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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世界上各大都市的快速發展，不透水的柏油、混凝土等人造
建築取了植被，同時也改變了土地的物理特性。這些改變造成了城市
地區夜間冷卻效率降低等環境問題，導致了所謂的都市熱島效應。在
人造熱源的排放加乘下，此效果又更為嚴重。由於台灣的台北市為盆
地地形，在高密度的居住情況及地形效應下，臺北盆地有著相較於同
等級都市來的更嚴重的熱島問題。為了能更好地掌握台北地區邊界層
內的物理量變化情況，本研究利用 WRF 模式(3.5.1 版本)對台北的熱
島效應做模擬。並針對 Urban Canopy Model (UCM)及台北地區更新的
城市參數來分析並改善台北地區的模擬結果。
本研究在進行台北地區個案模擬前，針對 UCM 會用到的參數做
敏感度測試，並發現 urban fraction 及人造熱源對於溫度的模擬結果會
有最大的影響力。而在台灣的個案中，由於北台灣都市規模較小，在
未加入詳細都市參數(Urban Fraction、Urban Category)前，UCM 對於
夜間都市熱島效應的掌握能力並不好。因此我們預期加入較精細的都
市參數資料對於模擬結果會有正向的影響。在加入本研究根據 Landsat
8 衛星資料所製作出的都市參數後，溫度模擬最明顯差異的區域落在
MODIS 與 Landsat 8 資料較不吻合處。將模擬結果與大台北地區其中
11 個城市測站的觀測值來作比較，可以發現加入了較詳細的都市參數
後，有效的拉近了觀測與地表溫度之模擬結果。而水平風及混合比的
垂直變化在加入詳細城市參數前後則沒有太大的變化。

i

Abstract
Follow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area in Northern
Taiwan, changes in surfac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 lower the efficiency of
nighttime cooling effect and cause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UHI). This
effect is further enhanced by the emission of anthropogenic heat (AH). With
the basin topography and about a quarter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n the
island, Taipei basin has more significant urban heat island issue comparing
to other mega-city around the world with such high intensity residency and
topography effect. In order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hysics process
in boundary layer of Taipei, WRF is implemented in this study to simulate
UHI effect in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Urban Canopy Model (UCM) and
updated urban parameter are also used to improve the result of sim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sensitivity on the parameters used by UCM, urban
fraction and AH have the largest impact on temperature simulation. In the
case of Taipei, UCM fails to capture the nighttime UHI effect since the size
of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is not big enough. After adding the detailed
urban parameter (urban fraction and urban category) extracted from Landsat
8 into simulation, the bigges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with simulation by
using the original UCM parameter falls on the area where data of MODIS
and Landsat 8 coincide the least. By comparing the temperature simulation
result with observ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after adding the detailed urban
parameter, simulation result is closer to observation, but there is not much
change in the vertical profile of horizontal wind and mixing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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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前言
隨著世界上各大都市的快速發展，城市中的熱島效應也日趨明
顯。所謂的熱島效應是指在近地層，都市氣溫高於周圍郊區溫度的情
況，在晴朗無雲且風速較弱的夜晚特別顯著(Chen, 2011)。除了跟城市
規模有關外，地形對於熱島效應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台灣的台北市為
盆地地形，其城市內人口大約為台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如此高密
度的居住情況及地形效應下，臺北盆地有著相較於同等級都市來的更
嚴重的熱島問題。為了能更好地掌握台北地區邊界層內的物理量變化
情況，本研究利用 WRF 模式(3.5.1 版本)對台北的熱島效應做模擬。
並針對 urban canopy model (UCM)及台北地區更新的城市參數來分析
並改善台北地區的模擬結果。

1-2 文獻回顧
根據前人研究(Martilli et al, 2002)，熱島效應跟土地利用型態的改
變有相當大的關係。植被被不透水的柏油、混凝土等人造建築取代
時，同時也改變了土地的反照率、粗糙度、熱傳導率等物理特性。這
些物理特性的改變使的城市地區夜間冷卻效率降低，在人造熱源的排
放加乘，此效果又更為嚴重。除了溫度的增加外，熱島效應也會改變
降雨發生的時間地區，以及城市地區的邊界層特性，從而連帶影響到
汙染物的傳送。
為了改善城市地區的模擬狀況以了解熱島效應和空氣汙染等城市
1

地區環境問題，前人嘗試了不同的參數化方法。在沒有城市參數化的
情形下，有許多研究選擇 SLAB 地表模式來近似城市中的物理狀態。
SLAB 模式主要是依據 M-O 相似理論來計算地表的能量收支及溫度，
並且採用調整像是粗糙長度、反照率等地表參數來呈現都市的特性。
SLAB 由於使用上簡易，在過去許多研究中被廣泛的應用，但缺點是
無法考量人造熱源的影響。而最早的城市參數化 BULK 在 2003 年加
入 WRF，BULK 在都市地區使用比自然土地高還要的熱容量及熱傳導
係數來重現都市中的大熱容量。同時也提升了粗糙參數來呈現城市中
的動能衰減及因粗糙度增加所產生的擾動。這個方法已經被成功地應
用在即時預報的作業上(Liu et al. 2006)，但缺點是無法呈現都市中建築
型態上的高度差異性。因此，在 2001 年 Kusaka 等人(Kusaka et al.
2001)發展出單層城市冠層模式(UCM)，UCM 已在 2006 加入 WRF 2.2
版本中。此模式以無限長的街道和三種不同的城市表面(牆壁、屋頂及
路面)來呈現城市的樣貌。並且將城市分類成有著不同熱力特性和物理
型態的種類，這樣一來都市的異質性便可以被加入考慮且更好的呈
現。同時，考量到人造熱源對於都市中氣溫改變的影響，UCM 將人造
熱源納入可感熱通量的計算。在 2002 年時 Martilli (Martilli et al. 2002)
等人發展出了多層的城市冠層模式 BEP (Building Energy Parameteriza-tion)，並在 2009 年加入 WRF 3.1 版本中。BEP 允許邊界層跟建築的
直接交互作用，和建築能量模式 BEM (Building Energy Model)
(Salamanca et al. 2010)做耦合後可以考慮室內和室外大氣的能量交換，
甚至將冷氣所製造出的人造熱源加入模式中考量，並且可計算亂流動
能，可以說是現今用來研究都市地區天氣現象最完善的方法。
近年來，許多研究應用 WRF 和 Noah 土地模式及 UCM 耦合，來
2

