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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2019年7月19日(0719豪雨)和8月10-17日(0812豪雨)兩場因颱風引進西南風造成的極端降雨

事件為例，探討在不同西南風強度影響下的降雨機制、型態及空間分布。在0719豪雨事件中，西南風與

山區強降雨之下衝流造成的東北風在臺灣海峽輻合，激發強對流並移入陸地，為高屏地區帶來劇烈降雨。

0812豪雨事件的結果顯示，當西南風較強時，氣流可直接進入山區，受地形舉升影響，山區有持續性的

強回波發展，導致山區有長延時極端降雨發生。而西南風較弱時，臺灣陸地的阻擋使接近陸地的西南風

產生減速作用，並與陸風環流在西南部外海形成輻合區，因此對流系統會沿著海岸線發展並隨西南風移

入陸地，在沿海或平地都會區造成短延時的極端降雨。 

關鍵字：颱風、西南風、極端降雨 
 

一、前言 
每年5月開始，南海地區受到東亞夏季季風的影響，盛

行西南或偏南方向的風，如果臺灣附近有鋒面(簡與洪, 2010)、
颱風(簡與楊, 2009)或季風低壓等天氣系統存在，就容易將西

南風引進臺灣，在中南部地區造成劇烈的極端降雨(各測站平

均降雨量加上2個標準差)事件。在1993至2019年期間，西南

風/西南氣流導致的極端降雨事件共51次，其中颱風與鋒面各

佔20次，為影響西南風增強的主要天氣型態。 
在颱風型的個案中，原本位於南海地區的西南強風軸會

隨著颱風轉朝北或東北方向遠離而北移，將高溫且潮濕的不

穩定氣流引進臺灣(余, 1982)。因此颱風、華南低壓槽及太平

洋副熱帶高壓間的交互作用，是影響西南風能否持續將南海

地區的水氣傳送至臺灣附近的重要因素。若南海為低壓帶且

在颱風遠離前就已富含水氣、颱風東側呈東北-西南走向且密

集分布的等重力位高度線向西南延伸至南海地區、低對流層

存在西南強風軸及颱風強度較強並在離臺後緩慢移動，就容

易在臺灣西南方海面及南海北部海域產生旺盛的西南氣流

(簡與楊, 2009; Chien et al., 2008)。2004年敏督利颱風

(MINDULLE)、2008年卡玫基颱風(KALMAEGI)及2013年康

芮颱風(KONG-REY)，都是颱風引進西南風的典型案例，在

臺灣中南部地區降下豪雨，造成嚴重災情。 
黃等(2020)概略分析2019年7月19日和8月10日至17日，

二此因為臺灣中南部地區受到颱風引進的西南風影響，分別

發生極端降雨事件，颱風移動路徑如圖1所示。本文則針對臺

灣中南部地區發生劇烈降雨的成因、降雨機制、型態和空間

分布及衝擊進行介紹。 
 

二、0719豪雨事件 
參考黃等(2020)的分析，7月16日下午2時丹娜絲颱風

(DANAS)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生成。生成後，受到呂宋島與

強垂直風切的影響，颱風環流出現高低層分離的情形，低層

颱風中心在副熱帶高壓的導引下，北轉往臺灣東方海面移動，

高層雲系與強對流區則在通過呂宋島後滯留，持續組織發展。

中央氣象局於17日上午11時30分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是2019
年第一個發布警報的颱風。隨後颱風以每小時17公里的速度

