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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相較於市郊之自然生態，都市具有大量且密集的人工構造物及

人工發散熱，因此都市與市郊呈現迥異的熱能結構，且經常形成市

區較週圍郊區溫暖的都市熱島(urban heat island)情形。由此現象

所伴隨產生的都市氣候改變，包含有:都市高溫化、空氣污染物增

多、雲量及霧日增多、降雨量及雷暴微增、日射量減少等，這些改

變稱之為『都市熱島效應』。都市與市郊之溫度差稱為『都市熱島

強度』，都市熱島強度一直被廣為用來作為都市熱島的定量描述，

大體而言，都市熱島強度越強，都市局部氣候改變越大。

一個典型都市，在晴朗夏日中午的氣溫，經由都市熱島效應的影響，會

比郊區高出1∼3℃。這個增溫結果，使得空調能源消耗量大幅增加。但如經

由都市熱島效應控制策略的施行，則可使都市氣溫有效降低，減少能源消耗

量。國外的模擬、實驗指出，增加都市有效範圍的樹木覆蓋面積（植被率）

和提高建築物及路面對太陽能量能量的反射能力（反照率），可使尖峰的冷

卻負荷減少30∼50％，同時可降低煙霧10∼20％。美國環境保護署藉由電腦

模擬，指出植被率每增加10%，氣溫會降低2.2℃；美國Lawerence Berkley 

Laboratory（LBL）的熱島研究小組所開發的「量化都市熱島效應」的程式評

估結果則指出，若美國加州洛杉磯市改變地表的反照率及城市綠化，每年約

可節省五億美金。

台灣位在亞熱帶，境內 70％是山區，有 67％以上的人口居住在

狹窄的都會區裡，而且隨著經濟及社會發展的腳步，勢必形成更高

度的都市人口密度與都市化，都市生活環境也將益加惡劣，因都市

溫暖化而造成高能源耗用的惡性循環也將更加嚴重。以目前的都市

設計理論與方法並無有效的評估都市化發展對都市氣候與環境的衝

擊。因此對於都市化所造成的生活環境劣質以及能源耗用的惡性循



環，將不能獲得合理的感受、解決與控制。藉由氣候模式與能源模

使用模式的建立，透過模式的模擬與分析，探討都市計畫對都市熱

島效應之影響與預測評估，才是未來合理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本

計畫為跨學門計畫，為期三年，其主要目標為：

(一)量化熱島效應的影響

發展研究台北都會區的熱島效應相關的都市氣候模式。建立模式模擬能

力以及所需的基礎資料。

(二)驗證減緩熱島效應的成效

量化都會區的高反照率表面和樹木遮蔽，以了解對於冷卻尖峰電力、降

低能源使用量，以及對於戶內、外舒適度的增加度。

(三)量化熱島效應對於空氣污染的影響

分析熱島效應減緩前、後，其對空氣污染和溫室氣體的衝擊。利用氣象

和煙霧模式，評估都市減緩熱島效應後，可節省的能源和減少的煙霧潛勢。

(四)發展實際、有效率的策略以執行熱島效應減緩的測量。

(五)建立有關減緩熱島效應之研究、分析所需的軟、硬體。

今年度為全期計畫的第二年。本年度我們按照既定的進度完成了既定的目

標，其中主要的工作包括了：

(1)台北都會區熱島效應之量測：我們共進行了二次實驗，一為日間正午之量

測、另一為深夜的量測。

(2)收集台北都會區地表特性：其中包括反射率、粗糙度、土壤濕潤度及人為

熱量排放。

(3)台北地區熱島效應的模擬：包括了二個不同土地利用狀況的地表面邊界條

件的個案模擬。

(4)都市溫度能量平衡模式之建立及測試：我們使用「西北台灣局部環流觀測



實驗」，1994年 6月 16 日至 18 日，楊梅茶改場土壤溫度資料，作為

模式運作的基本資料，並測試比較土壤潮濕及乾燥情況下對表層土壤溫

度的影響。

(5)常用建築物外牆材料反射率的測量：所作的量測包括了信益陶瓷公司所提

供的四十件磁磚樣品，和成磁磚16件樣品及量測磁磚表面溫度變化對室溫的

變化影響。



二.前言

相較於市郊之自然生態，都市具有大量且密集的人工構造物及人工發散

熱，因此都市與市郊呈現迥異的熱能結構，且經常形成市區較週圍郊區溫暖

的都市熱島情形。由此現象所伴隨產生的都市氣候改變，包含有:都市高溫

化、空氣污染物增多、雲量及霧日增多、降雨量及雷暴微增、日射量減少等，

這些改變稱之為『都市熱島效應』。都市與市郊之溫度差稱為『都市熱島強

度』，都市熱島強度一直被廣為用來作為都市熱島的定量描述，都市熱島強

度越強，都市局部氣候改變越大。

都市熱島效應可以改善及控制，根據日本實測研究成果指出，

東京都杉並區每增加 10%的植被(植物覆蓋面積)率可降低 0.32℃的

氣溫；美國環境保護署藉由電腦模擬，則指出植被率每增加 10%，氣

溫會降低 2.2℃；LBL 的熱島研究小組所開發的「量化都市熱島效應」

的程式評估結果指出，若加州洛杉磯市改變地表的反照率及城市綠

化，每年約可節省五億美金，同時亦可使 smog 降低大幅改善空氣品

質。藉由都市氣溫與電力使用狀況之分析可清楚了解熱島效應的強

度及其因應對策。再以美國亞歷桑納州鳳凰市為例，當氣溫低於 32.2

℃ 時使用電力約為 1350 百萬瓦特以內。但若溫度上昇至 35℃時則

電力使用劇增至 1700 百萬瓦特。最簡單的改變都市熱島效應大致以

綠化為主，但改善屋頂及地表對太陽之反射率亦是相當重要。由於

都市綠地面積有限，因而改善地表及建築物反射率就變得相當重

要，例如屋頂若採用黑色柏油，因其反照率為 0，屋頂與周遭氣溫之

差可達 50℃，但若改用白色建物，因其反照率提升至 0.9 以上，故

溫差可降至 10℃左右。

以具有約 2,597,197 人口(1997, 11 月統計值）的台北市而言，

其都市計畫與都市熱島效應之調查研究，將對於都市之生活環境之

改善與增進具有深遠的意義，同時對能源節約將可提供具體之執行



步驟。

本計畫主要目的為：

(1)量化熱島效應的影響

發展研究台北都會區的熱島效應相關的都市氣候模式。建立模式模擬能

力以及所需的基礎資料。

(2)驗證減緩熱島效應的成效

量化都會區的高反照率表面和樹木遮蔽，以了解對於冷卻尖峰電力、降

低能源用，以及對於戶內、外舒適度的增加度。

(3)量化熱島效應對於空氣污染的影響

分析熱島效應減緩前、後，其對空氣污染和溫室氣體的衝擊。利用氣象

和煙霧模式，評估都市減緩熱島效應後，可節省的能源和減少的煙霧潛勢。

