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至 15 日(星期三)， 
于桃園龍潭渴望園區 

 
論文彙編目錄 

 

 A1 議題：大氣監測與分析  
 

林沛練 陳台琦 盧又嘉 蔣育真 陳盈臻 

凡那比颱風侵台期間的雨滴粒徑之觀測研究 A1-1 

齊祿祥 

臺灣地區暖季午後雷陣雨之氣候特徵與概念模式分析 
A1-7 

Pei-Yu Huang, Xin-Hao Liao, TaiChi Chen Wang and Yu-Chieng Liou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op Size Distribution revealed from TEAM-R polarimetric radar  

Observation in the stratiform and convective rain of typhoon Fanapi(2010) 

A1-13 

王安翔 張智昇 陳泰然 王尹懋 

台灣西南部受梅雨鋒影響之降雨氣候統計分析 
A1-18 

劉清煌 李育棋 楊啟瑞 黃紹欽 林大偉 

臺灣西部地區自動雨量站分布之探討 
A1-24 

艾寧靜  劉清煌 

颱風與季風共伴之環境場研究 
A1-25 

Li-Ching Lin  Ban-Yan Kuo 
西太平洋颱風與微震之相關研究 

A1-31 

陳圭宏 羅如惠 鄭琇嬬 陳瑋蘭 
臺灣臭氧剖面分析及探討 

A1-33 

Chih-Hsien Wei  Yao-Chung Chuang  Tai-Hwa Hor 

Radar Analysis on Convective-Scale Downdrafts of in thea Convective 

Rainband Rainband during the Impact d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uthwesterly monsoonal flow and of Typhoon Morakot (2009) 

A1-40 

劉昭民 

台灣 400 年來豪雨之分析 
A1-46 

林博雄 李育棋 張譯心 魏聰輝 3 

台灣高山氣象觀測之瓶頸與改進之策略 
A1-53 

楊錫豐 魏志憲 

颱風雨帶水象粒子分布特徵研究 
A1-61 

曾吉暉 鳳雷 

台灣北部地區的一維雷射式雨滴譜儀降雨粒徑分佈特性分析 
A1-67 

廖宇慶  陳台琦  蔡宜君   唐玉霜 
由氣象雷達與雨量筒觀測探討莫拉克颱風(2009)雨帶分佈的時空變化 

A1-71 

林博雄  張譯心 魏聰輝 李育棋 
傾斗式雨量筒與撞擊感測式雨量計之比較 

A1-72 

莊秉潔 蔡徵霖 李育棋 洪景山 鄭丞孝 
台灣地區土壤含水率觀測網之建置與初步評估 

A1-75 

朱延祥 蘇清論 

主動式閃電偵測系統 
A1-76 



戴志輝 林博雄 王尹懋 王安翔 

午後對流個案之全閃電分析 
A1-77 

李國光 林唐煌  劉振榮 

SPOT-5衛星反演氣膠光學厚度 
A1-78 

Chuan-Sheng Wang  Ta-Kang Yeh  Robert Norman  Tzu-Pang Tseng  Sue Lynn Choy  

Kefei Zhang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tmospheric profiles using GPS Radio Occultation 

Technology over the Australian Region 

A1-82 

林孟岳 劉千義 林唐煌 

衛星資料在計算地表發射率及水氣含量之探討 
A1-83 

 



凡那比颱風侵台期間的雨滴粒徑之觀測研究 
林沛練 陳台琦 盧又嘉 蔣育真 陳盈臻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研究所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摘    要 
  許多的研究指出，雨滴粒徑分布依降雨的情況有不同的特性，而且粒徑分佈可決定雲中含水量(W)，回波強度(Z)，降

雨率(R)…等降雨積分參數，因此分析雨滴粒徑分布的特性十分重要。本研究使用撞擊式雨滴譜儀探討2010年凡那比颱風之

雨滴粒徑分佈特性，儀器分別架設於南部:高雄甲仙、集來站，以及北部:翡翠、霞雲站，將颱風區分為四個不同的雨帶（外

圍環流、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和螺旋雨帶），觀測颱風期間不同雨帶的雨滴粒徑分佈特

性。結果顯示雨滴粒徑分佈：外圍環流雨帶的小雨滴濃度明顯多於其他雨帶，而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具有較多的大雨

滴以及小雨滴濃度，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則具有較少的小雨滴和較多的大雨滴濃度。綜合降雨積分參數的比較結果探

討：斜率參數(Λ)及形狀參數(μ)這兩個參數有著良好的關係，但是其中μ值的比較結果顯示，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的

μ值較大，表示小雨滴數量較少，而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的μ值較小，顯示小雨滴數量較多，而在Λ值比較上，強對

