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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襲臺灣地區颱風之定義探討 

林雍嵐
1

摘要 

一、 前言 

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且在西北太平洋每年颱風侵襲的必

經路徑上，加上全球氣候變遷日益顯著的強降雨現象，然而巨大降

雨量往往會造成重大災情發生。臺灣平均每年會受到 3 至 5 個颱風

的侵襲，且颱風所帶來的降雨量是年總雨量的主要貢獻之一。中央

氣象局現行侵臺颱風定義為「颱風中心有在臺灣本島登陸，或中心

未登陸，但在陸地造成重大災情者」。實務作業上若颱風未登陸，除

參考氣象因子規模之外，亦須考量災害規模之大小。

過去謝等人(1998)定義侵臺颱風是以臺灣氣象測站的風速為基

準，即各平地測站所受到颱風風力達平均風達到 7 級風以上或陣風

達到 11 級風以上，以及考慮颱風帶來的災害。李與盧(2012)統計颱

風中心位置與測站距離以及颱風降水量的關係中，提出以臺灣海岸

邊界形狀為基準，往外擴展 300 公里，作為界定影響臺灣颱風的範

圍認定進入此範圍的颱風為影響臺灣颱風，超過此距離外，降雨量

則無明顯變化。然而颱風造成災情上之認定，尚無客觀之標準。2001

年世界銀行委託美國哥倫比亞大學開始執行「全球自然災害風險熱

點確認計畫」及聯合國開發計劃署皆是以量化的死亡率與經濟損失

做為不同地區與國家的比較基準，因此死亡率與經濟損失仍是目前

國際上最主要的兩個災害指標。

二、 分析方法 

林(2017)統合臺灣本島的 384 個鄉鎮市區，由地區尺度檢視城

1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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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地區各項脆弱度因子與災害潛勢，包含淹水、地質、坡地、土石

流、海嘯等防災科技資訊，將各類社經資料加以空間化以符合防救

災所需，透過脆弱度指標研擬及權重計算，將各類指標空間化與網

格化，進行災害脆弱度圖層套疊評估。根據林(2017)之脆弱度分析，

進行歷年侵臺颱風之綜合脆弱度推估。

(一) 脆弱度指標研擬

由災害風險評估文獻回顧中，陳(2009)的脆弱度評估系統架

構，認為影響脆弱度的重要內涵為暴露、自然環境條件(如各類災害

之潛勢資料)、社會環境條件(如社經脆弱度資料)、緊急應變與調適

回應(如因應能力與回復力之關係)，提出如圖 1 的脆弱度範疇架構。 

圖 1 脆弱度範疇 (資料來源：陳亮全，2009) 

廣義的脆弱度包含了與暴露及災害潛勢等實質環境以及社會經

濟條件等人類社會狀況相關的「敏感性」，以及應變與因應能力相關

的「災害應對能力」。由風險評估的角度進行脆弱度評估，可將其簡

化為與災害潛勢(hazards)、社經脆弱(vulnerability)與災害應對能量

(coping capacity)的交互作用關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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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及社經脆弱這兩個部份與風險評估是呈現正向關係

的，亦即暴露於災害潛勢的程度越高、社經脆弱的情形越明顯者，

其風險也越高；反之，因應與復原能力則和風險為反向的關係，代

表因應與復原能力越強者，其遭受災害影響的風險則越低。林(2017)

基於此一風險評估架構的概念，並就各項評估標的之內容與資料適

宜性發展出一套脆弱度評估指標系統。本文依據此指標系統，進行

歷年侵臺颱風之綜合脆弱度推估。 

(二) 侵台颱風綜合脆弱度指標評估 

中華經濟研究院(2015)將臺灣各鄉鎮市區分為都市型發展、郊

區型發展與鄉村型發展三個類型，是依各鄉鎮市區利用人口密度及

社會經濟發展指標加以分群，其分群之變數有二，分別是「民國 100

年各鄉鎮市區之二、三級及業人口數佔總及業人口數比例」，以及「民

國 97 年國土利用調查之商業發展用地佔都市發展用地比例」，分群

之結果如表 1，將全臺灣各鄉鎮市區分為都市型發展、郊區型發展

與鄉村型發展三個類型。 

林(2017)的指標系統，其考量「個人與社會脆弱」、「經濟脆弱」、

「天然災害潛勢」以及「災害因應能力」四項評估標的綜合脆弱度

評估之統計結果，最後評估出都市型發展、郊區型發展與鄉村型的

平均值分別為，12.849、14.612、17.344(表 2)。依據此三類型之平

均值及中華經濟研究院(2015)的鄉鎮市區之城鄉地區綜合脆弱度評

估指標之城鄉分群(表 1)，再加以推估臺灣地區各縣市之綜合脆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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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以新北市為例，全市共 29 區，都市型有蘆洲區等 17 區，郊

區型有三峽區等 8 區，鄉村型有平溪區等 4 區，最後加權評估新北

市之綜合脆弱度為 405。再依據歷史颱風警報，各縣市實際發佈停

班之歷程紀錄，量化每個歷史颱風個案的綜合脆弱度。若全臺各縣

市皆停班，各縣市脆弱度之總和即最大值 5306，若無縣市停班即為

0。 

(三) 侵臺指標研擬 

回顧過去 21 年氣象局侵臺颱風資料顯示，符合該局侵臺定義之

颱風必須為陸上颱風警報個案，僅發布海上警報均不列入侵臺個

案。為了重新定義符合現行預報作業與防災需求之侵臺颱風的定

義，除參考氣象因子之外，亦納入災害風險及實際災情規模進行擬

定侵臺指標： 

1. 離臺距離 R：參考李與盧(2012)以臺灣海岸邊界形狀為基準，

往外擴展 300 公里以內之範圍的颱風，才列入影響臺灣的颱

風個案。 

2. 死亡指標 D：有死亡案例為 1，無死亡案例為 0。過去 21 年海

上警報 32 個颱風，海上陸上警報 88 個，陸上警報中列入侵

臺颱風有 67 個，其中約 2/3 個案(44 個)具死亡指標，顯示死

亡指標是相當重要的參考依據。過去僅有 2016 年馬勒卡有死

亡指標卻未列侵臺颱風，有 1/3 侵臺個案沒有死亡指標。 

3. 災損指標 L：依據災情摘要內容，簡述無災情為 0，無重大或

輕微災情為 0.5，有災情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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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脆弱度 V：採林(2017)方法加以推估縣市綜合脆弱度(表

3)。 

5. 侵臺指標定義 I =  

三、 結果與討論 

擬定侵臺颱風之主要因子包含(1)必須為陸上颱風警報個案，並

考量國際上最主要的(2)死亡指標及(2)災損指標。並納入風險概念，

依據停班縣市範圍推估可能的(3)綜合脆弱度，以及考量(4)颱風與臺

灣之距離遠近，進一步彙整風險評估。依據上述 4 種指標，求得歷

年侵臺指標(I)最大值為 212，最小值為 0，平均為 76，標準差 84，

詳如表 4。有關侵臺指標門檻訂定，建議兩種類型操作： 

1. 保守型：I 大於 3.5，較符合現行侵臺定義之指標，主要依據死

亡及災損指標。歷年陸上警報個案中有 24 個小於 3.5，與歷年

24 個陸上警報定義非侵臺個案數相當。 

2. 積極型：I 大於 10，此時亦考量相當程度的縣市停止上班，造

成一定程度的經濟成本損失，歷年陸上警報有 30 個個案小於

10。詳如圖 3 侵臺指標不同門檻的區間分布。 

若針對侵臺颱風指標定義採取較為寬鬆標準擬定，則建議採用

保守型操作，同時與現行氣象局的侵臺定義較為符合。若採用災害

規模較顯著的情境下的侵臺定義，納入縣市政府因防災風險考量發

佈停止上班，可能付出必要的經濟成本及相關災害潛勢可能的損

失，相對的侵臺指標定義門檻較高，則建議採用積極型操作。 

2015 年聯合國第 3 屆世界減災會議(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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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WCDRR)所通過的

