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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 1993-2015 年台灣地區的雨量觀測資料，選定 6 個直轄市為研究區域，依據地理

條件，區分為北部(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桃園市、台中市及南部(台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

等 4 個區域。探討各區短延時強降雨事件(簡稱暴雨事件)的發生時間、發生日數與降雨規模之長

期變化的情況。 

結果顯示，北部和桃園市在 6 月和 8 月是發生暴雨事件較多的月份，而在台中市和南部則是

8 月。在北部引發暴雨事件較多的天氣類型為：午後對流 A 型、颱風、梅雨、西南氣流、秋季鋒

面及東北季風。桃園市和台中市為午後對流 A 型、梅雨、颱風及西南氣流。南部為午後對流 A

型、颱風、梅雨、西南氣流、低壓帶及午後對流 B 型。在台中市與南部暴雨事件的發生日數與降

雨規模之長期變化有增加的情況，主要為颱風所導致。當梅雨鋒面影響台灣地區時，暴雨發生的

機率增大。

一、 前言 

由都會區積淹水事件的降雨歷程分析顯

示，短延時強降雨是造成災害的主因之一(于

等，2016；周等，2016)，而台灣地區因受暴雨

影響所導致的災害損失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行

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2014)。王等

(2016)探討大台北地區的短延時強降雨事件之

氣候特性，發現暴雨有增加的情況。 

而其他地區的短延時強降雨事件的氣候

特性又是如何?因此，本研究以 6 個直轄市為

研究區域，探討 1993-2015 年短延時強降雨事

件的氣候特性，相關研究成果可做為防減災預

警和後續研究的參考。 

二、 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選定 6 個直轄市為研究區域，依據

地理條件，區分為北部(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

市)、桃園市、台中市及南部(台南市、高雄市

及屏東縣)等 4 個區域。使用 1993-2015 年中央

氣象局地面雨量觀測資料、地面天氣圖、日累

積雨量圖、可見光衛星雲圖、颱風警報單及警

報颱風列表等資料做為暴雨事件的天氣類型

研判使用，其中雨量觀測資料為時雨量資料。

為判識西太平洋颱風是否影響台灣地區，使用

美國聯合颱風警報中心(Joint Typhoon Warning 

Center，JTWC)最佳颱風路徑資料判識颱風中

心位置離台距離，當颱風中心距離台灣陸地

500km 內，則判定台灣地區受颱風影響。另外，

使用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NCEP)氣候預報系

統再分析網格資料 (Climate Forecast System 

Reanalysis，CFSR)進行高層大氣環境分析以增

加天氣類型研判資訊。 

雨量資料篩選參考王等(2016)的方式，以

北區為例進行說明。首先篩選出 1993-2015 年

北區雨量觀測資料長達 90%以上之測站(各區

測站數量如表 1 所示)，由這些測站計算 1 小

時平均雨量值與標準差。強降雨之雨量門檻值

(表 1)定義為 1 小時平均雨量值加上 1 個標準

差。接著以日為單位篩選 1993-2015 年間發生

暴雨的日期，即北區測站的時雨量觀測值超過

雨量門檻值，則該日定義為暴雨事件發生日；

而其他區域皆依據上述程序篩選暴雨事件發



生的日期。 

另外，將台灣地區的降雨系統分為 12 種

天氣類型，其定義說明如表 2 所示。隨後將各

區暴雨事件發生日的天氣型態依據天氣類型

進行分類，並統計，如：各天氣類型發生暴雨

的日數、所佔比例、暴雨事件日數逐月變化等。

而各天氣類型發生暴雨事件數量超過23日者，

定義為「引發暴雨事件的主要天氣類型」。 

為瞭解暴雨發生次數(頻率)的長期變化情

況，由雨量資料統計各區觀測雨量值超過雨量

門檻值之次數，此結果定義為「降雨規模」，並

以年為單位，分為各區和不同天氣類型兩個項

目進行分析。在各區暴雨發生日數與降雨規模

之長期變化分析，使用 10 年移動平均的方式

計算。而長期變化的評估為最後一個 10 年移

動平均(2006 年至 2015 年的移動平均值)減去

第一個 10 年移動平均的結果(1993 年至 2002

年的移動平均值)，若該值為正，表長期變化為

增加；反之，為減少的情況。 

三、 結果 

表 3 為各區降雨日數與引發暴雨事件的

主要天氣類型之日數及其所佔比例，各區的暴

雨事件為該區所有降雨日數排名前 8.5-12.6%。

在北部引發暴雨事件較多的天氣類型為：午後

對流 A 型、颱風、梅雨、西南氣流、秋季鋒面

及東北季風。桃園市和台中市為午後對流 A 型、

梅雨、颱風及西南氣流。南部為午後對流A型、

颱風、梅雨、西南氣流、低壓帶及午後對流 B

型。 

各區暴雨事件發生日數的逐月變化顯示

(圖 1)，北部和桃園市在 6 月和 8 月是發生暴

雨事件較多的月份，而在台中市和南部則是 8

月。從天氣類型分類來看(圖 2)，北部和桃園市

在 6-8 月受到梅雨、颱風及午後對流 A 型的影

響導致暴雨。在 8 月，台中市受到颱風、午後

對流 A 型及西南氣流的影響發生暴雨，而在南

