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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開始> 

⚫ 上半段 

接下來請聽生活 In Design，美好早晨，來一段愛智之旅吧！。漫步在社會的街角，開啟我們與自己的

對話。穿梭在文化的迴廊，重拾我們與土地的羈絆，生活 In Design，為理想生活提案，設計所有幸福

的可能，週一到週五，早上九點到十點，我是嘉妮，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 

 

【主持人-紫筠】：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早安。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我是紫筠，每週一到五早

上9點05分在空中與您分享豐富的生活資訊和消息。今天是3月7號星期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就是

做節目的關係，就是每天來到，每天時間到了然後來到空中來跟大家線上打招呼一下，結果爆出日期

的時候就會驚呼一下，什麼3月已經過了7天了，我的腦袋可能還留在228連假的時候，所以每次講一

講一下子又讓一個月就過去了，我真的覺得好驚人啊。好，再來跟大家預告一下，今天的主題喔，今

天呢是星期二來到了我們每個月一次的防災新視界，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臺灣的氣象災

害，在我們的忙碌生活當中呢其實往往會受到災害的影響，而打亂了生活的節奏，也時常啊可能因為

準備不及啊把自己弄得手忙腳亂的。那但是呢這些氣象災害的背後其實都有一套運作的方式，如果我

們能夠瞭解其中運作的原理，對於事前的防災呢做一些準備的工作，其實呢確實能夠有很大的幫助，

那究竟臺灣有哪一些氣象災害？它們的成因又是什麼？有沒有什麼預警、預報的系統呢？今天呢在節

目當中，我們就邀請到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朱容練研究員要來和我們聊聊。 

今日夯話題，近年來了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極端氣象災害事件的發生頻率當然也越來越高，因此

呢民眾對於氣象的需求也增加，而中央氣象局也因應各種趨勢，致力充實了設備，也與相關單位合作

來提高氣象服務品質給社會大眾，一般我們常見的除了新聞氣象啊、電視氣象啊、廣播氣象啊，或是

你手機 APP 上面可以看到了氣象預報之外呢，其實我們也能夠自主的去查詢目前的氣象資訊喔，今

天呢就要來跟聽眾朋友們分享二支電話號碼，就是166，以及167。中央氣象局呢這個是與中華電信公

司來共同合作開發智慧型電腦語音按鍵式的氣象資訊服務電話，你只要藉由家中的電話或是手機選撥

166，這個呢是國語的，以及167，這個呢是臺語、客語以及英語，就可以收聽到最新的氣象資訊喔，

那如果呢同時又遇到發佈地震報告的時候呢也可以把地震報告的內容會加入在這個其中，透過這個系

統的民眾也可以比較快速地獲取氣象資訊，不過呢這邊要提醒的是喔，就是166及167這二隻氣象語音

查詢在非颱風警報期間，它是付費的語音服務喔，收費的費率呢會依照各家電信業者來計費標準。那

如果呢你是遇在颱風海上或陸上警報發起一直到解除颱風的海上陸上警報的這個期間呢撥打，166及

167才是免付費的喔。好時間來到了九點零九，已經九點十分了，除了上述中央氣象局提供的氣象服

務之外呢，今天呢在節目當中也會來跟大家介紹更多關於氣象監測的相關系統，聽眾朋友們也都可以

好好的利用這些系統來瞭解更多的資訊喔，我們先來聽一首歌曲節目回來之後呢一起來聽聽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的朱容練研究員來跟我們分享哪些氣象災害的相關資訊呢？ 

我們該如何避免或與其共存，帶你瞭解防災觀念和知識共同學習防災演練和措施，防災不是口號自我

保護才最重要跟我一起開啟防災新視界。歡迎來到生活 In Design 的節目當中我是主持人紫筠，今天

的主題來到了我們防災新視界，今天呢要講到的是什麼樣的主題呢？就是臺灣的氣象災害與防災準

備，臺灣在重要的自然災害，主要可分為好多個種類，像是地震災害農業災害啊森林災害氣象災害等

等的，但是呢我們今天的主題就聚焦在氣象災害這塊，那臺灣的氣象災害到底有哪些？它們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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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呢？有沒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們就邀請到了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研