「2015-2030 年仙台減災綱領」(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中指出，在過去十年，災害持續發生並且造成

重大傷亡，使得民眾、社區和國家的福祉與安全受到影響。另外，

許多案例顯示會因為氣候變遷，及災害生成頻率增加和災害強度增

大，而造成更多災損，也因此嚴重阻礙推動永續發展的進程

(WCDRR,2015)。同年聯合國亦簽署「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等公約與倡議，都

是為減緩氣候變遷對民眾安全造成的衝擊與影響。儘管嚴重氣象災

害事件都有相當程度的氣象預警資訊，但最終仍然造成嚴重的生命

財產損失。顯然負責災害應變管理當局對民眾宣導水文事件的潛在

影響的預警，相關資訊可能沒有被民眾完全的理解，即使對天氣預

警資訊已有所了解，但仍缺乏對災害性天氣及水文事件潛在發生的

衝擊認知。近年世界氣象組織(WMO)倡議朝向提供影響衝擊預報及

預警服務(Impact-based Forecast and Warning Services)，為了縮小這

方面的資訊落差，未來整合災害防救相關資訊，對當地自然災害脆

弱度、災害損失與災害管理指數以及城鄉間的差異狀況進一步分

析，並統合各類社會經濟資料加以空間化與網格化，提供符合防救

災所需的衝擊預報及預警服務將成為趨勢，因此未來侵臺颱風指標

也應納入相關災害風險因子的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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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會經濟發展指標之城鄉分群(中華經濟研究院，2015) 

區域 縣市 城鄉類型 鄉鎮市區 
北部

區域 
台北市 都市型 萬華區、松山區、大安區、中正區、信義區、大同區、內湖區、南港區、中山區、文山區、北投區、士林區 
新北市 都市型 蘆洲區、板橋區、永和區、三重區、新莊區、土城區、中和區、泰山區、五股區、樹林區、汐止區、新店區、鶯歌區、林口區、淡水區、深坑區、瑞芳區 

郊區型 三峽區、八里區、烏來區、萬里區、金山區、貢寮區、石門區、三芝區 
鄉村型 平溪區、雙溪區、坪林區、石碇區 

基隆市 都市型 安樂區、仁愛區、中正區、暖暖區、信義區、七堵區、中山區 
桃園市 都市型 桃園區、八德區、中壢區、龜山區、平鎮區、蘆竹區、楊梅區、龍潭區、大園區 

郊區型 大溪區、觀音區、新屋區 
鄉村型 復興區 

新竹市 都市型 北區、東區 
郊區型 香山區 

新竹縣 都市型 竹北市、湖口鄉、寶山鄉 
郊區型 竹東鎮、新豐鄉 
鄉村型 尖石鄉、芎林鄉、五峰鄉、關西鎮、北埔鄉、新埔鎮、橫山鄉、峨眉鄉 

宜蘭縣 都市型 羅東鎮 
郊區型 宜蘭市、蘇澳鎮、五結鄉、冬山鄉、礁溪鄉 
鄉村型 頭城鎮、南澳鄉、大同鄉、員山鄉、壯圍鄉、三星鄉 

中部

區域 
苗栗縣 都市型 竹南鎮 

郊區型 頭份鎮、苗栗市、造橋鄉、三義鄉、銅鑼鄉 
鄉村型 頭屋鄉、南庄鄉、後龍鎮、卓蘭鎮、三灣鄉、大湖鄉、泰安鄉、公館鄉、苑裡鎮、通霄鎮、獅潭鄉、西湖鄉 

臺中市 都市型 中區、南區、北區、西區、南屯區、西屯區、東區、大里區、北屯區、太平區、潭子區、豐原區、烏日區、大雅區、梧棲區、沙鹿區、神岡區 
郊區型 大肚區、龍井區、霧峰區、大甲區、清水區、后里區、外埔區 
鄉村型 東勢區、石岡區、大安區、新社區、和平區 

彰化縣 都市型 彰化市 
郊區型 員林鎮、和美鎮、鹿港鎮、伸港鄉、溪湖鎮、田中鎮、北斗鎮、埔心鄉、花壇鄉、大村鄉、線西鄉、社頭鄉、福興鄉、秀水鄉 
鄉村型 永靖鄉、二林鎮、田尾鄉、芬園鄉、二水鄉、埔鹽鄉、芳苑鄉、埤頭鄉、溪州鄉、竹塘鄉、大城鄉 

南投縣 郊區型 南投市、草屯鎮、埔里鎮 
鄉村型 集集鎮、竹山鎮、水里鄉、中寮鄉、國姓鄉、名間鄉、信義鄉、魚池鄉、鹿谷鄉、仁愛鄉 

雲林縣 郊區型 斗六市、麥寮鄉、虎尾鎮、斗南鎮、北港鎮 
鄉村型 西螺鎮、古坑鄉、林內鄉、崙背鄉、土庫鎮、褒忠鄉、莿桐鄉、臺西鄉、二崙鄉、口湖鄉、大埤鄉、元長鄉、東勢鄉、水林鄉、四湖鄉 

南部

區域 
嘉義市 都市型 西區、東區 
嘉義縣 郊區型 朴子市、水上鄉、民雄鄉、太保市 

鄉村型 布袋鎮、中埔鄉、新港鄉、竹崎鄉、東石鄉、梅山鄉、番路鄉、大林鎮、鹿草鄉、溪口鄉、六腳鄉、阿里山鄉、義竹鄉、大埔鄉 
臺南市 都市型 安平區、東區、北區、南區、中西區、永康區、安南區、仁德區、新市區、善化區 

郊區型 新營區、歸仁區、佳里區、關廟區、新化區、安定區、麻豆區、西港區、官田區、柳營區、山上區 
鄉村型 北門區、學甲區、六甲區、將軍區、下營區、鹽水區、七股區、白河區、玉井區、東山區、大內區、楠西區、後壁區、龍崎區、南化區、左鎮區 

高雄市 都市型 前鎮區、三民區、苓雅區、鼓山區、左營區、小港區、鳳山區、鹽埕區、新興區、楠梓區、旗津區、前金區、茄萣區、仁武區、岡山區、大社區、大寮區、

永安區、鳥松區 
郊區型 林園區、梓官區、路竹區、橋頭區、湖內區、燕巢區、大樹區、旗山區 
鄉村型 彌陀區、阿蓮區、那瑪夏區、茂林區、桃源區、內門區、甲仙區、杉林區、美濃區、田寮區、六龜區 

