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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年7月16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 會報委員建議應強化劇烈降雨之雷達觀測，以強化災害監測與預警能力。會後

副院長協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進行相關資訊蒐集綜整。

2. 99年9月19日－凡那比颱風：

– 短時間劇烈降雨（如岡山地區6小時累積雨量約600毫米）造成高雄都會區淹

水， 突顯因應降雨災害能力有限。

3. 99年10月11日－向副院長報告國內雷達現況：

– 副院長裁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協助研擬『全國防災降雨雷達網整體規劃』

4. 99年10月21日－梅姬颱風：

– 短時間劇烈降雨造成蘇澳地區淹水、 蘇花公路嚴重崩塌， 造成20餘人傷亡。

5. 99年11月18日－行政院核定『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 院長裁示：有關於降雨雷達網之布建，涉及雨量預測之精細度，已交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規劃中，請經濟部、交通部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密切合作。

一、背景說明一、背景說明



工作執行概要說明：

1.     99.11.09 －與中央大學陳教授針對台灣地區防災降雨雷達規劃交換意見，需考
慮X-Band雷達在台灣強降雨條件下之適用性。

2.     99.12.09 －與國科會專家諮詢委員許教授晃雄交換意見。

3.     99.12.16 －與水利署防災中心王主任針對水利署降雨雷達興建交換意見。

4.     99.12.16 －至中央氣象局衛星中心討論防災降雨雷達資料，與現行氣象資料整
合之可行性，及如何提供下游防災單位使用意見交換。

5.   100.01.06 －至中央氣象局四組瞭解氣象局協助水利署降雨雷達興建內容，與後
續增建可能性交換意見。

6.   100.01.07 －與中央大學林教授討論後續防災降雨雷達增建規劃之可行性。

7.   100.01.11 －與農委會水保局防災中心尹科長討論水保局防災雷達需求。

二、工作進度二、工作進度 (1/3)(1/3)



工作執行概要說明：

8.   100.01.14 －邀請水利署、水保局及台北市防災中心召開『台灣防災降雨雷達建
置協調會議』，討論防災降雨雷達興建規劃，與下游防災單位需求之討論。

9.   100.03.08   - 交通部函送『建置區域雷達網執行計畫書（100-104）草案』至 經濟
部水資源委員會議審查。

10. 100.03.14    - 與氣象局紀副局長水上商討『全國區域防災雷達網規劃』，同意現
行規劃內容。

二、工作進度二、工作進度 (2/3)(2/3)



1. 已完成防災作業單位需求評估：

– 已徵詢水利署、氣象局、水保局與台北市政府等單位之降雨雷達
需求，並召開『台灣防災降雨雷達建置協調會議』進行討論。

2. 已完成防災降雨雷達類型評估：

– 考量台灣強降雨特性，日本防災降雨雷達採用X-Band無法有效滿
足台灣需求，經與學者專家與氣象局研議後，可以C-Band雷達做
為規劃方向。

3. 防災降雨雷達建置策略評估中：

– 防災降雨雷達之建置需考量整體需求，包括雷達硬體設備、建置
地點、優先序、下游使用單位之軟體配合、民眾溝通、教育宣導
與訓練等。

二、工作進度二、工作進度 (3/3)(3/3)



1. 規劃目的：

– 因暴雨強度增加以及發生時間快速，導致防災操作困難，須強化降雨監
測，提升災害預警能力。

– 目前氣象雷達網觀測有空間死角，另外時、空間解析度無法即時有效監
測短延時劇烈降雨，須在現有觀測基礎上建立以降雨觀測為目的之防災
雷達網。

三、整體規劃構想三、整體規劃構想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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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時間強降雨：2010年凡那比颱風岡山地區
降雨6小時超過600毫米

都市型淹水：都會地區淹水若無有效預警
與對應作為， 將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



2. 防災降雨雷達網類型之構想：

– 傳統氣象雷達與掃描策略，無法滿足防災即時預警需求，因此參考日本
東京都防災雷達網，依台灣降雨特性採用C-Band 雙偏極化雷達建置，就
降雨為觀測對象，可獲得高空間（100~250公尺）與高時間（1~2分鐘）
解析度降雨資料，資料之精度將大幅優於現行觀測資料，可提升防災預
警與應變能力。

