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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隨著自動氣象站的陸續增設，使觀測密度增加，區域氣候特性的分辨度因此得到提升，

提高了預報員對於小區域預報的掌握能力，惟針對豪大雨特報的部分，目前由於預報度問題，仍以

縣市並分山區平地進行預報，此時縣市內之地理條件特殊的測站，在特定天氣環境條件下，出現其

觀測資料與其轄區內之降水特性有顯著性差異的現象，衍生出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對災害性天氣預

報與區域防災作業上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困擾。其中在顯著性降雨方面尤以屏東縣泰武鄉的西大武山

雨量站最具代表性，對於屏東地區的豪大雨特報發布與區域防災評估有重大影響，因此我們將以此

站為例子進行分析，探討其顯著性降雨的成因與氣候條件，以提高該區域應對強降雨災害的能力。 

首先針對西大武山附近區域的地理環境進行調查與研究，並以 2014 至 2020 年 7 月的西大武山

強降雨個案進行分析，統計出西大武山和鄰近測站的降雨量，以了解發生顯著性降雨時的區域降雨

特性。之後挑選出颱風個案研究其環境風場、颱風與西大武山相對方位與距離等關係，總結出西大

武山出現顯著性降雨時的氣候條件，並依結論提出對預報和防災單位作業方面的建議。 

 

關鍵字：西大武山、降水特性、顯著性降水、地形降水、區域防災。 

 

 

一、前言 

台灣地形環境多變且地勢陡峭，使降雨的發生經

常與地形影響有很大的關係，且降雨的分布與強度也

受地形影響甚劇，為提高降雨觀測與預報的掌握能力，

近年來氣象局陸續增設自動雨量站，其中包含許多高

山站，以提高觀測資料的密度與減少觀測盲區。然而

某些區域內地理條件特殊的測站，在特定天氣環境條

件下，出現其觀測資料與其鄰近測站之降水特性有顯

著性差異的現象，使其無法代表該地區實際降雨情形，

對預報與區域防災作業上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困擾。其

中在顯著性降雨方面尤以屏東縣泰武鄉的西大武山雨

量站最具代表性。 

西大武山雨量站(氣象局測站代碼：C1R61)設立於

2013 年 10 月底，為屏東縣海拔高度最高的測站(1828

公尺)、也是少數靠近中央山脈屏東－臺東段主稜線的

測站。設立後屢屢在豪大雨事件中高居屏東、甚至是

全國之冠，有時鄰近測站的降雨量甚至連西大武山的

一半都沒有，對於屏東地區的豪大雨特報發布與區域

防災評估有重大影響。 

以 2016 年 10 月 20 至 21 日的海馬颱風外圍環流

降雨事件為例(總雨量見圖 1)，當時的降雨以東半部地

區為主，然而全台雨量冠軍卻是位於中央山脈西側的

西大武山，該站於 20日 13時達豪雨門檻(102.5 / 3hrs)，

但此時屏東山區其他站僅一站(丹路國小 (81R650) ，

44.5 / hr)達大雨門檻，且該事件中西大武山降雨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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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超大豪雨門檻(571.5 / 24 hrs)，為屏東縣山區 24 小

時最大雨量次高的大漢山(01R030)之 2.4 倍左右(236 / 

24 hrs，豪雨等級)，這樣極端的顯著性降雨多次引起

民眾的質疑，並造成豪大雨特報發布與區域防災評估

上的困擾，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針對西大武山強降雨

個案進行研究，並分析西大武山顯著性降雨的可能成

因，並依此提出對預報和防災單位作業方面的建議以

供參考。 

圖 1 2016 年海馬颱風全台總雨量 

 

圖 2 參考測站與地勢分析圖 

 