探討城市的熱島效應及邊界層。Lin(2008)等人針對北台灣地區 2006
年夏季個案，討論都市熱島效應對於邊界層發展與海陸風環流的影
響。結果顯示 UCM 能改善熱島效應、邊界層發展及海陸環流的預
報。而敏感度測試中也顯示人造熱源對於台北地區邊界層的發展和熱
島效應的強度扮演很重要的腳色。使用 MODIS 土地利用分類及加入
人造熱源由於可感熱通量的增加，而使模擬出的白日海陸環流增強，
但夜晚減弱，這個現象對於空氣汙染的傳送及夜晚的空氣品質有相當
不利的影響。Lin (2010)等人延續其個案研究，討論都市熱島效應對於
降水的影響。其研究指出，台北都會地區扮演一個乾暖的中心，讓海
風吹進的水氣無法達到山區，導致降雨發生的時間延遲，並移向下風
處的山區。而使用 MODIS 土地利用分類會使可感熱通量增加，導致
城市上空的氣團比使用 USGS 土地利用分類更不穩定。
而為了能改善 WRF 對於都市地區的氣象預報，進而增進空氣品
質預測的準確性，許多前人致力於發展出一套跨尺度的都市參數化系
統。但 Chen(2011)等人整合 UCM 在全球各地，例如休士頓地區、中
國沿岸三角洲等地區的實際應用案例後，提出 UCM 所使用的基本參
數對於模擬結果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但這個部分因為城市與城市之
間的差異，以及資料取得的不易，目前還是一個待解決的挑戰。其中
又以人造熱源的估計最為有挑戰性，但近期釋出之美國本土 NUDAPT
(National Urban Database and Access Portal Tool)資料可以作為整合所有
人造熱源並以每小時為單位做調整的一個範例。
Kusaka (2011)等人對日本關東地區使用同套模擬系統，模擬時間
為 2004 年至 2007 年共四年間的八月份。在與觀測做比較後指出，
UCM 有能力模擬出熱島效應以及日夜溫度的變化，但 SLAB 無法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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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夜間的都市熱島效應。而在相對濕度及溫度發生的頻率上 UCM 也
掌握的比 SLAB 模式還要準確。
Lin (2015)等人使用 WRF-Noah-UCM 模式評估了都市化對北台灣
地區的影響。在原始的 UCM 中，urban fraction 被設定為定值，這樣
的設定會使溫度的模擬容易有高估或低估的情況。為了克服這項缺陷
和限制，作者使用了一份提供更詳細及正確的 urban fraction 空間分
布。更改過後模擬結果顯示溫度模擬的空間分布上有所改善，其中非
城市區域的改善幅度又大於城市地區。而作者認為改善幅度最大者為
非城市地區的夜晚，是使亂流混和更為有效率的能量交換所帶來的貢
獻。而 urban fraction 的臨界值大約為 0.2，當 urban fraction 為 0.2 時，
使用原始 UCM 及加入 urban fraction 的 UCM 模擬出的溫度幾乎沒有
差異。作者並認為這項研究可以應用在評估都市化對於空氣品質及區
域性氣候的研究中。

1-3 研究目的
由上述前人研究可知，由於全球都市化情形的日益嚴重，以及全
球暖化的趨勢下，因高度發展人口密集所帶來的空氣汙染及都市熱島
效應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根據聯合國評估，全球人口將在 2050
上升至 93 億，而目前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佔了全球人口的 54%，到了
2050 年，將有可能上升至 66%。這樣的快速都市化會帶來像是能源的
消耗、降水強度及位置上的改變、能見度降低等環境問題，甚至區域
性氣候的改變等。尤其是城市裡空氣品質的惡化，及熱島效應加乘下
造成的強烈熱浪事件，都有可能給城市中的人們帶來健康上的隱憂。
為了能更好的了解城市中大氣狀態的變化，城市冠層模式(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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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py Model)的應用在進行都市化地區的模擬時變的相當重要，現在
也的確有愈來愈多研究使用 WRF-Noah-UCM 來探討都市地區的邊界
層狀況，但目前尚未有研究評估關於 UCM 在台灣地區使用上的效能
及使用前後的差異。所以本研究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希望能了解 UCM
應用在台灣地區的效果。又，由於台灣都市化情形日益嚴重，人造建
築物的擴張已經大量改變了都市地區的土地利用狀況，導致了都市地
區模擬上的誤差和不確定性。為了改善模式模擬不佳的情況，除了使
用 UCM 外，還會對 UCM 下兩個重要的參數 urban fraction、urban
category 來作探討。國外一些研究(Chen et al. 2010, Gutiérrez et al.
2015)已證實這三樣要素可以有效改善都市地區模擬的準確性，但台灣
地區在還尚未有詳細的 urban fraction、urban category 的資料，所以我
研究的第二個目標就是希望能透過將 urban fraction、urban category 加
入 UCM 中，來改善都市地區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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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2-1 模式介紹
本文使用 WRF 3.5.1 版本進行氣象場模擬。WRF 為美國國家大氣
研究中心(NCAR)與美國環境預報中心(NCEP)所研發出的中尺度數值
預報系統，為一可壓縮非靜力模式，網格型態使用 Arakawa C grid，
垂直座標則是地勢追隨 sigma 座標。整個 WRF 的架構可分為資料前
處理系統(WPS)、WRF 核心系統以及資料後處理系統。WPS 裡又分成
三個部分: Geogrid、Ungrib，以及 Metgrid。Geogrid 負責處理地理資
訊，包含網格設計、地形地表資訊等。Ungrib 負責處理氣象場資料及
海象資料，依使用者指定的區間將資料做切割。Metgrid 則是將
Geogrid 和 Ungrib 處理後的資料合併並進行水平內插。WRF 中的 Real
會依據這份資料再內插出初始場資料及側邊界資料，接著才開始進行
積分的計算。而模式中也包含許多不同的物理參數化以更好的解析次
網格中資訊。最終 WRF 的輸出檔經由不同的繪圖軟體來呈現模擬的
結果。
而由於城市中地貌的大幅改變，許多物理機制其實相異於自然地
表的處理過程，於是前人發展出了不同的城市冠層模式期望能更好的
掌握都市地區的天氣現象。這種特殊的模式種類名稱為 Urban Canopy
Model。Urban Canopy Model 有分很多種，包含最基礎的 SLAB
model、單層的 UCM 及多層的 BEP。而本研究所選用的 model 為
Urban Canopy Model 其中之一的單層模式---UCM。UCM 可以計算城
市中因為建築物所造成的陰影，長短波的反射，城市中風的垂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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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表和大氣的能量動量交換(圖 2-1)，同時將人造熱源納入考慮。
而 UCM 主要作用於 urban canopy layer 內，其高度約等於地表至建築
物頂層或粗糙元素的高度(圖 2-2)，此層中由於建築物高低變化大，物
理過程相對來說也較複雜。Urban Canopy Model 就是以較簡單的計算
來代替這些複雜的物理過程。目的是要更好的呈現城市中動量和熱量
交換過程，以及改善低邊界的條件。最重要的是，提供城市地區更好
的預報。