(4)發展實際、有效率的策略以執行熱島效應減緩的測量。

(5)建立有關減緩熱島效應之研究、分析所需的軟、硬體。

本計畫之第一及第二年的預期成果分述如下：

第一年預期成果

1. 完成模擬所需的台北地區典型天氣年資料。這些資料包括每小時的乾球溫

度、濕球溫度、風速和太陽輻射。

2. 建立一部份台北住家、商業和工廠等建築物特性、數目的資料。

3. 初步敘述台灣都市氣候模擬所需求的軟體和硬體。

4. 完成部份台北地區的表面特性資料。這些資料包括：都市土地利用、植被、

反照率、表面濕度和粗糙度。

5. 取得三、四個代表季節的氣象和探空資料，作為其後模擬的初始值。

6. 完成HOTMAC基本個案的氣象模擬。

7. 建立一部份建築材料的基本資料和反射率。

第二年預期成果



1.具體敘述完成台灣都市氣候模擬所需求的軟體和硬體。

2.針對台北都會區，得到它的地表特性資料。這些資料包括：都市土地利用、

植被等相關資料。

3.完成基本個案和變更地面條件後的氣象模擬。本計畫將用HOTMAC及

ComplexT模式做這些模擬。

4.進行「台北都會區」之熱島強度實驗觀測：將包括日間正午及深夜的實驗

觀測。

5.建立都市溫度能量平衡模式，藉由此模式以便瞭解地表的植栽、反照率等

對氣溫的影響。

6.建立包括住家、商業和工廠等建築物特性、數目的資料。由這些資料評估

台北都會區建築物的屋頂反照率。

7.分析屋頂工業的市場，建立淺色屋頂材料的基本資料和反照率。



三、文獻探討

十九世紀中葉尚未開發之前的美國洛杉機，夏天平均氣溫高達39℃。後

來由於河流改道進入盆地，而且種植許多果樹，到了1930年代，溫度則降到

36℃。等到城市開始發達以後，蓋房子與造路，反而使氣溫又升回到39℃。

甚至最近洛杉機還在繼續蓋房子，因此夏天氣溫仍在高升。其實，這種現象

不只限於洛杉機，許多大城市（包括紐約市、墨西哥城）之夏天氣溫，皆比

郊區、周圍鄉下高3℃。LBL(Lawerence Berkely Laboratory)的Arthur 

Rosenfeld和Hashem Akbari兩位博士，在1980年代帶頭呼籲科學界注意這溫

度的變化。

比起郊外田野，市內黑色柏油路和深色屋頂會吸收大量太陽輻射，加上

為了建造房子如果再把樹木和其他植物除掉，則由於植物蒸散之降溫效應也

因而消失。一般而言，由於都會區建築物的熱力特性以及較少的綠地，使得

市區內的氣溫高於其周遭的郊區，這就是所謂的「都市熱島」效應。「都市

熱島」的現象已被學術界廣為研究（Landsberg, 1981; Lowery, 1967），它

所指的是從觀測上測知大部分的城市其氣溫比其周遭的鄉鎮要暖很多，尤其

是黃昏及晚上。

快速發展的工業化與都市化，導致了經濟成長的過度集中，在多數的都

市裡，能源消耗的逐漸增加，使得都市熱島效應和空氣污染的程度愈來愈明

顯。其特徵為都市大氣溫度的上升，氮、硫氧化物等空氣污物含量的增加和

相對溼度的遞減。造成都市中心區的溫度較郊區為高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是

因為市區的能源使用量較高；另一方面市區的建築物街道大是混凝土材質，

綠地面積過少，導致市區散熱能力不良。都市中人造熱源的產生有很多，例

如：商業行為、汽機車排放、電力與瓦斯使用、生產燃燒等。由於都市人口

眾多與中，使得人造熱源不斷累積並無法排散。因為混凝土材質的熱導(heat 

conductivity)為鄉間溼潤土壤的3~4倍，所以都市鄉在受熱後的升溫情形有

所差異。都市中物質的熱容量(heat capacity)也和鄉村土壤不同，土壤的溫



度變化僅限於表層(約10公分深)，而都市卻深入的多，所以都市內混凝土般

物質所儲存的熱能也就較鄉村多。

此外，植物在自然界中具有調節溫度、溼度、再生乾淨空氣及涵養水土

的功能，因此，綠地面積較大的鄉村地區其溫度比都市地區也溫和些。都市

溫度上升的現象可以透過觀測方式和數值模擬去分析。數值模擬模式又可分

為兩種，力學模式(mechanical model)與能源平衡模式(energy balance 

model)，前者著重大氣的流體特性，後都則主要著重於都會區和郊區的能源

平衡差異。Saitoh(1996)等人的論文中描述了東京都會區熱島效應的觀測和

模式模擬結果，並評估未來至2030年的熱島效應潛勢。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是

先以數輛行動氣溫觀測車(如圖3.1)，選定夜間的觀測路線及觀測點，做東京

都會區夜間近地表氣溫觀測紀錄，結果繪製如圖3.2。這個在1992年觀測到的

熱島效應強度高達8.0℃，比Kawamura(1976)所做的觀測高了4.0℃，驗證了

當地熱島效應正在升高的結果。模式方面，Saitoh於1993年提出，由於都市

地區的局部加熱產生較明顯的垂直運動，以靜力近似方式(hydrostatic 

approximation)來模擬都市大氣邊界層的區域環流是不恰當的，需要考慮由

熱傳導項控制的實際對流模式。因此他所採用的模式和之前大多建立在靜力

平衡假設上的模式不同，是以浮力項和壓力項的平衡來簡化垂真方向上的運

動方程。整個都市大氣邊界層模式的座標系統包括了地表和地下土壤層的範

圍，簡單示意如圖3.3。都市大氣邊界層的3-D控制方程由渦度-速度向量位能

方法(vorticity-velocity vector potential method)形成，由於其運動方

程中垂直方向以浮力項代表，因此可以描述近地表層的混合效應及層化轉

換。Saiton(1996)是利用這套模式，進行對東京未來數十年間的熱島效應作

潛勢評估。並模擬現在地面氣溫(圖3.4)，地面風場(圖3.5)及垂直風場剖面

(圖3.6)。從模式結果可以清楚看出，在郊區因為晴空輻射效應，夏季夜間溫

度低於25.5℃；相反的，都市地區則較郊區高了約5℃，達到30.5℃。從離地

30公尺處的風場圖也可以從風標指向辨別出高熱源和高建築物密度的都市地



區。雖然東京都會區的人口在過去十年間並沒有改變，但是建築物能源使用

量都不斷在增加，根據這個趨勢，預估到2031年時，東京都會區的高溫將達

到43℃，整個空氣品質也將令人無法適應。

除了溫帶地區的東京，熱帶都會的二個城市，新加坡和吉隆坡，從過去

的近地表溫度觀測紀錄，也顯示了因都市化造成的局部增溫結果。Tso (1996)