二、地理環境與測站挑選 

(一) 地理環境分析： 

西大武山位於大武地壘西側，而大武地壘則是台

灣地勢最狹窄高聳的山脈段，其中最高點的北大武山

(3092 公尺)為屏東－臺東交界上唯一一座海拔超過 3

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大武地壘北面為中央山脈主脊陷

落區(1700～2400 公尺)，向南則是地勢較平坦的中央

山脈尾段(低於 2000 公尺)，西至潮州斷層與屏東平原

分隔，東到太麻里溪上游南北縱谷與東南山塊相臨。 

從上述地理環境調查可以了解西大武山雨量站坐

落在狹窄而高聳，並靠近山峰主脊的高山測站。陡峭

的地形容易出現地形舉升造成局部顯著的降雨，而靠

近孤立突出的山體也可能會出現氣流繞山或越山等背

風面降雨的情況發生，因此在進行雨量分析時，需同

時考慮山脈兩側的屏東與臺東山區測站。 

(二) 鄰近測站挑選： 

考量到豪大雨特報發布作業，本研究將以特報作

業分區中的屏東縣山區與臺東縣山區的測站作為參考

站，屏東縣山區測站共有 29 站(不含西大武山)，臺東

縣山區扣除距離過遠的北臺東之海端、延平兩鄉的測

站後共有 23 站，所有參考站合計共 52 站。測站地圖

與地勢分析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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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挑選與分析 

(一) 個案選取方法： 

本研究以 2014 至 2020 年 7 月，共六年半的西大

武山雨量資料進行個案篩選，篩選條件為西大武山小

時雨量達大雨門檻( ≥ 40mm/hr)且前六小時內無達標

視為單一事件，時間範圍則以三小時雨量為零作為起

訖時間，依上述條件找出 42 筆強降雨個案，並從中篩

選出颱風或 24 時最大雨量大於 200mm 的事件，共計

29 筆，個案起訖時間與統計資料如表 1 所示。 

(二) 個案分析 

表 1 統計資料包含是降雨事件持續時間(小時)、

事件名稱(以颱風警報與特報單文字描述進行命名)、

颱風名稱、西大武山總雨量、屏東山區最大總雨量(不

含西大武山)與發生測站、南臺東山區最大總雨量(海

端、延平兩鄉的測站) 與發生測站。這裡我們對顯著

性降雨的定義為區域最大雨量除以西大武山雨量低於

60%，將總雨量分布進行四分法分類，分類描述如下： 

 

 

 

 

 

在這 29 筆個案中，西大武山平均總雨量為

627.1mm，屏東山區最大總雨量平均(不含西大武山)

則為 482.6mm (西大武山的 78%)，臺東縣山區最大總

雨量平均僅為 292mm (西大武山的 47%)。有 14 筆西

大武山的總雨量高居屏東與南臺東山區之冠，甚至有

6 筆資料西大武山降雨在全區域明顯顯著(分類 A)，在

降雨分布方面，雖以西半部或全區域降雨為主，但仍

有 8 筆資料顯示南臺東山區最大總雨量大於屏東縣山

區(不含西大武山)，可見背風面降雨的情形確實有發

生的可能。 

區域最大雨量部分，可發現屏東縣山區(不含西大

武山)最大總雨量的部分有大半落在泰武鄉境內，如果

扣除離西大武山最近的泰武鄉測站，屏東縣山區其他

測站最大總雨量與西大武山總雨量的差距將進一步擴

大，可見西大武山出現強降雨時，約有三分之一的事

件屏東縣山區降雨只集中在泰武鄉(分類 A+B)，甚至

只有西大武山降雨顯著，不幸的是，由於南臺東山區

靠近中央山脈主稜線並無測站，也無法確認是否就是

迎風東面降雨(分類 A 也許是因為缺乏臺東山區測站

所導致)，所以，進一步分析環境風場也許可以評估分

類 A 的成因，而從個案挑選結果發現 29 個事件中有

19 件都有受颱風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颱風個案進

行進一步地分析。 

A： 
屏東縣山區

西大武山
< 60%  且 

南臺東山區

西大武山
< 60% (西大武顯著) 

B： 
屏東縣山區

西大武山
< 60%  且 

南臺東山區

西大武山
≥ 60% (東半部降雨) 

C： 
屏東縣山區

西大武山
≥ 60%  且 

南臺東山區

西大武山
< 60% (西半部降雨) 

D： 
屏東縣山區

西大武山
≥ 60%  且 

南臺東山區

西大武山
≥ 60% (全區域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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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風場－颱風個案分析 