2-2 Urban fraction
在 WRF 裡，若一個網格的土地利用型態被歸類為城市，對於地
表模式來說就代表整個網格都被人造建築所覆蓋。然而在 Urban
Canopy Model 中，UCM 允許一個網格內同時有綠地及人造建築的存
在。如此的設定對於城市中的型態有著更精確地描繪，且在處理城市
中的綠地(像是公園、路樹等)有著很大的幫助，而 UCM 就是透過
urban fraction 這項參數來達到這樣的目的。Urban fraction 所代表的意
義是: 模式裡一個網格中，實際被人造建築(包括房子跟橋樑道路等，
即所謂的不透水層)覆蓋的面積比例。透過這個參數可以用來計算
UCM 中熱通量、長/短波輻射通量、反照率、發射率等物理參數。如
圖 2-3 所示，解析度較低的網格代表使用者定義的網格大小，而較細
的網格代表原始數據的解析度。假設藍色區域是實際上被人造建築覆
蓋的區域，當這份資料被模式內插進網格時，會造成被判定為人造建
築的面積有高估的情形，所以這時候我們便需要 urban fraction 來告訴
模式，一個網格中實際上到底有多少比例是被人造建築物覆蓋的。而
UCM 中使用這項參數的方式如下式所示，假設今天 UCM 要計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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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可感熱通量:
𝑄𝐻 = 𝐹𝑢𝑟𝑏 × 𝑄𝐻𝑢𝑟𝑏 + 𝐹𝑣𝑒𝑔 × 𝑄𝐻𝑣𝑒𝑔

(1)

QH 為可感熱通量，Furb 為 urban fraction，QHurb 為 UCM 計算出之可感
熱通量，Fveg 為非人造建築覆蓋的比例，QHveg 為 Noah 土地利用模式
計算出之可感熱通量。透過使用這種計算方法，我們可以減少因為內
插進網格時被高估的城市比例所造成的誤差。

2-3 Urban category
對於地表模式來說，關鍵的影響要素之一為一個地區的土地利用
型態。有了土地利用分類後，地表模式便能針對不同的地表物理特性
做出較合理的模擬。目前 WRF 中最常使用的土地利用資料為 1992 年
製作出的 USGS 及 2001 年後更新過的土地利用資料 MODIS。其中
USGS 將土地利用型態分為 24 種，都市的分類編號為 1， MODIS 則
分類為 20 種，都市分類編號為 13。由於台灣地區在近年來都市化發
展的情形相當快速，USGS 的資料已經不符合現在實際的土地利用狀
況，因此本研究採用 MODIS 的土地利用資料。而因為無論是在 USGS
或 MODIS 的分類中，城市都只佔了所有分類中的其中一項，因此在
最早的城市參數化中，城市也只有一個種類。但在這樣的假設下去做
模擬必定會造成誤差，城市的型態會因地區而有所差異，譬如商業區
的樓房高度，大致上來說都高於住宅區的房屋高度。
為了能克服這種對於城市型態過於簡化的情形，UCM 中將城市
分成至少三個種類: 工商業區、高密度住宅區、低密度住宅區。其分
類的依據是根據美國 NCAR 所釋出的 UCM 官方介紹文件中所述，而
分類的準則會因為使用的是 1992 年的資料或 2001 年的資料而有些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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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若是使用較舊的 1992 年的資料，低密度住宅區的 urban
fraction 為 0.3 到 0.8，通常是在描述郊區的獨棟住宅區，這個分類中
的人口密度較低。高密度住宅區的 urban fraction 則為 0.8 到 1，此城
市類別中的建築為像是居住密度較高的公寓大樓，或是排列較緊密的
房子。工商業區最主要的特色是包括了公共建設(像是道路、鐵路
等)，還有其他高度發展，但沒被列在高密度住宅區類別理的區域。較
新(2001)的 NLCD (National Land Cover Dataset)資料中，低密度住宅區
的 urban fraction 為 0 到 0.49，包含了郊區的獨棟住宅區和高爾夫球
場、公園等草地較多的區域。高密度住宅區的 urban fraction 為 0.5 到
0.79，主要為郊區的住宅區。工商業區的 urban fraction 為 0.8 以上，
包含除了居住密集的公寓外，還有人口密集的上班場所。依此分類法
則將城市地區詳細的區分為三大類後，模式中的城市型態描述會更接
近真實情況，這三種分類下的物理參數會根據其相應的都市型態做調
整，做出來的模擬結果也會較合理且和實際情形較為接近。