屏東縣 都市型 屏東市 
郊區型 琉球鄉、東港鎮、潮州鎮、枋寮鄉、恆春鎮、車城鄉、里港鄉、內埔鄉 
鄉村型 瑪家鄉、春日鄉、來義鄉、林邊鄉、泰武鄉、崁頂鄉、新園鄉、南州鄉、獅子鄉、萬丹鄉、枋山鄉、佳冬鄉、三地門鄉、霧臺鄉、牡丹鄉、九如鄉、滿州鄉、

鹽埔鄉、長治鄉、新埤鄉、萬巒鄉、麟洛鄉、竹田鄉、高樹鄉 
東部

區域 
花蓮縣 都市型 花蓮市 

郊區型 吉安鄉、新城鄉、玉里鎮 
鄉村型 萬榮鄉、秀林鄉、光復鄉、豐濱鄉、卓溪鄉、鳳林鎮、壽豐鄉、富里鄉、瑞穗鄉 

臺東縣 郊區型 綠島鄉、臺東市、關山鎮 
鄉村型 蘭嶼鄉、大武鄉、金峰鄉、達仁鄉、成功鎮、延平鄉、卑南鄉、太麻里鄉、池上鄉、東河鄉、長濱鄉、鹿野鄉、海端鄉  

 

表 2 鄉鎮市區之城鄉脆弱地區綜合脆弱度評估(林文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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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全臺各縣市綜合脆弱度 

縣市 類型 城鄉個數 城鄉脆弱度 縣市綜合脆弱度 

台北市 都市型 12 154 154 

新北市 

都市型 17 218 

405 郊區型 8 117 

鄉村型 4 69 

基隆市 都市型 7 90 90 

桃園市 

都市型 9 116 

177 郊區型 3 44 

鄉村型 1 17 

新竹市 
都市型 2 26 

40 
郊區型 1 15 

新竹縣 

都市型 3 39 

207 郊區型 2 29 

鄉村型 8 139 

宜蘭縣 

都市型 1 13 

190 郊區型 5 73 

鄉村型 6 104 

苗栗縣 

都市型 1 13 

294 郊區型 5 73 

鄉村型 12 208 

臺中市 

都市型 10 128 

317 郊區型 7 102 

鄉村型 5 87 

彰化縣 

都市型 1 13 

408 郊區型 14 205 

鄉村型 11 191 

南投縣 
郊區型 3 44 

217 
鄉村型 10 173 

雲林縣 
郊區型 5 73 

333 
鄉村型 15 260 

嘉義市 都市型 2 26 26 

嘉義縣 
郊區型 4 58 

301 
鄉村型 14 243 

臺南市 

都市型 10 128 

567 郊區型 11 161 

鄉村型 16 278 

高雄市 都市型 19 244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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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類型 城鄉個數 城鄉脆弱度 縣市綜合脆弱度 

郊區型 8 117 

鄉村型 11 191 

屏東縣 

都市型 1 13 

546 郊區型 8 117 

鄉村型 24 416 

花蓮縣 

都市型 1 13 

213 郊區型 3 44 

鄉村型 9 156 

臺東縣 
郊區型 3 44 

269 
鄉村型 13 225 



飛航天氣第三十六期                                                          2021.10 

 
 

11  



飛航天氣第三十六期                                                          2021.10 

 
 

12



飛航天氣第三十六期                                                          2021.10 

 
 

13



飛航天氣第三十六期                                                          2021.10 

 
 

14



飛航天氣第三十六期                                                          2021.10 

 
 

15
 



飛航天氣第三十六期                                                          2021.10 

 
 

16 



飛航天氣第三十六期                                                          2021.10 

 
 

17

 
圖 1 脆弱度範疇 (陳亮全，2009) 

 

 

圖 2彙整各類災害脆弱度指標研究，發展的初擬評估指標系統(林文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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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擬定侵臺指標不同門檻的區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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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機場強勁東北季風跑道向量風切與氣壓變量之分析研究 

蒲金標
1  林清榮

1 

摘要 

本文根據 2013 年 2 月 24 日松山機場地面自動天氣測報系統測報資料

(AWOS)，分析機場跑道向量風切、機場氣壓變量與機場低空風切之相關性，

研究顯示機場低空風切起訖時間與跑道向量風切有落差，而機場氣壓變量與跑

道向量風切發生起訖時間相當接近，且中度至強烈氣壓變量與中度向量風切整

個發生時段也很一致。機場跑道向量風切可作為校驗機場低空亂流偵測及警告

系統(LLTAS)(發明第 I611198 號）的標準。 

一、 前言 

風切現象是非常複雜且很難預測的小尺度氣象現象，順風和逆

風可以在瞬間地轉弱或轉強而發生。機場低空風切對飛行構成嚴重

的威脅，尤其飛機在離場或進場階段，速度及距地面高度都接近安

全的臨界值，突然遭遇風向量的變化，改變飛行姿態，若飛行員未

即時修正，可能對生命及財產造成嚴重的損失。飛機在起飛或降落

過程，要經過逆風、順風和下降氣流的風場，目前還沒有一個成熟

的科學依據，可提供精確地預報低空風切，因此，即時監測風切現

象的發生，須做為飛行員加強注意安全的重要項目之一。 

美國聯邦航空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和美國

大學大氣研究聯盟(University Corporation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UCAR)共同開發了第三代低空風切警告系統(Low-Level Wind-shear 

Alert System, LLWAS-III (UCAR, 1992)，該系統在跑道中心線兩邊往

外 1 海里和從跑道兩端向外延伸 3 海里範圍內建置數十個 20-30 公

尺高的風向風速觀測塔。當其中的一個，觀測到風速和所有測風儀

                                                 
1財團法人中華氣象環境研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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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跑道的風向量，有每小時 15 海里的相差值時，就有可能有風

切現象，系統即時發出風切警告。另外, 測風儀觀測到的風場, 經計

算發現有風場的輻散(divergence)現象，系統也即時發出風切警告。

目前由美國 FAA 所發展的機場 LLWAS-III，可偵測機場從跑道兩端

向外延伸 3 海里範圍的低空風切現象，但系統造價昂貴，設備維護

不易，且建置觀測風向風速的觀測塔，所需的腹地取得以及周遭環

境都有諸多限制。 

松山機場 LLWAS-III 系統在機場周遭所建置 12 個觀測塔，塔高

20-30 公尺，將每一觀測塔所觀測的風場資料換算為跑道方向(100°

~280°)之分量(風向量)，計算跑道兩端進場或離場航道方向之頂風

(增速)或順風(減速)強度，偵測位在跑道或跑道兩端進場或離場 1~3

海里的低空風切或微爆氣流(Microburst, MB)情形。松山機場低空風

切之強度在跑道和從跑道兩端各向外延伸 3 海里等區域方向之頂風

(正值)或順風(負值)強度來決定，根據 FAA 風切強度為標準，當頂

風(增速)或順風(減速)數值介於 15~19kt 時，表示有輕度低空風切；

介於 20~29kt 者稱之為中度風切；大於 29kt 者稱之為強烈風切，其

中順風大於 29kt 者稱為 MB。機場天氣報告之中，風場觀測係以十

分鐘平均數值，提供給機場以外的國內外相關單位使用， 

風場兩分鐘平均數值僅提供給航空管制塔台之管制員和飛機駕

駛員起降使用。松山機場 LLWAS-III 系統係以觀測塔之風場，計算

10 秒鐘平均數值，用來計算機場是否有低空風切的發生。松山機場

LLWAS-III 系統係以每 10 秒的週期，即時更新風場資料，遇有低空

風切或 MB 發生時，系統會發出警告一次。 

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指

出 LLWAS-III 系統監測低空風切的準確率可達 90％，但仍有 6%的

誤報率(ICAO, 2005)。陳與袁(2014)使用診斷數學模式和測風儀，來

克服 LLWAS-III 無法監測系統沒有發布警告，而飛機起飛或下降，



飛航天氣第三十六期                                                          2021.10 

 
 

