時。10級陣風除蘭嶼提早甚多外，其餘各站出現時間

或前或後於預估時間。從平均風及陣風的分析來看，

實際10級陣風的出現除蘭嶼外，各測站大抵與10級平

均風預估出現時間一致。另外，除蘭嶼外，各測站平

均風10級以上的出現時間並不久，綠島約3小時，台東

僅1小時，成功及大武並無10級平均風出現。 

配合風向的分析發現，蘭嶼早先平均風出現7級

風的風向以北北東及東北風為主，隨著颱風中心逐漸

接近，平均風在7月8日02時增強且出現10級風時，風

向轉為北北西，與10級暴風半徑接近相符。但2小時

後，風向隨即逆時針變化，轉為西南西風、南南西風，

甚至為南南東風、東南風，這應與颱風中心逐漸經過

蘭與有關。蘭嶼最大陣風出現在8日凌晨02時，陣風高

達71.3m/s，大於預估的68m/s，此時風向為西風。綠島

的風向以北北東風及北風居多，在到達10級風時略為

北北西風，再轉為西南風，最大陣風是8日04時的

60.7m/s為北風。而台東及大武的風向變化較一致，在

颱風中心轉向太麻里之前，也以北北東風及北風為

主，之後為東風、東南風。台東於8日05時出現57.2m/s

的北風強陣風，成功最大的陣風出現在8日04時為

36.4m/s。大武測站因位於颱風行進方向的左象限，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BA%BB%E9%87%8C%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BA%BB%E9%87%8C%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7%E8%BB%8D%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7%E8%BB%8D%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5%B7%E5%B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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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受地形遮蔽影響，風速偏弱，較強的風速出現在8