三、整體規劃構想三、整體規劃構想 (2/5)(2/5)

傳統氣象雷達：為全空域掃描，可獲得大
氣垂直結構氣象多種資訊， 但時空解析較
差， 無法滿足防災預警作業之需求。

防災降雨雷達：僅針對低層降雨掃描為目
的，可提供高時空解析資訊滿足防災預警
作業之需求。



3. 降雨雷達網涵蓋範圍之構
想：

– 由於雷達建置耗時且土地取得不
易，需審慎考量建置雷達網之涵
蓋範圍，並進行整體效益評估；
依目前防災單位需求，目前粗分
四區規劃進行如下：

1) 都會區：台北、台中、高雄（高屏溪
下游） 。

2) 低窪易淹水區：雲嘉南與宜蘭低窪
易淹水地區。

3) 土石流潛勢區：石門水庫上游（五
峰、 尖石）、陳有蘭溪（神木
村） 、曾文溪（台南南化） 、高屏溪
（隘寮溪、荖濃溪、旗山溪）。

4) 防災弱點區：花東縱谷、台東縣
（知本溪、 太麻里溪） 。

三、整體規劃構想三、整體規劃構想 (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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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降雨雷達網優先順序之構
想：

– 考量目前部會署對於降雨雷達規
劃進度不同，目前規劃建置優先
順序如下：

1) 短期規劃（已核定）:

– 都會區及鄰近低窪地區。

2) 中期規劃 ( 規劃中 ) :

– 雲嘉南低窪地區（含台南都會區）、
宜蘭低窪地區。

2) 長期規劃（評估中）:

– 土石流潛勢區

 石門水庫上游、陳有蘭溪、曾文
溪、高屏溪。

– 氣象防災觀測弱點：

 花東縱谷、台東太麻里溪及知本
溪流域河谷。

三、整體規劃構想三、整體規劃構想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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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時規劃應用端軟硬體
之構想：

– 防災降雨雷達之優勢為快速
取得高時空解析之降雨資
訊，必需搭配下游防災端之
軟硬體應用，並配合新的觀
測資料建構新的應變操作模
式、預警系統或修正現行防
災標準作業流程，方能發揮
監測預警之最大效益。

– 例如：應先考量防災降雨雷
達資訊對應變單位之通報機
制（軟、硬體）、淹水模式
開發或針對民眾的廣播、簡
訊等其他服務，以及疏散避
難機制。

三、整體規劃構想三、整體規劃構想 (5/5)(5/5)

日本強化都市淹水防災系統之架構圖



一. 山區降雨雷達建置評估
– 由水保局主辦，氣象局、NCDR及氣象雷達專家學者協辦，針對

土石流潛勢區進行現地雷達建置評估工作。

– 特殊山區與河谷地形委請學術專家進行實地觀測實驗，擬定最佳
觀測與掃描策略。

二. 整體性經費需求及設置地點評估
– 目前水利署已完成都會淹水區雷達預算規劃與建置計畫，其餘中

長期規劃之雷達，擬協調氣象局進行整體預算需求評估，做為後
續推動之依據。

– 召開專家會議審議現行針對防災需求之雷達規劃與預計設置地點
之可行性評估。

三. 於5月份中央災防會報提報
– 擬於5月份中央災防會報提報『雷達建置整體規劃案』，提供行

政院及相關部會參考。

四、後續工作四、後續工作



附件、預算分析附件、預算分析

一. 短期規劃（都會區防災雷達）
– 北中南防災雷達三套。

– 雷達設備1億元X3套，機房土木費用5千萬元X3套，合計四億五
千萬元。（預算已由經濟部編列獲得）

二. 中期規劃（低窪易淹水區防災雷達）
– 嘉南地區與宜蘭地區防災雷達二套。

– 雷達設備1億元X2套，機房土木費用5千萬元X2套，合計三億元
。（爭取編列預算中）

三. 長期規劃（土石流與氣象防災弱點防災雷達）
– 包括石門水庫上游、陳有蘭溪、曾文溪、高屏溪、花東縱谷、台

東太麻里溪及知本溪流域河谷。

– 雷達設備之數目及機房建造費用需現地勘查與研究測試後方能進
行規劃與計算。所需預算尚無法詳細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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