21

卻遇到風切的情況，其誤報率 10%，即所謂的「盲區」。我國民用航

空局於 2001 年 9 月 1 日於松山和桃園國際機場各建置一套

LLWAS-III，原本要在高雄國際機場建置同樣規格的 LLWAS-III，後

因該機場靠海，腹地不足，無法在機場西邊跑道頭向外延伸 3 海里，

建置遠端觀測塔而放棄。 

國際民航組織文件低空風切手冊(Doc9817-AN/449)認為氣壓跳

升(Pressure Jump)，可偵測到陣風鋒面的時間比機場地面所測到風切

的時間，提早三分鐘(ICAO, 2005)，這種地面風場和氣壓的組合，尚

未應用到 LLWAS-III 系統。Wakimoto (1982)認為陣風鋒面經過測

站，常帶來氣壓上升、氣溫下降、風向突變以及風速突增的現象，

這些現象是造成低空風切主要原因之一。 

Bedard(1977)研究顯示氣壓跳升(pressure jump)為每分鐘氣壓上

升高過 0.169hPa，這種氣壓跳升現象，通常雷暴產生的陣風鋒面，

可使每分鐘氣壓上升高過 0.169hPa。而最明顯的氣壓跳升則是可於

3 分鐘內上升高過 0.5hPa。Shreffer and Binkowski(1981)觀測到雷暴

雨外流可引發氣壓上升 1.5hPa。另外，Wakimoto(1982)研究顯示，

在雷雨發生時，氣壓變化由降而升，再由升而趨正常，整個過程所

需時間約為 15 分鐘，雷雨發生，期間氣壓會有 5-7hPa 之變化。美

國 FAA/LLWAS-III系統以數十個測風儀中的一個觀測到風場與所有

測風儀的平均風場有 15KT 的差值時，就有可能有風切現象，系統

即時發出風切警告。 

蒲(2003)認為松山機場雷雨陣風、颱風強風、鋒面過境風向風

速改變和強烈東北季風都是引發低空風切之主因。Viana et al (2007)

以小尺度和短時間地面氣壓變量(pressure fluctuations)來研究大氣邊

界層(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之特性。並分析標準差(σ)與亂流之

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氣壓的變差控制了風切現象的發生。蒲等(2014)

認為低空風切發生與風速、氣壓和氣壓梯度等變化超過 1 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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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Deviation, 1σ)有關聯性。陳與袁(2014)使用診斷數學模式

和測風儀來克服 LLWAS 無法監測的「盲區」。他們以相鄰兩個測風

儀所測得風速訊號相減值，代表跑道上的風速變化，風速變量達

15KT，是輕度低空風切警報之發布標準。 

蒲等(2015)顯示颱風暴風圈侵襲期間松山機場氣壓每分鐘最大

變差幅度，會有+2.6hPa 或-1.3hPa 之變化，同時伴隨頻繁和強烈低

空風切發生。蒲等(2015)以氣壓變量範圍超過 1 個標準差，其發生

時段和次數與機場低空風切發生時段相當符合。同時，以風速和氣

壓每秒或每分鐘變差超過 1σ之時段和次數，都能監測大部分低空

風切現象(包含飛行員有風切報告)之發生，顯見以超過 1σ為標準來

偵測低空風切是可行的方法。蒲與徐(2016a)、蒲與林(2018a)都認為

颱風暴風圈侵襲和強勁東北季風影響下，產生風切，也都與氣壓變

化超過 1σ有關，蒲與林(2017a)和蒲與林(2018b)認為誤失進場風切

與氣壓大波動(large pressure fluctuation；LPF)也有關連性。蒲與徐

(2016b)認為冬季分裂高壓出海，台灣位在等壓線密集區，氣壓梯度

大，東北季風強盛，當松山機場平均風速 和最大陣風分別增強至

15K 和 20KT 以上，就會引起機場低空風切的發生。氣壓變量加大

和次數增多時，風切強度則增強且次數也增多，機場氣壓變量可作

為機場即將發生低空風切之指標。惟 LLWAS 低空風切發生時段和

持續時間與氣壓變量(ΔP>0.1hPa)，兩者發生之時段仍有落差，低空

風切發生時段比氣壓變量(1σ)晚約 1 小時，且較早約 1.5 小時結束。 

本文分析 2013 年 2 月 24 日松山機場跑道向量風切，並以跑道

向量風切與機場氣壓變量(>1σ)和 LLWAS 低空風切作相互比對。 

二、 資料來源與分析方法 

本文資料採用 2013 年 2 月 24 日，松山機場 LLWAS-III 之風切

警告資料、地面自動化天氣測報系統(Automatic Weather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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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WOS)以及機場航空氣象定時地面天氣報告(Meteorological 

Aviation Routine surface weather report, METAR)等資料，其中，

LLWAS-III 機場低空風切在同一時間有多筆風切資料，修正為同一

時間(單一時間)僅有一筆資料，以利比對。LLWAS-III 係以每 10 秒

觀測一次。而 AWOS 所測報的氣壓則以每秒紀錄氣壓值，為配合

LLWAS-III 每 10 秒發布警告，改以每 10 秒計算氣壓變量之絕對值

納入分析。機場地面觀測報告記錄每小時和每半小時 METAR 以及

不定時特別天氣報告，以了解風切與亂流發生時的天氣狀況。 

    機場 LLWAS-III 風切觀測數值，僅以 5 的倍數，記錄 15kt, 

20kt, 25kt, 30kt, 35kt 和 MB 等 6 種，其風切強度分為輕度(15kt)、中

度(20kt, 25kt)、強烈(30kt, 35kt)以及 MB(順風大於 29kt)等 4 級風切，

其中逆風大於 29kt 時，列為強烈風切。本文為簡化分析起見，LLWAS

同一時間風切值(由 12 個觀測塔之風向風換算成跑道方向 100〫

~280〫的風向量)，採最大絕對值作為代表。而機場跑道向量風切係

跑道兩頭風向風速換算成跑道方向(100〫~280〫)的風向量相加，再

採用最大絕對值。計算方式如下： 

弧度 R10=3.1416/180*(100-風向)，弧度 R28=3.1416/180*(280-

風向)，風向量=風速*Cos(弧度)，向量風切=/風向量 R10 + 風向量

R28/，向量風切再採最大絕對值。 

例如，R10 0230Z 120/32 風向量為 30kt 

          R28 0230Z 140/11 風向量為 -8kt 

          向量風切=/30+(-8kt)/=22kt 

          R10 2341Z 270/02 風向量為 -2kt 

          R28 2341Z 240/06 風向量為 5kt 

          向量風切=/(-2kt)+(5kt)/=3kt 

常態曲線理論應用於氣象變化，通常在穩定大氣下，氣象要素

如氣壓變量，其幅度依常態曲線分配比例，約 68.26%的變量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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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σ內。而當大氣在不穩定時，氣壓變量可能超出 1σ。氣壓變量之