究員，朱容練研究員來和我們聊聊，哈囉！朱研究員您好。 

【受訪人-朱容練】：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主持人-紫筠】：是，我剛剛呢其實前面講了一大段，我可以很老實地承認，我就是查資料念出來的。

對。好，那為什麼要這樣講呢？是因為當初我看到這個主題是氣象災害的時候，我就想說臺灣的氣象

災害會不會是我們常見的什麼地震啊、土石流啊、颱風啦等等的。然後仔細一查才發現，根本就不是

我想的這樣，所以可以請朱研究員來跟我們解釋一下，臺灣到底有哪些氣象災害呢？ 

【受訪人-朱容練】：OK，臺灣的地理位置的關係。所以呢這個氣象災害比較多元一點。那影響臺灣氣

象災害的這個天氣系統，最主要的就是有二個，那影響臺灣的天氣也是這二個，其中一個叫做太平洋

高壓，另外一個是西伯利亞那邊的一個大陸冷氣團，這二個氣團呢它其實是會有消長的，譬如說在太

平洋高壓這一塊它隨著時間越接近夏天，它的勢力範圍就越來越大，另外一個西伯利亞或是大陸冷高

壓，隨著時間越來越接近夏天就越變越弱，那臺灣剛好就是在這二個勢力範圍在拉鋸的那個位置，那

隨著這個季節呢，因為這二個有消長，所以在消長的過程裡面就會產生很多的天氣現象，那例如說以

四季來分的話，像臺灣特有的一個天氣型態叫做梅雨季，梅雨季它會發生就是剛好在春天要接近進入

夏天的這個過渡的時期，那這個時期呢剛好就是在太平洋高壓逐漸變大變強，然後呢這個大陸冷高壓

和西伯利亞這邊這個冷氣團要慢慢地減弱，然後剛好二個在拉鋸的時候，剛好因為你消長的過程一定

有一個勢均力敵的一個階段是。那個階段剛好就是在我們的梅雨季的時候。 

【主持人-紫筠】：是所謂的滯留鋒的概念。 

【受訪人-朱容練】：對。對。對。對。 

【主持人-紫筠】：是。是。是。 

【受訪人-朱容練】：對，在這二個是完全性質不太一樣的氣團，所以它二個接觸的地方的時候就會有

一個很明顯的介面。就是我們的鋒面，那在鋒面的附近，其實就會很多的劇烈天氣的發生，那在這樣

的一個劇烈的天氣發生底下就會產生比較多的，比如說雨下得特別特別大，後面的後面的部分就是變

成說雨下很大，造成很多的譬如說淹水土石流災害就會陸續就會發生，那就是我們梅雨的時候發生超

大豪雨或下很大雨的時候造成的現象，那隨著季節往後推移，梅雨季過後就是颱風季，就是夏季，夏

季最主要的一個氣象災害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颱風，像颱風呢它比較容易發生地方就是在熱帶地區比

較溫暖的海洋面上，在臺灣附近我們叫做西北太平洋，這個地方比較熱帶比較低緯度的地方這個環境

其實是比較有利於颱風生成的，颱風生成之後，接下來就是要決定說看它往哪邊移動這個問題，那這

個也跟我們的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剛剛提到的那個副熱帶高壓有關，就好像是一個很大的齒輪一樣，

那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它其實是在北半球是一個順時針方向旋轉的一個氣流，一個很大的齒輪以順時針

的方向在旋轉，那颱風在北半球是逆時針的，像說像是一個小的齒輪逆時針在那邊轉，然後呢當這個

颱風形成之後黏到了或者是碰觸到太平洋高壓，它就被這個大齒輪卡住之後，就會往它的隨著它的方

向在移動，那這個移動的路徑剛好就是會往這個北半球，就是西北太平洋這邊往西甚至往北移動，那

如果路徑對的話，這樣講起來有點奇怪，就是如果路徑是往這邊它就會進到臺灣來就會侵襲到臺灣的，

就會造成臺灣比較嚴重的這個天然的災害，所以這是夏天最主要的一個氣象災害之一，那另外還午後

對流的部分，就是我們叫做極短時間裡面下很大的雨。 

【主持人-紫筠】：豪雨那種… 

【受訪人-朱容練】：對，就是午後對流，然後造成山洪暴發，比較深山裡面下很大的雨，下游其實是

晴天的，這種其實你要預警的話，其實相對來講有就比較辛苦一點，這是夏季的時候的主要的這個氣

象災害，那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夏天就進入到冬天，這中間的秋天的時候的颱風，我們比如