穩定北移，通過臺灣東部海面。因颱風中心與陸地最近的距

離超過200公里，臺灣本島僅受外圍環流影響，各地的風雨並

不明顯。颱風警報發布期間，除臺東縣蘭嶼氣象站、嘉義及

臺南地區出現超過100毫米的降雨外，其餘地區僅有零星降

雨。 
因颱風持續朝北遠離，中央氣象局於18日下午5時30分

解除海上颱風警報，臺灣的降雨逐漸趨緩。然而，呂宋島西

側海面上的低壓系統自19日起，受到丹娜絲颱風的牽引而北

移，導致臺灣附近的西南風增強。來自南海的暖濕水氣不斷

被傳送至臺灣附近，提供有利對流發展的綜觀環境條件。19
日中午，臺南、高雄及屏東地區開始有強對流系統發展，對

流系統的強度在下午3至5時間達最強，高屏地區多個雨量站

2小時累積雨量超過100毫米，以高雄市楠梓氣象站的162.5毫
米最高。下午4時，高雄市沿海地區更發生時雨量超過90毫米

的極端降雨(圖2a) ，遠超過高雄市區每小時70.9毫米的雨水

下水道排洪設計標準，劇烈的短延時降雨讓沿海及都會區出

現積淹水災情。 
整起降雨事件直到晚上8時才趨緩，當日的降雨多集中

在高雄及屏東沿海地區(圖2b)，日累積雨量最大值分別位於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270.5毫米)及屏東縣新園鄉新園氣象站

(262毫米)，皆達豪雨等級。較大的雨勢則發生在中午12時至

晚上9時間，高雄市大寮區大寮及小港區鳳森氣象站的累積

雨量分別為204及201毫米，但在下午3至6時的短短3小時內，

就降下了超過160毫米的雨量，為短延時的極端降雨型態。 
本起事件的降雨中心位於臺灣西南部沿海地區，尤其是

高雄市與屏東縣，持續時間不到12小時。在美國國家環境預

測中心的全球模式資料中，丹娜絲颱風引進的西南風平均風

速約為每秒10公尺，850百帕也沒有西南強風軸，是一個強度

偏弱的西南風事件。不過臺灣西南部外海仍有強對流不斷發

展並移入陸地，對流系統的成因與增強過程可以初生期(10至



13時)、發展期(13至15時)、成熟期(15至17時)及消散期(17至
20時)四個階段來說明(圖3)。 

初生期時，丹娜絲颱風外圍環流的西北風，與南海海面

的西南風在臺灣海峽南側輻合，對流系統被激發並往陸地移

動，高雄及屏東山區有劇烈降雨發生，同時伴隨強下衝氣流。

發展期時，高屏地區的平地受下衝氣流影響，轉為東北風，

此東北風再與環境的西南風在外海輻合，形成排列整齊的線

狀對流，同時出現閃電躍升(Scultz et al., 2009; Williams et al., 
1999)的現象。線狀對流的雷雨胞在移入陸地的過程中持續增

強，高閃電密度的強回波自下午3時起進入高雄及屏東沿海

地區，產生劇烈的短延時降雨，為成熟期。隨後，山區的強

對流系統逐漸消散，東北風亦減弱，沿海及平地一帶的雷雨

胞也因輻合作用減少而逐漸消散，降雨趨緩。 
2019年7月19日，受到丹娜絲颱風引進的西南風影響，

臺灣西南部地區有劇烈的強降雨事件發生。當西南風與山區

強降雨之下衝流所造成的東北風在臺灣海峽上輻合，對流系

統會在沿海地區被激發並在移入陸地的過程中逐漸增強，為

高屏地區帶來短延時強降雨。根據各部會調查資料，全臺共

306處積淹水災點，集中於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地區，適

逢民眾下班時間，造成諸多不便，但積淹水情形在很短時間

就消退了。 
 

三、0812豪雨事件 
2019年8月4日下午2點，利奇馬颱風(LEKIMA)於呂宋

島東方海面生成，因位於季風低壓環流內，導引氣流不明顯，

只能緩慢朝西北移動。但6日起，利奇馬颱風進入高海溫區且

環境垂直風切減弱，其強度快速增強並開始加速往北北西方

向朝臺灣東北部海面移動。中央氣象局分別在7日下午5時30
分與8日上午8時發布海上與陸上颱風警報。利奇馬颱風在8
月8至9日最接近臺灣，颱風中心僅從臺灣東北部海面通過，