σ計算方式如下： 

計算氣壓變量絕對值>0：                

表示氣壓在這一秒之觀測值。 表示氣壓在前 10 秒之觀測

值。 表示氣壓這一秒與前 10 秒之波動的絕對變量。 

以氣壓變量絕對值>0 為資料樣本，計算觀測時間內之平均數與

標準差： 

                                 

表示觀測時間內氣壓變量絕對值>0 之資料個數。 表示觀測時

間內氣壓變量絕對值>0 資料之平均數。 表示觀測時間內氣壓變量

絕對值>0 資料之標準差。 

    本文分析 2013 年 2 月 24 日松山機場跑道向量風切，並以

跑道向量風切與機場氣壓變量(>1σ)和 LLWAS 低空風切作相互比

對。 

三、 分析成果 

2013 年 2 月 24 日 0000Z 地面天氣圖顯示分裂高壓(1032hPa)從

中國長江口和山東省間移入黃海，台灣位在此高壓南緣，氣壓梯度

大，如圖 1。高壓(1032 hPa)位於黃海接近韓國西南方，並向東南東

延伸，台灣位於高壓南南西邊緣，松山機場吹東風。 

 



飛航天氣第三十六期                                                          2021.10 

 
 

25

圖 1  2013 年 2 月 24 日 0000Z 地面天氣圖（摘自日本 JMA） 

松山機場 2013 年 2 月 24 日 AWOS R10 和 R28 每 10 秒總觀測

次數都是 8,640 次，氣壓變量(>0.0 hPa)之次數分別為 687 次和 408

次，占總觀測次數分別為的 4.7%，顯示氣壓絕對變量>0.0hPa 僅占

總觀測次數的少數。氣壓絕對變量>0 之平均標準差 (1σ )為

0.14hPa，如表 1。 

表 1 松山機場 2013 年 2 月 24 日氣壓標準差(>1σ) 

跑道編號 ΔP_10sec (ΔP>0.0 hPa) 標準差(1σ) 

總觀測次數 次數 平均 

R10 8,640 687  0.11 0.14  

R28 8,640 408  0.11 0.13  

平均 8,640 548  0.11   0.14  

(一) 跑道向量風切 

機場跑道向量風切於 0009Z 有輕度向量風切(17kt)，0207-0510Z

有輕至中度向量風切(15-22kt)，其中於 0221-0327Z 達中度向量風切

(20-22kt)。於 0511-0820Z 無向量風切，隨後，於 0821-0930Z 又有輕

度向量風切(15-19kt)，其中於 0930Z 達向量風切(19kt)，如圖 2。

0009-0930Z 跑道向量風切發生次數總計 99 次，持續時間有 9.4 小

時，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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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3 年 2 月 24 日松山機場跑道向量風切(綠色)和氣壓變量(紅色)分布 
 
表 2  2013 年 2 月 24 日機場氣壓變量、跑道向量風切和機場低空風切起迄時間 
氣壓變量(ΔP>0.1hPa)  跑道向量風切(15-35Kt) 低空風切 

次數 時段 持續 
時間 

次數 
  

時段 持續

時間

次數 
  

時段 持續 
時間 

62 0019-0922Z 9.1hr 99 
  

0009-0930Z 9.4hr 224 
  

0123-0746Z 6.4hr 

 

(二) 機場氣壓變量 

機場氣壓變量於 0019Z 有輕度氣壓變量(0.2hPa)，0123-0922Z

有輕度至中度氣壓變量(0.2-0.4hPa)，其中於 0225-0342Z 有中度至強

烈氣壓變量(0.3-0.4hPa)，於 0922Z 有中度氣壓變量(0.3hPa)如圖 2。

氣壓變量與跑道向量風切來比對，兩者起訖時段(0019-0922Z 和

0009-0930Z)相當接近，其中氣壓中度變量時段(0225-0342Z 和 0922Z)

與中度向量風切時段(0221-0327Z 和 0930Z)更為接近。 

機場於 0119-0922Z 氣壓變量>0.2hPa，發生 62 次，持續時間有

9.1 小時，與跑道向量風切於 0009-0930Z 發生 99 次，持續時間有

9.4 小時，兩者發生次數和時段相當接近，如表 2。 

(三) 機場低空風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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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WAS於 0123-0745Z有輕度至強烈風切警告(15-35kt)次數 145

次，警告約持續 6.5 小時，其中於 0255-0256Z 有微爆氣流(30-35kt)4

次，如圖 3。氣壓變量與低空風切來比對，兩者起訖時段(0019-0922Z

和 0123-0745Z)，LLWAS 於 0019Z 沒有低空風切，但是機場有氣壓

輕度變量(0.2hPa)1 次，顯然 LLWAS 低空風切落後前者約 1 小時。

LLWAS 於 0124-0745Z 有輕度至微爆氣流警告，0123-0922Z 機場有

氣壓輕度至強烈氣壓變量(0.2-0.4hPa)，其中 0225-0342Z 有中度至強

烈氣壓變量(0.3-0.4)，與 LLWAS 於 0255-0256Z 微爆氣流發生時間

接近。但是 LLWAS 於 0745Z 之後，不再有低空風切發生，而

0746-0922Z 機場仍有氣壓輕度至中度變量(0.2-0.4hPa)，持續時間達

約 1.5小時。LLWAS於 0124-0745Z發生輕度至強烈風切警告(15-35kt)

次數達 145 次，持續時間 6.4 小時，而機場於 0119-0922Z 發生氣壓

變量>0.2hPa 次數達 62 次，低空風切發生次數是氣壓變量>0.2hPa

次數的 2.3 倍，低空風切發生時段比氣壓變量(1σ)晚約 1.1 小時發

生，且約提早約 1.5 小時結束。如表 2。 

 

 
圖 3  2013 年 2 月 24 日松山機場氣壓變量(紅色)和 LLWAS 風切警告(藍色)分

布 
 

 綜合以上跑道向量風切、機場氣壓變量和 LLWAS 低空風切等

三者比較分析，跑道向量風切於 0221-0327Z 有中度向量風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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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kt)，氣壓變量於 0225-0342Z 有中度至強烈氣壓變量(0.3-0.4)，

LLWAS 於 0255-0256Z 有微爆氣流，三者發生時段都很接近，尤其

氣壓變量更符合中度向量風切整個時段。LLWAS 風切發生時間最晚

(0123Z)，而氣壓變量和跑道向量風切發生時間分別為 0019Z 和

0009Z，兩者發生時間相當接近。LLWAS 結束時間最早(0746Z)，而

氣壓變量和跑道向量風切結束時間分別為 0922Z 和 0930Z，兩者結

束時間也相當接近。 

四、 討論 

蒲與徐(2016b)認為氣壓大變差加大和次數增多時，風切強度則

增強且次數也增多，機場氣壓變量可作為機場即將發生低空風切之

指標。惟 LLWAS 低空風切發生時段和持續時間與氣壓變量(Δ

P>0.1hPa)，仍有落差，低空風切發生時段比氣壓變量(1σ)晚約 1

小時，且較早約 1.5 小時結束。 

機場跑道向量風切係機場跑道實際風切，可作為校驗機場氣壓

變量的標準。氣壓變量與跑道向量風切發生起訖時間相當接近，且

中度至強烈氣壓變量與中度向量風切整個發生時段也很一致，而機

場低空風切起訖時間與跑道風切有落差。財團法人中華氣象環境研

究發展中心於2019年8月在松山機場架設一套新開發的機場低空亂

流警告系統(Low Level Turbulence Alert System, LLTAS)，所採

用的氣壓變量，再加上跑道向量風切，更能監測機場低空亂流的發

生。     

五、 結論 

本文根據 2013 年 2 月 24 日地面自動天氣測報系統測報資料，

分析機場跑道向量風切、機場氣壓變量與機場低空風切之相關性，

其研究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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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場低空風切起訖時間與跑道向量風切有落差。 