說姑且叫做秋颱，秋天的颱風呢其實它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叫做共伴效應。 

【主持人-紫筠】：共伴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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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朱容練】：這應該，一般民眾聽眾們應該都有多少都有聽過。 

【主持人-紫筠】：有有有。 

【受訪人-朱容練】：對，它的共伴效應就會變成說，颱風呢其實從臺灣的南部，南端巴士海峽這邊，

菲律賓跟臺灣中間的海，往西通過，但是它也沒有登陸臺灣，但是只是從這個海域通過之後再通過的

過程裡面對於我們臺灣的東北部地區，尤其是宜蘭，花蓮的北邊一點點這邊造成蠻蠻大的降雨。 

【主持人-紫筠】：是。因為就是宜蘭人所以非常感同身受。 

【受訪人-朱容練】：喔真的嗎？我也是宜蘭人。 

【主持人-紫筠】：現在突然在節目上認親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受訪人-朱容練】：那這個就是從夏季到秋季最主要的一個氣象災害，那冬天之後呢，其實隨著颱風

季的慢慢經過呢，接下來就是低溫的問題，就是剛剛講的冬天之後的這個大陸冷高壓的勢力就越來越

大，那另外呢這個我們太平洋高壓的勢力就開始慢慢減弱就開始，所以天氣就會轉換成一個比較容易

發生低溫的一個天氣型態，它這時候寒害就要特別注意，那到春天，冬天到春天這段時間其實就是只

有春雨，那這個有什麼災害呢？其實就是另外一個我們剛剛講的是雨很多的狀況。 

【主持人-紫筠】：是。 

【受訪人-朱容練】：對。那另外有一個是雨很少的狀況，就是所謂的乾旱。 

【主持人-紫筠】：是像現在這個時期是差不多 

【受訪人-朱容練】：沒錯，現在其實南部的水情其實是相當的嚴峻，那經濟部水利署這邊呢我們的政

府單位這邊其實也正積極地從事一些抗旱的工作，希望民眾還有大家都能夠有充足的水可以使用，那

這樣的情況其實是很容易發生在臺灣的冬天到春天這段時間，因為那時候其實就是雨下得比較少。那

如果你前一季的雨水其實不夠的時候，那就會造成這個用水上面會有一些比較吃緊的情況。 

【主持人-紫筠】：瞭解。謝謝研究員，我們剛把就是臺灣的一年四季可能會發生的一些氣象災害都跟

大家分享，尤其到了現在這個時候，因為可能最近大家有看到新聞說日月潭的九隻蛙又跳出來跟大家

Say Hellow 囉。 

【受訪人-朱容練】：沒錯。 

【主持人-紫筠】：是。現在臺灣的乾旱的氣象可能會稍微嚴重一點點，那就像剛剛前面有講到了，無

論是梅雨季再來是暑假的颱風在可能會面臨到的是豪大雨，還有再來是寒流以及乾旱這幾個氣象災害

當中，臺灣有沒有最常見的，就是它可能發生期可能是最長的。 

【受訪人-朱容練】：Ok，如果以發生期來講，其實我剛剛講的這個乾旱的狀況，其實它的發生之後到

旱象解除它的過程，其實是相對比較長的，它可能是用月來計，可能三個月六個月，甚至九個月，那

如果是以這種劇烈天氣會下大雨的這種話，其實主要的災害還是大家比較熟知的這個颱風災害。 

【主持人-紫筠】：颱風。 

【受訪人-朱容練】：對對對對對，那它其實主要還是發生在夏季，那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然後再加