2-4 資料處理
由於目前僅有美國本土地區有較詳細且公開的 urban fraction 及
urban category 數據，其資料來源為 NLCD。在做北台灣地區個案前，
同時也是本研究的第二目標，就是先針對台灣地區製作出更精細的
urban fraction 及 urban category 的資料。我們所使用的原始資料來源為
Landsat 8 解析度 30 公尺的資料，為配合欲模擬之個案，所選擇的衛
星影像拍攝時間為 2015 年。圖 3-1 為 MODIS 之土地利用分類，灰色
區域代表都市，從這張圖我們無法分辨城市的型態是低密度住宅區、
高密度住宅區，或工商業區。但在透過將 Landsat 8 的衛星影像進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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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處理後，我們將 Landsat 8 所辨識出的都市範圍分離，並製作出更精
細的城市資料。而透過這份資料我們可以更詳細的鑑別較真實的城市
範圍，也就是圖 3-2 所示紅色的資料點的部分。疊在原始 MODIS 土地
利用分類圖上後，從紅色資料點分布和灰色區域之間的差異我們可得
知，由於我們加進去的資料解析度遠比 MODIS 的資料還要高，可以看
到 MODIS 的都市區域其實是有點高估於我們加進去的詳細的資料。尤
其在都市地方有比較多的差別，而正因為放進了高解析的原始資料，
接下來我們才有辦法去計算出 urban fraction，根據這個 urban
fraction 再去提供給 WRF/UCM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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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3-1 美國個案
在台灣地區進行模擬之前，首先來看美國東岸紐約地區的個案。
本研究之所以會選擇先做一個美國的個案，第一個是因為，UCM 主要
是依據美國本土的都市結構發展出來的一套模式，在美國地區先進行
模擬可以對模式操作上和實驗結果上的參考。第二個原因是因為目前
只有美國本土擁有較詳細的 urban fraction 和 urban category 開放資
料。所以我希望能透過這個個案來確立方法的正確性，並了解 UCM
在美國地方表現得如何。由於此個案在本研究主要目的為了解高解析
的資料用於 UCM 上的方法及特性，加上該區域詳細的觀測資料不易
取得，因此模擬出的結果不會與觀測進行比較。
3-1-1 模式設定
本研究個案使用 WRF 3.5.1 版本來進行模擬。模擬時間為 2015 年
7 月 30 日 00UTC 至 2015 年 8 月 5 日 00UTC 一共六日。初始場和側
邊界條件使用 NCEP FNL (NCEP Global Final Analyses)全球分析場資
料，時間間隔為 6 小時，空間解析度為 1 degree X 1 degree，初始場的
垂直分層共 27 層。網格分布如圖 3-3 所示，網格設計使用藍伯特
(Lambert)投影法，共三層巢狀網格，水平解析度依序為 27 公里、9 公
里、3 公里，主要分析的區域為第三個網格，範圍包含曼哈頓島、布
魯克林及紐華克地區(圖 3-4)，為全美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之一。垂直
解析度為 35 層 σ 追隨地勢座標，模式頂層為 50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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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參數化的部分，微物理參數化使用 WRF Single-Moment 3class (WSM3) micropysics scheme。長波輻射參數化採用 Rapid
Radiation Transfer Model (RRTM) scheme，RRTM 可以考慮多個波段、
微量氣體，及微物理種類(Mlawer et al. 1997)，短波輻射參數化採用
Dudhia scheme (Dudhia 1989)，其為一個簡易的積分模式，能有效的處
理雲和晴空時的吸收和散射。邊界層參數化則採用 YSU (Yonsei
University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YSU (Hong and Pan 1996)為非局
地的邊界層參數化，使用 bulk Richardson number 來計算邊界層頂高
度。近地層參數化為了搭配 YSU 而選擇以 M-O 相似理論做為基礎的
Monin-Obukhov scheme。地表參數化採用 Noah Land Surface Model
(Chen and Dudhia 2001)，Noah LSM 為四層土壤模式(10cm, 30cm,
60cm, 100cm)，可提供地表可感熱和潛熱通量、底表溫度，及其他低
邊界的條件。積雲參數化的部分使用 Kain-Fritsch scheme (Kain and
Fritsch 2004)，由於當網格尺度小於對流系統尺度時，積雲可由模式中
直接解析出來，所以積雲參數化的部分只使用在 27 公里及 9 公里的網
格。土地利用資料則採用 MODIS 來進行模擬。
3-1-2 使用 UCM 前後之差異
首先我們來看到使用 UCM 前後溫度場的差異，使用 UCM 的模擬
中加入人造熱源，並採用模式中預設的估計量 50W/m2。圖 3-5 為紐約
地區 MODIS 土地利用分類狀況，紅色部分為都市地區。根據圖 3-6，
使用 UCM 後當地白天溫度下降，而晚上溫度上升，日夜溫差有降低
的情況，跟前人所做出的結果(Kusaka et al. 2011)相符合。這說明了
UCM 有能力模擬出城市夜間的熱島效應。而白天溫度下降晚上溫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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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現象，有相當大的部分是受到人造熱源的影響。夜晚由於太陽輻
射提供的能量來源消失，沒有使用 UCM 的情況下少了人造熱源對於
都市中溫度的維持，所模擬出的溫度自然比較低。而白天溫度下降的
原因推測為城市中較大的熱容量設定，熱容量較大的都市地區，需要
吸收較多的能量才能使氣溫上升，因此相較於未使用 UCM 的模擬
組，開啟 UCM 後所模擬出的白天溫度有下降的情形。雖然 UCM 只
會作用在城市地區，且最大影響區域落在城市，但受到平流影響，非
城市區域也會的溫度也會受到改變。
3-1-3 加入 urban category 前後之差異
WRF 原本使用的土地利用資料為 MODIS，總共有 20 種分類，其
中都市的分類編號為 13。但實際上紐約地區的都市分布情形，並不像
MODIS 所劃分的那麼均勻，以曼哈頓島最繁華的商業中心來跟紐華克
住宅區為例，商業區的建築高度不但比住宅區高的多，其他無論是在
建築物的密度、建材所選的材質，或是排放出的人造熱源上都會有所
差異。若將所有的都市地區都統一歸類成同一種土地利用型態，勢必
會造成誤差。所以我們使用了 NLCD (National Land Cover Database)的
高解析度土地利用資料(圖 3-7)，放入模式中後將原本單一的城市種類
畫分成三種：低密度住宅區、高密度住宅區，及工商業區，所以總共
是 23 種土地利用分類(圖 3-8)，而這三種分類下的物理參數會根據其
相應的都市型態做調整，這樣我們可以在比較合理的資料下繼續進行
模擬。
圖 3-9 是以加入 urban category 後模擬出的溫度減去以原 MODIS
土地利用分類模擬出的溫度。加入 urban category 後，白日的溫度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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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的地區差異不大，但在夜間的溫度降低了約三度之多。這個
溫度大幅下降的原因是由於原本的 MODIS 土地利用分類中，所謂的
都市地區(分類 13)，全是被歸類為高密度住宅區，但根據新加入的
urban category，紐約地區實際上有大片的區域是屬於低密度住宅區(分
類 31)的。在原本對於城市型態高估的狀況下，在夜晚溫度的模擬上
會有明顯的高估。這個誤差的來源主要有兩者，其一為 UCM 中針對
三種都市型態所設定的不同人造熱源估計值帶來的影響，其二則是跟
建築形態上的差異有關。
為了瞭解建築形態上的差異對於溫度模擬的影響，以下測試為將
三種都市種類的人造熱源值皆定為與高密度住宅區(UCM 中預設都市
形態)人造熱源估計值相等之模擬結果，以此來去除人造熱源設定上的
差異所帶來的溫度改變。從圖 3-10 可以看到，白天時建築型態差異所
造成的溫度改變並不明顯。而在晚上時，凡被歸類為都市土地利用型
態的區域溫度模擬結果皆有較明顯之改變，尤其是在新的都市分類中
被歸類為低密度住宅區的部分，溫度差異達到五度之多。工商業區因
為所占面積比例較小，所造成的溫度改變也較不顯著。這說明了當夜
晚最大能量來源太陽輻射消失時，地表物理特性的差異主導了近地層
溫度的維持，所以建築形態上的改變會對於夜間的熱島效應也會有著
相當大的影響。
3-1-4 加入詳細 urban fraction 資料前後之差異
原始的 MODIS 土地利用分類中(圖 3-5)，都市的型態(紅色區域)
被歸在高密度住宅區，而在 WRF 模式中其相應的 urban fraction 為
0.9，也就是只要是都市地區，人造建築所佔的比例就是 90%。但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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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衛星影像，我們可以用看出實際上紐約有很多地區被人造建築覆
蓋的比例並沒有 90%這般密集，也就是使用 MODIS 資料對於人造建
築所佔比例會有高估的情形。因此我們加入 NLCD 的 urban fraction 資
料(圖 3-10)來改善這個情況。而加入 urban fraction 參數並不會影響到
原本的都市分類情況，土地利用依然維持原本 MODIS 的 20 種分類，
只是在處理到都市地區時，對 urban fraction 有較合理的空間分布。而
誠如上述所說，由於原始給定的 urban fraction 值過高，都市分布比例
過大的結果造成夜間熱島效應有高估的情況產生，因此在加入較合理
的資料前後(圖 3-11)，夜間的溫度模擬結果差異可以到五度之多。