(二) 機場氣壓變量與跑道向量風切發生起訖時間相當接近，且中度

至強烈氣壓變量與中度向量風切整個發生時段也很一致。 

(三) 機場跑道向量風切可作為校驗機場低空亂流偵測及警告系統

(LLTAS)(發明第 I611198 號）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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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偶戲於氣候變遷科普傳播應用 

楊憶婷
1
 

摘要 

2015年，聯合國宣布了「2030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指引全球共同努力邁向永續發展。而其中的

目標 13 便是「完備減緩及調適的行動，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氣候變遷話

題受全球多國政府重視，但願意身體力行減緩及調適氣候行動的人卻有限。在

教育部推動「第一屆臺灣科學節」的機會，作者及團隊創作「氣候變遷科普偶

戲」，希望透過傳統藝術表演呈現氣候變遷話題，讓觀賞民眾感同身受，進而願

意身體力行。劇本創作及大型演出需要花費經費及人力，並非時常有機會可製

作科普戲劇，並且為大氣科學的話題，因此將規劃及辦理的相關經驗分享。 

一、 創作緣起 

2020 年迎來世界地球日 50 周年，教育部計畫以國立海洋科技

博物館、國立科技教育館、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國立科學工藝博

物館及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五個國內科學博物館館所為基地，著手

規劃「2020 年第一屆臺灣科學節活動」，主軸為「我的地球，我來

關懷」(The Earth, Ours to care)，希望透過全國性的科學嘉年華並結

合藝術提升全民科學素養，達到終身學習目標，另透過時間累積，

建立國際品牌。 

氣候變遷的影響下，全球劇烈天氣頻仍，而臺灣也有小雨的次

數變少，暴雨次數變多的現象。各種的氣候變化已經漸漸影響全球

環境及生物、農作物、公共衛生、交通運輸及經濟發展等，因應氣

候變遷的狀況，減緩與調適為兩大途徑，也是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重要學習內容。氣候變遷的話題雖逐漸受全球各國政府重

                                                 
1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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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普遍人類認同氣候變遷話題重要性，但感同身受且願意身體力

行卻為數不多。 

在這樣的機緣下，作者與團隊另向科技部、環保署、瑞儀教育

基金會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等單位洽談共同合作，規劃以偶戲的

方式演繹一齣氣候變遷主題的科普劇。並於高雄、臺南、嘉義及澎

湖等地演出。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以藝術表演的方式呈現

氣候變遷主題，讓氣候變遷主題可以觸動人心，進而以減緩與調適

行動降低氣候變遷造成的衝擊，並達到科普傳播及扶植傳統劇團目

的。 

二、 偶戲介紹： 

臺灣偶戲源自於中國大陸，因地理位置是一海島，逐漸發展出

自己的特色，不論是從音樂唱腔、題材、偶的造型等都顯示臺灣傳

統偶戲是中國偶戲的一分支。臺灣民間一般將偶戲分為「傀儡戲」、

「布袋戲」、「皮影戲」三類。 

皮影戲是一種用皮製或紙製的平展玩偶演出戲劇的形式。藉由

燈光把遊人操縱的玩偶影像投射在半透明的屏障上供觀眾欣賞(中

國大百科全書)。目前僅有高雄地區有三個劇團可做正式演出。 

布袋戲又稱為掌中木偶或手套木偶，腦殼中空但頸下縫合布

套，讓演員可以手掌做為偶的軀幹。臺灣偶戲中最蓬勃的一支，布

袋戲在臺灣總是隨著環境變遷調整，展現不同的形態吸引觀眾。從

最早的野台布袋戲，演變到觀眾需至戲院購票演出的金光布袋戲。

至電視布袋戲時代，甚至有以兒童為主要觀眾、並以國語配音具教

學意味的兒童布袋戲。黃俊雄時代的電影化電視布袋戲時期，布袋

戲題材不受限制、劇情可以任意展佈、音樂不分古今中西、人物造

型可以隨心塑造(徐，1970)。最後是「霹靂」系列的布袋戲，劇中

人物武打場面可以說是視覺享受，成功吸引年輕觀眾。甚至在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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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流平台 NETFLIX 都可以觀賞到霹靂布袋戲，成功走向商業化及

國際化。布袋戲在臺灣的演變歷史，讓我們對於偶戲作為教育目的

有信心，相信偶戲對於傳播知識及資訊是很好的手段及媒介。紀慧

玲(2003)提到霹靂在市場上成功主要是因為兩個面向：1.保留傳統基

本要素，讓年輕人很快與過去聯繫形塑「新認同」；2.改革與創新，

不拘傳統形式，大膽嘗試，選用年輕人熟悉的媒介，直接達到消費

者。雖然不再「傳統」但卻與當代文化、環境完全結合。 

傀儡戲在臺灣分為南北兩個系統，其相關研究是最少的，有的

名稱尚在但無法進行實地演出。傀儡戲主要是用提線抽動表演戲

偶，依據表演動作的複雜度，操控傀儡的線數便有不同。北部傀儡

戲的演出場合多數和「除煞儀式」有關，因此民間常有勿看傀儡戲

的禁忌。南部傀儡戲與皮影戲及布袋戲相似，屬於河洛文化的民間

戲劇，並分布在人口稠密、寺廟林立之處，戲偶大多要大陸戲偶，

並且有在做正式戲劇演出。由以上可知，除了布袋戲適應電視、電

影及新媒體興起的環境變化，皮影戲及傀儡戲都面臨存亡絕續的危

機。因此我們這次希望能以皮影戲或傀儡戲呈現。 

20 世紀初，偶戲出現了不同的演出形式，例如真人與木偶演出、

演出中演員從幕後變為出現到台前，至觀眾前面操偶、電影與木偶

一起演出等等。30 年代後也出現電視及電影木偶，主要的閱聽眾以

兒童為主，強調教育的功能。在許多國家，偶戲的傳播方式可以出

現在各式各樣場合，如：商店櫃台、圖書館出納口、醫院窗口等等。

這樣特色傳播形式現在臺灣也有機會見到，例如：位在中油大樓的

石油探索館利用紙偶及光，以類似皮影戲的方式表現出磺坑的故

事；東華皮影戲以改編西遊記故事協助衛福部做腦中風防治宣導，

以詼諧親切的閩南語說明如何防治腦中風，深植人心。兩者都是透

過偶戲的趣味性，成功達到傳播資訊。此外，從布袋戲曾被應用在

兒童節目中，以及皮影戲應用在各種宣導作品中，就可以知道偶戲

因具有娛樂的功能，透過偶戲的表演可以輕鬆詼諧的方式達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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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即便是動畫電影中也有利用偶戲穿插故事的手法，例如：