上臺灣的地形，我們有一個中央山脈，就是名副其實的這個護國神山。每次颱風只要通過，然後經過

中央山脈的時候，它的結構就會被破壞掉。所以從東部經過中央山脈到西部這個過程裡面，颱風的結

構，因為被破壞，所以它強度一些影響力通常就會被削弱很多，那也是因為這個中央山脈的關係，所

以讓臺灣的這個氣候狀態其實是很分明的，我們可以分成是，比如說從5月到10月甚至11月，這是所

謂的雨季，叫做豐水期，那另外其它的六個月，比如說冬天到春天這叫做枯水期，所以也就是因為這

個地形的關係，再加上這個整個大環境的這個環流，因為受到這個地形的影響，所以造成很多四季沒

有那麼沒有那麼明顯，然後反而是有分成雨季跟乾季的這樣的差別。 

【主持人-紫筠】：是瞭解。謝謝研究員。好，我們剛剛呢前面有大概認識了一下臺灣到底有哪一些氣

象災害？那以及呢我們可能比較常見的，就像是剛剛有講到的乾旱或是颱風等等。那接下來呢我就要

來問到說如果面對這些災害來臨，我們應該要做什麼樣的準備或者是有沒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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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朱容練】：其實災害來臨之前，其實以現在的這個媒體資訊這麼發達的情況底下，就算不太

常看電視也常常會聽到相關的新聞或消息因為管道非常多，所以一般基本上的譬如說讓自己家裡的窗

戶或什麼變得比較堅固，這個其實大家都會稍微去注意，那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其實是如果以颱風災

害來講，颱風來的時候，大家都以為雨很多對不對？可是呢反而怕會有暫時沒水用的這個情況。 

【主持人-紫筠】：啊，真的嗎？ 

【受訪人-朱容練】：對對，因為在這個跟水多水少可能關係還沒有那麼密切，主要是因為雨下太大的

時候，我們的河川的這個濁度會提高。那我們拿到的這個自來水，乾淨的水，它是需要一定的程序，

讓它變乾淨，那如果我們的原水濁度太高的時候，這個淨水廠其實它是來不及把這些比較混濁的水變

得乾淨。 

【主持人-紫筠】：因為都夾帶一些泥沙土石。 

【受訪人-朱容練】：對。對。所以當這個淨水功能超過負荷的時候，就會適度進行限水的動作。所以

很就會有我們公共用水就會受到影響，那因著這個關係，所以在颱風來的時候，其實我我甚至會建議

說，在飲用水的部分可以多準備一些。 

【主持人-紫筠】：對。哇！我今天真的非常出乎我意料，因為大家就覺得說颱風來啊，可能會淹水啊

或者是下豪雨。最不缺的可能應該就是水了吧，結果殊不知，今天研究員給我們大家提醒需要多準備

一些飲用水。 

【受訪人-朱容練】：對對對對對，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我覺得值得提出來跟大家分享的一個訊息，因

為其他我想大概大家多少都能夠準備嘛！ 

【主持人-紫筠】：瞭解，好的。所以聽到這裡的聽眾朋友們，你要好好記得說，如果颱風來了一些什

麼乾糧那是必須的，但是飲用水一定要記得喔，要好好準備 

【受訪人-朱容練】：是，沒錯。 

【主持人-紫筠】：在上半段的節目剩下一點點時間，我也想來先問一下研究員我們先給大家開一個小

小的點，就是臺灣到底有哪一些災害預警系統呢？ 

【受訪人-朱容練】：Ok，其實每一個天然災害都有它的一個權責機關在負責，就是我們政府的分工是

這樣子，那每個部會呢如果他負責處理某一個天然災害的時候，他就會有相對應的一個系統出來，所

以我相信各個政府部門他們本著自己的這個權責，還有任務其實他們都會有開發相對應的這個監測或

預警系統。那因為所有的災害除地震以外，絕大多數都是從氣象開始這個引發的，颱風啊、梅雨啊，

那在氣象上，其實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官方裡面最主要的一個提供氣象資訊的一個一個單位嘛，所以他

們很多監測系統。那除此之外呢，像我們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因為也是任務需求，所以我們

