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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監測圖集簡介 
 

詹智雄
1
、沈里音

2
 

1中央氣象局氣象科技中心 

2中央氣象局氣象資訊中心 

 

 

摘要 

「週監測圖集」(以下簡稱週監測)主要以溫度和雨量為變數，測站採用「臺灣長期氣

候資料整集分析」中挑選出氣象局所屬資料量長且穩定的有人站與自動雨量站。以過去一

週的時間尺度，搭配各式圖表來與歷史同期的比較，用以監測短期氣候的趨勢變化，並能

適時地檢覈觀測資料的品質。 

週監測於每週三定期發布前一週圖集，溫度圖表有12種類，雨量則有9種。溫度方面有：

「測站週平均氣溫於同期的歷史排名」、「全臺週均溫與氣候值於近6個月的偏差比較」、

「全臺冷暖站數指標於近6個月的時序變化」、「近二週的氣溫差異」、「與氣候值的氣溫

差異」、「全臺、分區的週平均氣溫、高溫及低溫與氣候值及標準差的時序圖」、「週平均

高溫、週平均低溫與日較差及日較差氣候值的時序圖」、「全臺、分區的日平均氣溫、高溫

及低溫與氣候值及標準差時序圖」、「全臺日平均氣溫面化圖」及「全臺日平均氣溫減氣候

值面化圖」。雨量方面：「週累積雨量面化圖」、「週累積雨量氣候值面化圖」、「週累積

雨量與氣候值偏差面化圖」、「週累積雨量與氣候值的比值面化圖」、「過去30天累積雨量

面化圖」、「過去30天累積雨量氣候值面化圖」、「過去30天累積雨量與氣候值偏差面化圖」、

「過去30天全臺平均日累積雨量累加與氣候值時序圖」及「過去30天全臺平均日累積雨量

與氣候值時序圖」。 

藉由每週定期規律地監測，即能充分掌握近期氣候的趨勢變化、與歷史同期的比較，也

能對未來短期氣候的預估有相當大的幫助。 

 

 

關鍵字：週監測圖集，氣候資料整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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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週監測自105年(2016)發展至今，溫度圖

表共有12種類，雨量有9種。各測站於同期的

歷史排名，能看出是否有大規模偏冷偏暖的

區域；以過去半年與氣候值偏差的時間序列，

能迅速了解近期氣候的趨勢變化；而透過北

中南東的四大分區比較，可以觀察南北氣候

的差異；週累積雨量與氣候值全臺面化圖，

用以顯示雨量與氣候值全臺的分布情況；雨

量與氣候值偏差和比值，能觀察區域偏乾或

偏濕的分布情況。 

控制因素包含週均溫(週高溫，週低溫)

與日均溫(日高溫，日低溫)、單一測站與全

台測站、過去7天、30天和6個月時序圖與克

利金面化圖、觀測資料與歷史資料、同期歷

史排名與偏差、全區與四大分區及200公尺

以下平地站、週累積雨量與30天累積雨量。 

透過每週定期性地發布各式的監測圖

集，可以迅速掌握短期氣候的趨勢變化，得

知歷史同期的偏差狀態？偏暖或偏冷？偏

濕還是偏乾？對評估未來的短期氣候，也能

有相當的幫助。另一方面，在觀測資料品質

的檢覈上，也能適時發現數值較不合理的情

況。 

 

二、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 資料來源： 

溫度、雨量觀測和氣候值的原始資料

為時資料，再經由克利金法補遺完成(陳

等，2014)。溫度採用「通用克利金法」

(Universal Kriging，簡稱 UK)，雨量則採用

「簡單克利金法」(Simple Kriging，簡稱

SK)。週監測之氣候值因高解析網格資料產

製期間，故範圍選定 1998 年至 2017 年，

共 20 年，未來也能視年份增加再將範圍擴

大。溫度的代表測站有 110 站，雨量有 318

站。所挑選的參考測站分布如下圖 1。                       

  

圖 1(左)  溫度的 110 個觀測站分布圖。紅

點為有人氣象站，藍點為自動站。 

圖 1(右)  雨量的 318 個觀測站分布圖。紅

點為人工氣象站，藍點為自動站。 

 