功夫熊貓第 2 集部分橋段以皮影戲及電腦動畫結合敘述故事呈現東

方特色，在 3D 動畫電影呈現 2D 戲劇，使電影具有更多層次呈現方

式(如圖 1)。 

 

 

圖 1：(a)為臺北市信義區中國石油展示館出磺坑的故事。(b) 東華皮影戲改編西遊記故事協助衛生

福利部腦中風防治宣導。(c)和(d)為動畫電影功夫熊貓第 2集中應用皮影戲使電影更多層次。 

2019 臺灣科普環島列車在新北市板橋站，「陳錫煌傳統掌中劇

團」便曾演出經典戲劇「西遊記」，結合科學與傳統藝術。國台語穿

插的改編版西遊記成功吸引學生對科普實驗的興趣。同年泛科學也

製作 20 集的科普布袋戲於 Youtube 頻道傳播，結合 2D 動畫及布袋

戲達到科普傳播目的。同樣在 2019 年無獨有偶劇團與林業試驗所推

出「沒有人愛我」土壤科普偶戲，在全台售票演出。不論是臺灣傳

統的偶戲「布袋戲」或非傳統的偶戲近年都邁出科普傳播的第一步。

偶戲不如一般戲劇需要較多的演員，每場演出都需要妝髮服飾，偶

戲的演員多於幕後，且一人可演示多角，演出的偶已經具備華麗服

飾及造型，相對一般戲劇容易演出，以上顯示科普偶戲的傳播方式

結合科學及藝術，可以達到科普教育的目的，甚至可能扶植劇團與

科學單位合作創造新的商業機會。 

(a) 

(c)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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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傳統偶戲應用於科普傳播的困難 

(一) 科學顧問介入腳本撰寫，須顧及劇情有趣及科學正確性 

科普偶戲登台演出，從一開始規劃、腳本設計、道具舞台及偶

的製作、音樂設計到演出，不單單只有編劇、導演及劇團的付出，

因涉及科學知識傳遞，不同於神話故事或政令宣導的腳本，科普劇

需有科學顧問付出努力。對於劇團而言，科學顧問介入劇本建議及

修改，又顧及劇情本身生動有趣及道具製作，劇團要磨合兩者便有

一定難度。 

(二) 偶戲製作成本高，需能觸及更多觀眾 

當劇本確定後，戲偶、道具、音樂都須製作費用，演員需彩排

練習，也就是說戲劇演出前已付出許多成本，因此製作團隊希望戲

劇演出能觸及較多的觀眾，才能提高效益。除了現場演出以外，作

者與團隊也曾考量其他選擇，例如：錄製演出影片供學校團體授課

使用或在新媒體管道撥放，但在臨場感受上仍有很大的差異，因此

在規劃時，仍決定以現場演出為主，但現場演出的人數參與、人流

控制、安全管制及防疫措施都是比較大的挑戰。 

(三) 傳統劇團不具有大型舞台及設備認知 

雖然傳統戲劇，如京劇、歌仔戲甚至布袋戲等劇團都有在大型

表演中演出的經驗，而傀儡戲和皮影戲劇團沒有大型舞台演出經

驗。在舞台設備、劇團及樂團間溝通和磨合有相當難度。不單是表

演劇團對大型舞臺設備不夠了解，承辦大型舞臺設備廠商對劇團需

求也不甚了解，作者及團隊須做好中間溝通橋樑。 

四、 氣候變遷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學習內容 

氣候變遷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自然科學領域學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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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下： 

學習階段 氣候變遷主題對應學習內容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 5-6 年級) 

人類行為的改變可以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與影

響。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 7-9 年級)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全球暖化對生物的影響。 

 氣候變遷產生的衝擊有海平面上升、全球暖

化、異常降水等現象。 

 氣候變遷產生的衝擊是全球性的。 

 因應氣候變遷的方法，主要有減緩與調適兩種

途徑。 

第五學習階段

(高中 10-12 年

級)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氣候變化有多重時間尺度的特性。 

 冰期與間冰期的氣溫變化及海平面的升降，對

全球生物與自然環境會造成影響。 

 過去主導地球長期的自然氣候變化的原理並

無法完全用來解釋近幾十年來快速的氣候變

遷情形。 

 根據目前科學證據了解人類活動是主要因素。

 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有許多面向與方法。 

因為本次規劃創作戲劇長度約為 1 小時，在與課程綱要比對

後，我們希望藉由科普偶戲讓觀眾了解氣候變遷對自然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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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物影響、因應氣候變遷以減緩與調適為主要途徑。 

五、 創作時期 

(一) 媒合劇團 

設定為傀儡戲或皮影戲劇團後，因兩種類偶戲目前可在外商業

演出(不單只有推廣教學)的劇團在臺灣均為數不多，所以我們邀請

劇團負責人參加說明會，並請有興趣的劇團在期限內提供經歷及劇

本想法等資料，透過五位委員正式徵選，委員專業包含表演、傳統

戲劇、觀眾研究等，最後由高雄皮影戲劇團獲得演出機會，而這樣

的過程對傳統偶戲劇團會有競爭機制且相當陌生，也需要作者及團

隊向劇團解釋及說明。 

(二) 劇本創作 

經過多次討論，由於演出僅有 1 小時，最後以西遊記中的孫悟

空作為本齣戲的主角、以火魔神代表氣候變遷、火魔神手下的風、

雨、雷、電四怪為人類活動造成氣候變化創作故事。透過民眾熟悉

的角色來演出，節省塑造主角形象及個性的劇本空間。發展初版劇

本後，經過中央氣象局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兩位專家針對科學

內容確認、提供專業意見、初審及複審，最終完成創作「極速‧逆

轉」氣候變遷科普戲劇。在這個階段，因氣候變遷涉及許多科學，

專家在內容上用字遣詞都講求精準，但在劇團對於劇本方面，除了

依專家意見修改外，最大幅度或多次修改的部分多是轉場，各個主

角再出場所念的四字一對台詞，劇團講究以台語敘述時，除了押韻，

必須民眾聽得懂、覺得逗趣並可銜接接下來劇情的台詞，以確保戲

劇的連續性與趣味性。 

(三) 音樂及動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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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同時觀賞戲劇人數可以達到 1,000 人次以上，而皮影戲受

限於戲偶尺寸，不利於大型演出，經過測試及討論後，本齣戲劇不

僅用傳統皮影戲呈現，而是透過皮影戲、真人、動畫、黑光劇方式

與觀眾互動演出，以國台語交錯的方式呈現新傳統戲劇，在臺灣是

首次利用皮影戲與動畫結合演出，所有參與的工作人員無不戰戰兢

兢。因此這齣戲劇有動畫師參與，動畫須與戲偶在舞台上互動順暢，

動畫色彩在夜間演出必須鮮明並能傳達劇本氛圍，動畫師及劇團作

非常多的彩排及嘗試。在動畫及戲偶演出互動順暢後，樂師便會進

行音樂配樂，因這齣戲劇為大型演出，音樂均由樂師現場演奏，樂

師也必須隨時注意演出狀況配樂，使得演出可以更多臨場應變的可

能性。在各個劇本的段落中，透過多次彩排溝通，在音樂配樂上呈

現緊張、輕鬆、難過、高潮迭起的音樂，讓民眾更容易投入劇情，

增加戲劇豐富度及層次。 

(四) 舞台設播及操作專業人員媒合 

由於傳統偶戲劇團均沒有大型戶外舞台演出的經驗，作者與團

隊向有相關經驗廠商洽談合作，戲劇演出需有偶戲與動畫結合，因

此舞台規劃架設一大型無縫紗作為投影動畫使用，創造氣候變化驚

心動魄場景(如圖 3)。因此，樂師與動畫師座位、投影機架設位置、

轉播點設置及方向、無縫紗架設與拆除、燈光與劇情的搭配等均需

多次開會及磨合後的成果。而各項細節均會因場地不同而需更動，

在戲劇創作期間，此項磨合最花費心力及耐心。 

六、 活動辦理前期 

(一) 行銷宣傳 

如前所述，現場表演的成本較高，在場地及環境許可的情況下，

會希望將演出訊息廣泛讓民眾知道並安排時間來現場觀賞，提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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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成效及增加觸及人數。在這期間，考量參與民眾以親子居多且行

