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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害事件概述 

 2016年1月23至26日，台灣地區因超級冷氣團影響，使台北經歷了持續62小時
寒流影響(攝氏10度以下的低溫)，這是近44年以來最低溫的寒流事件 



 寒害衝擊 (1) 

 新竹桶柑覆雪凍傷 

 台南虱目魚低溫大量死亡  嘉義高價龍膽石斑魚大量暴斃 

 苗栗大湖草莓覆雪損害 



 寒害衝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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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月寒流農業災情報告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統計截至 2 月 4 日 17 時) 

農產 

22.9% 

漁產 

77.0% 

其他類 

0.1% 

• 漁產損失近32.6億元，主要為虱目魚、石斑、吳郭魚、文蛤及鱸魚受損； 
• 農產損失近9.7億元，以蓮霧、巨峰葡萄、高接梨穗與食用番茄等損失金額較多 
• 全台各縣市以臺南市損失 18.9億元最多、高雄市損失9.6億元第二、嘉義縣損失5.7億元第三 

 依據農委會統計，截至2月4日17時止，本事件全台農林漁牧業產物及民間設施
估計損失總計42億3086萬元，為1999年以來寒害/低溫類事件類最高額損失 



 氣象因素分析 1： 北極震盪加強冷氣團(1) 

強烈的北極震盪現象發生 

當北極震盪指數強負值發生時，將導
致北極區冷空氣外洩向南移動，強烈
的冬季風暴造成寒潮爆發。 

本次極區冷空氣南下，可以分為三股
勢力。其中從亞洲地區南下的勢力最
大，降溫明顯且影響時間較長。因此，
導致東亞地區中低緯度(台灣地區)也受
其明顯影響。 

 
 

台灣 

1月20日 高空（850百帕）極投影溫度圖  



 氣象因素分析 1： 北極震盪加強冷氣團(2) 

1080 

1074 

 北極冷空氣南移，導致大陸
冷高壓勢力快速增強。西伯
利亞高氣壓出現罕見的
1080百帕的氣壓值。 

 台灣北部海面測站彭佳嶼的
海上風力達18m/s 已經超
過輕度颱風的風力標準(17)。
由於冷空氣的量非常之大，
強烈的北北西風持續時間相
當久。 

 彭佳嶼的氣溫相當低，連續
低溫(低於5C〫)的時間長達
24小時。 

 過去超低溫出現時間均不長。
一般都在清晨。發生原因多
為冷空氣加上輻射冷卻所導
致與本次不同。 

相差60百帕 



 氣象因素分析 2： 水氣偏多加重寒害影響 

 華南雲系持續東移，台灣地區上空水氣充足，各地雲層覆蓋。 

 因天氣陰霾、不易放晴，白天沒有日照加熱，氣溫不易回升，使得低溫持
續較久的時間。 

23日08L 24日08L 25日08L 25日14L 

華南地區雲系，伴
隨高層偏西風移動
至台灣地區。 

台灣壟罩在華南雲系 華南雲系逐漸減弱 雲系漸移至南海與巴
士海峽，台灣地區雲
量逐漸減少。 



 氣象因素分析 2： 水氣偏多加重寒害影響 

2016 1/24 08時台北探空圖 • 23日至24日期間，台北低層大氣水氣近飽
和，大氣於海拔約500公尺處已降溫至0°C  

• 海拔500公尺附近與更高的地區降雪或霰， 
      中南部中海拔地區亦有降雪或霰的現象。 

海拔約500公尺處大氣已降溫至攝氏0度 

低層大氣(500
百帕以下) 水氣
近飽和 

黑實線:500公尺等高線 

500公尺 



測站 
本事件最低溫

（∘C） 
前次歷史低溫事件

發生日期 
距今(2016年) 