為了作進一步的分析，於1994年選定新加坡的兩個地方作溫度觀測以驗證新

加坡市的熱島效應所造成的溫差，由圖3.7的兩站日溫度變化趨勢線可明顯看

出都市與郊區的溫差。代表郊區的觀測站位於新加坡西北方的果園內；代表

都市的觀測站則位於市中心的十字路口。Tso利用LANDSAT衛星得到的地面溫

度資料比照實地面發展的情形，得到建築物和綠地所表現的溫差(圖

3.8(b))。在範圍為1740mX750m的市區內，將溫度分佈由37℃以下到41℃以上

可分成5個區間，顯示溫度較高的地區也正是市區內人口密度較高，熱源較多

之處。圖3.8(d)則是圖3.8(c)中橫切線的剖面溫度示意圖，同樣地表現了建

築物所在地的近地溫度高於綠地表面的溫度。在吉隆坡市的研究中，Tso選定

了市內面積大小為9.33平方公里的範圍，調查估計全區內建築物的能量儲存

效應，並得到一個單位面積內的混凝土含量值700Kg/m2，同時在模式內引用簡

單的地表能量平衡觀念來模擬考慮建築物量造成的熱島效應，圖3.9為其示意

圖，其中R為in-coming net solar energy flux， H為sensible heat flux，

L為latent heat flux， S為conductive soil heat flux;圖3.10為模式計算

出的氣溫、土壤溫度;模式得到的氣溫在正午時最高，達34℃，凌晨05:00最

低，為24.9℃℃。如果考慮單位面積建築物的改變，從圖上可以發現當混凝

土量增加時，最高溫的發生時間會因為熱量儲存的效應而隨著往後延，夜晚

的溫度也由於這個原因而稍為升高。

根據過去近百年台北地區的氣象資料分析，證實台北市的年平均氣溫確

實有逐年上升的一個趨勢，其中尤其以最近二十五年的氣溫上升率最明顯，

平均以每一百年上升4.2℃的速率增加;相反的，相對溼度平均以每年0.22%的



大小明顯下降，如圖3.12。這些氣候值的變化相當符合都市熱島效應的特色。

歐陽嶠暉(1994)以台北市區內人口較集中，15x15公里的區域，調查、討論台

北市都市熱島效應的現況，以及造成此結果的成因及影響，並驗證台北都會

區的熱島效應。他的結果顯示，台北市中心與郊區的溫差頗大，春季平均溫

差4.8℃，夏季為4.2℃，秋季4.6℃，冬季4.5℃，其中因夏季的夜間活動人

口較多，活動量較大，高溫的分佈區域較廣，春、冬兩季的高溫區域則較為

集中。其高溫集中區域在中區，以林森北路至復興北路，及忠孝東路至南京

東路一帶為中心。平均溫差冬季比夏季大，冬季熱島效應較明顯，其原因可

能是臺灣地區冬季東北季風較盛，都市外圍地區受風速影響，氣溫下降較為

迅速;此外，冬季日照時間短，都市中吸收儲存的能量較少，因此夜間都市中

的能量發散較為迅速，使得都市溫度的分佈與人口密度型態較為相似，可視

冬季的溫度分佈是人口密度的函數。夏季則因日照時間長，熱能為都市中的

建築物與道路等所吸收並儲存，到了夜間又有其它的人工熱源繼續排放，因

此夏季時都市熱能所的散失時間較長，而且夜間人口活動量大，造成整體熱

能增加，使得熱能消散更加不易。

都市熱島的定義基本上為市內所量測的氣溫與其郊區氣溫的差異。但近

來亦將其擴展至更小空間尺度的地表溫度差異。熱島強度在市內各地區可能

不同，通常在建築物較密集的地區其強度越強。在夏天由於熱島效應產生的

高溫，使得用來冷卻氣溫的能源增加（Akbari et al.1988）,同時煙霧的產

生率也提高（Kamens et al.1981, Pennet et al.1988）。對愈大的城市而

言,其熱島的強度則愈強(Oke, 1973),因而冷氣空調的需求也愈大,同時室外

的舒適度也愈差。在美國大約有10%的電力能源是用在住宅區及商業區的空調

使用。由於冷氣的消耗通常是在用電最顛峰的狀態,因而用來使室內溫度降低

之自能源就相對而言是很昂貴的，為了逆轉這種不幸之趨勢,美國總統柯林頓

在1993年宣佈了由Rosenfeld教授幫忙發展的”氣候行動計畫”。

Rosenfeld教授等認為”解鈴還是繫鈴人”,而建議”綠,白化”:他們建議種



樹,即利用樹蔭以避免陽光,使屋子陰涼,並藉由葉子所淅出之蒸發吸熱現象,

使氣溫降低.他們也建議在屋頂油漆白色或高反射率之塗料以反射陽光(紫外

線至紅外線),以減低屋子之溫度,進而減少冷氣機之用電。一般來說,溫度愈

高則化學反應愈快,空氣中煙霧(smog)之形成更容易。因此,”綠,白化”不止使

溫度降低,亦可提高空氣之品質。由長年之記錄觀察,如平均溫度低於21℃,洛

杉磯從來沒有發出過”煙霧警報”(smog alert)。因此可見維持城市低溫之重

要。LBL的學者Taha博士以洛杉磯為例作了電腦模擬,他根據地圖加以適當地

種樹綠化,並在屋頂增加反射率,他們發現夏天溫度可以降低4℃。對於都市熱

島效應貢獻因素,由其重要性依序為反照率,植被,熱儲存改變,以及人為熱量

(man-made heat)。無雲的夏季,白天的平均日射量大約為500w/㎡,中午的最

大值可達到800-1000w/㎡。都市化的結果,一方面會增加都市上空大氣對太陽

輻射的吸收,反射和散射,使達到地面的太陽輻射衰減10-15%;但是典型的都

市地面反照率約為15%（遠小於郊區的25%）,使的地表吸收的熱量增加。都會

區夏季的平均人為熱量,小於所吸收的太陽輻射量1-2個數量級。

如果了解造成”都市熱島”現象的因子,以及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有效

地找出貢獻最大的原因以後,我們就可有效的去降低熱島的強度。過去一,二

十年許多研究者嘗試利用數值模式來模擬都市熱島現象,以便了解各個因子

對熱島強度的影響，同時擬定出控制熱島強度的方法。LBL的研究人員，進行

如何由增加都市植栽、反照率，以減緩都市熱島效應的研究。這些研究結果

顯示，在夏季熱天時，種植遮蔭樹木可以減少冷卻尖峰需求30%。另外，模擬

結果也指出，如果純由”whitewashed”，把反照率由10∼15提高到40%時，則冷

卻尖峰需求可以減少60%；由一些建築物的實際控制實驗所得結果，也證實這

些模擬結論。

LBL所使用的模組示於圖3.13，此模組包含了都市氣候模式（Urban 

Climate Model， UCM）及建築物能源使用模式(DOE-2)。在給定的天氣條件

下，能源模式DOE-2，可模擬出特定建築物每小時能源的使用情形。UCM為模



擬分析都市天氣狀態的模式。Oke(1979)回顧了相當多的UCM模式後，指出若

依據模式的垂直範圍，UCM可區分成Canopy-Layer Model (CLM)及Boundary 

Layer Model (BLM)。其中CLM著重於建築物層頂下之大氣狀況(圖3.14)，而

BLM則著重於描述層頂上之大氣環境。要決定都市地表參數之改變，對建築物

周遭的氣象為必須考慮到不同尺度的氣候因子，此即中尺度天氣（水平尺度

約100公里左右）及微氣候（水平尺度約100公尺以內）。

都市的微氣候所探討的僅為單一建築物或單一庭院等之氣象狀況；若同

時考慮許多建築物或不同地表覆蓋情形時，則地表能量平衡的條件就會顯

著，同時亦會影響中尺度的氣象。再者，大氣中熱量與水氣之垂直混合是很

重要的，若地表改變，則透過熱與水汽及其他動力因素，也會改變大氣邊界

層之結構。因此UCM模式必須結合CLM及BLM模式，才能有效的評估都會區的大

氣環境。

都會區之CLM主要描述市區內各建築物層頂以下之大氣狀態。他所能解

析的空間尺度約可涵蓋一至二座建築物。一般而言，CLM並不用來預報相關的

氣象變數，而只是藉由一組能量平衡方程式評估在不同地表情況下地面的溫

度及地面通量。同時，它也必須由BLM提供垂直上邊界條件。

都會區之BLM主要著重於CLM之上邊界以上的大氣狀態，其所涵蓋的範圍

示於圖3.15。BLM與CLM有很大的差異，它所描述之大氣狀態可與地表條件相

互作用而產生動力上之調整。BLM也同時用來預估混合層高度(Mixing 

height)，並可藉此計算氣象的相關變數及地表溫度及地表通量等。一般而

言，BLM所估算的地表溫度是利用地表能量平衡方程式反演求出。由於BLM水

平解析度之限制，它並不能完全解析地表的各種變化，而是由地形參數來表

示，這些參數如反照率、地表粗糙高度、平均可用水汽量等等。有些BLM模式

甚至包含了土壤層的變化。

整體而言，探討都會區大氣狀態之數值模式應包括CLM及BLM。CLM用在

描述較小區域之相關氣象，它需要由中尺度模式或BLM模式提供邊界條件，它



可以只用來估算或預估建築物間之氣象參數。可以預估的模式所需要的電腦

計算時間，相對地比估算的模式大幅提高。BLM可用來描述區域性或較大區域

之大氣環境，其間植被或地表建築物間所產生之動量、能量及水汽通量之變

化等必須利用參數化來表示。結合了CLM及BLM模式後，我們可更進一步的與

DOE-2聯結，去探討了解各種建築物之能源使用狀況而達到了解並降低熱島強

度及減少能源的使用。各個模式間之組合示於圖3.16。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之主要研究架構示意圖，就如同前節圖3.16之「結合都會

