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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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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路基流失拚元旦前搶通

2012-12-15自由時報

12月13日累積降雨

2012年12月中，豪雨造成蘇澳大坑橋路段路基嚴重掏空，
導致蘇花公路封閉雙向車道，共費時42天才完成搶通，

對觀光發展與農業運輸帶來衝擊。

12月11-14 日 72hr累積降雨



前言

• 對台灣冬季東北部縣市(宜蘭縣、花蓮縣、
新北市、基隆市與台北市)，進行近20年
每年10月到隔年3月之致災降雨事件特性
分析。

• 進行致災降雨之天氣型態分析，
探討致災天氣類型之類別與氣象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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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冬半年受盛行風東北季風影響，位於迎風面的台灣東
北部與花蓮地區常有較大雨勢出現，並不時可聽聞雨量過
大導致蘇花公路或北海岸公路崩塌災害的發生。



致災降雨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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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氣象局預報作業中豪大雨以日雨量為單位：

– 日雨量達50mm且其中至少有1小時雨量達15mm以上
稱之為大雨(heavy rain) 

– 日雨量達130mm稱之為豪雨(extremely heavy rain) 

– 日雨量達200mm與350mm分別為大豪雨(torrential 
rain)與超大豪雨(extremely torrential rain)

與災害的關係？
降雨型態的差異？



致災降雨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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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水利署測站各延時淹水警戒雨量計數

共609站

101年NCDR鄉鎮24小時警戒雨量計數

100年水利署
淹水警戒

類型 降雨延時 致災降雨門檻值(mm)

短延時

1小時 50

3小時 130

6小時 200

長延時

12小時 350

24小時
350

600



致災降雨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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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致災降雨事件簿冬半年東北部致災降雨事件

使用1992～2011年之全台自動雨量資料

冬半年期間全台與東北部縣市之
致災降雨事件發生日數與兩者之比值

• 冬半年期間，高達8成以上的
較長延時降雨事件，發生於
東北部縣市。

• 對短延時致災降雨事件，約
有6-7成發生於東北部縣市。

• 平均每個冬半年約有10日發
生1小時50mm的致災降雨；
每個冬半年至少發生1次較長
延時的致災降雨事件。



致災降雨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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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致災降雨事件簿冬半年東北部致災降雨事件

使用1992～2011年之全台自動雨量資料

 判斷事件當日台灣附近之天氣型態

利用氣象局之地面天氣圖、衛星雲圖以及氣象局每日
發布之天氣概述資訊，主觀分析事件當日的天氣類型



天氣型態分類

熱帶擾動：

包含颱風、熱帶

低壓與低壓

熱帶擾動與東北

季風共伴：颱風

或熱帶低壓環流

與東北季風共伴，

簡稱共伴效應。

東北季風：

大陸冷高壓影響

下之東北季風

鋒面系統：

包含冬季與春季

鋒面

其他：

未受到顯著天氣

系統影響的局部

對流性降水、或

華南雲雨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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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颱風共伴事件
當時已發布陸上
警報，視為熱帶
擾動影響。



致災降雨事件之歷史紀錄

9

延時 最大降雨發生日期 縣市 站名 累積雨量
(mm)

天氣系統

1小時 2010年10月21日 宜蘭縣 蘇澳 181.5 梅姬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

3小時 2010年10月21日 宜蘭縣 蘇澳 444 梅姬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

6小時 2010年10月21日 宜蘭縣 蘇澳 645 梅姬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

12小時 2010年10月21日 宜蘭縣 蘇澳 861 梅姬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

24小時 2009年10月6日 宜蘭縣 古魯 1198.5 芭瑪颱風海上警報

• 各延時之最大降雨均發生於10月份，地點皆在宜蘭縣境內。

• 均是颱風(外圍)環流與東北季風產生共伴所造成，顯示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

之現象，是冬半年期間的研究與防災的重點。



各類天氣影響下的致災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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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時事件：東北季風(33%)、鋒面(26%)、
無明顯天氣系統影響的局部對流(19%)

• 3小時事件：東北季風(27%)、共伴效應
(25%)影響。

• 較長延時的事件(6、12與24小時)：則主要
是因共伴效應或熱帶擾動直接侵襲。
以24小時600毫米的長延時致災降雨事件
來說，致災降雨只來自於共伴效應或熱帶
擾動直接侵襲之影響。

• 熱帶擾動所帶來的降雨強度最強，其雨量約
為各延時致災降雨事件（含熱帶擾動影響事
件）平均雨量的1.2倍。

• 共伴效應影響時，也有較大的平均雨量。

日數比

雨量



各月份的致災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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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最常發生致災降雨事件，11月次之。

