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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2年5月12日宜蘭地區出現日累積雨量達507毫米超大豪雨，由於該降雨時段集

中於12小時之內，且最大時雨量高達92毫米，瞬時雨量造成當地嚴重災情。雖然，每

年5~6月梅雨季宜蘭偶有豪(大)雨發生，但是類似此次個案之強降水事件並不常見。 
    本研究利用高解析度之數值模擬，除控制實驗外，另設計三組對照組實驗分別為

1.臺灣地形減低一半;2.移除臺灣地形，地表仍為陸地;3.移除臺灣地形，地表為水體，藉

由不同之模式設計模擬探討本次超大豪雨事件發生機制及演變過程。模擬結果顯示，

此期間臺灣東部海域大氣環境存在一有利對流之條件，太平洋高壓南側之東南氣流夾

帶充沛水氣與中央山脈北段地形產生之抬升作用，為造成劇烈水事件之主要原因。另

外，由地形敏感度模擬測試結果顯示，當臺灣地形高度減低一半時，模擬最大之降雨

位置略為南移，但強度略為增強；移除地形之模擬不但降水減弱，且發生位置與控制

實驗模擬完全不同，顯示環境氣流與地形之相互作用對降水之強度與位置扮演關鍵之

角色。 
關鍵字：WRF、超大豪雨 

 

一、前言 

臺灣地區每年5～6月間之梅雨季，不穩定之大

氣環境提供適合對流發展之有利條件，並常造成局

部地區之豪(大)雨發生。2012年5月12日宜蘭地區出

現日累積雨量達507毫米超大豪雨，由於該降雨時

段集中於12小時之內(1200 LST至2400 LST時)，且

最大時雨量高達92毫米，瞬時雨量造成當地嚴重災

情。雖然，梅雨季宜蘭偶有豪(大)雨發生，但類似

此個案之強降水事件並不常見。過去有關梅雨季之

劇烈降水文獻多集中在討探臺灣西半部地區之研

究，針對宜蘭地區豪(大)雨之研究甚少。Yeh and 

Chen（1998）分析TAMEX 期間弱綜觀強迫下東北

與東部地區降水特徵，發現東北部山區因上坡風發

展午後1600 LST有降水之最大值；陳等(2010) 研究

顯示，臺灣東部地區梅雨季之局部環流發展顯著並

與降雨密切關連，宜蘭地區在海風發展後，降雨強

度於午後內陸高山區顯著增強，複雜地形使海風與

谷風結合而產生之中尺度氣旋式渦旋擾動，為梅雨

季午後對流激發與調控降雨強度之機制；張等

（1995）分析1985～1994 年十年來宜蘭發生豪雨

的個案，歸納出造成宜蘭地區豪雨的可能原因為：

1.暖平流輸入；2.地形效應；3.東北風和東南風在此

區域合流；及4.中尺度對流系統的影響。由上述研

究顯示，地形與局部環流對於宜蘭地區強降水形成

之重要性。本研究將利用WRF高解析度之數值模

擬，藉由不同的實驗設計，討探5月12日宜蘭地區

出現超大豪雨事件之制機。 

二、個案分析與介紹 

由地面天氣圖顯示(圖1)，2012年5月12日0800 

LST高壓中心位於日本海，鋒面位於華中一帶，臺

灣地區風場為東風氣流，13日0800 LST位於日本海

之高壓中心略為向東移動，而位於華中之鋒面系統

東移至華南沿海一帶，臺灣位鋒面前緣，環境風場

轉為偏南氣流，臺灣地區為一鋒前之弱綜觀大氣環

境。 

 

 

 
圖1 2012年5月(a)12日及(b)13日0800 LST地面天氣

圖(資料來源：香港天文台)。 

 
由紅外線衛星雲圖顯示(圖2)，5月12日1800 

LST至2400 LST期間，鋒面系統持續由大陸華中移

出至沿海一帶，此時鋒面系統發展之對流雲系並未

影響臺灣地區，反而是位於臺灣東北部及臺灣東部



 

 

近海對流雲系明顯被激發，並隨時間卻有發展增強

之現象。透過整合雷達回波時間序列(圖3)，更可以

清楚看見宜蘭地區及其外海之強回波發展情況，最

強回波發生在宜蘭南方，其回波值達55dBz以上。

該對流發展時段集中午(1200 LST)後至半夜(2400 

LST)12小時，並造成宜蘭地區最大累積雨量達507
毫米(圖4)。 

 