區氣候模擬與能源使用之模式流程示意圖」。具體之組合分述如下：

4.1 都會區氣候模式：

有關台北都會區氣候模式之開發，我們採用HOTMAC模式，但為配

合此模式使適用於台灣地區，我們引用了針對本土地區所發展之三度空間氣

象場之客觀分析模式。因而台北都會區氣候模式分成兩個模組來進行，即（一）

邊界層模式使用HOTMAC模式，及（二）三度空間氣象場之客觀分析（ComplexT）

模式。有關此二模組之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一） 邊界層模式：

本研究模擬部分採用Mellor and Yamada（1974）及Yamada（1981）所

發展的HOTMAC模式進行模擬研究。HOTMAC模式為三維地形二階紊流閉合模式

（Yadama 1981, Yadama et al. 1988）。模式假設大氣靜力平衡與滿足

Boussinesq approximation預變數為平均風場、溫度場、水氣混合比及紊流

場（紊流尺度、紊流動能）。由於HOTMAC之紊流場採用二接閉合(second order 

closure)模式，因此比一般0階閉合(zero order closure)或利用K理論

(K-theory)之模式複雜也較具物理意義。

(a) 控制方程式

為能模擬非均勻地形並易於處理地表邊界條件，本模式垂直方



大氣為穩定的情形。為了允許有垂直風切存在，此模式在邊界層內共有六層

氣流面，此六層的位置由模式所設定，或依使用者的要求而設定。

(2)模式的第二部分為利用地面觀測，探空觀測及測風觀測等資料來做

初始風場的分析。初始風場先利用距離平方的倒數內差來產生U、V風分量，

當然此種分析並沒有考慮地形影響下的風場。為考慮地形的影響，在任何一

個氣流面臨近地形附近的網格點，氣流分為2個分量，一為平行等高線，另一

為垂直等高線，平行地形的量保留，垂直地形部分的分量則設為零。因此保

留的分量即可繞過地形，此部分在每個積分過程都做，考慮此部分在低層且

大氣穩定實是很重要。

(3)模式的第三部分計算為調整風場為非輻散，每個網格點上的風分量

乘每層的厚度（厚度的計算為氣流層上與下層厚度的各一半），並經20∼30

次的數學運算後收斂為非輻散，方法可參考Endlich(1967)的方法。

(4)除以上方法外，加入一個束縛條件為靠近觀測點之網格點風場所被

調整的量將不能與觀測的風場相差很多。但並非觀測點的風場不變，因為觀

測時或多或少會有雜訊，因此允許調整少量。此束縛條件考慮的範圍大小為

離觀測點附近周圍的四個網格點內。

4.2 都會區地表狀況：

在邊界層模式與能源使用模式中，地表特性（包括反射率、粗糙度，植

被，建築物特性，綠地面積與能源使用狀況等等）之設定相當關鍵，足以影

響整個計畫之成敗。這些資料會隨著地形地物而有劇烈的變動故非常不容易

取得，尤其當我們所設計的網格間距愈小時其難度就越高，有鑑於此我們首

先嘗試利用一公里的水平間距當作模式的網格點間距。然後藉由與「台北市

政府」之合作，針對台北市五千分之一與一千分之一之台北市地形圖之圖形

電腦檔配合「台北都會區氣候模式」網格點的分佈求取該網格的地表參數。

4.3 典型年氣象資料之建立：



為配合能源使用模式之使用，必須輸入台北都會區一整年每天24

小時之氣象資料，我們將利用中央氣象局本部地面氣象觀測站從1985至1995

年間每天24小時之每時觀測氣象資料（包括，乾球溫度，溫球溫度，雲量，

風速，風向，雨量，相對濕度及日照時數）進行分析。

4.4都市溫度能量平衡模式：

都市氣候模式已經被廣泛研究（例如Tso et al., 1991; Tso, 1996; 

Saitoh et al., 1996），早期模式考慮簡單的時間依存（time-dependent）

的能量平衡的關係（例如Nappo, 1975），稍後的模式則進一步考慮上層的回

饋作用。一般而言考慮複雜傳送平衡過程時，需要複雜的數值模式。本節利

用一個能量平衡模式，考慮都市的建築，綠地，以及三層的土壤結構，把都

市建築和裸露地視為一體，綠地則考慮為植物林冠層(canopy)。在林冠層同

時考慮植物對於太陽短波輻射的攔截，植物蒸散和根部水分的吸收。模式的

架構如圖4.1。

a.土壤溫度和土壤溼度

根據Bosilouvh and Sun(1995)，把土壤分為三層其厚度分別為D1,D2,D3，

各層土壤性質分別以註腳 g ，2和deep表示。T 為土壤溫度，w為土壤溼度，

Ψ為土壤溼度位勢（Soil moisture potential），K為液壓傳導係數（hydraulic 

conductivity）。第一層( g )為0-5cm，第二層(2)為5-50cm，第三層(deep)

為50-95cm。在此模式中假設第三層的土壤溫度和土壤溼度不改變。第一層土

壤溫度方程如下：

( )[ ]211

2

1

1

11

1

5.0 DDD
TT

CDC
G

t
T g

ss

g

+
−

−=
∂

∂ λ                           (1)

式中λ 為土壤的熱傳導係數（thermal conductivity）， sC 為溼土壤的

熱容量（heat capacity），D為土壤層厚度， 1G 為地表土壤熱通量(ground heat 



flux)，可表示為：

gSgLggLgg LEHRSRSG −−−−+= ↑↑↓↓
1                    (2)

式中 g 代表地表土壤。 ↑↓
gg SS , 分別向下和向上的短波輻射， LgLg RR ↑↓

, 分

別為向下和向上的長波輻射。 SgH 和 gLE 分別為可感熱和潛熱通量。

第二層土壤溫度方程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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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溼度方程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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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P 為到達到地表的降水；降水時有部分的雨量會被植物攔截和儲

存。 gE 是由地表的蒸發。 trE 為土壤水分因為植物根部吸收的減少量， 1etC 和 2etC

是植物根部分布特性的係數，和植物種類有關。Q為土壤各層間的溼度通量

（Moisture flux），考慮擴散和重力的作用可以定義為（Sellers et 

al.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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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Ψ 為土壤溼度位勢， ijK 為 i層和 j 層的平均液壓傳導係數，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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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和Ψ 可參數化為（Clapp and Hornberge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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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下標 s表示飽和，b為經驗常數。土壤熬傳導係數  和熬容量 sC 可

由土壤溼度位勢參數化（Noihlan and Planton, 1989）：

λ ＝0.1720             , cf >5.1                   (10)

  = 419exp〔-( cf +2.7)〕 , cf <5.1 

式中 cf ＝log〔-10Ψ 〕。

         sC =（ sw−1 ） iC + w wC                          (11)

式中 iC 為乾土壤熱容量， wC 為水的熱容量。地表比濕 gq 可表示為

（Deardorff, 1978）：

        gq ＝α satq ( )gT ( )α−+ 1 aq                          (12)

式中 satq ( )gT 為 gT 時的飽和比濕，α 可由下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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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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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

πcos15.0   ,    fcg ww ≤                    (13)

      =   1,                 gw > fcw

當 gw > fcw 時，土壤的蒸發為位勢蒸發（potential rate）。不同土壤

的各種性質示於表4.1(Bosilovich and Sun, 1995）。

B.植物表面

當地表有植物林冠時，在模式中要把植物和土壤分開處理。假設σf為平

均植物水平覆蓋（vegetation coverage），LAI為平均葉面積指數（Leaf Area 



Index），（在林冠內葉片單面面積的垂直積分），則全部植物葉片覆蓋（考

慮雙面）和全部地表面積的比值為（Avissar and Mahrer,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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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植物和土壤表面的平均性質為：

     gfffh AAA 




 ′−+′= σσ 1                               (15)

A可以為表面的任何性質，例如 qT, 等。

根據Deardorff(1978)，林冠的葉面溫度Tf可由葉面的能量平衡方程求

得，其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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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hh RS ↓↓ , 分別為到達葉面的短波和長波輻射， fα 為葉面的反射率；

fε 和 gε 分別為葉面和地表的發射率（emissivity），σ 為史帝芬波茲曼常數；

sfH 和 fLE 則分別為葉面的可感熱和潛熱通量。

葉面的比濕可以參數化為：

    ( ) ( ) afsatf qrTqrq ′′−+′′= 1                               (17)

式中 ( )fsat Tq 為 fT 的飽和比濕， r ′′ 為部分植物蒸發位勢（fraction of 

potential evaporation），可由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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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δ 為一梯階函數（step fuction），凝結時 ( )( )fsata Tqq > 為0，其他

時候為1。 ar 為大氣阻力（atmospheric resistance），相當於 ( ) 1−
aH uC  , HC 為

大氣傳送係數（transfer coefficient）， au 為風速； sr 為林冠的葉孔阻力

（stomatal resistance），在參數化中，是一個高度不確性的參數。此處利



用Argentini etal.(1992)方法，將它參數化為：

     
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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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L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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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19)

   

minsr 為和植物種類有關的參數。 21 ~ FF 分別表示和日射，土壤溼度，大

氣溼度和大氣溫度對葉孔阻力的影響，和植物種類有關。這四個函數可參考

Argentini et al（1992）。在式（18）中 dewW 為植物葉面的液態水， maxdW 為

其最大值。 dewW 可由下式預報（Deardorff, 1978）：

     ( )trff
dew 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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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
′σ 為植物攔截的降水量。

C.大氣表面層

地表可能熱通量（ shH ）和水氣通量（ hE ）參數化可分別土壤量面和植

物表面兩部分；分別以 sgH  , sfH , gE 和 fE 表示。

     shH = sfH  + sgH

        = ρσ ′
f ( )affaHp uCC θθ − + ρσ 





 ′− f1 ( )afgaHp uCC θθ −      (21)

以及

     hE = fE + gE

        = ρσ ′
f ( )( )afsataH qTqruC −′′ + ρσ 





 ′− f1 ( )agaH qquC −    (22)

式中 ρ 為大氣密度， pC 為定壓比熱。θ 為位溫，下標 f ,a f, g 分別代表

植物表面，，林冠層內和地表土壤。林冠層內的位溫和比濕為：

θaf=(1-σf) θa +σf(0.3θa +0.6θf+0.1θg)          (23)



qaf=(1-σf) qa +σf(0.3qa +0.6qf+0.1qg)            (24)

au 為大氣風速， HC 為傳送係數，可由下式計（Bosilovich and Su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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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Ψ 和 MΨ 為穩定度函數，可由相似方程得到， hz0 和 mz0 分別為熱和動量粗

糙長度（Beljaars and Holtslag, 1991）。d 為位移（displacement），由

林冠厚度及建築物高度決定。根據Deardorff(1978)，蒸散可由下列得到

     ( )( )afsatsftr qTqrrE −′′−′′= )(1ρσ                         (26)

D.線性化

在計算向上長波輻射時，用到 4
gTσ 和  4

fTσ 的項，根據

Deardorff(1978)，把在時間步驟(n +1)時的溫度近似.線性化為：

     ( )[ ] ( )[ ] ( )[ ] ( ) ( )[ ]nnnnn TTTTT −+= ++ 13441 4                  (27)

而時間步驟（n +1）時的飽和比濕則近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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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由Clausius-Clapeyron方程得到。

4.5建築物外牆材料反射率之量測：

圖4.2為台北都會區內一般情況下地表或地物反射率的可能分布情形，

由圖中可見柏油路或柏油碎石屋頂，其反射率非常低（約0.05∼0.20），故

所有由太陽輻射進來的能量皆被吸收了，但若有白色的表面漆則其反射率可

提高至0.5至0.9左右。圖4.3為屋頂的溫度與屋頂建材的關係（此圖由Dr. 