(二) 研究方法： 

週監測所選定的時間為每星期六至下

星期五，溫度是將以 UK 法已補遺完成的

時資料，平均計算為日均溫，再進一步計

算全臺、分區日均溫和全臺週均溫。日累

積雨量採用每日時資料量筆數大於 80%，

且補回當日有累計於後的資料，若當日累

積雨量未滿 80%時，採用 SK 法填補之。

再計算全臺日均雨量、全臺一週累積雨量

和各區域日均雨量。 

週監測溫度氣候值有日氣候值及週氣

候值。日氣候值為 110 站各站於 1998-2017

年間 365 日的日均溫；週氣候值為當週同

一時段的 7 日平均值，即為週監測的週氣

候值。 

週監測雨量氣候值也是有日氣候值及

週氣候值。日氣候值為 318 站各站於 1998-

2017 年間 365 日各日的累積雨量 20 年平

均，即為 318 站日(累積)雨量氣候值；而週

氣候值為當週同一時段累加 7 日的日累積

雨量氣候值，即為該週監測的週(累積)雨量

氣候值。 

溫度監測的分區為北中南東，皆為高

度 200 公尺以下平地站，如下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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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24 個站：

範圍：北北基桃竹

苗；中區 10 站，範

圍：中彰投雲嘉；南

區 17 個站，範圍：

南高屏；東區 13

站，範圍：宜花東。 

雨量分 10 區，

分別為北區 75 個

站，範圍：北北基桃

竹苗；桃竹苗區 35 個站，範圍：桃竹苗；

中區 88 個站，範圍：中彰投雲嘉；南區 89

個站，範圍：南高屏；宜蘭區 20 個站；花

蓮區 29 個站；臺東區 17 個站；北北基山

區(高度大於 200m 測站)加宜蘭共 34 個

站；中部山區 52 個站及南部山區 24 個

站。 

 

三、週監測圖集 

(一) 「測站週平均氣溫於同期的歷史排

名」

 

i. 圖例：2018.06.30-07.06 週監測期

間，各站週均溫的歷史排名。 

ii. 計算與說明：將各站於 1998-2018 年

間，各年同期的週均溫 21 個值由大

至小排列，前 5 名為紅色；倒數 5

名為藍色，並於左下統計總數。藉

由紅藍兩色，了解 110 站於地圖上

冷暖的分布情況，也能看出區域的

差異性。從圖看出臺中以南有大範

圍偏冷的情況，53 站偏冷中有 34 站

第 1 名。觀察大規模偏冷偏暖範圍

內，若出現異色的牛眼站，也能即

時做資料的檢覈。 

 

(二) 「全臺週均溫與氣候值於近 6 個月的

時序變化」 

 

 

i. 圖例：2019.03.30-04.05 週監測過去

6 個月全臺均溫與氣候值的時序變

化。 

ii. 計算與說明：自 2019.03.30 週監測

往前計算 6 個月週均溫、氣候值與

偏差。正偏差以紅表偏暖，負為藍

表偏冷。圖中看出全臺週均溫自

2018 年 11 月初至今年 3 月下旬，連

續 21 週都是正偏差偏暖。2018 年冬

天偏暖，2019 年 1 月 21 日，玉山站

也打破 66 年來冬季最晚降下初雪紀

錄。 

 

 

日期 

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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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臺冷暖站數指標於近 6 個月的時

序變化」

 

 

i. 圖例：2019.03.30-2019.04.05 週監測

全臺冷暖站數過去 6 個月時序圖。 

ii. 計算與說明：自 2019.033.0 週監測

往前統計 6 個月，計算各週 110 站

中偏冷或偏暖總站數。排名偏暖以

紅條表示，偏冷為藍色。此項冷暖

指標為 110 站與本身歷史的同期排

行相比，以總數最多 110 來看冷暖

站數所佔的比例。2018 圖中可看出

自去年 11 月初至今年 3 月中旬，偏

暖站數多偏冷很多，還有 4 週超過

100 站偏暖。以上除週平均氣溫外，

週平均高溫及週平均低溫也有產製

以上三種圖型。 

 

(四) 「近二週的氣溫差異」及「與氣候值

的氣溫差異」

 

i. 圖例：2019.03.02~2019.03.08 週監

測。圖左為 110 站近二週的週均溫

相減；圖右是與氣候值相減。 

ii. 計算與說明：將各站該週均溫與前

一週(圖左)或氣候值(圖右)相減，再

以克利金法面化之。正偏差為紅

色，負偏差為藍色。與前一週相比

可以顯示近二週區域性溫度的升降

趨勢；而與氣候值的偏差值則可看

出該週哪些區域較暖和較冷。 

 

(五) 「全臺週平均氣溫與氣候值及標準差

的時序圖」

 

i. 圖例：2019.03.30-2019.04.05 週監測

全臺週均溫與氣候值於過去 6 個月

時序圖。 

ii. 計算與說明：計算近半年(26 週)全

臺 110 站的平均氣溫、氣候值及標

準差。粗黑線代表週均溫，灰粗線

為氣候值，灰虛線是氣候值加減 1

個標準差。週均溫高於氣候值以紅

區塊表示，低為藍。自 2018 年 11

月初至 2019 年 3 月底，連續 21 週

偏暖，更有 4 週超過氣候值 1 個標

準差。觀察近半年以來與氣候值和

標準差的情況，能解過去短期氣候

的趨勢變化，進一步也能協助校驗

及預估未來天氣的趨勢發展。 

 

