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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2008期間臺灣地面風速變化趨勢之分析

朱佳仁   張育峯
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摘 要

本研究利用Mann-Kendall趨勢檢定法分析台灣地區1961-2008年間中

央氣象局地面觀測站的風速之長期變化趨勢。研究結果顯示：無論都會區

或非都會區，1974年之後，大多數測站全年平均風速及冬季季風風速皆有

明顯地變小趨勢。但因為都市化效應(Urbanization)的緣故，都會區的風速

遞減趨勢6.30% decade-1大於非都會區的遞減趨勢3.21% decade-1，且無都

市化效應的離島地區(蘭嶼、彭佳嶼和東吉島)全年及冬季的強風發生日亦

有逐漸下降的趨勢，高風速下降率大於低風速的下降率。本研究亦針對颱

風期間的地面最大風速加以分析，結果發現發佈颱風警報期間的最大風速

亦呈現遞減的變化趨勢。臺灣地區風速的下降趨勢與中國大陸的風速變化

趨勢十分類似，此趨勢應與東亞季風的變遷有關。 

關鍵字：地面風速、長期趨勢、都市化效應、氣候變遷

一、前言 

臺灣位於東亞大陸與西太平洋交界

之處，氣候型態介於大陸型氣候與海洋

型氣候之間，氣候狀況受東亞季風及海

陸溫差引發的局部環流影響。此外，臺

灣四面環海，島內地形多丘陵與高山，

地面風場的變化異常複雜。而地表風速

不僅與日常的天氣變化息息相關，甚至

會影響許多工程問題，譬如建築物的耐

風設計(朱佳仁, 2006)、風力發電(Chang 

et al. ,  2003)、空氣污染、地表水分的蒸

發(Chu et al., 2010; 2012)及植物的蒸散

(Chu et al., 2009)等，因此有必要深入瞭

解臺灣地區地面風速的長期變化趨勢。 

以往的氣候變遷研究大多針對氣溫

及降雨量長期的變化趨勢，較少研究風

速的長期趨勢(張泉湧 ,  2011)。但近年來

世界許多地區皆發現地面風速有逐漸變

小之趨勢，譬如Klink (1999)分析美國明

尼蘇達州七個地面觀測站的風速資料，

並計算各測站的10th、25th、50th、75th、

90 th百分位風速，結果顯示1960至1990

年之間年平均風速有逐漸下降的趨勢。

Pirazzoli and Tomasin (2003)研究分析地

中海及亞德理亞(Adriat ic)海地區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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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速資料，發現從1951年至1970年代中