必須要有一些監測跟預警的這個系統。那像我們是像我專長是處理氣象災害的部分，所以我們就會有

一些監測氣象的一些系統。例如我們自己開發一個叫做天氣與氣候的這個監測網是叫做 WHAT。W-

A-T-C-H，那如果是以整個全盤在考量的時候呢我們中心有一個叫做災害情資網。 

【主持人-紫筠】：災害情資網。 

【受訪人-朱容練】：對。那裡面其實就是把匯集了各部會的能量，把所有各部會的監測的資料，還有

即時的影像，都匯集在這個平臺上，那提供各部會進行這個災害應變的時候，方便使用。 

【主持人-紫筠】：是瞭解。好，所以其實剛剛研究員有跟我們分享到說其實臺灣各部門他還是會有一

些他的預警系統存在，那針對剛剛有講到的就是災防中心裡面提供的一些內容呢我們就要在下半段來

跟大家好好的詢問一下研究員，到底裡面可以看到什麼樣的內容。 

【受訪人-朱容練】：好的，沒問題。 

【主持人-紫筠】：那我們就在一個廣告之後待會馬上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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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段 

【主持人-紫筠】：歡迎再回到生活 In Design 的節目當中，我是主持人紫筠，臺灣呢其實災害的發生

會使生活其實受到了蠻大的影響，那如果我們能夠未雨綢繆，提早做好準備的話，其實也能夠降低一

些生命財產損失的風險。那剛剛呢我們在上半段有邀請到的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研究員朱容練

研究員來到我們節目當中。哈囉研究員您好。 

【受訪人-朱容練】：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紫筠】：是，我剛剛上半段呢就講到了一些臺灣的有哪些氣象災害以及它形成的過程大概是

什麼樣子？那下半段呢我們就要來到了，是防災準備以及預警系統這部分。好，那臺灣呢在近幾年氣

候變遷的影響下，其實極端氣象災害的事件發生頻率真的也是越來越高了。那所以我們民眾對於氣象

的需求也增加了蠻多，開始有很多人都說先從氣象預報開始，然後開始關注到說我們災害有沒有哪些

準備啊？那我就很想問到研究員說，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也提供了一些預警系統的內容。那針對氣象的

這個部分還有提供哪一些的服務呢？ 

【受訪人-朱容練】：我們的最主要提供氣象相關防災情資的，除了這個災害情資網，這個是毋庸置疑

之外，那我們自己氣象上在使用的呢叫做天氣與氣候資訊監測網叫做 WATCH 這個這個網頁，那裡面

其實提供了每天的這個氣象資訊，氣象資訊裡面包含了二塊，第一部分就是監測，那另外部分就是預

警的部分，那監測的部分的話，其實它是即時的，也就是說它每天會定期的更新，那有些是更新一次

有些更新二次，那預警的部分其實除了氣象局有提供我們相對應的這個預警的資料之外，那為了作業

需求我們也嘗試著在測試一些這個預警的相關的模式，來做未來的這種預警。那這一塊呢其實我們更

新的頻率也是1天至少會有二次，那接下來就是說現況知道了，那預警的這一塊就是變成說我可以往

未來知道多久。那現在目前有，有幾個，一個是未來3天，那還有一個是未來的5天，一個禮拜，還有

二周，我們最常最常我們有嘗試往外預警到四十五天。 

【主持人-紫筠】：可以到這麼長。 

【受訪人-朱容練】：對，但是它會隨著時間的往後遞延，它的準確性會慢慢的降低。所以如果是因為

其實它的使用方式就會變得比較不一樣，它會依照你的預警的時間，然後會你會有不同的對待這些預

警資料的方式，例如說，像45天那種，我們就會知道說其實它的準確性，它會隨著時間慢慢減低嘛，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說，未來可能在二週後會有一個系統會通過臺灣，但是至於在未來二週後的哪

1天，我可能沒辦法馬上告訴你，就算告訴你可能它也不見得是完全對的。 

【主持人-紫筠】：對，畢竟未來，也不是未來的預演，它只能跟你說大概的。 

【受訪人-朱容練】：對，但是我就會知道說，它會有一個系統會通過。好，那可是隨著時間我還是會

有3天的預警、我有5天的預警，這時候它其實它的準確性可信度就會越來越高，因為預警的時間比較

短，那這時候等時間比較接近，我就可以比較精準的掌握那個系統它到底是在哪一天會影響我們，所

以隨著資料預警的長度不太一樣，它就會有不一樣的這種使用方式，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藉這個機會