名列最暖前５名 

站數 

名列最冷前５名站數 

日期 

站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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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全臺週平均高溫、週平均低溫與氣

候值及標準差的時序圖」

 

i. 圖例：2019.03.30-2019.04.05 週監測

全臺週平均高溫、週平均低溫與氣

候值於過去 6 個月時序圖。 

ii. 計算與說明：計算方法與前項(五)相

同，將溫度改為高溫及低溫。由上

圖可知，連 22 週週均溫偏暖的情況

中，週均高溫發生數次低於氣候

值，而低溫都高於氣候值的，顯示

夜間低溫持續偏暖。2018 年 2 月初

發生影響全臺長達 5 日以上的霸王

級寒流(下圖)，週均高溫已經低過週

均低溫的氣候值，可見其寒流的威

力。

 

此圖型也一併產製「北中南東 200

公尺以下平地站，週均高溫、低溫

與氣候值於過去 6 個月時序圖」，

圖略。 

 

(七) 「分區週平均氣溫與南北氣候值時序

圖」

 

i. 圖例：2018.09.29-2018.10.05 週監測

各分區 200 公尺以下平地站週均溫

與南北氣候值於過去 6 個月時序

圖。 

ii. 計算與說明：將全臺以北中南東分

區計算 200m 以下平地站各週的平均

氣溫，北部和南部有標示歷史氣候

值。以 4 色粗實線代表 4 大分區，

而黑紅虛線各為北、南氣候值。北

部均溫在 6 月中旬至 9 月下旬，週

均溫均幾乎皆高於南部，這在夏季

期間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觀察前

數年也都有類似的情況。 

 

(八) 「週平均高溫、週平均低溫與日較差

及日較差氣候值的時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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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圖例：2019.03.30-2019.04.05 週均高

溫、週均低溫與日較差及其氣候值

於過去 6 個月時序圖。 

ii. 說明：較前項(六)再多觀察一個(週)

日較差指標，紅青實線各為週均高

溫及週均低溫，灰實線為氣候值；

圖底紫長柱為(週平均)日較差，灰長

柱為(週平均)日較差之氣候值。通常

該週若發生晴天較陰天多，日較差

較大；若陰天多，則日較差較小，

與日照時數有很大的關係。 

 

(九) 「全臺日平均氣溫與氣候值及標準差

時序圖」

 

i. 圖例：2018.02.03-2018.02.09 週監測

全臺日平均氣溫與氣候值及標準差

於過去 30 天時序圖。 

ii. 計算與說明：自 2018.02.09 往前計

算 30 天全臺 110 站的每日平均氣

溫、歷史氣候值及標準差。粗黑線

表全臺日均溫，灰粗線為氣候值，

灰虛線是氣候值的加減 1 個標準

差。圖為 2018 年 2 月的「超級寒

流」，一週 7 天有 5 天的日均溫低

過氣候值 1 個標準差，最冷 2 月 5

日負 7.8℃，將近 2 倍標準差。整週

都壟罩在寒流的天氣且持續很久。

當極端天氣發生時，透過觀測資料

與氣候值及標準差背景值的比較，

可清楚發現數值超出範圍的大小。

如 2016 年霸王寒潮(下圖)： 

 

最冷的 1 月 24 日全臺 110 站日均溫

4.7℃，將近-10℃的偏差，也超過氣

候值 2 倍標準差，可見當天寒流的

強度非常強。若以整週的平均值來

看，就與 2018 年超級寒流稍有不

同。不同的時間尺度能看出不同的

特性。 

 

(十) 「分區日平均氣溫與氣候值時序圖」

 

i. 圖例：2019.03.16-2019.03.22 週監測

分區日均與氣候值於過去 30 日時序

圖。 

ii. 計算與說明：將全臺區分北中南東 4

大區，計算 200m 以下平地站每日均

溫及氣候值。分區來看能發現一個

天氣系統在各區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響。如上圖 3 月 22 日因東北季風增

強鋒面通過，造成北部明顯低溫，

而南部影響較小，北南前後 2 天溫

差分別就有 5 和不到 1℃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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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全臺日平均高溫、日平均低溫

與氣候值及標準差的時序圖」

 

i. 圖例：2019.03.16-2019.03.22 週監測

全臺日均高溫、低溫與氣候值及標

準差於過去 30 日時序圖。 

ii. 計算與說明：以紅藍線分別表示全

臺日均高溫與日均低溫，黑線為氣

候值，紫色和青色虛線為氣候值加

減 1 個標準差。3 月 21 日盛行風為

西南風明顯升溫，隔天鋒面通過溫

度下降。此圖型也產製 4 大分區，

更能凸顯對區域的不同影響甚南

部。 

 

