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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 8月 22日至 24日臺灣受到熱帶性低氣壓影響，22日 8時熱帶性低氣壓形成，並於 23日 6時

由屏東縣登陸，24日 4時從彰化縣出海，其降雨時間主要發生在 23及 24日，因此本研究利用 3公里高

解析度的 TWRF作業模式的資料針對這兩日進行個案分析。 

  綜觀環境分析場顯示，當蘇力颱風及西馬侖颱風遠離後，臺灣處在大範圍季風低壓帶內，此熱帶性氣

壓形成於此大低壓帶內，低壓帶南側的西南氣流持續輸送水氣至臺灣鄰近區，在季風低壓範圍內

850~200hPa 平均駛流場非常微弱，由於沒有足夠強的導引氣流，所以造成熱帶性低氣壓移動緩慢。而在

臺灣西南部 200hPa高空為輻散作用，低層輻合加上高層輻散的配合使熱帶性低氣壓對流系統得以維持。

因此 0823水災是受多重尺度的天氣系統影響所致，熱帶性低氣壓在綜觀尺度且不穩定的季風低壓環境中

發展並靠近臺灣南部陸地，受到熱帶性低氣壓環流及西南氣流交互作用的影響，導致局部低層噴流增強

及水氣通量增加，加上臺灣西南部海陸地形影響引發第 1 階段的劇烈降雨過程（謝等，2019）。其登陸

後強降雨先發生在高屏地區，然後隨著熱帶性低氣壓北移，強降雨區域也朝向雲嘉地區移動，造成第 2

階段的強降雨。由於熱帶性低氣壓移動緩慢，在陸地上停留時間長達 22小時，導致水平水氣通量輻合產

生的水氣帶滯留於臺灣西南部，使臺灣西南部地區出現劇烈降雨造成嚴重淹水災情。透過渦漩分離分析

發現，若單獨只有熱帶性低氣壓或只有西南氣流的影響，臺灣西南部地區水氣通量的量值會較實際情況

來的低，因此在此個案中西南氣流和熱帶性低氣壓環流的交互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比較 TWRF 3公里高解析度模式預報能力後發現，對於降雨區域的掌握，高解析 TWRF模式定量降水

預報明顯優於全球預報系統，整體降雨分布大致與實際降雨相似，但雲嘉沿海的強降雨模擬仍有不足，

高解析度模式可以改善預報結果，但是預報能力仍然有限，仍需透過即時預報系統來補足。 

 

關鍵字：水氣通量、水氣通量輻合輻散、渦漩濾除 
 

一、前言 

 

臺灣在夏半年時會受到東亞夏季季風的影響，

若來自南海的西南風持續輸送暖濕空氣，則可能會

造成臺灣地區發生劇烈降水事件。臺灣夏季另一個

重要的降雨系統則是颱風，平均每年有 26.28個颱風

在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地區生成，而平均每年會有 3

到 4 個颱風侵襲臺灣。由於颱風挾帶豐富水氣，因

此在侵襲時通常會帶來強風豪雨，而當颱風通過臺

灣後，颱風南側吹西南風，若颱風走向適當加上環

境場的配合，將會引進強盛的西南氣流，此暖濕空

氣受到地形抬升後常造成臺灣中南部地區出現強降

雨，過去歷史上由此原因造成的災害包括民國 70年

艾妮絲颱風造成的 93 水災及民國 93 年敏督利颱風

造成的 72水災（徐，2005）。 

由於臺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夏季時臺灣有

機會同時受到東亞季風及颱風的影響，如果颱風和

東亞季風產生跨尺度的交互作用，通常會使颱風降

雨量增加，造成雨量預報上嚴重地低估。2009 年莫

拉克颱風因為此種跨尺度交互作用的影響，颱風南

側環流和西南季風結合，使颱風南側降雨帶雨風場

均增強，導致臺灣西南側迎風面山區降雨持續不斷，

臺灣中南部地區多處出現破歷史紀錄的大雨（周等，

2010；許等，2010）；而在 1959年 8月 6日，東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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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附近海面有一熱帶性低氣壓形成，並於 7日下午 5