期，年最大風速與年平均風速有下降的

趨勢。但1970s中期之後有增加的趨勢。 

Tuller (2004) 分析1950s至1990s加

拿大的四個機場的風速資料，發現其中

三個機場的年平均風速與冬季風速有下

降的趨勢，只有一個機場呈現增加的趨

勢。Xu et al .  (2006)分析中國大陸1969 

~  2000年的地面風速資料，年平均風速

下降了28%，線性趨勢為  - 0 . 209  m  s1-

decade-1。多風日(一天平均風速大於 5 m 

s-1)的出現機率下降了58%，趨勢為-7.77 

day decade-1。Rayner (2007)整理澳洲的

風速及蒸發皿之資料，認為風速的長期

下降趨勢造成蒸發皿蒸發量隨之降低。

McVicar et al. (2008)分析澳洲1975年至

2006年160個測站的風速資料，其結果顯

示：超過88%的陸地區域風速有減弱之現

象，全部測站的年平均風速線性趨勢為 

-0.09 m s-1 decade-1。 

J i a n g  e t  a l .  ( 2 0 1 0 )分析中國大陸

1956~2004年共535個氣象測站的年平均

風速、年最大風速與年強風日之變化趨

勢，其年最大風速的定義為一年之內的

最大1 0分鐘平均風速，強風日 ( d a y s  o f 

strong wind)的定義有兩種：其一為當日

瞬間風速大於或等於17 m s-1；另一為當

日最大持續風速大於或等於17 m s-1。結

果發現大陸地區的年平均風速遞減趨勢為 

-0.124 m s-1decade-1，年最大風速遞減趨

勢為 -1.46 m s-1decade-1，年強風日(瞬間

風速)趨勢為-3.0 day decade-1與年強風日

(持續風速)趨勢為-0.79 day decade-1。 

Jiang et al. (2010)認為風速變小趨勢

與全球氣候變遷有關，但另一些研究指

出地面風速的減弱是由於都市化效應所

造成。因為隨著都市的發展及營建技術

的進步，都會地區的建築物愈蓋愈高，

高層建築物阻礙的效果，造成地表附近

的風速逐漸變小。但Fujibe (2009)分析日

本都市化程度與風速之關係，發現此現

象並不明顯。 

除此之外，另有一些研究(Emanuel, 

2005; Webster et al., 2005)指出：在過去

十年間，北大西洋的颶風和西太平洋颱

風的數目、強度和持續時間皆有明顯的

增加，且和熱帶地區海水表面溫度成正

相關。這是因為溫室效應造成大氣的溫

度上升，因而導致海水蒸發及海面上濕

熱空氣皆有所增加，而海面上濕熱空氣

正是颱風增強的趨動力。 

由以上的文獻可知世界上許多地區

的地面風速有逐漸減弱的趨勢，許晃雄 

( 2011 )雖指出臺灣部分地區有風速減弱

的現象，但並未探討風速的變化趨勢是

否與都市化效應有關。而臺灣位處於東

亞季風系統之中，東亞季風是否有所改

變？且臺灣夏秋兩季往往有颱風侵襲臺

灣，颱風風速是否有明顯的變化趨勢？

實有必要瞭解其變化趨勢。本研究便是

分析臺灣地區的年平均風速、冬季風速

與颱風地面風速之長期趨勢，希望能釐

清以上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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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處理 

本研究採用中央氣象局在臺灣本島

及離島地區設置的25個主要的地面氣象

觀測站1961 ~ 2008年的逐時風速、風向

資料來進行分析。這些氣象觀測站有長

時間完整的風速與風向紀錄，雖然這些

資料不能涵蓋全臺灣各地的風速變化，

但其量測儀器有定期維護、校正，資料

可信度較佳。氣象站的名稱、位置、海

拔高度、風速計高度等資料可參見表1。

中央氣象局的逐時風速資料係指觀測時

間前10分鐘內之風速平均值。譬如8時之

風速是為7：50至8：00之間的10分鐘之

平均風速。風速最小精度為0.10 m s-1，

氣溫最小精度為0.10℃；風向則分為間隔

22.5 o的16個方位（北、北北東、東北、

東北東、東…），風速≦0.20 m s-1時，

記為靜風 ( C a l m )，風標不動的狀況。

2000年之後，風向分為36個方位。由於

有些氣象觀測站變遷位置、風速計架設

高度改變等因素，而使得風速資料沒有

一致性，所以在分析風速資料之前，應

該予以修正。表2為中央氣象局提供之風

速計高度變更資料。 

資料處理時必須先將原始風速資料

中不合理或有問題的資料予以刪除，對

於有些氣象站因為設立年份較晚，譬如

竹子湖 (1970年 )、梧棲 (1976年 )、蘇澳

(1981年)、東吉島(1970年)與嘉義(1969

年)，只採用設立年份以後的風速資料而

不做任何補遺。若風速計架設高度有大

幅度變更者，則必須修正為同一高度之

風速使資料具有一致性，修正時採用指

數律(Power law)將原始風速統一換算成

離地面10 m高度之風速U10： 

 = ( )α

 (1)

式中Um為氣象觀測站之原始風速，h為風

速計高度，指數α與氣象站附近的地況有

關。因各氣象站附近之地況隨年代變化

的資料不易取得，故本研究採用蔡益超

和林宗賢(1984)所建議之指數α (見表1，

不分風向地修正各氣象站之風速資料。

本研究將25個測站風速資料皆換算成10 

m高度之風速，圖 1為計算得之臺灣地

區10 m高度的平均風速分佈圖。因為只

有25個測站，而許多地區都沒有長期監

測的可靠風速資料，故此圖僅概略地顯

示臺灣地區風速的分佈。但由此圖可看

出：離島及海岸地區的風速大於山區的

風速。 

本文採用Jiang et al. (2010)之年最大

風速與強風日之定義，年最大風速為一

年之內最大的10分鐘平均風速，年強風

發生次數定義為一年之內10分鐘平均強

風大於或等於17 m s-1的發生時數。採取

此定義的另一個原因為當熱帶氣旋的風

速大於17.2 m s-1即為輕度颱風。本研究

亦針對臺灣地區冬季(11月~2月)季風及颱

風警報期間的最大風速之長期變化趨勢

進行分析，希望能釐清全球氣候變遷對

臺灣地區風速變化趨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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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央氣象局地面氣象站資料表
Table 1. Parameters of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of Central Weather Bureau.