為了評估颱風對西大武山的影響，本研究將針對

颱風個案進行分析，挑選方法為篩選出每個颱風事件

（含 0823豪雨事件）的強降雨時段(時雨量 >=40mm)，

並統計強降雨時段小時雨量變化與颱風位置、方位的

關係圖，成果見圖 3。圖 3 灰色路徑為造成西大武山

出現強降雨的颱風路徑，有色路徑為強降雨時段（顏

色用於區分颱風），從中可以發現，如果颱風外圍雲系

過於龐大，或有東北風共伴的情況下，即便颱風距離

西大武山超過 200 公里，仍會使西大武山出現強降

雨。 

因此我們接著研究颱風距離、相對方位與西大武

山顯著性降雨關係(圖 4、圖 5)，其中百分比表示屏東

山區(不含泰武鄉)最大小時雨量與西大武山小時雨量

地比值，越小代表西大武山降雨越顯著。可以發現西

大武山與暴風圈距離大於 100 公里者，西大武山相較

於屏東縣山區其他測站(不含泰武鄉測站)有顯著性降

雨，且顯著性降雨多在颱風位於西大武山南方(從西至

東南方向為主)發生。 

最後，我們繪製顯著性降雨與颱風位置圖(圖 6)。

圖中紅色標記表示颱風位於該處時屏東山區(不含泰

武鄉)最大小時雨量與西大武山小時雨量地比值小於

60%(西大武山顯著性降雨)；綠色表示介於 60~100% 

(第五類路徑颱風，西大武山降雨略多)；藍色表示大

於 100%。可以發現西大武山以南為顯著降雨為主；

西大武山以北則偏向均衡降雨、比鄰近較多為主。 

從上述成果可知西大武山無論是偏東風或偏西風

降雨都有可能會出現強降雨的情況，所以在背風面降

雨時西大武山就會出現顯著性降雨，且即便颱風距離

西大武山甚遠，西大武山也會受颱風外圍環流及環境

氣流場影響而出現強降雨。因此，我們將西大武山顯

著性降雨成因歸類為以下幾點因素所導致： 

1. 地形舉升加上靠近主稜線導致降雨強度較強。 

2. 西大武山相較於鄰近站，降雨通常較早發生，較

晚結束，因而導致總雨量較大。 

3. 背風面降雨（東半部降雨）時由於缺乏臺東地區

靠近中央山脈主稜線的雨量站，因此只記錄到西

大武山有明顯雨勢。 

圖 3 強降雨時段颱風路徑圖 

 

圖 4 颱風距離與西大武山顯著性降雨關係 

 

圖 5 颱風距離與西大武山顯著性降雨關係 

 

圖 6 顯著性降雨與颱風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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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大武山脈地區因地勢陡峭，易因地形舉升而產生

(與鄰近測站相比)較強的降雨，又因靠近中央山脈主

稜線，可能出現東風環境下背風面降雨的情況，因此

我們將西大武山降雨類型分為以下兩類。 

Type 1：當環境風場吹偏西風時(如位於臺灣西部

的颱風、梅雨鋒面、西南氣流等) ，主要雨區集中在

中央山脈西側，此時西大武山與屏東縣瑪家、泰武等

地的測站降雨差異並不太大，雖有少數個案西大武山

雨量仍偏多，但是多數能代表屏東縣山區的降雨情

況。 

Type 2：當環境風場吹偏東風時(如第五類路徑颱

風、東北風)，主要雨區集中在中央山脈東側(臺東地

區)，此時西大武山測站可能會觀測到山脈東側過山的

降雨，但此時中央山脈西側(屏東地區)其他測站大都

無明顯降雨，因而導致西大武山有明顯高於屏東縣山

區其他測站的降雨量，造成在天氣預報與防災作業上

的困擾，但也因南臺東地區並無靠近中央山脈主稜線

之測站，此時西大武山的降雨量反而對臺東地區較有

代表性。 

 

圖 7 總結降雨類型 

 

 

 

 

 

 

 

(二) 建議 

西大武山因行政區劃而分屬於屏東縣山區，然通

過本研究顯示西大武山在降雨特性上較為模糊，因此

建議預報與防災單位作業參考如下： 

1. 預報中心： 

特報發布與區域雨量預報時，如以東半部降雨為

主，可視情況加註文字描述西大武山對臺東地區

的代表性。 

2. 屏東縣防災單位： 

建議多考量西大武山鄰近測站（如泰武一、舊泰

武、瑪家）的降雨量，並視是否以東半部降雨情

境來決定排除掉西大武山與否。 

3. 臺東縣防災單位： 

由於南臺東地區靠近中央山脈主稜線的雨量站

缺乏，東半部降雨時，可考慮將西大武山降雨量

用於區域災防評估（西大武山強降雨也許可以用

來做太麻里溪洪水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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