臺中以北受外圍環流雨帶影響而有較大的雨勢(黃等，2020)。
隨著颱風北移並登陸中國浙江省，中央氣象局於9日下午8時
30分解除陸上颱風警報。 

雖然全臺的降雨在颱風遠離後趨緩，但10日起，利奇馬

颱風引進的西南風開始在中南部地區造成大量降雨，直到17
日，西南風減弱，雨勢才逐漸減緩，持續時間長達8天。其中

10、11及13日達豪雨(日累積雨量超過200毫米)等級，15與16
日更達大豪雨(日累積雨量超過350毫米)等級(圖4)。 

在西南風影響期間(10日0時至17日24時，共192小時)，
中南部的平地及山區皆有明顯的降雨，嘉義縣、高雄市及屏

東縣的最大總雨量均超過1,000毫米，分別為1,094、1,177及
1,054毫米。根據中央氣象局的氣候統計資料，這三個縣市8
天的累積雨量，都已超過該縣市氣候平均年總降雨量(1,774.3、
1,884.9及2,022.4毫米)的一半以上。 

在降雨型態上，山區及平地測站稍有不同(圖5)。山區，

高雄市桃源區御油山雨量站的最大時雨量僅48.5毫米，但持

續超過24小時的降雨，讓總累積雨量高達1177.5毫米，為長

延時的降雨。相反的，平地的最大總雨量發生在臺南市歸仁

區媽廟氣象站(467.5毫米)，僅為山區測站的四成，不過1及3

小時最大延時累積雨量高達92.5及199毫米，屬於短延時的降

雨型態。 
參考黃等(2020)研究，將整起事件根據臺灣鄰近區域的

西南風強弱，可分為初期、減弱期及重新增強期三個階段(圖
6)。初期(10至11日)時，臺灣鄰近海域的平均風速超過每秒8
公尺，南海地區的近海面平均西南風速更達每秒12公尺以上，