3-2 台灣個案
由於目前只有美國本土地區有詳細開放的 urban fraction 及 urban
category 數據，本研究的第二部分就是先針對台灣地區製作出這兩份
資料。原始的 MODIS 土地利用資料如圖 3-1 所示，灰色區域為都市
地區。在將原始資料來源為解析度 30 公尺的 Landsat 8 經過資料轉換
後，如圖 3-2 所示，紅色的資料點即為 Landsat 8 所判斷出的都市區
域。由於我們加進去的資料解析度遠比 MODIS 的資料還要高，可以
看到 MODIS 的都市區域分部有點高估於我們加進去的詳細的資料。
尤其在都市地方就有比較多的差別，而因為我們使用了高解析的原始
資料，才有辦法計算出精確的 urban fraction，如美國地區的 NLCD 資
料一般，根據這個 urban fraction 再去提供給 WRF/UCM 使用。
在進行個案模擬前，為了瞭解 UCM 模式中哪些物理參數對於溫
度的模擬結果會有較顯著的影響，我們先針對 UCM 在計算中會用運
用到的 24 個物理參數分別做了 24 組敏感度測試，每一組測試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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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24 個參數中的其中一項參數的值提高三倍，而剩餘的 23 項參數則
維持預設值。如表 1 所示，我們發現在 UCM 會運用到的 24 個物理參
數中，屋頂的發射率對於 UCM 在溫度的模擬上影響最小，而人造熱
源(AH)及 urban fraction (FRC_URB)則對模擬結果有最顯著的影響。因
此我們預期在模式中加入較精確的人造熱源及 urban fraction 估計值應
當會對模式模擬的結果有最大的改善。
3-2-1 綜觀天氣分析與模式設定
台北個案同樣使用 WRF 3.5.1 版本來進行模擬。模擬時間為 2015
年 6 月 27 日 0000UTC 至 2015 年 7 月 3 日 0000UTC 一共六日。初始
場和側邊界條件使用 NCEP FNL 全球分析場資料，時間間隔為 6 小
時，空間解析度為 1 degree X 1 degree，初始場的垂直分層共 27 層。
網格分布如圖 3-12 所示，共五層巢狀網格，水平解析度依序為 81 公
里、27 公里、9 公里、3 公里、1 公里，主要分析的區域為第五個網
格，範圍為台灣北部地區。垂直解析度為 35 層 σ 追隨地勢座標，最
頂層為 50 hPa。為了能更清楚的解析近地層的大氣變化，本研究加密
了近地表的垂直網格間距，因此模式近地面的三層皆落在高度 100 公
尺內。
在物理參數化的部分，微物理參數化使用 WSM6。長波輻射參數
化採用 RRTM (Mlawer et al. 1997)，短波輻射參數化採用 Dudhia
scheme (Dudhia 1989)。邊界層參數化則採用 YSU (Hong and Pan
1996)。近地層參數化為了選擇 Monin-Obukhov scheme。地表參數化
採用 Noah Land Surface Model (Chen and Dudhia 2001)。積雲參數化的
部分使用 Kain-Fritsch scheme (Kain and Fritsch 2004)，由於當網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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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對流系統尺度時，積雲可由模式中直接解析出來，所以積雲參數
化的部分只使用在 81 公里、27 公里及 9 公里的網格。土地利用資料
則採用 MODIS 來進行模擬。
而接下來在與觀測做驗證的部分，選用大台北地區的 11 個城市
測站的資料進行，測站位置如圖 3-13 所示。11 個測站中包含了局屬
測站與自動測站，兩種測站都是一個小時一筆資料。
根據日本氣象廳所發布之模擬當時地面天氣圖(圖 3-14)，7 月 27
日時台灣北部鋒面已漸漸遠離，天氣轉為穩定。隨著後續幾天大陸高
壓的出海，台灣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壓之影響，在模擬期間內風向皆為
西南風及南風，且北部地區沒有降雨。在缺乏強綜觀系統的影響下，
台灣的局部環流主要是受到海陸風的影響。
3-2-2 使用 UCM 前後之差異
由於本研究的第一目標便是了解 UCM 在台灣地區應用的效果，
所以首先來看到使用 UCM 前後分別的溫度模擬結果。圖 3-15 分別是
使用 UCM 及沒有使用 UCM (no UCM)所模擬出的白天和夜晚溫度
圖。兩組模擬在溫度水平分布上基本上一致，但不論在白天或夜晚，
沒有使用 UCM 的情況下溫度的模擬結果都會高於使用 UCM 的模擬
組約一度左右。相較於美國個案中 UCM 能夠有效重製夜間熱島效
應，UCM 在台北地區似乎沒有同樣的效果，這跟前一段做出之美國個
案及前人研究的結果並不吻合。因此我們在這裡做了一個簡易的敏感
度測試，來探討造成此差異的可能原因。
此敏感度測試共分為四組，每一組分別將海拔 50m、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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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 及 200m 以下，除了河水以外的土地利用型態更改為都市(圖 316)，藉此來代表都市擴張的情況。由圖 3-17 看到，隨著都市範圍漸
漸擴張，UCM 模擬出來的夜間溫度也逐漸上升，直到擴展到海拔