日05時之後，與颱風中心南移後一致，應是颱風環流

明顯影響所致，此時的風向轉西南風。 

從各測站的平均風、陣風的分析發現，位於海上

的蘭嶼及綠島兩離島，7級風及10級風出現時間甚早，

且有較長延續時間，某種程度上可推估受暴風圈接

近、籠罩及遠離的影響情況。但本島的測站卻有不同

情況的呈現，如台東測站在10級以上的風速出現時間

偏晚、維持時間不久。從預估的10級風半徑來看，影

響時間可自8日02時到11時，但10級平均風僅於8日05

時出現一小時，而陣風實際出現僅自8日03時至08時，

從雷達回波的中心定位來看，似乎在中心未過山之

前，10級風的風場還維持著，過山後可能受地形遮蔽

而有所減弱。至於7級風，預估自7日18時到9日04時，

實際僅為7日的20時至8日的11時。成功測站的7級平均

風比預估落後近7小時，但已比台東測站早出現，但結

束時間卻也甚早，8日早上06時後就未再出現7級風。7

級陣風開始出現在7日早上08時，但也同台東測站一樣

僅持續到8日11時。成功測站並無10級平均風，10級陣

風卻比預估提早，但在8日早上06時風速就減弱。大武

測站並無10級平均風，僅在8日06時吹南風時才出現7

級平均風。大武並無7級陣風，卻有10級陣風，但出現

時間是在8日05時，顯見在受颱風南移後，才有較強風

速出現。 

另從各測站出現最強陣風的時間點來分析颱風

環流的狀況，蘭嶼最強陣風是在8日02時，這時間點往

前至7日晚上08時，及往後至8日早上06時，有12級的

強陣風出現，這時預估的10級風環流，從7日晚上08

時在蘭嶼東南側附近，逐漸從蘭嶼與綠島間通過，在

在影響蘭嶼的風場。綠島的情形有點類似蘭嶼，只是

風速沒有那麼強，這樣的風速差異除測站高度外，另

一原因可能與眼牆的強回波區經過蘭嶼有關。成功的

強陣風出現在8日04時前後，此間段所預估的10級風環

流已籠罩成功地區。台東的強陣風出現在8日04時至06

時間，其中04時37分出現最強陣風57.2m/s，次強風速

是04時25分的54.9m/s。此時預估的10級風已籠罩，且

眼牆就在台東市上空。此階段尼伯特颱風的近中心風

速推估為55 ~53 m/s、瞬間陣風68~65m/s，似乎高於台

東(測站)實際風場10m/s。 

由上可知，在颱風環流接近蘭嶼前，蘭嶼及綠島

的風場即有反應，但本島的反應卻較慢，而隨著環流

籠罩與經過，風速逐漸增強，尤其是眼牆經過各測站

時，大抵上皆出現最強陣風，但在颱風中心過山後，

除蘭嶼受角偶效應(corner efect)影響外，縱有颱風7級

與10級風環流籠罩，因地形遮蔽的影響，風速明顯減

弱。 

從EMIC系統所匯集的通報資料顯示，台東市最

早在7日下午15時20分出現路樹傾倒傷人的通報，此時

台東測站所測風速雖不強，但從雷達回波圖上可發現

此時有一外移的雨帶經災點。另台東市於19時58分再

通報路樹傾倒，此時風速已達7級風(16.2m/s)，且亦有

雨帶經過，顯見也應注意螺旋雨帶所帶來的強風影

響。而晚間21綠島全島停電，此時綠島風速已達10級

風，蘭嶼於23時30分全島停電，此時風速甚至達15級

風。8日零時後，台東各地陸續出現較嚴重的建物、招

牌受損、需要人員安置等通報，由各測站的風速資料

推測，應與10級甚至更強的強陣風出現有關。 

(三)應變作業過程 

對於尼伯特颱風颱風的動態掌握，基本上自7月1

日開始，這在於媒體報導今年是否將是歷年最晚形成

颱風的一年。7月1日的預測圖顯示(圖四)，關島附近的

低壓持續發展，且於168小時(7天)後到達台灣附近。但

之後數日，對於低壓的路徑預測卻逐漸北抬，甚至到

達台灣北部海面上。後續各國的路徑顯有不同的預

測，有的朝台灣北部陸地，有的則朝宮古島北方海面，

初時甚至多朝宮古島北方修正。直到7月4日後，各國

路徑預測則轉向台灣北部海面或陸地修正，且一路往

台灣宜花東修正，直至7日的預測，幾乎都一致預測朝

台東縣境而來，這時尼伯特颱風的強度已達強烈颱

風，朝向台東的路徑預測各國間已甚少分歧。 

7月6日14:30分尼伯特海上警報發布，縣消防局

20:00分由消防局副局長召開尼伯特颱風情資研判會

議，會中台東大學防災中心提供類似路徑颱風為薔

蜜、海棠及碧利斯(圖五)。20:30分陸上颱風警報發布，

縣應變中心同時進行一級開設，各鄉鎮市公所也陸續

一級開設。21:00分縣長主持第一次防颱工作會議，會

議中提供颱風可能登陸地區以成功鎮一帶的機率較

高，提醒尼伯特颱風路徑類似民國89年的碧利斯颱

風，該颱風的強風造成綠島及東海岸相當的災害。 

7月7日11:00分縣長主持第二次工作會議，確認疏

散、撤離、收容、搶救等人力、機具是否皆已到位，

並提示持續做好災前預防性撤離等工作。此時颱風路

徑下修偏南，登陸地點有可能朝成功鎮及東河鄉而

來。16:00分應變中心召開疏散撤離建議會議，此時雨

量並未達到水災或土石流警戒值，但因應7級暴風圈即

將登陸與中心可能登陸台東地區，因此希望在入夜前

將可能受影響地區的居民先行勸離及收容。20:00分警

報單顯示，登陸地點已往南修正，加上由QPESUMS

之研判，颱風路徑確實明顯往南偏移，20:24分提醒南

迴線地區的夥伴要小心。21:00分警報單所顯示的颱風

路徑已朝台東市而來。 

隨著暴風圈逐漸籠罩縣境，降雨加劇，7月8日

03:59分傳報卑南、池上、台東市、關山鎮等地淹水潛

勢警戒。05:50分颱風中心登陸太麻里，綠島、蘭嶼、

台東市、太麻里為重災區。09時縣長主持第三次工作

會議，以了解各項災損及需求，並要求編組單位協助

民眾收容安置事宜，同時請求國軍派遣兵力支援。 

(四)災損及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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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伯特颱風強風侵襲下，計1死303傷、屋損