流值皆較小，顯示中雨滴和大雨滴數量皆較多，此結果與雨滴粒徑分布結果具有一致性。由於截距參數(N0)會受到μ值的影

響，因此將其標準化得到標準化截距參數(Nw)，探討均質粒徑Dm與標準化截距參數Nw的關係並與前人研究比較，結果顯示

颱風所引進的外圍環流降水較偏海洋性降水，而強對流值則落在大陸性降水範圍內，螺旋雨帶的降水分佈與層狀性降水分佈

大致上相同。 

關鍵字：雨滴粒徑分佈。 
 

一、前言 
台灣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每年都會遭受颱風、豪雨、

乾旱及寒潮等大小不同的氣象災害，不僅危及民生安全，更

須付出相當大的社會成本。國外過去的研究曾將降水系統區

分為層狀與對流降水型態來描述雨滴粒徑分布之特性。台灣

的降水型態複雜，且多劇烈降水事件，值得針對不同型態之

雨滴粒徑分布做研究。因此，本篇將研究颱風的不同雨帶，

藉由雨滴譜儀的觀測資料分析相關參數以及雨滴粒徑分布特

性，以期能夠更加了解颱風的降水特性。 

2010年的凡那比颱風個案，在台灣南部及東部地區造成

豪雨。其移動路徑圖(圖1)屬於西型之颱風，最大的日累積雨

量為9月19日(圖2)。凡那比颱風在登陸台灣後，受地形破壞，

眼牆結構消散，但在過山後於陸地上重建眼牆，颱風登陸且

越山後才產生的重新建構行為，在台灣並不是很常見，且個

案期間，在南部:高雄甲仙、集來站，以及北部:翡翠、霞雲

站皆架設了撞擊式雨滴譜儀，並且清楚的觀測到不同的降雨

特性，因此本篇研究想要透過颱風的不同雨帶(外圍環流雨帶、

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

螺旋雨帶)，藉此分析颱風不同雨帶的降水特性。 

二、資料來源及處理 
本文資料使用儀器為撞擊式雨滴譜儀(JWD，

Joss-Waldvogel type Disdrometer)，儀器分別架設於北部

的霞雲、翡翠水庫，以及南部的高雄甲仙、集來休閒農場以

及中興國小，由於中興國小的雨滴譜儀因為停電而資料有缺

漏，因而本研究主要使用甲仙、集來、霞雲、翡翠，共4個地

點，主要分析時間為2010年9月18日0600UTC至19日2400UTC

共計42小時。資料的時間間隔為一分鐘一筆資料，以期能看

到雨滴粒徑分布的瞬時變化，此外考慮到觀測資料的品質，

當一分鐘降雨率小於0.1mm hr
-1
時則忽略不記。本篇利用

Tokay and Short (1999)、Chang et al.(2009)，使用降雨

率10mm hr
-1
做為區分層狀降水及對流降水的門檻，大於10mm 

hr
-1
歸類為對流降水，而小於10mm hr

-1
則歸類為層狀降水。另

外由雷達回波圖粗分颱風的不同雨帶，將9月18日1300UTC至

1700UTC區分為翡翠與霞雲的外圍環流雨帶，9月18日1700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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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0UTC區分為甲仙與集來的外圍環流雨帶，9月19日