銷經費有限，以新媒體方式行銷居多，並有部分新聞報導。期間共

發布 12 則新聞報導，並有 23 篇臉書貼文，達到觸及人數 240,663

人及互動次數達 13,839 次。行銷素材除了圖或照片外，也拍攝剪輯

長度約 20 秒短片在新媒體行銷，除了以科學節管道(網站、APP、

Facebook 及手冊等)並透過地方縣市政府局處及文化局處管道行

銷，在多方幫助的情況下，即便宣傳經費有限，仍獲得不錯的廣告

觸及人數。 

 

 

 

 

 

 

圖 2：行銷宣傳新聞及 Facebook 範例。(a) 20201112 鮮週報報導「高雄皮影戲館氣候變遷科普皮影戲

11 月 14 日科工館南館首演」；(b) 20201101 聯合報報導台灣科學節科工館場首創氣候變遷科普皮影戲

劇；(c)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 Facebook 於 20201109 發布，觸及人數 27336 人、互動人數 3584 次；(d) 

(a) (b) 

(c) (d) 



飛航天氣第三十六期                                                          2021.10 

 
 

40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 Facebook 於 20201105 發布，觸及人數 15614 人、互動人數 1332 次。 

(二) 場地規劃 

辦理演出恰是 COVID-19 防疫期間，雖然當時臺灣的疫情狀況

穩定，但團隊仍考量疫情決定在高雄、嘉義及澎湖仍以戶外演出規

劃，而台南演出考量贊助及補助經費有限，且演出場地可以做好防

疫措施，故在室內演出。各演出地點列表如下： 

場次 演出時間 演出地點 

1. 109 年 11 月 14 日(六)  

高雄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南館度量衡

廣場 

2. 109 年 11 月 28 日(六) 臺南市新營文化中心 

3. 109 年 11 月 29 日(日) 嘉義市博愛國小操場 

4. 110 年 4 月 24 日(六)  

澎湖縣觀音亭舞台(國際海上花火節期

間) 

除了高雄演出為作者所在地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外，其餘演出

地點均由教育局處協尋及媒合，澎湖縣觀音亭則是透過澎湖縣政府

觀光旅遊處協助。在地點找尋及場地勘查上，則是要考量觀賞民眾

動線、防疫措施、民眾是否容易抵達及停車方便性、民眾用餐便利

性、洗手間與舞台間動線、劇團進場動線與室內舞台已有設備等。 

七、 演出成效 

高雄場演出恰為用餐時間，而本齣戲劇也鎖定親子客群，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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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民眾飲食需求，及可能會有民眾提早前往演出場地佔位置，我們

安排文青特色飲食攤位及大型科學教具體驗。當時未曾想到此作為

反而為演出加分許多，團隊將飲食攤位特色在演出前數日曝光，本

意是希望民眾不用擔心用餐可安心前往觀賞，反而民眾早在演出前

聚集現場逐一在各攤位拍照留念或戶外科學教具體驗，也因為過去

博物館活動較少邀請飲食攤位至現場，在開演後 30 分鐘內幾乎現場

攤位均售完，買氣超乎預期。 

在開放入場前，排隊準備進場觀賞戲劇的民眾已大排長龍，而

這幾場演出共累積 4,000 人次觀賞。演出及現場照片如下： 

  

  

 
 



飛航天氣第三十六期                                                          2021.10 

 
 

42

  

 
 

  

圖 3：(a)舞蹈演出；(b)傳統偶戲結合真人演出；(c)操偶師於舞台後演出；(d)

火舞特技表演；(e)真人結合無縫紗投影演出；(f)無縫紗投影；(g)、(h)觀眾於

科工南館前廣場欣賞演出；(i)演出後合影；(j)演員謝幕；(k)、(l)觀眾與演員

合影。 

八、 結論 

在 2020 年作者及團隊利用教育部辦理「第一屆臺灣科學節」的

機緣，透過傳統皮影戲與真人、動畫、特技結合方式，創作「極速‧

逆轉」氣候變遷科普戲劇。並跨政府單位及民間資源，辦理 4 場次

的大型演出，締造了 4000 觀賞的佳績。對大氣相關學術單位或氣象

業務單位來說，沒有以藝術表演做大氣科學科普推廣的經驗，對藝

術表演團體而言，科普劇不同於一般政府機關的政令宣導，大氣科

學又是一門非常不容易跨越的學門。所以對多方合作單位而言，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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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執行及學習同時進行，是非常難得的經驗。如未來大氣科學的學

術單位或業務單位也有相同的需求，以戲劇詮釋大氣科學，相關建

議如下： 

(一) 需媒合肯跨出專業學習的劇團 

本次合作的單位是高雄皮影戲劇團，該劇團雖然是傳統皮影戲

劇團，但十分願意嘗試及突破舊有的框架。也在作者及團隊提出同

時超過 1,000 人次觀賞的要求下，提出加大戲偶、現場樂師演奏、

動畫結合、無縫紗投影及真人特技互動等想法，大大提升戲劇豐富

度。 

(二) 找尋合作夥伴 

這次創作科普戲劇及辦理大型演出活動，除了因為教育部支持

外，最重要的是還有跨政府單位的協助及民間基金會的經費挹注。

特別在跨出高雄的外地演出，當地縣市政府對當地可演出的場地最

為了解，所有的演出場次場地均靠當地縣市政府媒合，除了省下場

地租借費用外，更有其當地的行銷管道或以函文方式，將訊息廣為

周知，或通知所屬單位參與，無形中也節省許多成本。 

(三) 動線及民生需求考量 

由於本次演出恰逢 COVID-19 防疫期間，演出需考量防疫措

施，因此會增加成本，例如需要較多現場服務人員量測體溫、動線

安排所需要的紅絨柱等。比較困難的是戶外演出較難控管單一出入

口，另外民眾用餐、演出中途使用洗手間、地點是否容易抵達及停

車都是要考量的主要項目，在場地勘查中都要仔細考量。 

(四) 戶外演出的天氣狀況 

因為這次演出的地點多在冬季的南部地區，除了高雄場在演出

前略有毛毛細雨，其餘天氣狀況都十分良好。但在 4 月底花火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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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澎湖觀音亭演出，因大面積的無縫紗須加掛舞台，仍不敵海風

吹拂，所幸花火節舞台本具有一電視牆可代替，動畫師立即現場微

調動畫，以符合電視牆的比例，並測試電視牆上動畫與互動都可以

結合。建議未來有大型戶外演出時，演出道具能不受天候導致無法

演出，或是需有備案，避免影響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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