測 站 站 號 設置年份
風速計高度

(m)
海拔高度 

(m)
α

平均風速

U10 (m s-1)
平均趨勢(m s-1

decade-1)

非

都

會

區

彭佳嶼 466950 1910 7.2 101.7 0.110 7.996 -0.288

鞍部 466910 1937 7.3 825.8 0.150 3.709 -0.217 

竹子湖 466930 1937 11.0 607.1 0.150 2.311 -0.386 

日月潭 467650 1940 8.0 1017.5 0.150 1.092 0.035 

成功 467610 1940 12.8 33.5 0.150 3.387 -0.061 

阿里山 467530 1933 15.1 2413.4 0.150 1.266 -0.104 

玉山 467550 1943 9.2 3844.8 0.150 5.061 0.368 

大武 467540 1939 12.7 8.1 0.244 2.728 -0.299 

蘭嶼 467620 1941 12.5 324.0 0.110 8.501 -0.458 

東吉島 467300 1962 9.1 43.0 0.125 8.212 -0.137 

梧棲 467770 1976 33.2 31.7 0.130 4.544 -0.382 

蘇澳 467060 1981 34.0 24.9 0.150 2.264 -0.015 

都

會

區

台北 466920 1896 34.9 5.3 0.250 2.311 -0.198 

花蓮 466990 1910 12.0 16.0 0.173 2.458 0.017 

新竹 467571 1991 15.6 26.9 0.194 2.445 -0.006 

台中 467490 1896 17.2 84.0 0.250 1.444 -0.082 

嘉義 467480 1968 14.5 26.9 0.167 2.275 -0.282 

恆春 467590 1896 14.3 22.1 0.194 3.347 -0.062 

台東 467660 1901 11.4 9.0 0.150 2.150 -0.298 

宜蘭 467080 1935 26.0 7.2 0.150 1.540 0.001 

基隆 466940 1946 34.6 26.7 0.250 2.603 -0.354 

澎湖 467350 1896 14.6 10.7 0.150 4.552 -0.361 

台南 467410 1897 53.7 40.8 0.218 2.364 0.060 

淡水 466900 1942 12.2 19.0 0.150 2.447 -0.316 

高雄 467440 1931 14.0 2.3 0.150 2.537 -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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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央氣象局風速計高度更動之年份與高度簡易表 
Table 2. Height changes of anemometers at t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基隆
1961 ~ 1975 1976 ~ 2008

11.0 m 34.6 m

竹子湖
1970 ~ 1987 1988 ~ 2008

9.0 m 11.0 m

台北
1961 ~ 1986 1987 ~ 1992.1 1992.2~1997.8 1997.9~2008

23.4 m 33.8 m 23.7 m 34.9 m

宜蘭
1961 ~ 1987 1988 ~ 1998 1999~2008

9.4 m 14.8 m 26.0 m

新竹
1961 ~ 1991 1991 ~ 2008

13.2 m 15.6 m

台中
1961~1962 1963~1987 1988 1989 1990~2008

12.5 m 16.6 m 16.85 m 17.4 m 17.2 m

梧棲
1961 ~ 1984 1985 ~ 2008

10.5 m 33.2 m

台南
1961 ~ 1988 1989 ~ 1997 1998~2001 2002~2006 2007~2008

16.3 m 36.6 m 37.6 m 36.6 m 53.7 m

高雄
1961 ~ 1975 1976 ~ 2008

12.8 m 14.0 m

鞍部
1961~1987 1988~1995 1996~2008

8.3 m 7.4 m 7.3 m

成功
1961~1975 1976~1987 1988~2008

12.8 m 12.3 m 12.8 m

東吉島
1970~1975 1976~1987 1988~1990 1991~2008

10.5 m 8.7 m 8.8 m 9.1 m

澎湖
1961~1987 1988~2008

14.2 m 14.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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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並利用M a n n - K e n d a l l趨勢

檢定法分析風速變化趨勢，此法為一無

母數檢定法，檢定對象為一時間序列

資料之趨勢，為Mann (1945)與Kendal l 

(1975)所提出。此方法簡易且明確，能夠

處理缺漏值與極端值，在自然科學研究

上被廣泛使用。Mann-Kendall法假設時

間序列之變數屬獨立的隨機變數，並比

較變數x i之變化，若x i變大則令統計值S

為1，xi變小則為令統計值S為-1，相同則

圖1. 臺灣地區距離地面10 m高度處的年平均風速分佈圖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he mean wind speed at 10 m height above the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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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S為0，相加得到一個新統計序列： 