850百帕高空的低層噴流軸通過巴士海峽，屬於較強的西南

風事件。強的西南風會將南海地區的水氣傳至臺灣鄰近區域，

一路進到中南部山區，藉由地形的抬升，低層潮濕的空氣易

凝結成雲致雨，使山區出現持續且劇烈的降雨，最大日累積

雨量達300毫米以上，高雄市桃源區小關山站更測得48小時

累積雨量523.5毫米，平地僅有零星降雨。 
減弱期(12至14日)時，利奇馬颱風已進入山東半島，但

日本東南方海面上的科羅莎颱風(KROSA)逐漸靠近臺灣北

部海面。此時的臺灣附近為一個大低壓帶，綜觀環境仍盛行

西南風，但平均西南風速已減弱至每秒8公尺。Wang et al. 曾
在2005年提出，當西南風速偏弱時，臺灣地形的阻擋會讓靠

近陸地的西南風減速，導致外海出現速度輻合區，雷雨胞易

沿著海岸線發展成弧狀對流帶，並隨盛行西南風移入陸地，

在沿岸與平地造成劇烈的強降雨。本階段的降雨分布與過去

研究相似，但局部陸風環流與原本的西南風匯合更加強對流

胞的發展。弧狀強對流帶從臺南、高雄，一直延伸至屏東，

降雨熱區亦逐漸移往沿岸與平地區域，72小時最大累積雨量

出現在臺南市歸仁區媽廟氣象站(358毫米)。 
重新增強期(15至17日)時，利奇馬與柯羅莎颱風持續北

上，在柯羅莎颱風外圍環流的牽引下，南海地區的西南風再

度增強，達每秒12公尺以上，低層噴流帶來的豐沛水氣讓各

地轉為不穩定的天氣型態，臺中以南的降雨轉趨明顯。此階

段的降雨分布與初期相似，偏強的西南風受到中央山脈的舉

升，山區有持續性的強回波，高雄及屏東單日最大累積雨量

均超過350毫米，達大豪雨等級。72小時最大累積雨量位於高

雄市桃源區御油山雨量站，達715毫米，遠高於平地地區的降

雨。 
參考黃等(2020)研究，0812豪雨主要由利奇馬及柯羅莎

颱風引進的西南風所造成，在中南部地區造成劇烈的強降雨。

當最大降雨發生在山區時，臺灣西南部海域的西南風較強，

氣流可進入山區並在地形舉升的影響下，有持續性的強回波

出現，導致長延時極端降雨事件。另一方面，當最大降雨位

於沿岸或平地都會區時，西南風強度較弱，臺灣陸地的阻擋

使西南風產生減速作用，並與陸風環流在西南部外海形成輻

合區，對流胞沿著海岸線發展並隨原本的西南風移入陸地，

造成短延時的極端降雨。根據各部會的統計資料，整起事件

共有218筆積淹水災點(雲林、臺南、高雄及屏東)及23處坡地

災害(臺中、南投及高雄)，全臺農業產物及民間設施損失為1
億7,493萬元。 

 

四、討論與結論 
本文以2019年兩個颱風引進西南風造成的極端降雨事

件為例(0719豪雨與0812豪雨)，探討劇烈降雨事件發生的可



能原因、降雨型態及空間分布。在兩起豪雨事件中，颱風經

過臺灣附近後均持續以偏北/東北方向移動，原本位於南海海

域的大低壓帶受到颱風牽引而北移，導致臺灣西南部外海的

西南風增強。 
圖7為兩起事件的氣象因子比較表，在不同強度的西南

風影響下，降雨型態及分布差異也不同。0719豪雨與0812豪
雨減弱期為較弱的西南風事件，降雨集中於沿岸與平地地區，

且為短延時的降雨型態。0812豪雨事件的初期與重新增強期，

有較強的西南風，雖然平地及山區都有明顯的雨勢，但最大

累積降雨量仍位於山區，為長延時的降雨型態。 
另一方面，強對流系統的成因亦有明顯的不同，在0719

豪雨事件中，綜觀環境的西南風與山區強降雨之下衝流造成

的東北風在臺灣海峽南側輻合，導致雷雨胞在外海被激發，

再隨西南風移往陸地。在0812豪雨事件中，當西南風較強時，

氣流可直接進入山區，迎風面受地形舉升水氣凝結影響，有

持續性的強回波存在。而西南風較弱時，臺灣陸地的阻擋使

接近陸地的西南風產生減速作用，並與陸風環流在西南部外

海形成輻合區，導致對流胞沿著海岸線形成並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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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19年颱風引進西南風造成極端降雨之颱風路徑 

 



 

 
圖2 2019年7月19日(a)高雄市楠梓與鳳森氣象站降雨時序與(b)日累積雨量圖(參考黃等，2020重繪) 

 

 
圖3 0719豪雨事件之對流系統演進歷程與個階段累積降雨分布(摘錄自黃等，2020) 

 

 
圖4 2019年8月10至17日逐日累積雨量圖 



 

 
圖5 2019年0812豪雨事件總累積雨量與臺南媽廟和高雄御油山降雨時間序列(摘錄自黃等，2020) 

 

 
圖6 0812豪雨事件不同階段之平均西南風速、平地和山區(橘和藍色方柱)最大日累積雨量(參考黃等，2020重繪) 

 

 
圖7 0719與0812豪雨事件比較(參考黃等，2020重製)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Caused by the Southwesterly 
flow Associated with Typhoon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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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ainfall regim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uthwesterly flow associated with typhoon, this 

study selects two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which occurred on 19 July (case 0719) and 10-17 August (case 0812) 2019. In 

case 07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rtheast wind generated by the downdraft of the mountainous convective system 

and southwesterly flow form a convergence zon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onvective systems are triggered in the 

convergence zone and move into the southwest Taiwan to cause the extreme rainfall. The results of case 0812 show that 

the stronger southwesterly flow could enter into mountainous area, and the convective cells triggered by terrain effect 

cause long-duration extreme rainfall. When the southwesterly flow was weak, the flow slows down by the land of Taiwan 

and forms a convergence zone with local land-breeze circulation in the offshore area of southwestern Taiwan. The 

convective systems develop along the coastline and move into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with the southwesterly flow. It 

causes the short-duration extreme rainfall on coastal area or metropolit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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