跟一般民眾或者是氣象資料使用的人，分享一下這個使用資料的一個相對的一種方式。那還有一個其

實我覺得跟民眾使用度或者是說頻率會最高的一個。其實不是三天的，我剛剛沒有講的就是說，我們

有未來二個小時的預警的資料。 

【主持人-紫筠】：更短。 

【受訪人-朱容練】：更短。對，那這個呢我們有一個 APP 叫做落雨小幫手。 

【主持人-紫筠】：落雨小幫手。 

【受訪人-朱容練】：對。 

【主持人-紫筠】：是 lo̍h-hōo 的那個落。 

【受訪人-朱容練】：對。落雨小幫手，那這個 APP 呢它現在已經在這個 IOS 跟這個 Android 的這個平

臺已經上架，所以它是免費可以下載的。那因為是我們這邊開發的，所以在使用上基本上是可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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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放心。那它的功能其實就是會針對我們的所在的地方，就是使用者所在的地方，未來二個小時會

不會造成下雨，或者是打雷，或者有沒有閃電，會提早讓這個民眾知道，那這個主要是透過雷達回波

的監測，然後轉換成相對應的降雨量，那這個全臺都可以用，可是呢在坊間，我想我相信一般民眾應

該都有使用到類似的這個 APP。那這款 APP 跟其它同性質的 APP 比較大的差異就是在於我們這個

APP 它可以推估未來二個小時的這個降雨的趨勢，那大部分坊間比較普遍的這個類似的 APP 呢其實

主要是以監測為主。對，那這個部分其實是民眾可以廣泛使用的，那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說除

了能夠針對我們使用者民眾他所在的地方未來的二個小時的降雨情況，進行主動推播之外，我們的民

眾呢如果你有裝這個 APP 的話，你還可以自己選擇幾個區域。一般是三到四個，三到四個區域去要

求希望這個 APP 能夠主動推播給你哪幾個地方，對於有商務需求的這些民眾其實他臺灣南北二頭跑

的時候，他就可以去選擇他所希望的這個地區會不會下雨進行一個主動推播，我覺得這個相對於其他

氣象的資料來講的話，我覺得這個是對民眾來講是更有幫助的一個一個氣象資料這樣。 

【主持人-紫筠】：是。剛剛研究員講完以後，我覺得現在立馬很想要打開手機下載，但是因為現在在

錄音嘛沒有辦法，因為對我來說我覺得很好的地方是，像我們這種通勤族你沒有辦法預測說你到了那

個目的地，它會不會下雨，需不需要雨傘之類，所以我就可以馬上看得到二個小時之後，到底會不會

有降雨等等的資訊？其實還有一個很有幫助的是，譬如說像辦活動的朋友們，你也可以看到說到底會

不會下雨，二個小時足夠讓你改成雨備方案。 

【受訪人-朱容練】：對對對 

【主持人-紫筠】：是。是。是。好，所以剛剛研究員有提到這個 APP 叫做落雨小幫手。lo̍h-hōo 的那

個落雨小幫手，以及災防科技中心原本提供的天氣與氣候監測網就是 watch。這二個平臺可以推薦給

大家。 

【受訪人-朱容練】：是。 

【主持人-紫筠】：好，那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最基本的這二個內容它裡面除了降雨資訊之外，它還有