200m 以下皆為城市時，UCM 模擬出來的夜間溫度已經超越沒有使用
UCM 所模擬出來的結果。因此透過此測試，我們認為現今 UCM 對於
溫度上模擬出來效果與前人研究差異的其中一項主要原因跟城市的規
模有相當大的關係。大紐約地區的都市範圍大約為 1000 平方公里，而
整個大台北地區大約只有 400 平方公里。台北的城市規模在不夠大的
情況下，的確有可能會使 UCM 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時此敏感度測試
的結果也顯示，若城市的範圍繼續擴張，會使都市中心的溫度持續上
升。我們推測這是由於當都市面積增加時，郊區冷空氣的平流較不容
易，或是需要更久的時間才能到達市中心，因此市中心的溫度在持續
受到熱島效應影響下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溫度而且不易有降溫的機會。
而當台北地區的都市擴張情形發展到海拔 200 公尺以下皆為都市時，
將有可能使都市地區的溫度上升 0.5 至 1 度左右。
3-2-3 加入新城市參數前後之差異
接下來我們試著將本研究製作出的北台灣地區較精細之城市參數
資料加入模擬中，來檢視溫度的模擬是否有改善。圖 3-18 為使用
Landsat 8 所製作出的北台灣 Urban fraction 分布圖，圖中紫色部分為
fraction 值超過 0.9 的地區。因此由圖 3-18 我們可以看出北台灣絕大多
數的都市地區 urban fraction 值都落在 0.9 以下，如果我們使用 UCM
預設的值 0.9，在後續模擬上必然會造成誤差。在加入 urban fraction
及 urban category 參數後(圖 3-19)，相較於先前未加入較詳細的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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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ion 及 urban category 資料的模擬，在台北市中心以及桃園市區所
模擬出的溫度在白天有提高的現象，這是由於將都市型態從高密度住
宅區提升至工商業區後，都市的特性變得更加顯著，因此也會造成溫
度的模擬結果提高。另外變化較大的兩個區域為林口台地及淡水河沿
線。林口台地在加入了 urban fraction 後，使原本在模式中被高估的都
市比例下降。由於更新過後 urban fraction 值較 UCM 原先的預設值
小，模擬出的林口台地區域溫度出現整體下降的現象。而淡水河沿線
也因為在土地利用型態中加入了更精細的城市範圍，使被 MODIS 高
估的淡水河流域得到修正，原本河道兩側受到河道影響造成溫度低估
的區域也獲得明顯的改善。在夜晚時，由於更新過後的 urban fraction
值跟原先 UCM 預設的值比下降相當多，因此即使提升了都市的型
態，夜晚模擬出的溫度仍有下降的現象。
由於溫度的變化跟可感熱通量有很大的關係，接下來探討可感熱
通量在白天及夜晚的變化。圖 3-20 是太陽剛下山(晚上八點)及太陽剛
升起(早上五點)時，也就是太陽輻射變化最大的時刻，沒有使用 UCM
之模擬組(no UCM)與加入 urban fraction 及 urban category 後之模擬組
的可感熱通量模擬結果。這時候 no UCM 的可感熱通量小於開啟
UCM 同時加入詳細城市參數資料的模擬組，雖然兩者高低值分布的位
置大致上相等，但可以看到太陽剛升起時，加入城市參數資料的模擬
組之可感熱通量有幾處高值，而這個高值的分布基本上是與 urban
fraction 一致的。由此可知，urban fraction 對於可感熱通量有相當大的
影響，製作出較為詳盡的 urban fraction 資料能有助於在可感熱通量上
的模擬。而從圖 3-20 我們也可以看出加入新的城市參數的模擬組，在
太陽剛升起時地表所反應出的可感熱通量較快速，而太陽剛下山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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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熱通量的消退較慢，這是由於 urban category 的改變，將原本較為低
估的城市形貌做提升，從而使城市的保溫效果更為顯著。而在白天
時，no UCM 模擬組的可感熱通量明顯高於 UCM 模擬組，這也解釋
了兩組模擬在白日溫度模擬結果上的差異。
3-2-4 與觀測之比較
接下來針對溫度的部份我們將模擬的結果與觀測做比較，觀測的
資料取自大台北地區 11 個城市測站，測站資料為每小時一筆。為了瞭
解土地利用型態對於模擬結果帶來的影響，其中 no urban 模擬組為將
所有都市置換成草地的敏感度測試。如圖 3-21 及 3-22 所示，在所有
的測站中，no urban 模擬出的夜間溫度有明顯低估的情況，與觀測結
果相差最大。這也顯示了地表利用型態對於氣溫有很大的影響，尤其
是在夜間，被置換成草地的台北盆地在沒有熱島效應的情況下，氣溫
多下降了 1.5 到 2 度之多。在 no UCM 與 UCM 模擬組的部分，雖然
兩者在白天都有輕微高估晚上輕微低估的情形，但總體而言加入城市
參數資料的 UCM 模擬組與觀測的結果是最為接近的。在三重測站(代
號 9I1)加入城市參數後溫度模擬改善的幅度最大，我們推測是因為三
重測站原本預設之 urban fraction 跟實際情況相差太多，因此在給予正
確的資料後，模擬結果有顯著的提升。
就溫度的部分，表 2 詳列了八個模擬組與觀測所算出的平均偏差
值(Bias)及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其公式如下所
示:
Bias =