時登陸臺灣，雖然此熱帶性低氣壓並沒有進一步發

展成輕度颱風，但其仍然與西南氣流結合，引發劇

烈降水造成重大災害。 

2018年 823水災的大氣環境場和 87水災類似，

皆是因為熱帶性低氣壓登陸臺灣並配合環境場的西

南風持續輸送水氣，但是兩案例的降雨分布略有不

同，87 水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嘉義、台南山區，而

823水災的降雨量則在雲林、嘉義、台南、高雄沿海

地區較多，也就是說 823 水災的降雨機制並非是熱

帶性低氣壓南側環流和西南季風結合後受到地形抬

升所造成，因此本篇研究將針對此個案西南氣流和熱

帶性低氣壓環流的交互作用對降雨分布的影響做進

一步的探討。 

 

二、資料及方法 

 

本研究使用3公里高解析度TWRF作業的資料作

為分析場來進行個案分析，TWRF（Typhoon WRF）

為中央氣象局發展之颱風數值預報模式，此模式優點

在於使用初始場優化技術、渦漩初始化技術、三維便

分資料同化策略及 Blending scheme 來提升西北太平

洋颱風的預報能力（鄭等，2018）。 

 熱帶性低氣壓濾除方法主要是應用黃（2010）

發展的颱風旋濾除技術，藉由濾除軸對稱相對渦度及

輻散場的計算，得到濾除渦漩後的流函數及速度位，

重新計算得到非對稱的非輻散風、輻散風場，兩者得

以重建出大致上濾除渦漩後的流場，亦可經由非線性

平行方程式得到此時平衡的高度場。 

本篇研究討論的水氣通量（Moisture Flux，MF）

為低層水氣通量，其計算方式是先分別計算 1000 至

700 hPa 水氣通量的 U、V 分量（式一、式二），接

著將水氣通量的 U、V分量平方後相加再開根號算量

值（式三）。水氣通量輻合輻散（Moisture Flux 

Convengence，MFC）是去計算 U、V 分量水氣通量

的散度（式四），當MFC為正值表示水氣通量輻合，

此處容易有降雨發生，而MFC為負值則相反（Banacos 

and Schultz,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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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一）綜觀環境場分析 

 
熱帶性低氣壓於 8 月 22 日 8時在臺灣西南方外

海形成，此時太平洋上有 2個颱風，分別為蘇力颱風

及西馬隆颱風，當這兩個颱風遠離臺灣朝向日本、韓

國方向移動後，臺灣地區籠罩在大範圍的季風低壓內，

季風低壓環流引起的西南氣流持續輸送水氣到臺灣

鄰近區域（圖一），受到熱帶性低氣壓氣旋式環流及

西南氣流的影響，臺灣西南方的不穩定度較高（圖二），

此不穩定區域最先出現在熱帶性低氣壓的西側，隨後

受到氣旋式環流的影響移至熱帶性低氣壓南側，導致

臺灣西南部地區對流系統較容易發展；另外，由於熱

帶性低氣壓所在範圍的 200 hPa高空為輻散作用（圖

三），低層輻合加上高層輻散的配合使對流系統得以

維持。 

在臺灣附近的 850~200 hPa平均駛流場非常微弱

（圖四），由於沒有足夠強的導引氣流，熱帶性低氣

壓緩慢移動，導致熱帶性低氣壓的對流系統持續籠罩

在臺灣西南部地區，使 23、24 兩日的累積降雨量最

大值出現在台南市（944 毫米），而嘉義、高雄及屏

東的降雨量皆大於 700毫米。 

 

（二）熱帶性低氣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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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性低氣壓於 22 日 8 時在臺灣西南方外海形

成，接著在 23日 6時於屏東縣登陸，隨後緩慢北移，

並於 24 日 4 時從彰化縣出海，在熱帶性低氣壓行進

過程中，其中心最低氣壓為 994 hPa。（圖五）。此

熱帶性低氣壓在季風低壓環境內發展並靠近臺灣，受

到熱帶性低氣壓環流及西南氣流跨尺度交互作用的

影響，局部地區低層噴流及水氣通量增加。受到熱帶

性低氣壓移動緩慢的影響，臺灣西南部地區為水氣通

量輻合區所籠罩並緩慢北移，輻合最大值所在的位置

大致與強降雨區相符合，此強烈輻合作用會一路持續

到 24日 8時，而在 24日 8時到 24時，雲嘉南地區

仍然有微弱的水氣通量輻合作用造成些微降雨（圖六、

七）。 

透過渦漩分離方法將熱帶性低氣壓從環境場中

分離出來，可以發現如果單獨只有熱帶性低氣壓（圖

八）或只有西南氣流（圖九），臺灣附近低層水氣通

量的量值皆比實際情況來的低，因此在此個案中熱帶

性低氣壓和西南氣流的交互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三）TWRF 3公里高解析度模式預報能力 