看得到什麼樣的內容，比如說溫度看得到嗎，還有鋒面，這些是可以看得到的嗎？ 

【受訪人-朱容練】：可以可以，像最完整的資料，我們都會呈現在這個 WATCH 這個網站裡面，那裡

面其實它會依照不同的氣象變數，那提供給使用者進行點擊，然後它可以去查閱一下當地有什麼東西，

那裡面呢其實我們目前設計的介面是一個小方塊一個小方塊在我們的首頁。那每一個小方塊呢其實就

是一個主題，例如說降雨的主題、低溫的主題，例如說這個颱風的主題等等，只要使用者聽眾上去點

選你們相關有興趣的就會找到相對應的氣象的資料。所以裡面其實因為東西有點多，所以我常常有時

候我自己也會點到後來會迷路在裡面。 

【主持人-紫筠】：是是是，瞭解。但是這些豐富的資訊其實還是能夠幫助到聽眾朋友，或是一般大眾

去了解到現在的天氣狀況。 

【受訪人-朱容練】：是 

【主持人-紫筠】：是。是。是。好，那我其實有查到另外一個東西是為了要滿足外界防災資料的使用

需求，你們有推出了一個叫做氣象預警資料 API，來供民眾去做申請，那這個又是什麼樣的介面呢？ 

【受訪人-朱容練】：API 現在是一個資料交換的一個非常被廣泛使用的一個介面。它其實就是應用程

式介面的一個縮寫。那其實它的概念就好像說我有一個櫥櫃，一個櫥窗上面擺了很多商品，那這些商

品其實就是所謂的氣象資料，那我的商品只是一個放在上面的一個展示的。那我真正資料在我後面的

倉庫嘛，就是所謂的資料庫，那今天呢使用者也是說這個顧客要買這個商品的顧客或索取這個商品的

顧客，它是需要去透過某一種比如說我指定這個商品，那這個商品比如說按個按鈕，然後呢這個按鈕

就會聯繫到這個商品的這個倉儲，從倉儲裡面把這個消費者或者民眾需要的這個商品，就把它拿出來

給它。這個整個過程就叫做 API 的一個運作過程。只是說這樣的過程，其實是應用程式跟應用程式之

間在做溝通的一個過程，不是人。它是應用程式跟應用程式間的一個交換的一個介面，那透過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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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其實不只我們，像很多大的企業如 google 或者其他部會也都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在把開放資

料提供給外部使用者，讓使用者其實他在介接資料的時候相對來講，就會變得比較方便，那我們也就

是利用這樣的一個 API 的方式，把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 WATCH 上面的絕大多數的這個氣象資料，我

們在 WATCH 上面看到的氣象資料，大部分都是用圖像的方式在顯示，其實它背後是數位的資料，這

些數位資料其實我們也開放給一般民眾去申請，那當然不是只有一般民眾，更多的是這個防災的人員，

比如說其他地方政府或者是協力團隊，或者是學界的老師在這個防災上有任何使用氣象資料的需求的

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這 API 的方式提供這個氣象資料給他們使用，因為他們可以在取得這些開放資

料之後可以做他們所需要的圖資的加值，那這樣就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在他們的這個使用端。 

【主持人-紫筠】：是。沒錯，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了。無論是針對一般民眾或者是在可能專業相關研

究人員這二部分的聽眾朋友們其實都可以運用到相關的資訊。對，所以從簡到繁其實我們都推薦給大

家，如果你真的對於這些資料或者是內容很有興趣的話都還是可以推薦大家去看看這樣的。 

【受訪人-朱容練】：是的。 

【主持人-紫筠】：好，那我也想來問研究員說，因為現在有很多的譬如說你們的監測系統、預警系統

等等的，那你們有沒有曾經有一些相關的案例，譬如說，藉由氣象監測或者是預報來發現這些災害因

子，然後進而去避免說災害的發生啊或者是使災情沒有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嚴重呢？ 

【受訪人-朱容練】：在我印象當中，就我個人來講，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就是 2015 年蘇迪勒颱風，當