                       1      xi > xj

sgn (xi - xj) = { 0  if  xi = xj (2)

                       -1     x i < xj

S = ∑ ∑ sgn(xi - xj)  (3)

式中 n 為資料的總數。當資料的總數n > 

10，Kendall  (1975)建議下式來計算S的

變異數： 

VAR(S) = [n(n-1)(2n+5) - ∑ xk(xk-1)

(2xk+5)] (4) 

以及另一個統計參數Z： 

               S > 0

Z = {        0          if   S = 0 (5) 

               S < 0

若統計參數Z  > 0，亦即在95%的顯著水

準(significance level)下，時間序列之變

數xi有遞增趨勢；若Z < 0，則變數xi有遞

減趨勢。  

三、結果分析 

本研究計算1961~2008年期間中央氣

象局的25個地面氣象站的年平均風速、

年平均氣溫，其變化趨勢顯示於圖 2。

由此圖可看出1961至1970年初期，臺灣

的年平均風速有略微上升，但自1974年

至1996年，年平均風速則是逐漸遞減，

自 1 9 9 7年之後，年平均風速下降的趨

勢減緩。利用線性迴歸計算1961~2008

年的風速資料可得：風速變化趨勢為 

-0 .117 m s-1decade -1，變化率為 -3 .51% 

decade-1。此值與Jiang et al. (2010)所分

析的1956~2004年中國大陸年平均風速遞

減率-0.124 m s -1decade-1十分接近。圖2

亦顯示臺灣年平均氣溫逐漸上升，線性

增加的趨勢為0.201℃  decade-1，略低於

中國大陸(Jiang et al. ,  2010)的氣溫增加

趨勢0.226℃  decade-1，這應該是海島氣

候的影響。臺灣各測站之平均風速及年

平均風速的變化趨勢詳列於表1，所有測

站1961~2008年的平均風速為3.33 m s-1，

平均氣溫21.30℃。風速與溫度的變化趨

勢呈現負相關，相關係數為-0.458，此負

相關係數並無特殊涵義。 

本研究並將中央氣象局的 2 5個地

面氣象站分成為都會區和非都會區來

做資料分析，非都會區測站位於較偏

遠的郊區或山區，測站周遭無都市化

(Urbanization)現象，測站量得之風速不

受周遭建築物逐年改變的影響；反之，

都會區測站位於市區，周遭建築物愈蓋

愈高，影響到測站量得之風速。25個氣

象站中共有四個離島測站(澎湖、蘭嶼、

彭佳嶼和東吉島)，其中澎湖站位於馬公

市區，附近有新建的民宅，故本研究將

澎湖站歸類為都會區測站，其他三個離

島測站為非都會區測站。圖3顯示臺灣地

區各測站1961~2008年的平均風速，都

會區平均風速為2.50 m s-1，非都會區平

均風速為4.31 m s -1，明顯地可看出：非

都會區的平均風速大於都會區的平均風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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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中央氣象局各氣象觀測站之年平均風速(1961~2008年) 
Figure 3. Mean wind speeds of t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Taiwan.

圖2. 臺灣年平均風速與年平均氣溫的變化趨勢
Figure 2. Trends of spatial-average wind speed and air temperatur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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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風速變化趨勢之比較表
Table 3. Declining trends of surface wind speed in Taiwan.

臺灣
年平均風速趨勢

(m s-1 decade-1)
冬季平均風速趨勢

(m s-1 decade-1)
年最大風速趨勢

(m s-1 decade-1)