12480戶，其中不堪居住2215戶。維生管線方面，停電

受影響戶數有71647戶、停水戶數22119戶、電信通訊

故障數24638戶及基地台594站。財物損失方面，農漁

牧損失約9.2億，建物損失約為30億元。而縣道阻斷計

34條。 

受山脈影響，台東的地理空間區隔主要區分為:

東海岸地區-含括長濱鄉、成功鎮及東河鄉；縱谷地區

-海端鄉、池上鄉、關山鎮、鹿野鄉、延平鄉及卑南鄉

的明峰、初鹿、美農及賓朗村；台東市地區-台東市及

卑南鄉的泰安、利嘉、太平、東興等村落。南迴地區-

卑南鄉的溫泉村及太麻里鄉、金峰鄉、大武鄉及達仁

鄉等；離島地區有綠島及蘭嶼鄉。此處在災損分類上，

簡略區分為房損與農損，以及林木受損。此次尼伯特

颱風所造成的災損似乎亦有空間上的區分(圖六)，以下

就目前所調查的情形，略為說明: 

1.東海岸地區:有兩部分說明，一是海岸山脈以東

地區，此地區的農損(含括未達補助標準者)及輕微屋損

可達東河鄉東河村，較大屋損在東河鄉都蘭村以南，

林木受損方面可達成功鎮和平里。而海岸山脈的泰源

盆地內，北源村及泰源村主要是農損，尚德村則有較

多的屋損農損與道路受損，林木受損方面，北源及泰

源村較輕微，主要在尚德村，尚德村不但在盆地兩側

山坡，甚至由谷地往台地皆有明顯的災情。 

2.花東縱谷地區:屋損以鹿野鄉鹿野村為北界，農

損部分，在谷地地區，以鹿野鄉瑞和村為界，在海岸

山脈一側地區可達關山鎮電光里。林木受損上，有兩

部分，靠中央山脈西側的海端鄉廣原村、南橫部分地

區、及中央山脈東側以南皆是；縱谷東側的海岸山脈

可達池上鄉大坡村，但主要在池上鄉振興村以南。 

3.台東市地區:由於所在為平原地區，因此是主要

重災區所在，屋損、農損及林木受損嚴重。 

4.南迴地區:屋損及農損以太麻里鄉金崙村及金

峰鄉歷坵村為南界，因受颱風中心自太麻里鄉過山影

響，颱風環流風場有沿金崙溪吹襲情形，而林木受損

範圍可達達仁鄉。 

5.蘭嶼及綠島兩離島:皆因受颱風主環流經過影

響，屋損、農漁損及林木受損都相當嚴重。 

由以上的屋損、農損及林木災情分布可知，此次

主要屋損是位在颱風眼牆所籠罩的暴風區域範圍內，

林木受損則大都在10級暴風圈影響內。 

四、討論與結語 

此次尼伯特颱風打破台東測站建站百年以來的

陣風紀錄後，可說繼蘭嶼、綠島、成功及大武測站後，

全台東地區的測站都有17級強陣風的紀錄。尼伯特強

颱來襲，由氣象因子分析、現勘等的資訊彙整後，對

尼伯特颱風特徵及與災害之關聯性有進一步的瞭解，

也對災害管理各階段的颱風動態守視、災害應變有一

些想法及建言陳述如下: 

1.雨量: 

降雨量是災害應變的重要參考指標，尼伯特颱風

總累積雨量初期估計於平地 150~300mm、山區

300~500mm，後續逐步修訂為平地雨量300~500mm、

山區500~900mm(7月8日後)。預估值與實際雨量雖大

抵相符，但初期的預估雨量未達淹水及土石流黃紅色

警戒，但隨著路徑不斷南修，縣應變中心意識到須預

做最壞打算，因此在7日16時緊急召開疏散撤離地區及

人員建議會議，最後依過去歷史災例進行人員疏散撤

離。深夜隨著颱風路徑朝台東市而來，在主要螺旋雨

帶影響下，雨勢加大風力增強，水利署依短時強降雨，

開始有淹水警戒發布。緊接著另各地需緊急撤離的請

求不斷傳進應變中心，但風強雨驟，這樣的時機要進

行撤離已存相當風險。因此，有關疏散撤離的參考依

據及預警著實存有討論的空間。 

2.風場: 