• 短延時致災降雨事件也常於2月份發生

• 長延時致災降雨則僅發生於10～12月。

• 短延時致災降雨事件：

• 1小時事件：2月份平均雨量最大，主
要受到東北季風或鋒面影響所致

• 3小時事件：10月份平均雨量最大，
主要的影響天氣類型為共伴效應及颱
風侵襲。

• 較長延時的致災降雨(6、12與24小時)：

• 12月份平均雨量普遍高於10月。主
要應是由於12月份個案多為累積雨量
極大的颱風侵襲或共伴效應影響事件；
而10月份的致災降雨事件雖多，卻有
許多致災降雨事件是只受東北季風影
響或台灣附近無明顯天氣系統之情況，
其累積降雨不如共伴效應或颱風侵襲
來得多。

雨量

日數

雨量

日數



(a)

(c)

(e)

(b)

(d)

(f)

各類天氣影響下的致災降雨之年變化



各縣市的致災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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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於宜蘭地區之致災降雨事件遠多於
其他縣市，其次為新北市與花蓮縣。

• 宜蘭境內，以位於蘭陽平原南側之大同
鄉古魯、牛鬥、冬山鄉新寮與蘇澳鎮之
蘇澳等站最常發生致災降雨，此主要是
因為東北風經過宜蘭西面的地形迎風坡
時發生分流，在宜蘭西方及東南方斜坡
上與東北向的盛行風場會合後產生強對
流（葉與林 2004）所致。

• 新北市易於石門區富貴角、金山區三和
與烏來區下盆等站發生致災降雨。

• 花蓮縣則易於秀林鄉的布洛灣、天祥與
和中等站發生致災降雨事件。

• 1小時與3小時致災降雨事件：新北市的
平均雨量最大，花蓮縣次之。

• 長延時致災降雨事件：花蓮縣之平均雨
量最大，其次依序為宜蘭縣、新北市。

雨量

日數

雨量

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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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災降雨延時越長者，共伴效應與熱帶
擾動的影響日數比例越高。

• 1小時致災降雨事件較常受到東北季風
影響而發生。

宜蘭縣的致災降雨

• 宜蘭縣各延時之平均雨量在受到熱帶擾
動與共伴效應影響時較高，其中以熱帶
擾動造成的雨勢最大。

日數比 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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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的致災降雨

• 相對於宜蘭縣：熱帶擾動影響日數比例
明顯高於宜蘭縣，共伴效應與東北季風
的影響比例較低。

• 1小時致災降雨事件較常受到鋒面與東
北季風影響而發生。

• 熱帶擾動對於花蓮地區的致災降雨強
度影響極大，尤其此情形在長延時致
災降雨事件中更為顯著。

日數比 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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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的致災降雨

短延時致災降雨
• 受到鋒面及其他天氣之影響比例高於其他兩縣
• 常因其他天氣之影響而有較高的累積雨量

長延時致災降雨
• 新北市最常受到熱帶擾動的影響而發生致災降雨，東北季風的影響比例極少
• 較大雨量則主要來自於熱帶擾動的貢獻

日數比 雨量



結論

• 冬半年致災降雨事件有6~8成以上發生於東北部縣市，其中
宜蘭縣發生日數遠高於其他縣市；最易發生於10~11月。

• 冬半年各延時之最大降雨紀錄均發生於宜蘭縣，皆由10月份
颱風 (2010梅姬與2009年芭瑪) 環流與東北季風共伴引起。

• 對東北部地區，1小時左右的短延時致災降雨常來自東北季風
影響；而24小時致災降雨主要是熱帶擾動與東北季風共伴效
應或颱風直接侵台所導致。

• 熱帶擾動是造成各縣市各延時較大雨勢的主因，且熱帶擾動
影響的事件平均雨量約為所有事件的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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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續)

• 年際變化分析顯示，1996~1998年最常有致災降雨發生，
2002~2003年則最少。相較於過去，2005年至今之致災降雨
事件發生日數略顯增多，且增多主要顯現於東北季風與共伴
效應等天氣影響下的事件；近幾年在鋒面與其他天氣影響下
發生之致災事件，似乎較為減少。

• 宜蘭縣較常因東北季風影響而發生1小時致災降雨事件，較大
延時的致災降雨事件則最常受到共伴效應或熱帶擾動影響。

• 對花蓮縣與新北市之長延時致災降雨，熱帶擾動是最主要的
致災降雨成因。此外，新北市的短延時致災降雨，較其他兩
縣更容易受到鋒面及其他天氣之影響。

• 本研究之各項成果顯示冬半年台灣東北部的防災時空重點，
提供防減災研究工作者參考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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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研究

• 針對不同類型事件進行主觀分類。

• 進行地區暴雨事件的分析。

• 建立地區防災監測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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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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