 

(十二) 「全臺日平均氣溫面化圖」及

「全臺日平均氣溫減氣候值面化圖」

 

i. 圖例：左圖，2019 年 3 月 22 日全臺

日平均氣溫面化圖；右圖，全臺日

平均減氣候值氣溫面化圖，下小圖

為當日 08:00 彩色地面天氣圖。 

ii. 計算與說明：利用克利金法面化全

臺 110 站日均溫及偏差值，正偏差

為暖色系，負為冷色系。例圖當日

因鋒前暖區加上盛行西南風影響，

北部有大範圍偏暖現象，而臺東地

區也出現氣流沉降增溫的情況。輔

以與氣候值對比的偏差關係圖，能

在地圖上清楚地顯示區域性偏暖偏

冷的差異。 

 

(十三) 「週累積雨量面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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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3~2018.08.30 南部大雨 

i. 圖例：2018.08.18-08.24 週監測。全

臺 318 站週累積雨量面化圖。 

ii. 計算：將全臺 318 站補遺完成的日

累積雨量資料累加 7 日為週累積雨

量，再以克利金法面化。當週 8 月

23 日因熱帶性低氣壓進入南部地區

且緩慢移動，形成罕見劇烈且持續

地降雨，造成南部地區相當嚴重的

淹水災情。週監測以週六至下週五

固定的時間，若當週有特殊事件，

可適當調整時段及色階，如下圖。

 

 

 

(十四) 「週累積雨量氣候值面化圖」

 

i. 圖例：2018.08.18-08.24 週監測。全

臺 318 站週累積雨量氣候值面化

圖。 

ii. 計算與說明：計算 318 各站於 1998-

2017 同時段每日日累積雨量的 20 年

平均，最後加總 7 日成為各站該週

的週累積雨量氣候值，再以克利金

法面化。主要提供觀測資料有適當

的背景參考值產生偏差與比值，詳

述如下(十五)。 

 

(十五) 「週累積雨量與氣候值偏差和比

值面化圖」

 

i. 圖例：2018.08.18-08.24 週監測。圖

左：全臺 318 站週累積雨量與氣候

值偏差面化圖。圖右：全臺 318 站

週累積雨量與氣候值比值面化圖。 

ii. 計算與說明：分別求得偏差與比

值，再以克利金法面化。圖左：偏

濕為藍色系，偏乾為土色系。圖

右：比值 1 表示雨量為氣候值的 1

倍。發生極端天氣時，以比值的方

式能凸顯效果。如去年 823 南部大

雨，以 08.23-08.30 計算期間累積雨

量除年均雨量氣候值的百分比圖，

 



 9 

顯示嘉南高屏沿海一帶，這段期間

下了超過 50%的年均雨量，台南

57.9%、高雄 61.3%，遂造成多處嚴

重淹水災情。 

 

(十六) 「過去 30 天累積雨量、累積雨量

氣候值及累積雨量與氣候值偏差面化圖」

 

i. 圖例：2018.08.25-08.31 週監測。

左，全臺 318 站 30 天累積雨量面化

圖；中：氣候值面化圖；右，累積

雨量減氣候值面化圖。 

ii. 計算與說明：將監測的時間往前拉

長 30 天，了解哪些區域在過去這段

期間與氣候值相比是比較偏乾或是

偏濕的狀態。 

 

(十七) 「過去 30 天全臺平均日累積雨量

累加與氣候值時序圖」與「過去 30 天全臺

平均日累積雨量與氣候值時序圖」

 

i. 圖例：2018.08.25-08.31 週監測。上

圖：過去 30 天全臺平均日累積雨量

累加與氣候值時序圖。下圖：過去

30 天全臺平均日累積雨量與氣候值

時序圖。 

ii. 計算與說明：上圖粗黑線為累加日

累積雨量，灰虛線為氣候值。累積

至最後一日，表示過去 30 天累計至

今全臺目前處於偏乾或偏濕的狀

態。下圖綠柱為當日 318 站各站的

日累積雨量的全臺平均，灰折線為

氣候值。圖例為 2018 年 823 南部大

雨事件，23、24 日超過氣候背景值

達 100mm 以上，造成罕見的淹水災

情。 

 

四、結論 

藉由定期發佈週監測的各式圖表，能了

解臺灣的溫度和雨量目前處於何種狀態？

是否有大範圍偏冷偏暖？或長時間缺水的

偏乾狀態？與過去歷史同期的排名如何？

與氣候背景值的偏差多少？也能適時對觀

測資料做有效檢覈。 

透過定性與定量的分析統計，不僅能了

解短期氣候的趨勢變化，也能對短期氣候的

預測有相當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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