𝑛
1
∑ (𝑆𝑖 − 𝑂𝑖 )
𝑛
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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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𝑛
1
RMSE = √ ∑ (𝑆𝑖 − 𝑂𝑖 )2
𝑛
𝑖=1

(3)

Si 為模式模擬出的溫度，Oi 為中央氣象局測站之觀測值。由於根據個
案模擬前，針對 UCM 所使用之 24 個參數所做的敏感度測試，人造熱
源的釋放量對於模擬的結果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在這八個模擬組裡也
包含了三種不同的人造熱源估計值(0 W/m2、50 W/m2、200W/m2)。八
個模擬組中，no UCM 為沒有使用 UCM 之模擬組，UCM 為使用
UCM 但不加入人造熱源之模擬組，UCM+AH(50)及 UCM+AH(200)分
別為使用 UCM 且加入人造熱源 50 W/m2 及 200 W/m2 之模擬組，
URB_FRC 為加入 Landsat 8 資料製作出的 urban fraction 之模擬組，
LU_INDEX 為加入 Landsat 8 資料製作出的 urban category 之模擬組，
FRC+LU_INDEX(AH=200)及 FRC+LU_INDEX(AH=200)分別為同時
加入 urban fraction 和 urban category，但分別將人造熱源調整為 200
W/m2 及 50 W/m2 之模擬組。
我們可以看到在加入了詳細的 urban fraction 和 urban category，並
將人造熱源質估計設定為 50 W/m2 後所做出的模擬與觀測值是最為接
近的，而只加入 urban category 的模擬結果最差，這有可能是因為目前
我們所推估的台北地區城市型態分類還有一定的誤差，我們希望在未
來能在城市種類的區分上有更明確的規範。
3-2-5 垂直變化
雖然 UCM 所計算出的物理參數最終只會回饋給模式的第一層，
但低層的物理特性變化也會連帶影響到整層空氣的變化情形，所以這
個部分我們從 11 個城市測站中選出其中兩個測站，來探討模式低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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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是否會影響到高層的大氣狀況。而測站的選擇則是根據 Landsat 8
製作出的 urban fraction 值中，fraction 值最大及最小的兩個測站。而板
橋及蘆洲的 urban fraction 值分別為 0.632 及 0.965，分別為 11 個城市
測站中 fraction 值最小及最大的兩個測站，因此以下用來當作探討的
主要對象。而在接下來的實驗組中，為了區別不同土地利用型態下的
垂直變化差異，黑線的部分為將都市置換成草地的敏感度測試。綠線
是不使用 UCM，藍線及紅線兩組都有使用 UCM，但分別為加入詳細
urban fraction 及 urban category 前後的模擬組。
圖 3-23(a)(b)為內湖測站之單點風速垂直變化，圖 3-23(c)(d)則為
蘆洲測站之單點風速垂直變化。白日的時候四個模擬組的風速垂直變
化差距不大。夜晚時四個模擬組都有出現夜間低層噴流的現象，而夜
間低層噴流的高度大約等同於邊界層頂的位置。由於 no urban 模擬組
中城市被置換成草地，地表穩定度變高的情況下邊界層的高度也跟著
下降，夜間低層噴流則因為地表粗糙度的降低風速增強。另外三組有
城市的模擬組則差距不大。
圖 3-25 為白日及晚上的混合比單點垂直變化。其中白天跟晚上差
混和比異最小的是 no urban 模擬組，其餘三組土地利用型態為都市的
模擬組則是白天混合比較低，晚上混合比較高。根據前人研究(Lin et
al, 2011)，都市扮演一個暖乾的中心，因此我們認為白天的時候由於地
表溫度較高，平流進都市的水氣被快速蒸散，因此三組土地利用為都
市的模擬組混和比較低，而 no urban 組混合比較高。夜間的時候地表
加熱的作用降低，因此都市上空的混合比跟白日比起來有些微增加。
而加入了詳細城市參數的 UCM 模擬組因為 urban fraction 值跟 UCM
預設值 0.9 相比有降低的情況，也就是都市覆蓋的面積比例下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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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特性比起原始的 UCM 設定會更接近 no urban 一些，這個差異在
白日太陽輻射加熱地表時特別顯著，也顯示了不同的地表狀態在相同
的輻射源下所反映出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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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4-1 結論
現今全球都市化的情形日益嚴重，人口快速往都市地區集中從而
帶來的空氣汙染及都市熱島效應也成為了不容忽視的環境議題。為了
能更好的掌握城市中大氣狀態的變化，前人發展出了不同的 urban
canopy model 來針對都市地區進行模擬，而本研究所選用的 urban
canopy model 為單層的 UCM。UCM 在許多前人研究被廣泛應用，也
被認可能夠對都市地區的模擬結果帶來改善。但在台灣地區，關於
UCM 使用前後的差異尚未有清楚的了解。所以本研究的第一個目標就
是希望能了解 UCM 應用在台灣地區的效果。又，國外一些研究(Chen.
2004, Chen et al. 2011, Gutiérrez et al. 2015)已證實 urban fraction、urban
category 可以有效改善都市地區模擬的準確性，但台灣地區還尚未有
開放的 urban fraction、urban category 詳細資料，所以我研究的第二個
目標就是希望能透過將詳細的 urban fraction、urban category 加入
UCM 中，來改善都市地區的模擬結果。根據模擬前我們針對 UCM 會
用運用到的 24 個物理參數所做的敏感度測試，我們發現人造熱源及
urban fraction 對於 UCM 在溫度的模擬上有最大的影響。因此在模式
中加入正確的人造熱源及 urban fraction 估計值應當會對模式模擬的結
果有最大的改善。
在美國的個案中，使用 UCM 後會使日夜溫差下降，特別在夜間
時開啟 UCM 使都市地區的溫度模擬結果普遍上升了 0.2 至 0.8 度，說
明了 UCM 能有效的重製出夜間的都市熱島效應。而雖然 UCM 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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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土地利用型態為都市的地區，但周圍環境依然會受到影響，只
是最大影響區域仍落在都市。由於 UCM 的預設值中對於美國紐約地
區的都市形態過於高估，且 UCM 中預設的 urban fraction 值也過大，
因此在加入詳細的 urban category 及 urban fraction 後模擬出的夜間溫
度都有明顯下降的情況，也可由此看出都市的型態，也就是物理特性
上的差異，及都市分布情形的改變，會在最大能量來源太陽輻射消失
後主導了夜間的熱島效應。
而當 UCM 應用在台北地區時，夜晚的溫度反而比沒使用 UCM
時模擬出來的溫度還要低一度左右。在經過將都市範圍擴張的敏感度
測試後，我們認為由於紐約地區的都市面積約為整個大台北地區都市
面積的兩倍多，台北在城市規模不夠大的情況下有可能會使 UCM 的
能力受到限制。此敏感度測試的結果也顯示，當都市擴張的情形發展
到海拔 200 公尺以下皆為都市時，將有可能使都市地區的溫度上升 0.5
至 1 度左右。
在加入使用 Landsat 8 所製作出的 urban fraction 及 urban category
參數後，雖然模擬出的溫度稍有提高，但仍不及沒開 UCM 情況下所
模擬出的溫度。其中變化較大的區域為 Landsat 8 和 MODIS 資料較不
吻合的區域，特別是林口台地及淡水河沿線。在可感熱通量的部分，
當太陽剛升起時，加入詳細城市參數資料的模擬組與沒有使用 UCM
的模擬組所模擬出的可感熱通量空間分布大致相等，但加入詳細城市
參數資料的模擬組中有幾處和 urban fraction 分布吻合的高值，由此可
知 urban fraction 對於可感熱通量有相當大的影響，製作出較詳盡的
urban fraction 資料能有助於在可感熱通量上的模擬。而城市型態的提
昇也會對於城市的保溫效果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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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個案的模擬結果與 11 個台北地區城市測站的溫度資料計算出
偏差量及均方根誤差後，被置換成草地的模擬組在溫度上有很嚴重的
低估，說明了土地利用型態的正確性對於溫度模擬上的重要性。而加
入較精細的城市參數資料的 UCM 模擬組與觀測結果最為接近，特別
在與預設 urban fraction 差異最大的測站有著最明顯的改善。在垂直變
化的部分，除了被置換為草地的模擬組有著較穩定的低層大氣外，使
用 UCM 前後及加入城市參數前的風速垂直變化並沒有明顯差異。垂
直的混和比變化中，由於都市在白日時蒸發作用強烈，因此都市模擬
組中的混合比在白天皆較草地組還要低。而加入詳細之 urban fraction
的模擬組因為包含了更多自然地表的部分，因此混和比變化也跟草地
稍微接近一些。在三組城市模擬組中，白天時三組之間的差異較晚上
明顯，也說明了不同的都市地表狀況對於太陽輻射有敏感的反應。