Akbari所提供），由圖上可見屋頂溫度與週遭空氣的差異可以因建材之不同



差異到50℃，且同時對太陽的反射率可由0增加到100％。因而進行台北都會

區建築物材料反射率之量測是本計畫重點之一。

4.6熱島效應之量測:

一般而言，量測熱島效應的方法大致有下列幾種方式：

a.移動觀測法：歐陽橋暉(1994)，Saitoh(1996)。

b.固定的氣象監測站：連續式或非連續式的量測，可做為參考輔助的依據。

c.衛星遙感探測：利用衛星上的高解析度輻射計（AVHRR）進行地面溫度的觀

測，對於地面的遙測影像資訊，解析度可達彩色20公尺，黑白10公尺。

d.電腦模式模擬：利用其他觀測方法資料的輔助，以進行模式建立與基本參

數估計，模式驗證，可節省相當的調查人與資源，為研究熱島效應的輔助工

具之一。



五.現階段成果及其與空污防治的關係：

本計畫執行至今已一年半，前一年之成果詳見「舒緩台北都會區夏季熱

島效應之研究」的期末報告。本年度的工作已大體按既定進度進行，這些工

作主要包括了如下幾點：

5.1台北都會區都市熱島效應之量測：

(一)都市溫度及濕度量測：

我們以移動觀測法進行，配備自動量測記錄器（data logger），以六

組的團隊分別同時進行研究區域之量測實驗，最後所得結果利用地理資訊系

統（GIS），輸入相對應地理位置之溫、濕度量測值，並進行資料正確性驗證、

平均處理、量測時間誤差校正等步驟。

(二)量測方法：

本觀測實驗是以移動觀測法進行研究區域之量測實驗，其原理與方法如

下：

(1) 因機車具有相當的便利性以及車體發熱量低的優點，故採用機車為現地量

測實驗之交通工具。每兩人為一組，共同搭乘一輛機車，以六組六輛機車的

團對來進行量測的工作。每組當中，一人駕駛，另一人則記錄經過設定路標

之時刻。量測儀器的裝置方式，則是將感測棒固定於後照鏡的支架上，而記

錄本體制於駕駛人的背包內，如圖5.1.1所示。

(2) 車輛行進當中記錄器以2秒的間隔，連續記錄溫度與濕度感測值及時間。

(3)為利於量測資料在地圖上的定位，量測者的計時器採用數位  

式電子表，並於開始量測前，與資料記錄器進行時間同步校正。

(4)  於實驗期間我們每隔隔八小時進行測風氣球的施放。

(三)量測結果：

我們共進行了二次實驗，一次為日間正午之量測（見圖5.1.2），另一次為深

夜之觀測（圖 5.1.2）。由圖 5.1.2 我們清楚可見在中午時台北火車站的氣溫



為 36.2℃而東吳大學附近之氣溫為 34.6℃，相差了約 1.6℃左右。從圖 5.1.3

中我們亦可見台北火車站氣溫約為 30℃，而木柵動物園之溫度已降為 28℃，

二者相差 2℃左右。圖 5.1.4 分別為實驗期間施放測風氣球所得三個時段的風

場垂直分佈圖。以上二次觀測結果有待更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同時觀測實

驗中有一些程序尚待改進，然而透過此二次的觀測實驗我們已可初估台北都

會區的熱島效應。

5.2蒐集台灣北部及台北都會區之地表特性：

為配合熱島效應數值模擬的進行，我們選取了和模擬時相同的區域，整

理出台灣北部地表特性的資料檔。另又將範圍縮小至台北都會區，整理出一

組更高解析度的地表特性資料。以下對這兩組資料的來源、處理方法極其代

表區域的地表特性做一介紹。

5.2.1 資料來源

台灣北部土地利用的資料，係取自內政部「全台灣五千分之一國土利用

現況調查資料」的資料庫。其範圍包括台北縣、基隆市及桃園縣...等地區，

網格間距為二公里。而台北都會區之土地利用資料來源，則為由台北市政府

提供的台北市五千分之一及一千分之一之台北市數值地形圖電腦資料檔。此

組資料解析度較高，為一公里X一公里，可呈現較細的地面特徵。

5.2.2 資料處理方法

台灣北部的土地利用資料，係由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所提供，其

將資料庫中北台灣各縣市數十個資料檔中之資料抽取出來，再彙整為二公里X

二公里之網格資料。此組資料中之土地利用分類如表5.2.1所示。由於此組資

料範圍並不包括台北市，我們由台北市五千分之一及一千分之一之台北市數

值地形圖電腦資料檔，抽取出台北市部分之土地利用資料，再根據表5.2.1把

台北市土地利用分類，將其補齊。資料處理的方法如下所述。



圖5.2.1為台北市五千分之一及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圖幅接合表圖碼

對照圖及其地圖座標 。基本上此圖是由29張(厚黑框框內有阿伯數字的圖碼)