部則因颱風、午後對流 A 型、西南氣流、午後

對流B型及低壓帶等天氣類型影響導致暴雨。 

各區暴雨事件發生日數的長期變化(圖 3)，

顯示在南部發生暴雨事件之日數增加了 5.9 日，

台中市增加 3.5 日，而北部和桃園市沒有明顯

的變化。 

進一步分析各區主要天氣類型引發暴雨

事件日數的長期變化(圖 4)， 在北部，近年來

午後對流 A 型發生日數有增加的情況。在桃園

市，各主要天氣類型發生暴雨日數變化不明顯。

在台中市，颱風和梅雨發生暴雨日數有增加，

分別為 1.4 和 1.7 日。在南部，颱風引發的暴

雨日數增加 4.8 日，午後對流 A 型增加 1.4 日，

其他天氣類型變化不明顯。 

在各區降雨規模的長期變化(圖 5)顯示，

在北部和桃園市分別增加 5.7 次/年和 7.3 次/

年，而台中市和南部暴雨發生規模明顯增加，

分別為 33.6 次/年和 68.6 次/年。進一步分析各

區主要天氣類型的降雨規模長期變化(圖 6)，

在北部，梅雨和午後對流 A 型類的降雨規模長

期變化為增加，但颱風的降雨規模有減少的情

況。在桃園市與北部的情況類似，唯颱風類的

變化不明顯。在台中市，颱風與梅雨的降雨規

模長期變化分別增加了 18.6 次/年和 10.4 次/

年。在南部，颱風的降雨規模長期變化增加輻

度高達 56.3 次/年，而梅雨類增加了 5.7 次/年。 

四、 討論與總結 

由前述分析發現，在台中市和南部由颱風

引發的暴雨日數增加，而 1993-2015 年間襲台

颱風的次數與日數是否也有所變化?圖 7a 為

1993-2015 年襲台颱風次數與影響日數的長期

變化，顯示這兩者沒有明顯變化。綜合前述，

表示近年來，當颱風襲台時，在台中市與南部

發生暴雨的次數增加，同時，降雨規模也增大。 

另外，各區由梅雨引發暴雨的日數雖然僅

有台中市為增加的情況，其他地區沒有明顯的

變化。而分析 1993-2015 年間，影響台灣地區

之梅雨鋒面次數與鋒面影響日數之長期變化



(圖 7b)顯示，鋒面次數沒有明顯變化，但鋒面

影響日數長期變化呈現減少的情況(減少 5 日)。

其隱含當梅雨鋒面影響台灣地區時，暴雨發生

的機率增大，同時降雨規模也呈現增加的情況。 

本研究利用 1993-2015 年台灣地區的雨量

觀測資料，選定 6 個直轄市為研究區域，依據

地理條件，區分為北部、桃園市、台中市及南

部等 4 個區域。探討各區短延時強降雨事件的

發生時間、發生日數，以及發生日數與降雨規

模之長期變化的情況。重要結果說明如下： 

1. 北部和桃園市在 6 月和 8 月暴雨事

件較多，台中市與南部為 8 月較多。 

2. 北部引發暴雨的主要天氣類型有：午

後對流 A 型、颱風、梅雨、西南氣

流、秋季鋒面及東北季風。 

3. 桃園市和台中市引發暴雨的主要天

氣類型有：午後對流 A 型、梅雨、颱

風及西南氣流。 

4. 南部引發暴雨的主要天氣類型有：午

後對流 A 型、颱風、梅雨、西南氣

流、低壓帶及午後對流 B 型。 

5. 在台中市與南部暴雨事件的發生日

數與降雨規模之長期變化有增加的

情況，主要為颱風所導致。 

6. 梅雨鋒面影響台灣地區之日數長期

變化呈現減少的情況，而各區因梅雨

引發之暴雨發生日數沒有明顯改變，

其隱含當梅雨鋒面影響台灣地區時，

暴雨發生的機率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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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區測站數、測站涵蓋範圍及降雨門檻值 

 
 

表 2  暴雨事件之天氣類型列表 

 

 

表 3  各區降雨日數與引發暴雨事件的主要天氣類型之日數及其所佔比例 

(表中粗體字表百分比，括號內數字表事件數) 

 
 

 

 

圖 1  各區暴雨事件發生日數之逐月變

化，圖中橫軸為月份，縱軸為事件發生日

數，北部為藍實線，桃園市為橙虛線，台

中市為灰虛線，南部為綠實線。 

 



  

  

圖 2  各區主要天氣類型發生暴雨事件日數之逐月變化，(a)北部，(b)桃園市，(c)台中

市，(d)南部，圖中橫軸為月份，縱軸為事件發生日數，各天氣類型如圖例所示。 

 

 

圖 3  各區暴雨事件發生日數之長期變

化，圖中橫軸為年份，縱軸為移動平均日

數(日)，北部為藍實線，桃園市為橙虛線，

台中市為灰虛線，南部為綠實線。 

  

  

圖4  各區暴雨事件發生日數和主要天氣類型發生暴雨事件日數之長期變化，(a)北部，

(b)桃園市，(c)台中市，(d)南部。圖中黑色實線表各區所有暴雨事件之長期變化(右縱

軸)，各區主要天氣類型發生暴雨日數長期變化(左縱軸)，橫軸為年份，各天氣類型如

圖例所示。 

 



 

 

圖 5  各區降雨規模之長期變化，圖中橫

軸為年份，縱軸為降雨規模移動平均，北

部為藍實線，桃園市為橙虛線，台中市為

灰虛線，南部為綠實線。 

 

  

  
圖 6  各區暴雨事件和主要天氣類型之降雨規模的長期變化，(a)北部，(b)桃園市，(c)

台中市，(d)南部。圖中粗黑實線表各區所有暴雨事件之降雨規模長期變化(右縱軸)，

各天氣類型之降雨規模長期變化(左縱軸)，橫軸表年份，各天氣類型如圖例所示。 

 

  
圖 7  台灣地區降雨系統之影響個數與日數，以及長期變化，(a)颱風，(b)梅雨。圖中

橫軸為年份，縱軸表次數、日數及長期變化值，各線之意義如圖例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