年數 

台北 4.0 1972/03/02 44 

新竹 2.8 1963/01/29 53 

台中 4.4 1986/03/03 30 

台南 5.7 1986/01/06 30 

高雄 7.0 1986/03/02 30 

註1：上表顯示的是以本次事件中各測站最低溫紀錄為基準，檢視過去近八十年來（上
述四站中資料年份最短的新竹測站資料起始年為1938年）來低溫小於或等於該基
準值的日期。 

註2：台北：中央氣象局預報和監測作業上作為寒流定義參考站的測站 
新竹：創本次事件中平地最低溫紀錄的測站 
台南：本次事件中養殖漁業損失最鉅縣市的測站 
台中與高雄：台灣中、南部的代表測站。 

 

本次寒流事件是近44年來最低溫的寒流事件 

 歷史寒害事件比較(1) 



2008事件 2016事件 

地點 澎湖群島海域西半部沿海 台灣本島 

海氣 

/特徵 
低海溫持續多日 

低氣溫持續時間長 

（台北持續62小時低於10度以下） 

北部平地與全台低海拔山區多處降雪或霰 

衝擊 全台總農損5.4億，其中漁損2.8億 全台總農損42.4億，其中漁損32.6億 

大氣 

背景 

大陸冷氣團夠強、溫度低且持續 

東北季風達一定強度且持續多日 

強東北季風使海表層混合層內充分混
合，有效降低混合層海水溫度 

大陸高壓伴隨的冷氣團強，冷平流降低近地氣
溫 

強風速持續久 

華南雲系東移，水氣充足，低層大氣近飽和 

北部海拔500公尺左右大氣已降溫至0度 

各地因雲層覆蓋，白天氣溫不易回升，使得低
溫持續久 

海洋 

背景 

大陸華南地區雪災融雪流入海和海水
混合後形成的低溫、低鹽、高混濁度
大陸沿岸水入侵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海溫偏低 

台灣鄰近海域海溫正常或偏高 

2008年事件：澎湖海域與西半部沿海持續低海溫造成野生與養殖魚群大量凍死為主。 
2016年事件：全島低氣溫及西南沿海地區低水溫，造成中南部的農業與漁業損失。 

 歷史寒害事件比較(2) 



 防災應變作為與策進 

 應變現行規定 

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10點寒害開
設時機規定，係為中央氣象局發布臺灣地區平
地氣溫將降至攝氏6度以下，連續24小時之低
溫特報，有重大農業損失等災情發生之虞，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判有開設之必要。  

 本次應變作為 

本次雖未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農委會於1
月22日成立寒害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未來應變策進 

根據行政院1月29日極端天氣之災害防救機制
策進思維會議，建議：未來由農委會統籌，無
須24小時進駐守視，採定期召開跨部會聯繫會
議方式進行。整合資源與災情，掌握現況與統
籌運用資源，並將訊息整合與統一新聞媒體窗
口，已使應變作業完備。   紅線連續24小時達六度低

溫 



寒害低溫預警情資 
模組建置 



WRF預報地面氣溫空間展示 

氣溫預報與農漁業資訊整合 

• WRF三天溫度預報 

• 農產及漁業單一溫度示警(10、6、0℃) 

• 統計各農產種植面積(蓮霧、芒果、高接梨、毛豆、葡萄) 

• 統計各魚種養殖面積(虱目魚、鯛魚、石斑、鱸魚、蝦) 

WRF氣溫預報 



氣象局城鄉預報與網格監測溫度整合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預報72小時 監測氣溫 

監測氣溫： 

• 每小時更新 
• 氣象局自動氣象站氣溫 (測站數：386站，少數鄉鎮無氣象站) 
• 氣象局網格估計溫度     (空間解析度：0.01) 