4-2 未來展望
由於本篇研究所製作出的這份 urban fraction 及 urban category 資
料目前只涵蓋台灣北部地區，未來我們希望能將這份資料的範圍擴展
至整個台灣，並更仔細的檢驗邊界層內包括風速等模擬結果的改善情
形。而在資料細節的部分，首先要處理的是如何定義出一套適合台灣
地區使用的城市種類方法，並且改善 MODIS 土地利用資料中都市的
部份較不詳細的地方，以 Landsat 8 更高解析度的資料做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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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3.5
3
2.5
2
1.5
1
0.5
0

表 1 UCM 所使用之參數之敏感度測試。橫軸為變數名稱，縱軸為與觀測
溫度所做出知均方根誤差。
ZR: Roof level (building height) [m]
SIGMA_ZED: Standard Deviation of roof height [m]
ROOF/ROAD_WIDTH: Roof(i.e., bulding)/road width [m]
AH: Anthropogenic heat [W/m2]
FRC_URB: Urban Fraction [fraction]
CAPR/CAPB/CAPG: Heat capacity of roof/building wall/ground [J/m3K]
AKSR/AKSB/AKSG: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roof/building wall/ground [J/mKs]

ALBR/ALBB/ALBG: Surface albedo of roof/building wall/ground [fraction]
EPSR/EPSB/EPSG: Surface emissivity of roof/building wall/ground
DDZR/DDZB/DDZG: Thickness of each roof/ building wall/ground layer [m]
30

表 2 八組模擬結果與 11 個測站所計算出之偏差值及均方根誤差。綠色為
偏差值，橘色為均方跟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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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 2-1 UCM 中物理過程示意圖。

圖 2-2 Urban canopy layer (UCL)位置示意圖。Urban Boundary Layer 為都
市型態之地表對於大氣的影響所能達到的最高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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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Duda)

圖 2-3 詳細都市資料內插進模式網格之示意圖。左圖為內插前，右圖為
內插後。藍色為人造建築覆蓋區域，較粗的網格代表使用者定義的網格大
小，較細的網格代表原始數據的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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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北台灣 MODIS 土地利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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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將使用 Landsat 8 衛星資料分離出之都市區域疊加至 MODIS 土地
利用分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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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美國個案網格設計。

(google map)

圖 3-4 美國東岸紐約地區(約為第三層網格範圍)衛星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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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美國東岸紐約地區(domain 3)土地利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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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使用 UCM 前及使用 UCM 後所模擬出之溫度場差異。左圖為當地
下午一點，右圖為當地凌晨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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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左圖為 NLCD 之土地利用資料，紅色資料點代表都市區域，紅色
的深淺則分別代表了三種不同的都市種類，最深的紅色為公商業區，最淺
的紅色為低密度住宅區，介於中間的為高密度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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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根據 NLCD 土地利用資料轉換而成的土地利用型態。比原始的
MODIS 資料額外多出三個都市類別，共 23 種土地利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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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加入 urban category 前後之模擬溫度差異。左圖為當地下午一點，
右圖為當地凌晨一點。

圖 3-10 加入 urban category 前後之模擬溫度差異。但加入 urban category
模擬組中將三種城市型態的人造熱源皆定在 50W/m2。

41

圖 3-11 根據 NLCD 土地利用資料轉換而成之 urban fraction。

02AUG2015 20UTC t2, NLCD_urbfrc – default_urbfrc

02AUG2015 08UTC t2, NLCD_urbfrc – default_urbfrc

圖 3-12 加入詳細 urban fraction 前後之模擬溫度差異。左圖為當地下午一
點，右圖為當地凌晨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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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台灣個案之網格設計。

圖 3-14 本研究所選用之 11 個城市測站之地理位置分布圖。

43

圖 3-15 日本氣象廳發布之 2015 年 7 月 27 日 00 UTC 地面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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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左欄由上至下分別是: 不使用 UCM / 使用 UCM，兩組實驗組所
分別模擬出的溫度場，時間為為 05 LST。右欄同左，時間為 13 L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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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 3-17 圖 a 為 MODIS 土地利用資料，紅色區域為都市分類。圖 b、c、
d、e 分別為海拔 50、100、150、200 公尺以下皆為都市時之土地利用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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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對於都市擴張之敏感度測試。左欄為 01 LST，右欄為 13 LST。
47

圖 3-19 使用 Landsat 8 之都市資料所製作出之 urban fraction。

圖 3-20 左欄由上至下分別是: 使用 UCM / 使用 UCM 並加入詳細城市參
數，兩組實驗組所分別模擬出的溫度場，時間為為 05 LST。右欄同左，時
間為 13 LST。
48

圖 3-21 左欄三張圖是不使用 UCM 情況下，分別在 05 LST、20 LST、14
LST 所模擬出之可感熱通量空間分布。右欄為使用 UCM 並加如詳細城市
參數後，分別在 05 LST、20 LST、14 LST 所模擬出之可感熱通量空間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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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2(Taipei)

(b)

(c)

(d)

(e)

(f)

圖 3-22 溫度觀測與溫度模擬結果比較。(a)台北測站(b)板橋測站(c)大直
測站(d)石牌測站(e)士林測站(f)內湖測站。黑線為觀測，綠線為將都市置換
為草地之 no urban 模擬組，藍線為未使用 UCM 之模擬組，紅線為使用
UCM 及加入詳細城市參數之模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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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圖 3-23 溫度觀測與溫度模擬結果比較。(a)新莊測站(b)信義測站(c)蘆洲
測站(d)三重測站(e)永和測站。黑線為觀測，綠線為將都市置換為草地之
no urban 模擬組，藍線為未使用 UCM 之模擬組，紅線為使用 UCM 及加入
詳細城市參數之模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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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內湖測站(a)00 LST(b)14LST 風速垂直變化。蘆洲測站(c)00 LST
(d)14LST 風速垂直變化。橫軸為風速(m/s)，縱軸為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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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內湖測站(a)00 LST(b)14LST 混合比垂直變化。蘆洲測站(c)00
LST (d)14LST 混合比垂直變化。橫軸為混合比(g/Kg)，縱軸為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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