 

 
圖2 2012年5月12日1800 LST至2400 LST 紅外線

衛星雲圖。 

 

 
圖3 2012年5月12日1400 LST至2400 LST MOSAIC

整合雷達回波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圖4 2012年5月12日臺灣地區累積雨量圖(雨量單

位：mm)。 

三、資料來源與研究方法 

(一)模式介紹及資料來源 
本研究使用中尺度模式WRF V3.3.1 版本進行

模擬，模擬時間為2012年5月11日2000 LST至2012
年5月13日2000 LST共48小時，模式初始場和側邊

界條件採用NCEP-FNL全球再分析資料，空間解析

度為1°x 1°，時間間隔為6 小時一筆。模式中所使用

的物理参數化設定選用雲物理參數法為Kessler 

scheme，此參數法包含水氣、雨、雲水過程，屬於

暖雲過程;積雲參數法是使用Kain-Fritsch scheme；

邊界層參數法採用YSU PBL scheme邊界層參數

法；長波輻射參數法採用 RRTM scheme。  

(二)實驗設計 
模式模擬之網格設定為三層巢狀網格(圖5)，三

層巢狀水平網格解析分別為27 Km、9 Km及3 Km。

除控制組（CTRL RUN）實驗外，另外設計三組對

照組實驗分別為1.臺灣地形減一半;2.移除臺灣地

形，地表仍為陸地;3.移除臺灣地形，地表為水體，

針對不同地形狀況下之模擬結果與控制組實驗做

比較，藉由不同之模式設計模擬探討本次超大豪雨

事件發生機制、演變過程及地形扮演之角色。 

 

 
圖5 模式模擬之三層巢狀網格，水平網格解析分別

為D1：27 Km、D2：9 Km及D3：3 Km。 

 



 

 

四、模擬結果分析 

(一)模擬控制組校驗與分析 
由D1(第一層網巢)模擬12小時(5月12日0800 

LST)之結果顯示(圖6)，地面高壓中心位於韓國半

島，其勢力向東南伸展至日本南方海面，臺灣地區

風場為偏東至東南風；850 hPa臺灣東部海域仍受高

壓環流影響，以東南風場為主，此時大陸華中存在

一鋒面之低壓系統；500 hPa高壓環流中心位於南海

地區，臺灣地區風場為西至西北風。模擬36小時(5
月13日0800 LST)後，位於華中之鋒面系統東移至

大陸沿海附近，臺灣位於鋒前之大氣環境，低層南

風明顯增強，500 hPa仍為西風氣流(圖7)。相較於

觀測結果顯示，模擬結果已掌握鋒面系統及臺灣周

邊之大氣環境變化情況。 

 

 

 

 
圖6 模式模擬2012年5月12日0800 LST (a)1000 hPa

風場(風速單位KT)及海平面氣壓(單位hPa)；(b) 

850 hPa風場及高度場(單位HGT)及(c)500 hPa
風場及高度場(單位HGT)。 

 

 

 

 
圖7 模式模擬2012年5月13日0800 LST (a)1000 hPa

風場(風速單位KT)及海平面氣壓(單位hPa)；(b) 

850 hPa風場及高度場(單位HGT)及(c)500 hPa
風場及高度場(單位HGT)。 

 
由D3(第三層網巢)模擬最大雷達回波顯示(圖

8)，5月12日午後1400 LST位於臺灣中央山脈周邊

山區對流有開始發展，隨著時間該對流雲系持續增

強，尤其位於東北部山區，對流發展最為旺盛，且

持續時間長，至2400 LST仍可見位於宜蘭地區超過

50dBz之強回波；除陸地上之對流發展外，亦可發

現位於東部近海對流發展也相當旺盛，且多呈線狀

分佈，對於東部近海之線狀對流Yu and Jou (2005)
及Alpers et al. (2010)研究均顯示局部環流與地形效

應，是造成該對流線生成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該對

流系統發展過程並非本文探討之重點，在此不多贅

述。由圖9模擬5月12日0800LST至13日0800LST 期

間24小時累積降水顯示，陸地上最大降水位置與觀

測相同，最大累積降為量約為425毫米，略小於觀

測值，整體降水分佈模擬表現相當接近觀測情況。 



 

