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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中央氣象局 1993-2015 年地面雨量觀測資料、地面天氣圖及衛星雲圖分

析北部都會區(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和南部都會區(台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之短延

時強降雨的氣候特性。結果顯示，北部都會區之短延時強降雨事件主要由颱風、梅雨、

午後對流、西南氣流、秋季鋒面，以及東北季風的影響下造成，而南部都會區則是由颱

風、梅雨、午後對流、西南氣流，以及低壓帶所引發。過去 23 年期間，不論北部或南部

之短延時強降雨發生日數和平均雨量的長期變化都呈現增加的情況。平均雨量長期變化

之空間分佈顯示，山區增加量較平地為多。 

一、 前言 

近年來極端暴雨事件有增加趨勢 (IPCC 

2013)，而台灣地區受暴雨影響所導致的災害

事件與經濟損失更加明顯(行政院災害防救專

家諮詢委員會，2014)。過去對於北部和南部降

雨特性研究顯示，北部降雨有增加的情況(盧

等，2007)，但在南部地區則為減少(Hsu and 

Chen，2002)。在降雨強度分析研究顯示，強降

雨有增加的情況(涂等，2011；Liu et al.，2009)。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南北都會區短延時強

降雨事件(簡稱短時強雨事件)之氣候特性分析，

以了解在過去 23 年期間南北都會區之短時強

雨事件由哪些天氣系統造成？發生時間？以

及發生頻率(日數)變化、平均雨量長期變化和

平均雨量空間變化的分佈情況，而相關成果將

提供台灣都會區防減災工作應用與參考。 

二、 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中央氣象局 1993-2015年地面

雨量觀測資料、地面天氣圖、可見光衛星雲圖

進行南北都會區之短時強雨事件分類與降雨

分析。而北部和南部都會區的選定，在北部都

會區，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簡稱

北部；南部都會區，包括：台南市、高雄市及

屏東縣，簡稱南部。 

地面雨量資料處理參考王等(2016)的方式

進行資料整理工作，並計算出 1993-2015 年北

部和南部之平均降雨和雨量標準差。短延時的

時間定義為 1 小時、2 小時及 3 小時之累積降

雨，簡稱累積延時。 

另外，選取 1993-2015 年間觀測良率高於

90.0%之測站定義為長期站，以利進行降雨長

期變化和降雨變化量的空間分布分析，在北部

篩選出 16 站，南部則有 56 站，其空間分佈如

圖 1 所示。接著，定義短時強雨事件的降雨門

檻值為平均雨量加上一個標準差，隨後使用南

北都會區的長期站雨量資料以日降雨為區隔

進行事件篩選，即當某日有一長期站之觀測雨

量超過降雨門檻值，則該天定義為強降雨發生

日。 

表 1 為北部和南部之平均雨量、標準差、

降雨門檻值，以及所選取的短時強雨事件佔所

有降雨日之比例。結果顯示，所選取的短時強

雨事件約佔各都會區所有降雨日數的前 13%

以上。另外，從平均降雨值可以發現在南部的

各累積延時之平均雨量值較北部為大。 

在天氣類型定義(如表 2 所示)，颱風類是

依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之襲台颱風為主；另外，

當颱風中心距台灣地區 1000km 以內者，並由



日雨量分布判定為颱風外圍環流影響者，亦歸

納為颱風類。梅雨類則以陳(1988)對於梅雨鋒

面影響台灣之選取範圍做為參考，若梅雨鋒面

在此範圍內發生，則屬梅雨類事件。而各季節

鋒面類，其影響範圍之定義同梅雨類的定義，

並以鋒面發生月份為分類依據，共有春、夏、

秋及冬季鋒面，共 4 類。在颱風共伴類是參考

曲和陳(1988)及俞和馬(1991)之結果，由天氣

圖中判識颱風與鋒面位置決定。在秋冬季有強

雨事件發生時，若台灣地區盛行東北風，則定

義為東北季風類。而午後對流類依據降雨發生

時間分為 2 類，1) 午後對流 A 型：每日 12-21

時發生降雨之事件，其餘時間無降雨發生。2) 