 
預報氣溫： 

• 氣象局城鄉預報：三天預報 
• 每天更新四次，更新時間：05、11、17、23時 

監測與預報氣溫整合 

監測與預報氣溫整合 



黃 紅 紫 

低溫 最低溫低於10℃ 
連續12小時低於10℃  
或 最低溫低於6℃ 

連續24小時低於6℃  
或 最低溫低於0℃ 

蓮霧 連續3小時低於10℃ 連續6小時低於10℃ 連續24小時低於10℃ 

芒果 
連續三天最低溫低於
15℃ 

連續七天最低溫低於
15℃ 

高接梨 最低溫低於10℃ 
連續三天最低溫低於
10℃ 

毛豆 
連續三天最低溫低於
15℃ 

連續3小時低於10℃ 

葡萄 
最低溫低於10℃ (1月
份) 

最低溫低於10℃ (2、3
月份) 

虱目魚 

連續一、二天 
最低溫低於10℃ 

連續三天 
最低溫低於10℃ 

連續四天 
最低溫低於10℃ 

鯛魚 

石斑 

鱸魚 

蝦 

匯整冬季農產與漁業鄉鎮警戒值 

• 匯整農委會與漁業署冬季易受損之作物或魚種之定義警戒值 



低溫預警模組建置 

• 介接氣象局城鄉預報，每日更新4次(05、11、17、23 LST) 

• 多條件溫度警戒研判模組與即時預警系統建置 (預報未來兩天) 

黃色：最低溫低於10℃  ；   
紅色：連續12小時低於10℃  或  最低溫低於6℃  ；   
紫色：連續24小時低於6℃  或  最低溫低於0℃ 

鄉鎮區示警 



單一農業作物與魚種寒害鄉鎮預警 

蓮霧農業警戒 虱目魚漁業警戒 

5種農業、5種漁業單一產物寒害預警，僅對種植養殖鄉鎮預警 

• 農業：蓮霧、芒果、高接梨、毛豆、葡萄         漁業：虱目魚、鯛魚、石斑、鱸魚、蝦 

總影響面積比例 



可能影響產值估算 

 依據農委會農情調查及農業統計104年資料彙整 

 農（水）產種植(養殖)面積、產量及價格 

 作物影響參數：溫度、延時、歷年寒害平均影響面積比例 

 

 

 



情資應用與展示 

2月9-13日低溫寒害預警資訊 



9日起台灣受寒流級冷氣團影響 

 中央氣象局預測自2月9日

(週四)起，台灣地區受寒流

等級之冷氣團影響，9日下

午起開始降溫，預估10日至

11日為冷氣團最主要影響時

間 

 

 此波寒流為乾冷型，北部地

區有出現連續低溫(10oC以

下超過12小時)之可能，須

嚴防寒害影響 

寒流冷氣團 

新北市坪林區48小時溫度預測 

9 
7 7 6 6 6 7 

2/09 15:00 2/10 09:00 

106/02/08/08:00 



台灣地區低溫影響將持續四天 

 此波冷氣團影響時間將自9日下午後持
續影響至13日清晨，北部與中部每日
低溫將出現連續低於10度的情形 

 寒流影響最嚴重時間為10-11日，部分
地區低溫下探6度，須嚴防寒害影響 

苗栗縣大湖鄉七日溫度預測 

14 16 17 19 20 

7 6 6 8 8 8 

21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台北市文山區七日溫度預測 

13 13 14 
16 17 18 

8 8 8 9 10 12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10℃ 

6℃ 

0℃ 

2017/02/10 
06:00 



9日低溫主要影響北部地區 

 2/9(週四)冷氣團開始影響台灣，午後氣溫明顯下降，氣象局預報全台14縣市共
114鄉鎮區達10度低溫，新北市烏來區、平溪區、坪林區、桃園市復興區與新竹
縣尖石鄉可能會出現連續低溫 

低溫圖例 
黃色：最低溫低於10℃ 
紅色：連續12小時低於10℃ 或 最低溫低於6℃ 

縣市 (14) 低溫預警 2017-02-09 影響鄉鎮區 (114) 