0100UTC至0300UTC區分為甲仙與集來的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

流雨帶，9月19日1000UTC至1300UTC甲仙與集來的颱風眼通過

後的強對流雨帶，因颱風眼未通過翡翠與霞雲站，故翡翠與

霞雲站無此分類，9月18日2200UTC至0000UTC區分為翡翠與霞

雲的螺旋雨帶，9月19日1700UTC至2000UTC區分為甲仙與集來

的螺旋雨帶。 

三、個案期間的雨滴粒徑分佈特性 
圖3為4個不同雨帶的降雨率與Dm的關係圖，可以看到

外圍環流雨帶與螺旋雨帶的降雨率大多小於10mm hr
-1
，颱風

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降雨率介於15-55 mm hr
-1
之間，其Dm

平均值為2.13mm，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降雨率為整個

個案期間的最大值，降雨率介於30-80 mm hr
-1
，Dm平均值為

2.38mm，由結果顯示Dm平均值會隨著降雨率增加而有增大

情形。另外看到整個個案期間的分布，為圖4為集來的降雨率

R(mm hr
-1
)與均質粒徑Dm關係圖，分析圖中Dm幾乎均在

2.7mm以下，在降雨率小於10mm hr
-1
時，Dm值分布情況十分

廣泛；當降雨率大於10 mm hr
-1
時，隨著降雨率增加時Dm值

分布會趨於一致情形，顯現雨滴的增長似乎有一定的限制，

推測此時雨滴的碰撞結合效率與分裂破碎效率達到平衡的結

果。 

將相同地點的不同雨帶的雨滴粒徑分布圖放在一起比

較，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各雨帶的雨滴粒徑分布情形，首先看

到圖5(a)甲仙站的4個不同雨帶，顯示外圍環流具有最多的小

雨滴數量，強對流雨帶則具有最多的中雨滴和大雨滴數量，

螺旋雨帶在中雨滴和大雨滴數量上較少，再來看到圖5(b)集

來站的4個不同雨帶，可以看到其降雨的雨滴特性和甲仙站的

結果顯示相同，因此將圖5(a)甲仙、(b)集來的4個不同雨帶

與(c)翡翠、(d)霞雲的兩個不同雨帶一起比較，4個地點在區

分為相同雨帶時，皆具有相似的雨滴粒徑分布特性，結果顯

示外圍環流在4個地點都具有最多的小雨滴粒徑，颱風眼通過

前的強對流雨帶和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則具有最多的

中雨滴和大雨滴數量，其兩者相比又以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

流雨帶的中雨滴和大雨滴相對較多，最後4個當中則以螺旋雨

帶的中雨滴和大雨滴數量最少。 

形狀參數μ可代表小雨滴的分布情形，就雨滴粒徑分布上

來說，當μ值越大表示越小的雨滴數量越少，而μ值越小則

表示在小雨滴數量上較多；斜率參數Λ可代表中、大雨滴的

分布情形，此值越小代表斜率越小，也就是雨滴粒徑分布中

會延伸到較後面的大雨滴部分，也有另一種可能是整體而言

小、中雨滴偏少。 

Brandes et al.(2003)指出，Gamma DSD 中的形狀參數

μ及斜率參數Λ存在一良好的相關性。圖6為4個地點不同雨

帶的形狀參數μ和斜率參數Λ散布圖，其中藍色點為層狀降

水、紅色點為對流降水，從圖中可以看到每一個地方的μ及

Λ都有良好且類似正比的關係，幾乎是μ值增加Λ值也會增

加，並且從圖6(a)外圍環流雨帶、(b)螺旋雨帶、(c)颱風眼

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d)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這四

張圖比較可以看到，在(a)外圍環流雨帶和(b)螺旋雨帶具有

部分的層狀降水和部分的對流降水，使μ和Λ分布較廣，而

(c)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和(d)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

雨帶，幾乎都是對流降水，其分布也較為狹窄，顯示(a)外圍

環流雨帶和(b)螺旋雨帶μ和Λ組合較多，雨滴粒徑分布也會

比較多樣化，另外再將(a)外圍環流雨帶和(b)螺旋雨帶兩者

做比較，可以看到(a)4個地點的外圍環流雨帶的整體層狀降

水分布範圍較廣且斜率較大，而(b)螺旋雨帶相對而言較為狹

窄，且(b)螺旋雨帶幾乎為層狀降水居多，對流降水較少。 

圖6(c)甲仙、集來的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d)

甲仙、集來: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幾乎皆為對流降水

所組成，其斜率較小趨於一直線，並隨著μ值增大，Λ值也

跟著增大，但增加的幅度較小，將兩張圖仔細相比，可以看

到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和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

雖然分散一樣細長狹窄，斜率參數Λ一樣較小，但颱風眼通

過前的強對流雨帶的形狀參數μ較小，而颱風眼通過後的強

對流雨帶的μ較大，表示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具有較

多的中大雨滴數量和小雨滴數量，但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

雨帶卻具有較多的中大雨滴數量和很少的小雨滴，與雨滴粒

徑分佈一樣，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Bringi et al.(2003)使用標準化之截距參數Nw與平

均粒徑Dm分析不同氣候區不同降雨型態特性，不同氣候區

層狀降水系統之Dm-Log(Nw)分佈約界於1.25~1.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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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3~4（m
-3
mm