 

 
圖8 模式模擬2012年5月12日1400 LST至2400LST

最大雷達回波(dBz)分佈時間序列。 

 

 
圖9 D3模式模擬2012年5月12日0800LST至13日

0800LST累積降水量(mm)。 

 

(二)強降水機制分析 
由於模式正確模擬出各項大氣環境要素(包含

鋒面系統、風場及降水分佈等)，因此，可藉由分

析各量場以探討宜蘭地區強降水過程與形成機

制。圖10為5月12日1600 LST及2000 LST 925hPa臺

灣周邊風場及輻散場分佈，此時宜蘭地區之對流發

展相當旺盛，由風場可見東部近海風場以東南風為

主，當氣流接近陸地時，受地形影響風場有為轉偏

北之現象，並與環境之東南風形成局部之輻合，在

宜蘭地區向岸風相當明顯，該風場有利將海面上之

水氣帶往陸地。由圖11相同時間700hPa風場則顯

示，該高度層以仍以西風氣流為主，因陸地及東部

近海之局部對流發展，導致氣流呈現擾動情況，並

形成局部輻合，有利對流發展。 

 
圖10 模式模擬2012年5月12日925 hPa (a)1600 LST 

及(b) 2000 LST風場(風速單位KT)及輻散場

(色階，單位1e-4 m2s-1)。 

 

圖11 模式模擬2012年5月12日700 hPa (a)1600 LST 
及(b) 2000 LST風場(風速單位KT)及輻散場

(色階，單位1e-4 m2s-1)。 

 
由雷達回波、相對濕度及風場高度剖面圖顯示

(圖12)，5月12日1600 LST低層約在850hPa以下東部

海上偏東氣流之風量相當明顯，該偏東氣流帶來相

當充足之水氣(低層相對濕度均接近100%)，該氣流

進入地形後被地形舉升；而此同時，山脈西部氣流

均為偏西氣流，部份氣流越過山脈後，在背風區(山

脈東側)形成下沉作用，該下沉之氣流與山脈東側

受地形舉升之氣流形成局部之輻合作用，加深空氣

塊舉升之能力，形成對流發展之重要激發機制。由

圖12中可以發現最強之對流發生在山脈東側之斜

坡上，至夜間(圖12b)該舉升機制仍然存在，故對流

發展仍為活躍，惟強度有略為減弱。除了上述存在

之舉升機制外，對流之發展仍必須提供適當之大氣

環境，使其可持續發展。由圖13(a)相當位溫分佈顯

示，受風場傳送由低緯地區帶來暖濕空氣，東部近

海均有較高之相當位溫，在宜蘭近海之相當位溫值

仍高達350°K，其高相當位分佈軸線由東南部海域

向東北部近海延伸，呈現東南-西北走向，形成一

低層暖濕之大氣條件；此時，由模擬之CAPE值(圖



 

 

13(b))亦有相似分佈，宜蘭周邊之CAPE值高達1000 

J/kg以上，為對流發展提供最有利之環境。 

 

 
圖12 2012年5月12日 (a)1600 LST及(b)2000 LST之

模擬雷達回波(色階)、相對濕度(等值線)及風

場高度剖面圖(橫切面為北緯24.6度，東經

120.5至123度)。 

 

圖13 2012年5月12日1600 LST (a)1000 hPa相當位

溫(色階，單位°K)與風場(風速單位KT)及(b) 

CAPE(單位J/kg)分佈。 

五、地形敏感度分析 

(一)臺灣地形高度減半之模擬 

   由模擬之最大雷達回波圖顯示(圖14)，雖然地形

高度降低一半，但午後陸地上對流發展仍相當明

顯，尤其在5月12日2000 LST時，花蓮北部地區亦

有出現高達55dBz之強回波，該地區之降水更高達

642毫米(圖15)，高於控制實驗之最大值425毫米，

但位置不同。由925 hPa風場及輻散量場分佈可以發

現，因地形高度改變，造成環境風場與地形產生之

輻合位置略為向南移動，最大降水即發生在該最大

輻合區，顯現環境風場與地形之間作用對產生激發

對流之重要性。 

 