分區圖所組成五千分之一的台北市地形圖，每一區又可由36張（虛線框）千

分之一的分區圖所構成 。以台灣大學為例， 它是由五千分之一的分區圖圖

碼為22及23所組成（圖 5.2.2），台灣大學位於圖碼22圖的東北角與圖碼23

圖的東南角，由此兩圖可見台大的椰林大道與其新落成的台大圖書館，還有

其他建築物等的分佈。每一張五千分之一的分區地圖的面積為3.6KmX4.8Km，

圖上同時標定了 500mX500m的網格點。若我們要更細看台大之地面特徵，則

由圖5.2.1取標號為4040,4041,4140與4141等四張一千分之一的分區圖，則可

組成圖5.2.3，由圖5.2.3我們可以清楚區分建築物，綠地及馬路等等。以我

們目 前所建立的「台北都會區氣候模式 」其網格間距為一公里X一公里，若

利用五千分之一的地形圖網格，則剛好四個網格組成都會區模式的一個網

格 ，因而模式與地圖是非常匹配的。我們即由這些圖檔求取出台北都會區一

公里x一公里土地利用的分佈。

有了土地利用的分佈，我們參考相關文獻（Ojima et al., 1997）中各

種土地用途的地表特性代表值（如表5.2.1所示），求得台灣北部及台北都會

區土地反照率、粗糙度、土壤濕潤度及人為熱量排放的分佈。

5.2.3台灣北部及台北都會區之地表特性

（一）台灣北部

圖5.2.4所示為台灣北部土地利用之分佈圖。圖中西南方建築用地（灰）

密集分佈區即為台北市都會區，其北方及東方（台北縣、基隆市等地）之山

區多為農業用地或林地（綠）。台北都會區之土地利用除建築用地外，尚參

雜有河川及水利用地（淺藍及深藍）、學校及遊憩用地（紫紅）及工業用地

（橙）...等。



圖5.2.5為台灣北部土地反照率之分佈圖，顯示出西南方的台北都會區

因為多建築物，反照率較低，普遍介於0.11至0.15間，其餘地區因為多農業

用地、林地，反照率較高（約0.167至0.2）。

圖5.2.6為台灣北部土地粗糙度之分佈圖，顯示出台灣北部的土地粗糙

度以台北都會區最高（1公尺），並以其為中心向外遞減至郊區（0.5公尺）、

山區林地（0.353公尺）及台灣北部海域（0.01公尺）。

圖5.2.7為台灣北部土壤濕潤度之分佈圖。土壤濕潤度之分佈與粗糙度

之分佈正好相反-以台北都會區的極小值（0）為中心，向外遞增至郊區

（0.467）、山區林地（0.633）及台灣北部海域（1）。

圖5.2.8所示為台灣北部人為熱量排放之分佈圖。人為熱量排放的分佈

和粗糙度之分佈相似，亦以台北都會區較高（約50W/m2），並以其為中心，向

外遞減至郊區（約26至28 W/m2）、山區林地（約25 W/m2）及海岸地帶（10 W/m2

以下）。

綜合以上各圖，可明顯看出相對於台灣北部的大多數山區及海濱地帶，

台北都會區具有較低的土地反照率及土壤濕潤度，具有較高的土地粗糙度及

人為熱量排放率，充分反映出台北都會區建築、人口高度集中的特性。

（二）台北都會區

圖5.2.9所示為台北市土地利用之分佈圖。圖5.2.10至圖5.2.13則為同

區域土地反照率、粗糙度、土壤濕潤度及人為熱量排放的分佈圖，各圖中並

標有數個台北都會區的代表性建物及大型公園。圖左下方為台北市區，地表

特性以建築用地（灰）、道路（交通用地，白）及學校或公園（遊憩用地，

紫紅）居多，右上及右下方則為台北市士林區、內湖區及南港區等地的山坡

地，多為樹木、森林（淺綠及深綠）覆蓋。圖中並可看出淡水河、基隆河、

內湖區的湖泊（深藍）及其附近的河堤、橋樑（淺藍）等。



由圖5.2.10的台北市土地反照率分佈圖，明顯看出台北市區因建築物密

集，除了幾處大型公園或學校因有綠地可提高反照率，一般反照率偏低，約

為0.1左右，反之，其東北及東南方之山坡地因為樹木覆蓋比例高，反照率多

在0.15（黃、橙、紅）以上。

由圖5.2.11，台北市的土地粗糙度以市區東北及東南方山坡地地勢較高

處（以森林為地表特性代表）最高（2公尺），其次為台北市區（多建築物），

約在0.75公尺至1公尺左右，介於其中的平緩山坡地、綠地、河川、湖泊...

等土地粗糙度則較低（0.5公尺以下）。

如圖5.2.12所示，台北市的土壤濕潤度以市區建築密集區為最低（0），

四周山坡地、綠地、河川、湖泊...等土壤濕潤度較高（約0.4以上），最高

者為流經市區的淡水河、基隆河及內湖區的湖泊（1）。

圖5.2.13所示之台北市人為熱量排放分佈圖，最能明顯表現出台北市區

的特性-因建物、人口集中，交通繁忙，人為熱量排放可高達50W/m2，其四周

山坡地、綠地、河川、湖泊等則較低（低於25W/m2）。

綜合以上各圖，可知台北市區的地表普遍具有低土地反照率、低土壤濕

潤度及高土地粗糙度及高人為熱量排放率，充分反映出台北市區建築、人口

集中的特性。市區四周的山坡地、綠地、河川、湖泊則相反。這樣明顯的地

表特性對比，是台北都會區熱島效應形成的重要因素。.

5.3台北地區熱島效應的數值模擬：

利用已建置的台北都會區氣候模式透過SUN工作站，為了了解地表狀態改

變後對區域環境的影響，我們設定了二個不同土地利用狀況之地表面邊界條

件的個案進行模擬，個案一（都市化前）所使用之地表參數如表5.3.1所示，

個案二（都市化後）則如表5.2.1所示。模式初始條件是選定七月上旬，晴天，

靜風(風速為0m/s)，海溫為26℃，地表下50cm之地溫為26.1℃。模式從上午6



點開始積分24小時。

圖5.3.1為個案2都市化後台北地區12時之風場模擬結果，從圖中可以明

顯看出有海風的環流，台北市區風場也受到海風的入侵，至15時(圖5.3.2)則

向內陸之風更明顯。但比較個案1則明顯發現都市化前海風環流弱很多(圖

5.3.3)，台北市區受海風之影響不明顯。從風場垂直剖面來看，亦可看出與

都市化前(圖5.3.4)比較，都市化後(圖5.3.5)下午3點海風環流非常明顯。從

溫度場來看，都市化的結果(圖5.3.6)台北市區溫度明顯比未都市化時(圖

5.3.7)氣溫約高出4∼5℃，熱島效應非常明顯。

表5.3.1：不同土地利用狀況下之參數

個案 土地利用區分 地表粗糙
度(m)

反照率 土壤潤濕度 人工
排熱
(W/
㎡)

綠地 2.0 0.15 0.5 0個案一

海洋 0.001 0.1 1.0 0

5.4都市溫度能量平衡模式之測試：

此模式利用地表能量平衡方程，考慮都市的建築、綠地 ，以及三層的土壤結

構。模式內把都市建築和裸露地視為一體，綠地則考慮為植物林冠層。植物

對於太陽短波輻射的攔截，植物的蒸發和根部水份的吸收皆包括在模式內。

a. 模式模擬的背景資料

我們使用「西北台灣局部環流觀測實驗」，1994年 6月 16 日至 18 日，

楊梅茶改場土壤溫度資料，作為模式運作的基本資料，測站地點如圖5.4-1所

示。另外還有農改場（P3站）的微氣象觀測資料，包含2 m及8.2 m 的溫度﹑

風和溼度，以及輻射觀測，用以估計地面層紊流熱﹑水汽和動量通量。



大氣場

以 6月16日為例(圖5.4-2)，白天的溫度，由地面隨高度增加而降低，同

時日夜變化很明顯。風速隨高度增加而增強，在夜晚風速較小(圖5.4-3)，而

在白天則較大，約在14至16時風速最大。這是由於白天對流邊界層發展，使

上層的動量向下傳遞所致。在上層(8.2m)的比濕比2m的比濕小(圖5.4-4)，同

時也呈現很清楚的日夜變化，白天比濕大，夜晚比濕小。

6月18日中午鋒面過境後，氣溫突然下降很多，在2m的氣溫由30℃(306K)

降至21℃(297K)，在8.2m的氣溫由26℃(302K)降至20.5℃(296.5K)(圖

5.4-2)，比濕也突然降低很多。

土壤溫度

茶改場土壤溫度觀測共有六層，分別為0.05m、0.10 m、0.20 m、0.30m、

0.50 m和1.00 m。6月16日、17日的各層土壤溫度的變化示於圖5.4-5。第一層

至第三層（0.05~0.20m）土壤溫度有明顯的日夜變化，愈接近地表，日夜變化

愈明顯，振幅愈大。深度0.30m以下，日變化就十分微小，在更深層的土壤，

幾乎維持定值。

白天地表加熱，地熱通量下傳，在傳導至土壤較深處需耍時間，因此，

土壤溫度最大值的發生時間，隨土壤深度變深而延遲(lag)更久。

天氣系統也會對土壤溫度造成影響，在6月18日因為鋒面通過台灣北部

(圖5.4-6)，造成土壤溫度之劇烈變化(圖5.4-6)。第一層(0.05m)的土壤溫度

由28.8oC，突然降至23.3 oC，愈淺的土壞受影響愈大，溫度降得愈多。因此，

鋒面通過以後，土壤溫度的垂直分布倒轉，即愈淺的土壤溫度愈低，和平常

情況相反。第六層（1.00m）的土壤溫度在鋒面過境時，反而升高，很難解釋

其原因。但當鋒面遠離後，土壤溫度又恢復原有的變化型態(圖略)。

輻射、可感熱和潛熱通量



圖5.4-7為6月16日至18日觀測的短波輻射通量(SWR)、大氣向地面的長波

輻射通量(dlr)，以及由地面溫度計算的地表向上長波輻射通量(ulr)。短波

輻射量有很強的日夜變化，在太陽下山後變為0。白天最大的短波輻射通量可

達700W/m2，6月17日的值比較大。在6月18日15時以後，因為鋒面過境降水，

短波輻射通量幾乎降為0。

長波輻射量約在450 W/m2附近變化。

由 6月 16 日至 18 日 8.2m 和 2.0m 觀測的氣溫，比濕和風速，經由相似理論

推得的可感熱通量(SH)和潛熱通量(LH)示於圖 5.4-8，兩者皆有很強的日夜變

化，6月 18日可感熱通量比較大，最大可達 380 W/m2左右，第一天則 280 W/m2，

最大潛熱量約在 220 W/m2附近。

b. 模式結果

     如果選擇則沙質土壤(sandy clay)，土壤初始濕度為0.01時，以6月16

日零時的土壤溫度觀測作為初始場。

利用6月16日00時至6月17日24時，觀測和推估的輻射通量、可感熱通量

和潛熱通量，伯為上邊界的輸入值。所得土壤變化示於圖5.4-9。其結果大致

和理論解的特性符合，第一層的壤溫度變化最大，溫度變化的振幅隨深度的

增加，大致以指數的形式減少，最大值出現的時間，也隨深度的增加而有延

遲(lay)。6月17日因為短波輻射比6月16日大，所以土壤溫度變得比較高。和

觀測結果比較(圖5.4-5)，其變化趨似大致類似，惟變化的振幅比較大。其主

要原因是觀測的場地，桃園觀音地區有許多的水塘，土壤十分的潮溼時，其

熱容量和熱導均大，所以溫度的變化振幅會比較小。圖5.4-9的土壤濕度比較

乾燥，熱容量和熱導較小，會導致表層土壤溫度變化的振幅很大，如果增加

土壤濕度就可改善其結果。

為了便於比較，我們控制變因，把土壤熱容量和熱導的大小固定。選擇



泥土土壤(clay soil)，其乾燥時和飽和時的熱容量和熱導的大小如下(Arya, 

1988)：

熱容量(Jm-3K-1×

106)