-1
）之間；不同氣候區對流降水系統之分佈情況，

對流降水系統又可分為大陸性對流降水系統及海洋性對流

降水系統，大陸性對流降水系統之Dm-Log(Nw)分佈約界於

2~2.75（mm）及3~4（m
-3
mm

-1
）之間，而海洋性對流降水系統

之分佈界於1.5~1.8（mm）及4~4.5（m
-3
mm

-1
）之間，表示海

洋性對流降水系統會較大陸性對流降水系統雨滴個數來的

多但粒徑較小。 

圖7(a)為本次實驗的4個地點的外圍環流雨帶

Dm-Log(Nw)散佈比較圖，甲仙、集來的外圍環流雨帶部分

落在海洋性對流降水系統，部分為混合降水，翡翠、霞雲為

混合性降水；圖7(b)為4個地點的螺旋雨帶Dm-Log(Nw)散佈

比較圖，可以看到4個地點的螺旋雨帶皆偏向層狀降水系統，

即Nw值隨著Dm值增大而減小，這可能表示在層狀降水的微

物理過程中有較大的雪片融化時造成較大的Dm值以及較小

的Nw值；另外較小如淞冰粒子融化造成較小的Dm值以及較

大的Nw值。 

另外再將4個不同雨帶放在一起做比較，為圖8(a)本次

實驗的甲仙站，在不同雨帶的Dm-Log(Nw)散佈圖，可以看

到外環流雨帶較偏向海洋性對流降水系統，部分為混合降水，

而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則偏向大陸性對流降水系統，

以及部分的混合降水，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為混合降

水，螺旋雨帶偏向層狀降水系統；圖8(b)為集來站在不同雨

帶的Dm-Log(Nw) 散佈圖，其外圍環流雨帶一樣較偏向海洋

性對流降水系統及部分混合降水，螺旋雨帶為層狀降水系統，

與甲仙站觀測到的降雨特性相同，而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

雨帶和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皆落在大陸性對流降水，

結果顯示不同的颱風雨帶，雨滴特性也截然不同。 

四、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於2010年凡那比侵台期間，將撞擊式雨滴譜儀

分別設置於台灣南、北部不同高度的4個地點，探討各雨帶

降雨的雨滴粒徑特性的差異，觀測結果顯示Dm值隨著降雨

率增加而有增大趨勢；但隨著降雨率逐漸增加，Dm值分布

會趨於一致情形，顯現雨滴的增長似乎有一定的限制，推測

此時雨滴的碰撞結合效率與分裂破碎效率達到平衡的結果。 

將相同地點、不同雨帶的雨滴粒徑分布圖比較，結果顯

示外圍環流在4個地點都具有最多的小雨滴粒徑，颱風眼通過

前的強對流雨帶和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則具有最多的

中雨滴和大雨滴數量，其兩者中又以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

雨帶的中雨滴和大雨滴相對較多，最後4個當中則以螺旋雨帶

的中雨滴和大雨滴數量最少。 

探討不同Gamma DSD參數(μ、Λ、Nw、Dm)在不同地

點、不同雨帶的差異，發現在外圍環流雨帶和螺旋雨帶具有

部分的層狀降水和部分的對流降水，使μ和Λ分布較廣，而

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和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

幾乎都是對流降水，其分布也較為狹窄，顯示外圍環流雨帶

和螺旋雨帶μ和Λ組合較多，雨滴粒徑分布也會比較多樣化，

另外4個地點的外圍環流雨帶的整體層狀降水分布範圍較廣

且斜率較大，而螺旋雨帶相對而言較為狹窄，且螺旋雨帶幾

乎為層狀降水居多，對流降水較少。 

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

帶，幾乎為對流降水所組成，其斜率較小趨於一直線，並隨

著μ值增大，Λ值也跟著增大，但增加的幅度較小，將兩者

仔細相比，可以看到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和颱風眼通

過後的強對流雨帶，雖然分散一樣細長狹窄，斜率參數Λ一

樣較小，但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的形狀參數μ較小，

而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的μ較大，表示颱風眼通過前

的強對流雨帶具有較多的中大雨滴數量和小雨滴數量，但颱

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卻具有較多的中大雨滴數量和很少

的小雨滴，與雨滴粒徑分佈一樣，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而Nw、Dm比較，強對流雨帶的Dm值都較大，而外圍

環流雨帶和螺旋雨帶的Dm都較小，但Nw外圍環流雨帶較大，

其次是強對流雨帶，最後屬螺旋雨帶最小，表示外圍環流雨

帶具有較小的雨滴粒徑但雨滴數量最多的特性，而螺旋雨帶

和外螺旋雨帶一樣具有較小的雨滴粒徑但雨滴數量最少，強

對流雨帶的雨滴粒徑最大，雨滴數量相較於外圍環流雨帶小

但又比螺旋雨帶大。 

雨滴譜儀觀測雨滴粒徑分佈中Dm − Nw散佈圖顯示，外

圍環流雨帶較偏向海洋性對流降水，螺旋雨帶為層狀降水，

而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和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

皆落在大陸性對流降水，結果顯示不同的颱風雨帶，雨滴特

性也截然不同。 

雨滴譜儀相關研究上，許多學者將降雨分成層狀、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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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降水類型去探討，並且搭配更多的相關儀器如:都普勒

雷達、剖風儀、偏極化雷達的應用，可利用傳統雷達的觀測

來了解估算降水，或利用剖風儀對降水敏感的特性，亦可了

解定點垂質結構上的雨滴粒徑分佈，更可以深入的了解空間

上雨滴粒徑分布的物理演變特性，而偏極化雷達可提供更多

的降水參數，以期更能詳細的探討各雨帶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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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說明 

 

 

圖 1  2010年凡那比颱風侵台路徑圖。 

 

圖2  2010年9月19日台灣地區累積雨量圖(資料來源:中央氣

象局)。 

 

圖3 集來站2010年9月19日4個不同雨帶的降雨率R(mm hr
-1
)

與Dm(mm)散佈關係圖(b)2010年凡那比侵台期間，

集來站的降雨率R(mm hr
-1
)與Dm(mm)散佈關係圖。橫

軸表示降雨率，縱軸表是Dm值。 

 

 

圖4  2010年凡那比侵台期間，集來站的降雨率R(mm hr
-1
)