 
圖14 1/2地形之模擬2012年5月12日(a)1400 LST及

(b)2000 LST最大雷達回波(dBz)分佈。 

 

 
圖15 模2012年5月12日0800LST至13日0800LST 

臺灣地形減半模擬之累積降水量(mm)。 

 

 
圖16 1/2地形之模擬2012年5月12日925 hPa (a)1800 

LST 及(b) 2000 LST風場(風速單位KT)及輻

散場(色階，單位1e-4 m2s-1)。 

 

(二)移除臺灣地形之模擬 
由圖17(a)移除臺灣地形(地表仍為陸地)模擬顯

示，無高山地形時，午後對流發展仍相當旺盛，且

該對流發生位置多集中在陸地中央，原因為午後熱

力作用造成海風向陸地中央移動，並在陸地中央形

成輻合(圖略)，形成動力舉升，進而形成對流。而

移除臺灣地形，並將該移除地形範圍設為水體，則

地表之熱力機制不存在，故對流並未發生 (圖

17(b))。由雨量累積亦可顯示，當有地表存在時，

對流產生之降水仍可達263毫米(圖18(a))，但完全為

水表面時，僅有局部地區為風場輻合產生之零星降

水(圖18(b))。 

 

 

 

 



 

 

 

圖17 移除地形 (a)平坦地表及 (b)平坦水面模擬

2012年5月12日1800 LST 最大雷達回波(dBz) 
分佈。 

 
圖18 移除地形(a)平坦地表及(b)平坦水面之模擬

累積降水量(mm)，時間為2012年5月12日

0800LST至13日0800LST。 

 
由上述地形實驗模擬可以發現，環境風場與地

形之間作用在本個案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由於

環境存在適合對流發展之有利條件，此時只要有局

部輻合之激發作用，就可以誘發強對流的生成。在

本個案模擬中，偏東至東南氣流與宜蘭地區地形間

之相互作用正好滿足此一條件，進而造成宜蘭地區

之強降水事件發生；倘若地形改變或風場進入角度

不同，則對流發生位置就會隨之調整。 

六、結論 

梅雨季期間，不穩定之大氣環境提供對流發展

有利條件，並常造成局部地區之豪(大)雨發生。2012
年5月12日宜蘭地區出現日累積雨量達507毫米超

大豪雨，瞬時雨量造成當地嚴重災情。本研究利用

WRF高解析度之數值模擬，除控制實驗外，另設計

三組對照組實驗分別為1.臺灣地形減一半;2.移除臺

灣地形，地表仍為陸地;3.移除臺灣地形，地表為水

體等三組，針對不同地形狀況下之模擬結果與控制

組實驗比較，並藉由不同之模式設計模擬探討本次

超大豪雨事件發生機制、演變過程及地形扮演之角

色。 
模擬結果顯示，東南風場傳送低緯之暖濕空

氣，使得東部近海有較高之相當位溫，在宜蘭近海

之相當位溫值高達350°K，其分佈軸線由東南部海

域向東北部近海延伸，呈現東南-西北走向，形成

一低層暖濕之大氣條件，且該區CAPE值相當高，

為有利對流發展之環境；當東部海域偏東南氣流帶

來相當充足之水氣，該氣流進入地形後被地形舉

升；同時，山脈西部氣流偏西氣流越過山脈後，在

背風區形成下沉氣流與山脈東側受地形舉升之氣

流形成局部之輻合作用，加深空氣塊舉升之能力，

形成對流發展之重要激發機制。另外，由地形敏感

度模擬測試結果顯示，當臺灣地形高度減低一半

時，模擬最大之降雨位置略為南移，但強度略為增

強；而移除臺灣地形(地表仍為陸地)時，午後對流

發展仍相當旺盛，且該對流發生位置多集中在陸地

中央，原因為午後熱力造成海風向陸地中央移動，

在陸地中央形成輻合形成動力舉升，進而形成對

流。當移除地形範圍設為水表面時，地表之熱力機

制不存在，故對流並未發生。綜合上述分析顯示，

環境風場與地形之間作用在本個案中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由於環境存在適合對流發展之有利條

件，此時只要有局部輻合之激發作用，即可以誘發

強對流的生成。在本個案模擬中，偏東至東南氣流

與宜蘭地區之地形正好滿足此一條件，進而造成宜

蘭地區之強降水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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