非都會區 -0.138 -0.082 -1.272

都會區 -0.158 -0.208 -1.745

臺灣全區 -0.117 -0.147 -1.371

本研究分別計算都會區和非都會區

的全年平均風速以及冬季平均風速之趨

勢，結果列於表3。非都會區的12個測站

中，只有日月潭和玉山站的年平均風速

變化趨勢是逐漸增加，其餘10個測站的

趨勢皆是遞減（見表1）。都會區的13個

測站中，除了宜蘭、花蓮和台南站的變

化趨勢是遞增的，其餘10個測站的平均

風速皆是逐漸減弱。換言之，無論都會

區或非都會區，大多數測站的年平均風

速及冬季風速都是逐漸遞減的。 

圖4(a)為所有非都會區年平均與冬季

季風風速的變化趨勢，冬季季風的平均

風速大於年平均風速。且非都會區1970

年以前風速上升，1974年之後風速遞減

的現象較都會區明顯。非都會區測站的

線性變化趨勢為  -0.138 m s -1decade-1，

變化率為 -3 .21% decade -1；冬季季風的

變化趨勢為-0.082 m s-1decade-1 (參見表

3)。圖4(b)則為都會區的年平均與冬季季

風風速之變化趨勢，年平均風速與冬季

風速的差異小於非都會區兩者的差異。

換言之，冬季季風在都會地區的效應較

不明顯。都會區的年平均風速變化趨勢

為 -0.158 m s-1decade-1，變化率為-6.30% 

decade-1；冬季季風變化趨勢為-0.208 m 

s -1decade-1。其平均風速下降率大於非都

會區的下降率，此差異是都市化效應造

成的影響。Wa n g  ( 2 0 0 1 )認為東亞地區

風速的減弱現象與東亞的季風槽東移有

關，但這和全球氣候變遷是否有關則需

要更深入的研究。  

圖 5為都會區與非都會區年平均氣

溫的變化趨勢，所有非都會區測站年平

均氣溫的遞增率為0 . 1 8 9℃  d e c a d e - 1，

都會區測站氣溫的遞增率為0.447℃  de-

cade-1。都會區氣溫遞增率高於非都會區

的氣溫遞增率，其間差異應該是都市熱

島效應所造成的影響(Gartland, 2008)。 

以上的研究結果發現非都會區中之玉

山測站的風速是逐漸遞增，玉山測站位

於玉山的北峰，海拔3844.8  m，遠高於

其他地面測站的高度，是東亞最高的氣

象觀測站。圖6顯示玉山測站年平均風速

與年平均氣溫的變化趨勢，其平均風速

的遞增率0.368 m s-1decade-1，年平均氣

溫的遞增率為0.103℃  decade-1，低於臺

灣所有測站的平均氣溫之增加率(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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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年平均與冬季季風風速的變化趨勢 (a)非都會區；(b)都會區
Figure 4. Long-term trends of mean wind speed and winter wind speed. (a) Rural area; and (b) Urb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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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都會區與非都會區年平均氣溫的變化趨勢 
Figure 5. Long-term trends of air temperature of rural and urban stations.

圖6. 玉山測站年平均風速與年平均氣溫的變化趨勢
Figure 6. Long-term trends of wind speed and air temperature of Yu-Shan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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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颱風警報發佈期間各測站年最大風速之變化趨勢
Figure 7. Long-term trends of maximum wind speed during the typhoon warming period.

decade -1)及非都會區之增加率 (0 .189℃ 

decade-1)，亦即高海拔處的增溫小於低海

拔處的增溫現象。 

臺灣地區的最大風速大多應該是颱風

侵襲臺灣時所發生的風速，分析颱風期

間的風速可瞭解西太平洋侵臺颱風強度

的變化。本研究利用中央氣象局公佈之

1961 ~ 2008年颱風警報日期（有發佈海

上或是陸上颱風警報）挑選出全台25個

測站的地面風速，轉換成離地面10 m高

度之風速。利用此方法可得有發佈警報

的颱風總數為336個，平均每年7個。圖

7為颱風警報期間全台25個測站的風速最

大值，這些值也是全臺各年所發生的最

大風速，其值介於22.5 ~ 65.0 m/s之間。

整體趨勢是呈現下降的變化，遞減率

為-2.45 m s-1decade-1，變化率為-5.77% 

d e c a d e - 1。此風速遞減趨勢與E m a n u e l 

(2005)、Webster et  al .  (2005)所述之太

平洋颱風的增強趨勢並不相符，是否因

為侵臺颱風僅是太平洋所有颱風的一部

份，故侵臺颱風的地面風速與太平洋颱

風的強度呈現不一致的變化趨勢，則有

待進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利用Mann-Kendal l趨勢檢定

法分析各測站的風速變化趨勢發現：玉

山和臺南站的風速有增加趨勢，宜蘭、

花蓮、新竹、蘇澳和日月潭等五站無明

顯趨勢，其他測站皆為遞減趨勢。而全

臺灣的空間平均風速、所有都會站及非

都會站的空間平均風速、全臺灣的最大

風速之平均值、颱風警報期間的最大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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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皆呈現遞減趨勢。 