新北市 
烏來區、平溪區、坪林區、永和區、石門區、樹林區、雙溪區、三峽區、金山區、
汐止區、土城區、五股區、林口區、石碇區、中和區、三芝區、新店區、鶯歌區、
貢寮區、淡水區、萬里區、瑞芳區、蘆洲區、泰山區、深坑區、三重區 

桃園市 
復興區、龜山區、龍潭區、新屋區、中壢區、楊梅區、大園區、八德區、平鎮區、
觀音區、桃園區、大溪區、蘆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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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信義區、文山區、內湖區、北投區、松山區、大安區、南港區、士林區 

台中市 和平區、東勢區、神岡區、新社區、外埔區、豐原區、后里區、大雅區、石岡區 

宜蘭縣 
羅東鎮、頭城鎮、員山鄉、五結鄉、大同鄉、宜蘭市、蘇澳鎮、礁溪鄉、冬山鄉、
三星鄉 

苗栗縣 
三灣鄉、泰安鄉、通霄鎮、卓蘭鎮、公館鄉、南庄鄉、三義鄉、造橋鄉、獅潭鄉、
苗栗市、頭份市、大湖鄉、銅鑼鄉、頭屋鄉、西湖鄉 

南投縣 中寮鄉、仁愛鄉、鹿谷鄉、魚池鄉 

嘉義縣 阿里山鄉 

花蓮縣 秀林鄉 
基隆市 信義區、七堵區、仁愛區、安樂區、中正區、暖暖區、中山區 

新竹市 東區 

連江縣 南竿鄉、莒光鄉、北竿鄉、東引鄉 
金門縣 金沙鎮、金湖鎮 



10日低溫影響全台19縣市 

 2/10日氣象局預報全台19縣市共209鄉鎮區達低溫等級(10度以下) 

低溫圖例 
黃色：最低溫低於10℃ 
紅色：連續12小時低於10℃ 或 最低溫低於6℃ 

縣市 (19) 低溫預警 2017-02-10 影響鄉鎮區 (209) 

新北市 

烏來區、坪林區、平溪區、石碇區、金山區、瑞芳區、蘆洲區、泰山區、板橋區、深坑
區、中和區、新莊區、石門區、樹林區、三峽區、貢寮區、汐止區、萬里區、土城區、
五股區、林口區、三重區、永和區、三芝區、新店區、八里區、鶯歌區、雙溪區、淡水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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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 
復興區、中壢區、楊梅區、大園區、八德區、平鎮區、觀音區、桃園區、大溪區、蘆竹
區、龜山區、龍潭區、新屋區 

新竹縣 
尖石鄉、五峰鄉、竹東鎮、關西鎮、新豐鄉、橫山鄉、寶山鄉、竹北市、新埔鎮、湖口
鄉、芎林鄉、北埔鄉、峨眉鄉 

苗栗縣 
南庄鄉、後龍鎮、大湖鄉、銅鑼鄉、頭屋鄉、西湖鄉、三灣鄉、苗栗市、泰安鄉、通霄
鎮、頭份市、卓蘭鎮、公館鄉、三義鄉、造橋鄉、獅潭鄉、苑裡鎮、竹南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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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江縣 南竿鄉、莒光鄉、北竿鄉、東引鄉 