熱導(Wm-1K-1)

乾燥

飽和

1.42

3.10

0.25

1.58

以6月16日的各種輻射通量，可感熱通量和潛熱通量，重覆輸入兩天，圖

5.4-10為土壤濕度飽和時，各層土壤溫度的變化。因為熱容量大，溫度不容

易改變，加上熱導大，熱量容易下傳，因此由圖中可見，第一層土壤溫度變

化的振幅大為縮小，白天最高不到305K，夜晚最低為299.5K，日夜變化只有

5.5K左右。第5層(50cm)和第6層(100cm)都很少變化。第6層溫度隨時間微量

增加原因，是因為我們假設下邊界的熱通量為0的原因。

當我們把土壤選擇為乾燥時，熱容量和熱導同時變小，表層土壤得到的

熱量不容易下傳，另一方面熱容量變小，所以表層土壤溫度的變化振幅變大，

白天可達310K，夜間則為297K，(圖5.4-11)，日夜變化可達13K，為飽和時的

兩倍多。

由圖5.4-10和圖5.4-11可見土壤濕度對於地表土壤溫度的變化有很大的

影響。在相同的土壤溫度的最大值。潮溼的土壤可以減少地表土壤溫度的最

大值。如果在都市進行植栽樹木或草皮，可以涵養土壤濕度，減低地表的最

高溫度，減小都市的熱島效應。此外植栽也可以增加反照率，同時也可以增

加潛熱通量，其兩項效果可以使地熱通量減少，因此可以更進一步的減低地

表土壤溫度的最大值。

當選擇半潮溼土壤時(熱容量為2.26×106 Jm-3K-1，熱導為0.915 Wm-1K-1)，



把模式積分30天。圖5.4-12為各層土壤溫度的變化，1至4層皆可見日夜變化，

第1層的最高溫度約為306K，最低溫度約為298.5K，日變化大小為7.5K。第5

層和第6層沒有日變化，第6層則因為下邊界假設熱量為0，其上有微量熱量進

入，故溫度略為升高。如果把30天每天相同時間的土壤溫度作平均，則其平

均土壤溫度日變化示於5.4-13。表層土壤溫度最大值為30K，最小值為

298.5K，其日變化為7.5K。到了第4層的土壤溫度日變化就很小。

圖5.4-14為土壤濕度隨時間改變情形，初始假設皆為0.03，開始積分後

一小段時間，第一層和第二層的土壤濕度很快降低然後就很少變化，第三至

第六層則變化很小。

由以上模式的初步模式結果，如果增加土壤濕度，例如植栽，可以減小

地表土壤溫度的最大值。因此都市的綠化，可以減緩都市的熱島效應。

5.5建築物常用外牆材料反射率測量分析

    在都會區中有許多高大鋼筋水泥建築物，這些水泥叢林是太陽短波輻射及

地球長波輻射的陷阱，使得輻射能無法散失。此外，都會區中的石質建材及

水泥鋪面多，其熱容量又大，可儲存較多熱能，而且都會區人口密集(車輛多、

工商機構多)，因而有許多人為的熱源。由於這些原因，都會區的氣溫將比四

周鄰近的郊區地區高，尤其在晴空與靜風的夜間最容易發展。

    台北市的熱島效應中心在松山、大安、信義三區。

所以，在此，針對「臺灣區外牆常用材料」其表面對光之反射率(全)(量

測範圍在 300nm-2500nm 之間)，於實驗室進行量測分析。並以環保的觀點，

對於材料之反射率﹝熱﹞(量測範圍在700nm-2500nm之間)的特性進行了解。

5.5.1量測建材及量測方法

    本階段量測之樣品，為信益陶瓷公司與和成磁磚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

磁磚與四丁掛磚。前者有兩個系列，其編號分別為9501~9585與Y9E01~Y9E38；



後者則有三種規格，分別為10cm*10cm、20cm*20cm、25cm*20cm見方。95系列

的磁磚其表面光滑，Y9E系列的磁磚其表面則為凹凸不平，兩系列的顏色皆有

單一顏色與斑點花紋的區別，分布在灰色、棕色與象牙色的各個色階。和成

系列的磁磚皆為光滑的表面，顏色則分布在可見光的各個範圍，此五個系列

的磁磚皆為近年來臺灣建築營造業所常用的鋪面壁磚。

    本研究量測方式參考Berdahl(1994)及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Report LBL-35514。利用”HITACHI U3410 Spectrophotometer”

裝設”Φ60 INTERGRATING SPHERE ATTACHMENT”作為量測工具，並以專用電腦

軟體讀取數據資料。

    關於磁磚表面溫度變化對於室溫的變化，則委託花蓮大漢工專杜昀教授

與高雄高苑技術學院賴森茂教授代為量測，待測樣品只為和成磁磚股份有限

公司所提供的10cm*10cm與20cm*20cm系列的部份樣品。可以發現：1.磁磚正

面與反面溫度變化與室溫變化有一線性的關係。2.前述的線性關係可得一斜

率，而此斜率對樣品所測得的反射率亦有一線性關係。

    為符合儀器置放之空間(寬12cm，高7cm，厚2cm)，本階段量測之受測樣

品規格控制為：寬5cm，厚2cm(max.)的方塊；同時，受測面須為一平面，俾

能平貼於儀器基準面。

    量測前，先將樣品用乙醇擦拭清潔；拿取時，手指應避免接觸受測面，

以保持樣品潔淨。量測時，應防止儀器受震動；如因故造成量測偏差，則須

校正Baseline，然後再進行量測。每一次掃瞄完成，須轉換數據資料(*.spc

→*.prn)以便日後進行資料整理(在此，利用Microcal-Origin Version 4.10/ 

Microcal Software, Inc. 軟體進行資料處理)。

    儀器發出光束之截面約為1mm*9mm之狹長矩形，此亦即每次掃瞄所偵測到

之面積範圍。然天然石材的織理紋路呈隨機不規則狀，若只採取單一位置的

量測結果，恐不足以代表樣品。因此，採四次量測之平均值(每次量測不同位

置)，作為該樣品反射率之量測結果。



    由於本研究為了解建材表面在日常環境中對太陽光之反射現象，故於實

驗中將掃瞄範圍設定在300nm-2500nm。

    此儀器除250nm-800nm及900nm-1500nm區間外，其餘區間均會出現程度不

一的雜訊(Noise)，在判讀時須加以忽略。

    儀器detector於800nm-900nm區間中會切換(切換點由操作者自行設定，

在此設定為850nm)，有時會因此而造成切換點處數值不連續現象(通常與光束

照射到的區域之織理紋路的細緻或粗略有關)。如此，樣品必須變更量測位置

再行掃瞄，直至得到較理想的量測結果為止。

    儀器在長時間的操作後，可能產生機械上的偏差，因此在每日量測樣品

之前，最好執行User Baseline 之校正，再以空白掃除之結果觀察校正成效。

若效果不佳，則連續校正之，至理想為止。

    基於雜訊(Noise) 及量測速率的考量(速度越快雜訊越顯著)，在此，將

掃瞄速度設定在120nm/m，每一次量測(單一量測點)約耗時20分鐘。

5.5.2 量測結果與分析

1. 和成磁磚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16種磁磚樣品之全反射率的量測結果(依反
射率﹝全﹞排序)(表5.5.1)。

2. 信益陶瓷公司所提供40種磁磚樣品之全反射率的量測結果(依反射率﹝全
﹞排序)(表5.5.2)。

3. 和成磁磚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16種磁磚之反射率-光波長圖(圖5.5.1~圖
5.5.16)。

4. 和成磁磚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磁磚其表面溫度變化對室溫變化之值與反
射率的關係圖(圖5.5.17、5.5.18)。(由大漢工專杜昀教授處所得到的數據)

5. 信益陶瓷公司所提供40種磁磚之反射率-光波長圖(圖5.5.19~圖5.5.58)。

6. 在不同時間下所測得和成磁磚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磁磚其正反面的表面溫
度(表5.5.3、表5.5.4、圖5.5.59、圖5.5.60、圖5.5.61~圖5.5.76)。(由高
雄高苑技術學院賴森茂教授處所得到的數據)