時它在桃園復興鄉的合流部落下了很大的雨，好像 5、6 百公厘就 5、6 百毫米以上這樣，那我們知道

其實在比較深山裡面，對於這種雨量下很多的時候，其實就會有類似坡地的災害，土石流啊或什麼的。

所以呢其實政府長期在這種比較容易有土石流好發的地區呢，其實都會有相對應的宣導，或是跟當地

居民做一些討論，譬如說雨下多大之後，就應該要有採取一些行動來避免這個因為土石流或坡地災害

造成的人員傷亡，那在我剛剛講這個案例裡面，合流部落因為下了很大的雨，所以呢當地的這個居民

因為知道這個雨越下越大，那每個地方其實都有一個雨量的門檻值，譬如說在某個地方雨量超過多少

之後就很容易發生坡地災害這樣子。那他們監測到的這個雨量已經超過當地的這個門檻值了，所以當

地居民就知道說，一旦雨量超過這個門檻之後，他們就要採取必要的這個避難措施 

【主持人-紫筠】：撤離… 

【受訪人-朱容練】：撤離。對。沒錯。所以呢當地的人民眾就撤離到安全的地方，結果果不期然合流

部落在沒多久之後就出現土石流，所以居住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整個房子整個就會被破壞掉，但是也就

是因為已經有看到這個前兆，居民們已經有做了撤離的動作。所以呢整個有超過十五戶二十五人以上

的民眾就是全數都是安全的。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因為看到了一些跡象，然後有做一些疏散撤離的這

個動作之後所得到的一些正面的回饋。 

【主持人-紫筠】：是。哇我覺得現在很棒的是，臺灣現在社會上無論是政府或是有關的部門其實都幫

大家好好地維持住一些就是不要讓災害那麼嚴重後果。 

【受訪人-朱容練】：沒錯。 

【主持人-紫筠】：對對對。所以民眾朋友們除了可以接收這些資訊之外，如果你自己能夠自己親身去

關心這些相關的議題的話，其實也是蠻不錯的。所以在節目最後呢我們要來請研究員幫我們總結一下

在未來呢如果我們面對的氣象災害，民眾們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或什麼樣的資訊去做提早防災的一

些準備呢？ 

【受訪人-朱容練】：與其說要通過什麼方式去瞭解資訊，或者說及早做防災，那我更願意分享，我對

於這個的觀念是說，如何去降低災害的風險？因為每個人對於這個氣象災害所造成的風險其實是不太

一樣的。如果我們是以一般民眾是生命安全來當作我們的最在意的保全對象的時候，那我們就應該是

想像的是說，什麼樣的資訊底下呢可以讓我有機會去保全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那我會有這樣的觀念

前提是因為還是我剛剛講的，現在的獲得資訊的管道其實很多，我們其實並不缺吸收資訊的管道，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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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這些資訊我吸收到之後，我應該要怎麼樣去使用它，我要怎麼樣看待這些資料？因為資訊

更多更廣，那我如果去篩選出對我有用的資訊，這反而是更重要的一環，我舉例來講，如果今天一個

颱風，它是發生在高山區深山裡面那邊是沒有民眾的。那這個其實對於民眾來講，其實是不太需要擔

心的，因為如果是以生命財產來講，它是沒有什麼風險，因為沒有人在那邊，可是今天如果我們的保

全對象改成是例如說神木、林牧業或者是農作物，是我們最在意的東西的時候，那剛剛講的這個颱風

在那裡發生，那這個風險就很大。 

【主持人-紫筠】：對大家就會很很關心。 

【受訪人-朱容練】：很關心它，對。所以我覺得在吸收資訊之後，如何去解讀這些資訊轉化成，因為

每個人對於風險會有不同的定義，就是我最在意的東西，如果一旦這個對象改變，同樣的條件底下風

險是會不一樣的，所以如何在獲得資訊之後呢能夠評估對我們最關心的這個議題或這些東西的風險能

夠降低，那這些方法呢這個原則，秉持這個原則去做後續的這個動作，我覺得才是對個人來講這個防

災的準備來講是比較有方向感。 

【主持人-紫筠】：是。沒錯。 

【受訪人-朱容練】：對對對。 

【主持人-紫筠】：所以呢如果聽眾朋友們聽到這裡，我們可以好好去思考說，針對了這麼多的資訊，

我們該如何去消化？如何去應用？然後如何去做分享？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謝謝研究員來到我們的節

目當中。 

【受訪人-朱容練】：謝謝主持人 

【主持人-紫筠】：謝謝研究員 

【受訪人-朱容練】：謝謝 

【主持人-紫筠】：好，那也請大家繼續支持每週一到五早上 9 點 05 分的生活生活 In Design 我是紫

筠，大家掰掰。 

 <逐字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