台北市 
士林區、信義區、中山區、大同區、文山區、內湖區、北投區、松山區、大安區、中正
區、萬華區、南港區 

高雄市 甲仙區、內門區、杉林區、那瑪夏區 

台南市 安定區、楠西區、左鎮區、下營區、新化區、玉井區、南化區、龍崎區、佳里區 

宜蘭縣 
南澳鄉、宜蘭市、蘇澳鎮、礁溪鄉、員山鄉、五結鄉、大同鄉、羅東鎮、頭城鎮、壯圍
鄉、冬山鄉、三星鄉 

彰化縣 
花壇鄉、溪湖鎮、埔心鄉、社頭鄉、二林鎮、埤頭鄉、竹塘鄉、鹿港鎮、芬園鄉、大村
鄉、永靖鄉、北斗鎮、田尾鄉、大城鄉、溪州鄉、彰化市 

雲林縣 
莿桐鄉、二崙鄉、褒忠鄉、四湖鄉、斗六市、西螺鎮、古坑鄉、林內鄉、崙背鄉、元長
鄉、斗南鎮、土庫鎮 

嘉義縣 中埔鄉、梅山鄉、大埔鄉、朴子市、竹崎鄉、番路鄉、阿里山鄉 

屏東縣 霧台鄉 
花蓮縣 秀林鄉、豐濱鄉、卓溪鄉、壽豐鄉 

基隆市 中正區、暖暖區、中山區、信義區、七堵區、仁愛區、安樂區 

新竹市 北區、東區、香山區 

金門縣 金沙鎮、金寧鄉、烏坵鄉、金城鎮、金湖鎮、烈嶼鄉 



農業低溫影響範圍 

 本次寒流低溫影響以北部及中部地區為主，苗栗縣、台中市及南投縣的高接梨種
植區，宜蘭縣、台中市、南投縣、台南市的蓮霧，以及苗栗縣、台中市、南投縣
彰化縣、雲林縣的葡萄種植區須注意低溫影響 

 芒果種植區主要分布於中南部地區，非本次低溫區，惟正值台南地區芒果開花期
易受寒害影響，需留意低溫變化及早因應 

高接梨圖例 
黃色為最低溫低於10℃、
紅色為連續3天最低溫低
於10℃ 
淺綠色：農業種植區域 

蓮霧圖例 
 黃色為連續3小時低於
10℃、紅色為連續6小時
低於10℃、紫色為連續24
小時低於10℃ 

葡萄圖例 
 黃色為一月份最低溫低於
10℃、紅色為二、三月份
最低溫低於10℃ 



漁業低溫影響範圍 

 台灣地區漁業主要養殖區為中南部地區，至10日止宜蘭縣、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縣與台南市養殖魚塭受低溫影響，包括虱目魚、鯛魚、鱸魚、石斑、蝦類，
宜留意低溫變化預先做好防範 

漁業圖例 
警戒值使用最低溫 
低於10℃連續天數為標準 
黃色為連續1-2天、 
紅色為連續三天、 
紫色為連續四天 
淺藍色：漁種養殖區域 



綜合建議事項 

 氣象局預報寒流自9日(週四)起開始影響台灣，10日低溫預報(10℃以下)
涵蓋19縣市，冷氣團將持續影響至13日，呼籲低溫影響縣市之民眾保暖
禦寒，衛福單位及地方政府啟動低溫關懷機制 

 本次受低溫影響農作物包含苗栗縣、台中市及南投縣的高接梨種植區，
宜蘭縣、台中市、南投縣、台南市的蓮霧以及苗栗縣、台中市、南投縣
彰化縣、雲林縣的葡萄種植區 

 漁業主要養殖區位於中南部地區，至10日止宜蘭縣、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縣與台南市養殖魚塭受低溫影響(包括虱目魚、鯛魚、鱸魚、石斑、
蝦類)，需留意低溫持續的後續變化 

 本次寒流易受低溫影響之農作物計有高接梨、蓮霧、葡萄、芒果、香蕉、
木瓜、椪柑等及養殖魚類有虱目魚、鯛魚、鱸魚、石斑、蝦類等，請農
民須留意未來低溫變化，預作防寒準備 



結 語 

  協作力量大 

寒害低溫預警模組開發乃結合氣象、農業相關資料
與專業 

透過跨部會共同協作完成，使本模組能於短期內完
成開發與應用 

  預警情資策進 

早期預防優於事後救災，透過災前情資掌握，將可
及早擬定因應措施及早預防 

未來將持續納入各方專業知識，讓預警情資少人工
多智慧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