從民眾的訪談中可知，感受颱風的強風來襲是在

凌晨2時，而明顯感到房屋震動，甚至出現屋損的情形

是在3時至6時之間，這樣的時間點與屋損分布，可推

估主要源自11級以上強陣風的破壞力，亦即台東地區

在11級強陣風及眼牆所籠罩的地區，在沒有良好的結

構及地形遮蔽下，易有屋損情況發生。而這眼牆及11

級強陣風的半徑範圍約為30~35公里左右(未含颱風

眼，若含括颱風眼則有50公里左右的半徑)。 

但災損的發生有時仍視地形的影響，如局部地區

在受地形遮蔽與屏障作用下，所受風力衝擊影響明顯

減弱，但也有因地形輻和，及處於迎風面而有較嚴重

的破壞。 

3.災損: 

招牌掉落、瓦片飛散、水塔掉落、加裝鐵皮四散、

玻璃破碎、樹木傾倒，不管自家或受鄰居牽連，這些

屋損的成因，除建物結構與施工問題外，也與民眾長

期以來對於地區風災的輕忽，以及對9級風、14級風，

甚至17級風的風災災害認知不足似乎脫不了關係。 

4.緊急救護: 

8日04~06時是尼伯特颱風影響台東最猛烈的時

期，人口最密集的的台東市及其鄰近地區猛然遭受劇

風侵襲，這期間的颱風路徑先指向台東市，後轉至太

麻里登陸，這樣的路徑變化確實是不易掌握，縱能掌

握，災害同樣無法避免，只是災損發生區域而已。然

在災損無法避免下，如何在強風豪雨、碎物紛飛之際，

確保出勤安全?如何安全將傷患送醫療單位，成了災害

應變上一個須審慎思考的問題，因此即時天氣狀況的

掌握顯得異常重要及專業。 

再者，在強風的破壞力下，大型醫院除地下室機

電系統浸水受損影響供電外，頂樓處的冷卻水塔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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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在在影響醫療運作。顯見強風豪雨下要進行緊急

救護、搶險與緊急醫療所面臨的困難度。 

5.颱風動態掌握: 

隨著颱風路徑不斷變化，推估颱風中心登陸地點

必隨之修正，防災重點亦配合更動。中央氣象局對於

颱風路徑的修正深受國人質疑，但綜觀各國的路徑預

報，何嘗不是逐步修正。因此，在目前氣象觀測資訊

獲取、科技技術能力極限，與對颱風的了解侷限下，

颱風路徑預測的誤差本無法避免，因此如何以風險概

念來面對颱風動態的變化，是災害應變工作人員一個

重要課題。 

在整個應變過程中，颱風動態的守視是件重要工

作，目前已有溫度、風速、雨量、衛星雲圖、雷達回

波及數值模擬等氣象資料之提供，這些資料可每10分

鐘、半小時、一小時、或六小時更新一次。目前提供

最即時的氣象資料首推中央氣象局的劇烈天氣監測系

統(QPESUMS)，幾乎每10分鐘就更新雷達回波、雨

量、1公里以上高層風場，尤其在颱風環流接近台灣本

島時，颱風中心位置往往清晰可辨，這是守視颱風動

態及防災應變的利器。但若要在風災上有更好的預警

應用，應將局屬測站的風場資料以每10分鐘的速度配

合更新陣風資料，甚至更短時的陣風資料。另外，測

站的氣壓變化趨勢也是評估及預測颱風動態變化的重

要參考，也應一起呈現，以便綜整氣壓、雷達回波、

風場(陣風)、降雨資訊掌握颱風環流的特徵及變化，尤

其是10級以上陣風的分布，因這也牽涉到災害救護派

遣與搶險時機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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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尼伯特颱風雷達回波圖套疊，一系列較弱回波明顯出

現在太麻里溪河谷內。 

 

 

圖二 尼伯特颱風路徑圖，資料引自中央氣象局 

 

 
圖三 台東地區蘭嶼、成功、台東、大武等測站風速圖(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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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7月 1日 168小時預測圖，資料引自中央氣象局 

 

 
圖五類似路徑歷史颱風篩選 

 

 
圖六 尼伯特颱風風災災損示意圖，主要針對台東縣所進行之調查，主其中綠色色調表林木受損範圍，黃受色調表屋損及農

損範圍。底圖引用 google ear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