與Dm(mm)散佈關係圖。橫軸表示降雨率，縱軸表是

Dm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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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5  2010年9月18、19日4個地點的4個不同雨帶的雨

滴粒徑分布比較圖。(a)甲仙站的4個不同雨帶的雨

滴粒徑分布圖、(b)集來站的4個不同雨帶的雨滴粒

徑分布圖。圖中紫色為外圍環流雨帶、橘色為颱風

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藍色為颱風眼通過後的強

對流雨帶、綠色為螺旋雨帶。 

 

圖6  (a)4個地點的外圍環流雨帶的形狀參數(μ)和斜率參

數(Λ)散佈圖。 

 

圖6  (b)4個地點的螺旋雨帶的形狀參數(μ)和斜率參數

(Λ)散佈圖。 

 

圖6  (c)甲仙、集來站的颱風眼通過前的強對流雨帶的形狀

參數(μ)和斜率參數(Λ)散佈圖。(d) 甲仙、集來

站的颱風眼通過後的強對流雨帶的形狀參數(μ)和

斜率參數(Λ)散佈圖。 

甲仙 

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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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a) 4個地點的外圍環流雨帶Dm-Log(Nw)散佈圖。(b) 

4個地點的螺旋雨帶Dm-Log(Nw)散佈圖。 

 

 
圖8  (a)甲仙站的不同雨帶的標準化截距參數(Nw)與均質

粒徑(Dm)的散佈圖。(b)集來站的不同雨帶的標準

化截距參數(Nw)與均質粒徑(Dm)的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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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暖季午後雷陣雨之氣候特徵與概念模式分析 
 

齊祿祥 

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中心    

 

摘  要 

本研究主要利用2007~2011年總計五年5~10月的地球同步氣象衛星紅外線數據資料與本局所屬氣象站、自動

雨量站的觀測，探討臺灣地區暖季發生午後雷陣雨的氣候環境特徵。同時建立午後雷陣雨發生時，各種氣象參

數的參考指標，以提供天氣分析人員，對於弱綜觀環境下，發生午後雷陣雨環境之特徵差異瞭解，增進分析人

員對暖季午後劇烈降水系統的分析、研判能力。 

關鍵字: 弱綜觀環境、午後雷陣雨、海陸風。 

一、前 言 

「環境變遷」為本世紀各國所聚焦的主要議

題，目前全球暖化趨勢明顯（Liu et al. 2002；Shiu et al. 

2009；陳雲蘭 2008；李與盧2010），根據中央氣象局

（2009）統計1897~2008 年溫度變化顯示，百年來臺

灣本島平均氣溫約上升0.8℃。Hsu and Chen（2002）研

究亦發現過去百年，台灣地區氣溫上升1~1.4℃，特別

在夏季增溫趨勢明顯。 

涂等（2011）研究更指出，臺灣本島的強降雨 (≧

50mm/hr)主要出現在暖季的5－10 月，2000 年之後，

7－9 月出現強降雨頻率、延時與雨量都有明顯增加的

情形。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結果認為，在全球升溫趨

勢明顯的狀況下，乾季愈乾，濕季愈濕的特性恐成為

常態，各地發生極端降雨情形將更為明顯。(Held and 

Soden 2006;Vecchi and Soden 2007; Chou et al. 2007; Sun 

et al. 2007)。 

在弱綜觀環境下，臺灣本島白天具有明顯的海

風環流特徵，海風長驅直入，沿地形在中央山脈西側

斜坡爬升，加上複雜的地形變化，使得降雨分布受海

陸風效應與地形影響，增加預報人員對午後雷陣雨預

報的困難度。根據研究，臺灣地區，近年來因為都市

化與人口增加的影響，夏季午後雷陣雨有逐漸增加的

趨勢，並且有明顯空間分布的差異。（Chen et al. 2007；

顏與游2010） 

本研究主要利用 2007~2011 年總計五年 5~10 月的

地球同步氣象衛星紅外線數據資料與本局所屬氣象

站、自動雨量站的觀測，探討臺灣地區暖季發生午後

雷陣雨的氣候環境特徵。 

 

二、資料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經由人工主觀檢視並統計 2007~2011 年

5~10 月東亞地面天氣圖，統計台灣附近約 2.5 個經緯

度範圍內不受鋒面、颱風等天氣系統影響日數（表

1）。總計發生午後雷雨天數為 200 天，其中以 8 月發

生日數最多，其次為 6、7 與 9 月，5 月與 10 月處於

季節交替時期，發生午後雷陣雨天數最少；非午後雷

陣雨日數共計有 446 日。 

利用上述資料，統計發生午後雷陣雨日數之衛星

雲頂亮度溫度逐時變化與其環境分布特徵。同時，配

合本局 23 個人工氣象站與 460 個個自動量測站，分析

風場、溫度、溼度、雨量與氣壓等氣象參數之逐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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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徵，藉由上述統計分析，找出發生午後雷陣雨環