圖 8為臺灣地區各測站年最大風速

的平均值之變化趨勢，此數據是將各測

站全年的最大風速值加以平均求得空間

平均值，再計算其變化趨勢。所有 2 5

個測站空間平均之最大風速的遞減率為 

-1 .371 m s-1decade -1，變化率為 -8 .02% 

decade-1。此值與Jiang et al. (2010)所得

之中國大陸最大風速的遞減率 -1.46 m s1-

decade-1相近。而都會區最大風速的遞減

率為-1.745 m s-1decade-1大於非都會區最

大風速的遞減率為-1.272 m s-1decade-1。

以上的遞減率皆大於全臺平均風速的遞

減率-0.117 m s-1decade-1 (變化率-3.51% 

decade-1)，亦即高風速的下降率大於低風

速的下降率。 

全臺灣的最大風速大多發生在離島地

區，故本研究特別針對無都市化效應的

三個離島測站(蘭嶼、彭佳嶼和東吉島)的

風速資料加以分析，計算離島的強風發

生機率。年強風發生機率定義為該年10 

m高度處10分鐘平均風速大於或等於  17 

m s-1的發生次數除以資料總數。圖9(a)為

此三個離島平均之全年及冬季的強風發

生機率，由此圖可看出1960至1970年初

期，強風的發生機率有增加的現象；但

自1974年至1990年，全年的強風發生機

率(介於5% ~ 10%)小於冬季的強風發生

機率(介於10% ~ 15%)，且兩者的強風發

生機率皆逐漸遞減。但自2000年之後，

全年及冬季的強風發生機率十分相近，

約為3%左右。

圖8. 臺灣地區各測站年最大風速的平均值之變化趨勢
Figure 8. Long-term trends of spatial average maximum wind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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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 b )為三個離島全年和冬季強風

日之天數，1960至1970年初期，強風日

數依然略微增加；自1974年之後，全年

和冬季的強風日數皆有下降趨勢。因為

圖9. 離島(蘭嶼、彭佳嶼和東吉島)強風之趨勢 (a)強風的發生機率;(b)強風日 
Figure 9. Strong winds on the islets (a) Strong wind probability; (b) Strong wind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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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地區的強風(風速大於17 m s -1)主要

是颱風及冬季的東北季風所造成，而冬

季 (11月~2月之間 )發生颱風的機率並不

高，故冬季強風應該皆是東北季風所造

成的。換言之，自1974年之後，冬季季

風的強度有減弱的現象。 

四、結論 

地面風速與許多工程問題有密切的

關係，譬如建築物的耐風設計、風力發

電、空氣污染、地表的蒸發及植物的蒸

散等。本文利用Mann-Kendall趨勢檢定

法分析1961~2008年間中央氣象局25個

地面觀測站的風速長期趨勢。研究結果

顯示：自1974年之後，臺灣大多數測站

的全年平均風速及冬季季風風速皆有明

顯的減弱趨勢，而都會區測站的風速下

降趨勢又大於非都會區的趨勢。且無都

市化效應的離島測站(蘭嶼、彭佳嶼和東

吉島)，其全年及冬季季風的強風（風速

大於或等於 17 m s-1）發生機率有逐漸遞

減的趨勢。且臺灣地區風速的下降趨勢

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風速變化趨勢十分類

似。亦即，地面風速逐漸遞減的趨勢無

法僅由都市化效應來解釋，應該與東亞

季風的減弱有關。 

本研究亦發現因為都市熱島效應，都

會區測站年平均氣溫的遞增率大於非都

會區測站氣溫的遞增率，而非都會區之

增溫率大於玉山測站的增溫率。本研究

針對颱風警報發佈期間氣象觀測站的風

速資料加以分析，結果顯示颱風警報期

間的最大風速有逐漸變小之趨勢，且最

大風速的下降率大於年平均風速的下降

率，亦即高風速的下降率大於低風速的

下降率。至於全球氣候變遷對於颱風風

速的影響，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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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Surface Wind Speed Trends over 
Taiwan between 1961-2008

Chia-Ren Chu,  Yu-Feng Chang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Mann-Kendall test to analyze long-term trends of near-surface wind speeds 
in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1961-2008. T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of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were divided into urban and rural st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nual average wind speeds after 
1974, at most weather stations, have a decreasing trend, regardless of urbanization.  Nonetheless, the 
decline rate of urban stations (6.30% decade-1) is larger than that of rural stations (3.21% decade-1). 
The average wind speeds during winter months (November – February) also demonstrate a negative 
trend in most stations. In addition, the maximum surface wind speeds during the typhoon warning 
periods show a steady decreasing trend. This wind speed decline in Taiwan is similar to what has been 
observed in other countries and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East Asia Monsoon. 

Key words: surface wind speed, long-term trend, urbanization, Mann-Kendall 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