 
本研究使用的校驗方法來自葉等（2016），預報

格點為 TWRF 3公里高解析度模式之定量降水預報，

觀測格點是 QPESUMS雨量估計。主要使用的校驗指

引為預兆得分（Threat Score，TS）： 

    
 

      

其中 a 代表預報有降雨且觀測也有降雨的次數

（hits）、b代表預報有降雨但觀測無降雨的次數（false 

alarms）、c 代表預報無降雨但觀測有降雨的次數

（misses）。從預兆得分來看（圖十），高解析度 TWRF

模式對於小於 50 mm的雨量 TS得分皆在 0.5以上，

而 6小時前及 12小時前 50 mm到 200 mm的預報雨

量 TS也有在 0.3以上，但對於雨量大於 200 mm的雨

量 TS 得分大多在 0.1 以下，顯示此模式對於強降雨

的模擬仍有不足。 

高解析 TWRF 模式定量降水預報對於降雨區域

的掌握明顯優於全球預報系統，整體降雨分布大致與

實際降雨相似，但對於雲、嘉地區的強降雨極值預報

的並不是很好（圖十一、十二）。 

 

四、結論 

 

綜觀環境場提供熱帶性低氣壓發展的良好條件，

包含微弱風切、西南氣流持續輸送水氣以及熱帶性低

氣壓所在位置高低層輻合輻散作用的配合，但是熱帶

性低氣壓生成後不久就直接登陸臺灣陸地，並且在陸

地上滯留很長的一段時間，因此無法進一步發展成輕

度颱風。然而受到西南氣流持續輸送水氣、熱帶性低

氣壓移動緩慢使水氣輻合帶滯留以及熱帶性低氣壓

環流及西南氣流跨尺度交互作用的影響，此熱帶性低

氣壓仍然造成臺灣西南部地區嚴重的災情。高解析度

模式大致上能夠模擬出降水分布範圍，改善預報結果，

但是其預報能力仍然有限，因此仍需透過即時預報系

統來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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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圖 

 

 

（圖一） 陰影為 1000-700 hPa總水氣通量（m kg 

 k       ），風標為 850 hPa大於 25 Knots的風

 速（Knots）。a、b、c、d時間為 23日 00Z、23

 日 12Z、24日 00Z、24日 12Z。 

 

（圖二）陰影為 500-850 hPa的穩定度（K / 

 km），等值線為地面氣壓場（hPa），風標為

 850 hPa的風速（Knots）。a、b、c、d時間

 如圖一。 

 

（圖三） 陰影為 200 hPa輻散場（    ），綠線

 為 200 hPa 流線場。a、b、c、d時間如圖一。 

 

（圖四） 陰影為 850-200 hPa平均駛流場

 （Knots），白線為 850 hPa流線場，黑線為 500 

 hPa高度場（m）。a、b、c、d時間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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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熱帶性低氣壓路徑，時間間隔為 6

 小時。 

 

（圖六） 陰影為水氣通量輻合輻散（g         ），

 風標為 850 hPa的風速（Knots）。a、b、c、d

 時間為 23日 00Z、06Z、12Z、18Z。 

 

（圖七） 同圖六，但時間為 24日 00Z、06Z、

 12Z、18Z。。 

 

（圖八） 陰影為 1000-700 hPa熱帶性低氣壓水

 氣通量（m kg k       ），風標為 850 hPa大於

 25 Knots的風速（Knots）。a、b、c、d時間為

 23日 00Z、06Z、12Z、18Z。 

 

（圖九） 同圖八，但 a、b、c、d時間為 24日

 00Z、06Z、12Z、18Z。 

 

（圖十） TWRF 3公里高解析度模式預兆得

 分。縱軸為 TS得分，橫軸分別為 6、12、18、

 24、30、36、42小時前對 20180822_1200 UTC

 至 20180825_0000 UTC的 6小時雨量預報。 



 6 

 

 

 

 

（圖十一） 23日的 QPESUMS（左）及 TWRF 3

 公里高解析度模式 12小時前預報（右）6小時

 累積降雨。 

 

 

 

 

（圖十二） 24日的 QPESUMS（左）及 TWRF 3

 公里高解析度模式 12小時前預報（右）6小時

 累積降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