境特徵，以資建立暖季午後雷陣雨之環境概念模式，

提 供 未 來 本 局 發 展 對 流 系 統 預 測 技 術 (Auto 

Nowcaster；ANC)之預報指引。 

 

三、衛星紅外線雲頂亮度溫度分布特徵 

圖 1 為 2007~2011 年弱綜觀環境，發生午後雷陣

雨情形下，日本 MTSAT 地球同步氣象衛星平均雲頂

亮度溫度逐時變化分布；為分析午後深對流發展之地

理環境特徵，圖中僅顯示低於 0℃之冷雲平均雲頂亮

度分布區域。 

有午後雷陣雨發生個案中，清晨0000 UTC~0300 
UTC 在臺灣本島無明顯對流生成，0400 UTC 對流開

始發展於新竹、苗栗的雪山山脈附近。受太陽加熱影

響，0500 UTC 新竹山區對流持續加深；另外，嘉義

縣、阿里山附近亦有新生對流發展，兩個對流中心位

於西半部山區持續加深並沿山坡往平地移動，至 0800 
UTC 北邊的對流中心併入南部嘉義、臺南附近之對流

中心，雲頂平均亮度溫度低於－21℃。0800~0900 UTC
午後對流雲頂平均亮度溫度達到對低值，－21℃冷雲

雲頂分布於西半部之彰化、嘉義一帶平地。 

1000 UTC 太陽加熱效應減弱，對流在臺南、嘉

義交界處迅速減弱，冷雲範圍縮小並逐漸往東北方向

山區移動，1400 UTC 以後消失於彰化、南投一帶山區。 

 

四、地面觀測之氣候特徵 

（一）風場逐時變化特徵 

對流系統的發展，除須具備環境的濕暖空氣，

另外還需要有傳送濕暖空氣的氣流存在。因此，風場

的分布特徵，可表現局地氣流的輻合與輻散情形，提

供預報人員重要的訊息。在弱綜觀環境影響下，當有

明顯午後雷陣雨發生，局地的空氣運動變化，可影響

降雨的分布。因此，除了分析本局 23 個人工氣象站之

最多風向與其平均風速之逐時變化外（圖 2）；另外也

利用人工分析每間隔 3 小時氣流場（圖 3）分布情形，

可提供更為詳細的中尺度環流特徵之分析資料。 

當有午後雷陣雨情形，不論白天或晚上，臺灣

海峽附近，幾乎都為微弱的南風輻合氣流。白天 0100 

UTC~0700 UTC 東北部海面大多呈現東南風型態，東

南部海面吹西南風。傍晚 0800 UTC 開始至第二天上午

0000 UTC 東北部海面轉變為東南風與東南部海面的

東北風形成明顯的輻散風場。 

臺灣本島北部、東北部地區 0000 UTC 吹向岸

風，中部以南地區大多為偏南風型態的沿岸偏向風，

東半部與恆春地區大多為東風。0100 UTC 全面開始逐

漸轉變為向岸的海風型態風場，0200~0900 UTC 本島

海風效應明顯，臺灣大多為向岸風型態；僅在

0600~0900 UTC 時東南部成功－大武轉為東北沿岸偏

向風。1000~1200 UTC 各地逐漸轉變為沿岸偏向風與

離岸風，1300~2200 UTC 本島大部分地區具有明顯陸

風環流特徵，2300 UTC 臺灣西部風場由陸風轉變為沿

岸偏向風，宜蘭－蘇澳轉變成向岸的東風型態。此外，

研究亦發現恆春地區的風向整日幾乎都維持東風型

態。 

由氣流線分析顯示，0000~0900 UTC 中央山脈西

側雪山、中部山區、阿里山的山坡附近都存在有中尺

度氣旋中心，海峽北部與西部沿岸有相對的輻散氣流

與反氣旋存在。1200 UTC 氣旋式環流中心開始移至臺

灣西南部平地與蘭陽平原一帶，本島大多轉變為反氣

旋環流態，1500~2100 UTC 中央山脈東西都呈現反氣

旋式環流形式，在東、西部沿海附近出現微弱輻合帶。 

 

（二）雨量逐時分布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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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為本局 2007~2011 年發生午後雷陣雨個案，

20 個氣象站與 460 個自動雨量站之逐時平均降雨分

布。顯示降雨分布仍受太陽加熱與地形效應影響，臺

灣本島上午 0000 UTC~0400 UTC 與凌晨 1700 

UTC~2300 UTC 降雨零星，大部分地區無降雨現象。 

主要降雨集中於 0700 UTC~1000 UTC，隨時間遞

增，西半部雨區逐漸由山區往平地移動，0800 UTC 降

雨達到最大值，降雨集中在彰化以南的在嘉義、高雄

－屏東交界山區。另外，北部的新竹－桃園、台中地

區、宜蘭附近亦有相對的降雨中心。 

 