7. 不同顏色磁磚表面溫度對氣溫關係曲線之斜率(表5.5.5)。(由高雄高苑技



術學院賴森茂教授處所得到的數據)

8. 不同顏色磁磚之全反射率與量測溫差之關係(表5.5.6、圖5.5.77)。(由高
雄高苑技術學院賴森茂教授處所得到的數據)

9. 和成磁磚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磁磚其表面溫度變化對室溫變化之值與反
射率的關係圖(圖5.5.78、圖5.5.79)。(由高雄高苑技術學院賴森茂教授處
所得到的數據)

  和成磁磚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16種磁磚樣品：

1. 除了第一組紅色樣品與天藍色樣品其反射率﹝全﹞與反射率﹝熱﹞大小的排
列次序相反之外，所有磁磚樣品其反射率﹝全﹞大小的排列次序即為反射率
﹝熱﹞大小的排列次序。

2. 相同色系的樣品中，第二組樣品的顏色較第一組樣品的顏色為淺，故擁有較
高的反射率。

3. 除了第一組白色樣品的反射率﹝全﹞高於反射率﹝熱﹞外，其餘樣品皆為反
射率﹝熱﹞高於反射率﹝全﹞。

4. 全部的磁磚中，反射率﹝全﹞最高的三種磁磚：

顏色 反射率﹝全﹞ 反射率
﹝熱﹞

白色2 84.90﹪ 88.85﹪

象牙2 81.74﹪ 86.40﹪

白色3 78.31﹪ 79.69﹪

      (標示2代表20cm*20cm系列，標示3代表10cm*10cm系列)

    

5.全部的磁磚中，反射率﹝全﹞最低的三種磁磚：

顏色 反射率﹝全﹞ 反射率
﹝熱﹞

黑色 7.83﹪ 9.48﹪

藍色 11.11﹪ 13.09﹪

黑色2 11.94﹪ 14.46﹪



       (標示2代表20cm*20cm系列，沒有標示代表25cm*20cm系列)

6.反射率的大小與顏色有極大的相依性。

7.本系列磁磚樣品先前已由大漢工專杜昀教授測量在一天的不同時刻裡其表

面溫度與室溫的關係。定義磁磚表面溫度變化之值為當室溫每升高攝氏一時

磁磚表面溫度的變化，且將磁磚表面變化對室溫變化之值對反射率作圖，可

以發現有一線性關係，且此一直線通過(100﹪，0)這一點，這是因為當反射

率為百分之百時，磁磚不再吸收任何由光線所攜帶的能量，溫度不再昇高，

此時不再昇高，此時室溫的變化並不會對磁磚表面的溫度變化造成任何影

響，故磁磚表面溫度變化之值為零。磁磚表面溫度變化對室溫變化之值對反

射率﹝全﹞的線性關係為y﹦3.59874-002469x，而磁磚表面溫度變化對室溫

變化之值對反射率﹝熱﹞的線性關係為y﹦3.62984-0.02345x。我們發現這兩

條直線並沒有通過橫軸為100﹪的那一點(見圖十七、十八)，而是在橫軸為100

﹪之處仍有縱軸的值，這是因為所測量的反射率沒有函蓋所有可能造成溫度

升高的波長範圍所致，但實際的結果仍與理論大致相符。

8.高雄高苑技術學院賴森茂教師處所得到的數據亦作了上述的分析得到的圖

形包括磁磚正反面溫度(溫度差)對室友的關係圖之斜率對反射率﹝全﹞之關

係圖。由前者可知當室溫升高時，磁磚表面的溫度亦隨之升高，這是因為空

氣中的熱量與磁磚中的熱量達成熱平衡的結果。後者的分析則與第七項所示

相同。由此得知磁磚表面溫度變化對室溫變化之值對反射率﹝全﹞的線性關

係為y﹦2.1922-001233x，而磁磚表面溫度變化對室溫變化之值對反射率

﹝ 熱 ﹞ 的 線 性 關 係 為 y ﹦ 2 . 2 3 2 7 4 - 0 . 0 1 2 4 x 。

      由於沒有測量磁磚反面的反射率，故雖有磁磚表面溫度變化對室溫變

化之值，無法將其對反射率作圖，但其結果應為一平行之直線。

信益陶瓷公司所提供40種磁磚樣品：

1. 兩個系列的磁磚，其反射率[全]與反射率[熱]的排序結果都不盡相同。



2. Y9E系列磁磚之反射率﹝全﹞與反射率﹝熱﹞差別較大，可由圖二的光譜圖

看出，Y9E系列一般在500nm~700nm波長範圍的反射率都不高。這可能與Y9E

系列表面粗糙有關，但必需進一步研究才能確定。

3.全部的磁磚中，反射率﹝全﹞最高的三種磁磚：

編號 反射率﹝全﹞ 反射率
﹝熱﹞

9501 74.11％ 74.55％

9502 66.80％ 68.33％

9507 66.15％ 66.70％

4.全部的磁磚中，反射率﹝全﹞最低的三種磁磚：

編號 反射率﹝全﹞ 反射率
﹝熱﹞

9581 38.57％ 41.98％

9585 34.04％ 38.68％

9580 30.19％ 34.16％

本計畫執行至目前的進度大體而言是按照原來進度進行，在執行的過程

中由於很多程序 對國內而言皆屬首次進行，因而往往「事倍功半」，花費了

相當多的學習及建立的過程 。本計畫開始時是要與美國LBL的熱島小組合作

進行，但由於本計畫所核定的經費不足，以致只能請LBL熱島小組為顧問，因

而很多步驟皆需重新調整進行同時所執行的工作就變得非常沈重。有關「台

北都會區氣候模式」，「熱島效應的量測」，「建築物反照率的量測」，「台

北都會區的地表參數求取」及「都市溫度能量平衡模式 」已有初步成果目前

正進行結果分析與討論，這些過程對本土區域特性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總

之本計畫至目前一切還是按照原定的時程進展，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這些

成果雖尚屬粗糙但再經仔細的分析研討相信對「台北都會區熱島效應」的研



究會非常有助益的。

快速發展的工業化與都市化，導致了經濟成長的過度集中，在多數的都市

裡，能源消耗的逐漸增加，使得都市熱島效應和空氣污染的程度愈來愈明顯。

其特徵為都市大氣溫度的上升，氮、硫氧化物等空氣污物含量的增加和相對

溼度的遞減。在夏天由於熱島效應產生的高溫，使得用來冷卻氣溫的能源增

加，同時煙霧的產生率也提高，一般來說,溫度愈高則化學反應愈快,空氣中

煙霧之形成更容易。因此,減緩熱島效應不止可使溫度降低,亦可提高空氣之

品質。由長年之記錄觀察,如平均溫度低於21℃,洛杉磯從來沒有發出過”煙霧

警報”。因此可見維持城市低溫之重要。

我們如果能針對本土的特性了解造成”都市熱島”現象的因子,以及它們之

間的交互作用,有效地找出貢獻最大的原因以後,我們就可有效的去降低熱島

的強度，改善都會區的空氣品質。過去一,二十年許多研究者嘗試利用數值模

式來模擬都市熱島現象,以便了解各個因子對熱島強度的影響，同時擬定出控

制熱島強度的方法。LBL的研究人員，進行如何由增加都市植栽、反照率，以

減緩都市熱島效應的研究。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在夏季熱天時，種植遮蔭樹

木可以減少冷卻尖峰需求30%。另外，模擬結果也指出，把反照率由10∼15提

高到40%時，則冷卻尖峰需求可以減少60%；由一些建築物的實際控制實驗所

得結果，也證實這些模擬結論。

台灣位在亞熱帶，境內70％是山區，有67％以上的人口居住在狹窄的都會

區裡，而且隨著經濟及社會發展的腳步，勢必形成更高度的都市人口密度與

都市化，都市生活環境也將益加惡劣，因都市溫暖化而造成高能源耗用的惡

性循環及空氣品質污染也將更加嚴重。以目前的都市設計理論與方法並無有

效的評估都市化發展對都市氣候與環境的衝擊。因此對於都市化所造成的生

活環境劣質以及能源耗用的惡性循環，將不能獲得合理的感受、解決與控制。

只有藉助如LBL的「舒緩熱島效應」的模組,針對台灣本土的特性去發展,才是



合理解決問題的途徑。

東南亞許多著名的城市如東京(Saitohet.al (1996))，新加坡與吉隆坡

(Tso,1996)甚至上海(chow,1989)，皆已有都市熱島效應的研究在進展，同時

東京市也有未來至2023年的島效應潛勢評估。反觀台北都會區許多方面的研

究非常的欠缺，本計畫即朝著這個方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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