午後對流 B 型：除了在 12-21 時之間發生降雨

外，其他時段也有降雨發生；此兩類的最大降

雨需在 12-21 時之間發生。西南氣流類和低壓

帶類為依據氣象局所發佈之天氣說明為主。最

後，若事件仍無法明確歸類於前述 12 類者，

則歸為其他類。 

所選取的短時強雨事件透過前述天氣類

型分類定義，經由地面天氣圖、日降雨分佈圖、

降雨時序分析圖、衛星雲圖等判識後，進行天

氣類型發生日數比例分析和發生月份統計。同

時，對於過去 23 年間的短時強雨事件發生日

數和平均雨量使用統計線性回歸方式進行長

期變化分析，另外，也對於平均雨量長期變化

之空間分佈進行了解。若線性回歸結果呈現正

值，表過去 23 年為增加的情況；反之，為減

少的情況。 

而平均雨量增減百分比的計算，是由全部

短時強雨事件的平均雨量長期變化量除以平

均降雨量，再乘上 100%，進行分析。 

三、 分析結果 

圖 2 a-f 分別為北部和南部的各累積延時

引發短時強雨事件之天氣類型發生日數比例

分析，以發生比例大於 5%以上者視為主要的

引發天氣類型。結果顯示，在北部有颱風、梅

雨、午後對流、西南氣流、秋季鋒面，以及東

北季風，共6類，佔全部發生事件數的80-91%。

在南部有颱風、梅雨、午後對流、西南氣流，

以及低壓帶，共 5 類，佔全部發生事件數的 90-

91%。 

而北部和南部的主要天氣類型發生月份

與日數的統計結果顯示(以 1 小時累積延時的

結果為例)，在北部(圖 3a)和南部(圖 3b)，颱風

類好發在 6-10 月間，北部在 9 月發生日數最

多，南部則在 8 月最多。梅雨類(5 月和 6 月)

發生日數，南部較北部為多。午後對流類在北

部好發在 5-9月間，其中 6-8 月發生日數較多；

南部則發生在 5-10 月間，其中 7-9 月發生日較

較多。南部在 5-9 月間易受西南氣流影響，其

中，7 月最多，北部發生日數不如南部多，但

也是在 7 月發生日數較多。 

由於北部與南部在地理位置的差異，北部

在 1-2 月和 9-12 月期間(圖 3a)，還會受到秋季

鋒面和東北季風的影響發生短時強雨事件，秋

季鋒面以 9 月份發生日數最多，東北季風則在

10 月發生較多。在南部(圖 3b)，6-10 月會受到

低壓帶影響發生短時強雨事件，其中，8 月發

生次數最多。 

在北部和南部的各累積延時之事件發生

日數長期變化(表 3)和平均雨量長期變化分析

(表 4)顯示，在過去 23 年間，南部與北部都呈

現增加的情況。各累積延時的長期平均雨量增

減量佔平均雨量的百分比(表 4)，在北部約增

加 2.9%-5.3%，南部約增加 5.3%-7.6%之間。 

圖 4 和圖 5 分別為北部和南部的平均雨

量長期變化量的空間分佈，結果顯示，隨累積

延時增加，在北部的平地或山區皆為增加；但

在南部，呈現平地逐漸減少，山區增加的情況，

其中，在 3 小時累積延時顯示，台南市在平地

呈現減少的情況明顯。 

四、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選取北部和南部的短時強雨事件



進行平均雨量長期變化分析的結果，和盧等

(2007)、涂等(2011)，以及 Liu et al. (2009)的結

果一致，即北部和南部的降雨量和強降雨都呈

現增加的情況。另外，Wu et. al (2016)分析台

灣西南部颱風降雨的變化顯示，西南部受颱風

影響的降雨有增加的情況；本研究在南部颱風

類的平均雨量長期變化也呈現相同的結果，且

平均雨量長期變化之空間分布顯示，山區增加

量大於平地(圖未示)。 

本研究使用 1993-2015年之地面雨量站觀

測資料分析北部和南部都會區引發短延時強

降雨事件的天氣類型、發生月份、平均雨量長

期變化和空間分佈分析。重要結果如下所列： 

1. 在北部和南部引發短時強雨事件

的天氣類型，主要有：颱風、梅雨、午後對流

及西南氣流，這些天氣系統主要發生時間在 5-

10 月間。另外，北部在 9-12 月期間還會受到

秋季鋒面和東北季風影響發生短時強雨事件；

南部則是在 6-9月間還會受到低壓帶影響引發

短時強雨事件。 

2. 事件發生日數和平均雨量長期變

化的分析顯示，不論北部或南部都呈現增加的

情況，且南部平均雨量變化量較北部為大。 

3. 平均雨量長期變化的空間分佈顯

示，山區降雨增加量較平地為多。 

由前述分析顯示，過去 23 年期間短時強

雨事件的平均降雨，不論北部或南部都呈現增

加的情況，未來將對於各天氣類型的大氣環境

變化進行更進一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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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長期雨量站分佈

圖，(a)北部，(b)南部。 

 

圖 2  各累積延時引發短時強雨事件之天氣類型發生日數比例分析，北部為

(a)、(b)及(c)，南部為(d)、(e)及(f)，其中(a)和(d)為 1 小時累績延時，(b)和(e)為

2 小時，(c)和(f)為 3 小時。 

 
圖 3  引發短時強雨事件之天氣類型發生月份與日數統計，(a)為北部，(b)為南

部，縱軸為日數，橫軸為月份，圖例所示為主要影響之天氣類型。 



  

 

 

圖 4  北部短時強雨事件的平均雨量

長期變化之空間分佈，(a)1 小時，(b)2

小時，(c)3 小時。紅圈表正值，藍圈表

負值，增減量如圖例所示。 

 

  

 

 

 

 

圖 5  同圖 4，但為南部短時強雨事

件。 

  



表 1  各累積延時之平均降雨、標準差、降雨門檻值及短時強雨事件所佔比例， 

(a)為北部，(b)為南部 

 

 

表 2  短時強雨事件之天氣類型分類定義表 

 

 

表 3  1993-2015 年短時強雨事件之發生日數長期變化 

 

表 4  短時強雨事件之平均雨量長期變化和雨量增減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