（三）其他氣象參數特徵變化 

海平面氣壓逐時統計分析顯示（略），臺灣本島

各地氣壓亦有明顯的日變化特徵，當有午後雷陣雨發

生時，各地氣象站平均氣壓約為 1007~1010 hPa。臺灣

西半部都會區，出現兩個主要局地低壓中心，一個位

於北部的基隆至新竹一帶，另一出現於南部高雄附

近。局地低氣壓中心最小值出現在中午過後 0600~0700 

UTC 北部的基隆至新竹，氣壓為 1007.2~1007.5 hPa；

台中氣壓為 1007.2 hPa，高雄地區氣壓 1007.4 hPa。另

一次低壓出現時間在清晨 2300 ~ 0000 UTC，北部基隆

至新竹，氣壓為 1009.2~1009.3 hPa；另一低壓中心在

高雄附近，氣壓為 1009.3 hPa。 

在氣溫變化分析（略），顯示太陽加熱效應明

顯，發生午後雷陣雨時，白天 0100 UTC 開始，在西半

部平地氣象站氣溫全部超過 30℃，平均最高氣溫出現

在 0300~0400 UTC，集中於西半部的臺北、臺中與臺

南－嘉義等都會區，平均氣溫超過 32.0 ℃。平均最低

氣溫出現在夜間 2000~2100 UTC，臺北、臺中、嘉義

等都會區，夜間冷卻散熱較明顯，平均氣溫較週遭地

區為低；夜間高溫區出現在本島西南部的臺南、高雄

一帶。 

五、討論 

弱綜觀環境下，當發生午後雷陣雨狀況，冷雲

頂初始於 0400 UTC 中央山脈西側新竹、苗栗附近，此

與臺灣地形分布關係切。由臺灣地形等高線圖，可發

現台灣北部的雪山山脈，中部的阿里山與南部高、屏

具有明顯的東北－西南走向的山谷型態，此種山谷走

向有利於濕暖西南風的舉升。另一對流冷雲頂出現在

阿里山，兩個對流中心隨時間持續加深並沿山坡往西

南部平地移動，0800 UTC 對流中心合併於西南部嘉

義、臺南附近，雲頂平均亮度溫度低於－21℃。1000 

UTC對流迅速減弱，並往東北方向山區移動，1400 UTC

以後冷雲消失於彰化、南投一帶山區。 

配合冷雲頂分布，較明顯降雨 0500 UTC 開始於

宜蘭與阿里山附近，主要降雨集中於 0700 UTC~1000 

UTC，隨時間遞增，西半部雨區逐漸由山區往平地移

動。0800 UTC 降雨達到最大值，降雨分布於彰化以南

的嘉義、高雄－屏東交界山區。另外，北部的新竹－

桃園、台中地區、宜蘭附近亦有相對的降雨中心，顯

示雨區集中於中央山脈西側與雪山山脈兩側山坡；深

夜 1700 UTC~2300 UTC 雲量減少，因此，本島幾乎無

降雨發生。 

由於白天受到太陽加熱影響，0100 UTC 開始各平

地氣象站的氣溫都超過 30℃，0300~0400 UTC 平均最

高氣溫超過 32.0 ℃，出現在臺北、臺中與臺南－嘉義

等都會區。0500 UTC 各地有較明顯降雨發生，因此氣

溫逐漸下降。夜間 2000~2100 UTC 夜間都會區的臺

北、臺中、嘉義等地因為輻射冷卻散熱較明顯，氣溫

降至最低值；夜間高溫區出現在本島西南部的臺南、

高雄一帶。 

發生午後雷陣雨個案，臺灣地區具有明顯的海

陸風環流，早上 0000 UTC 北部、東北部開始轉為向岸

的海風，中部以南地區大多維持南風型態的沿岸偏向

風，東半部與恆春地區大多為東風。0200~0900 UTC

臺灣大都為海風型態，僅在 0600~0900 UTC 成功－大

武轉為東北沿岸偏向風。1000~1200 UTC 海風環流減

弱，本島各地風向逐漸轉變為沿岸偏向風與離岸風，

1300~2200 UTC 各地呈現陸風環流特徵，2300 UTC 太

陽加熱漸增，西部轉為沿岸偏向風場，宜蘭－蘇澳開

始吹向岸的東風。 

氣流線分析顯示，弱綜觀條件下，午後雷陣雨

環境場，因白天 0000~0900 UTC 海風沿西部海岸沿山

脈西側斜坡爬升輻合；因此，雪山、中部山區、阿里

山的山坡附近都有中尺度氣旋中心，海峽北部與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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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有相對的輻散氣流與反氣旋存在。入夜後，1200 

UTC氣旋式環流中心移至臺灣西南部平地與蘭陽平原

一帶，本島大多轉變為反氣旋輻散氣流，1500~2100 

UTC 中央山脈東西側都維持反氣旋式環流形式，東、

西部沿海附近有微弱輻合帶。 

臺灣海峽，不論日夜都為南風與西南風輻合風

場。東北部海面 0100 UTC~0700 UTC 呈現東南風型

態，東南部海面則為西南風；0800 UTC~隔日 0000 UTC

東部海面轉變為東南風東北風的輻散形式，因此，夜

間在東部沿海出現與下坡山風的微弱氣流輻合線。 

臺灣本島各地氣壓亦有明顯的日變化特徵，白

天受太陽加熱，空氣舉升作用影響，中午過後

0600~0700 UTC 氣壓值降至每日最低點，西半部基隆

至新竹、台中與高雄地區，都有局地低壓中心，0800 

UTC 之後各地氣壓逐漸回升，2300~0000 UTC 各地氣

壓達到日最大值；無論有無午後雷陣雨情形，相對溼

度特徵差異不大。 

 

六、結論與未來工作 

本研究分析 2007~2011 年共計 5 年，5~10

月暖季之衛星紅外線數據資料與相關之地面觀

測數據，發現在弱綜觀環境下，發生午後雷陣雨

與未發生午後雷陣雨情形，存在有明顯的環境差

異。 

在弱綜觀環境中，當發生有明顯的午後雷陣雨個

案，通常在具有下列特徵： 

1. 白天受到太陽加熱影響，0000UTC 臺灣西部平地

氣象站的氣溫大都超過 30℃； 

2. 並且開始轉為向岸的海風環流，0200~0900 UTC 臺

灣大都為海風型態，夜間 1300~2200 UTC 各地具

有明顯陸風環流特徵。 

3. 海峽附近，整日幾乎都為微弱的南風與西南風輻

合風場。白天 0000~0900 UTC 臺灣本島受海風沿

山脈西側斜坡爬升輻合作用影響；雪山、中部山

區、阿里山的山坡附近都有中尺度氣旋中心；入

夜後，本島大多轉變為反氣旋輻散氣流，

1500~2100 UTC 中央山脈東西側都維持反氣旋式

環流形式，東、西部沿海附近有微弱輻合帶。 

4. 對流雲系冷雲頂發展初始於 0400 UTC 雪山山脈

附近，隨時間持續加深並沿山坡往西南部平地移

動，傍晚 0800~0900 UTC 對流中心合併於西南部

地區並達到最大範圍。 

5. 因此，主要降雨集中在 0700 UTC~1000 UTC，隨

時間遞增，雨區逐漸由山區往平地移動。最大降

雨出現在 0800 UTC 的嘉義、高雄－屏東交界山

區。 

衛星資料具有高時間、空間解析度特性，因此，

未來可進一步統計衛星數據資料並整合相關氣象參數

觀測資料，並得到台灣本島不同季節氣候環境降雨特

徵變化的概念模式，此概念模式可導入本局所引進美

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發展的「自動即時預

報系統（Auto Nowcaster；簡稱 ANC）」所需之科學

背景資料庫中，提升預報人員對於短時豪（大）雨之

降雨系統之形成、發展和衰減的掌握與預報能力；該

系統曾於 2000 年澳洲雪梨奧林匹克運動會與 2008 

年北京奧運時擔任即時天氣預報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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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7~2011 年 5 至 10 月弱綜觀環境，臺灣地區午後與非午後雷雨發生日數。 

 年 
May June July Aug Sept Oct Total 

TS N-TS TS N-TS TS N-TS TS N-TS TS N-TS TS N-TS TS N-TS 

2007 4 14 13 3 9 8 10 10 7 14 0 26 43 75 

2008 4 16 7 12 11 12 12 17 11 5 7 22 52 84 

2009 1 20 6 13 2 21 11 14 8 17 0 25 28 110 

2010 0 19 5 11 13 17 16 10 11 10 7 14 52 81 

2011 0 7 10 7 5 22 6 16 4 21 0 23 25 96 

Total 9 76 41 46 40 80 55 67 41 67 14 110 200 446 

註：TS：表示午後雷陣雨發生日。 

N-TS：表示無午後雷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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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7~2011 年 弱綜觀環境（5~10 月）衛星紅外

線頻道平均雲頂亮溫逐時變化。 
圖 2 2007~2011 年 弱綜觀環境（5~10 月）氣象站平均

之最多風向風速逐時變化。 

圖 3 2007~2011 年 弱綜觀環境（5~10 月）本局每 3

小時地面平均氣流線分析圖。 

圖  4 2007~2011 年 弱綜觀環境（5~10 月）平均逐時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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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op Size Distribution revealed from TEAM-R 
polarimetric radar observation in the stratiform and convective rain of 

typhoon Fanapi(2010) 
 

Pei-Yu Huang, Xin-Hao Liao, TaiChi Chen Wang and Yu-Chieng Liou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At 00 UTC September 19, 2010 typhoon Fanapi made landfall on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and its 

intensity was immediately weaken due to the high Central Mountain Range. In the next 12 hours, 
Fanapi went through a reorganizing process and brought record breaking 600mm rainfall within 7 
hours to Gunsan station in southwest Taiwan. From 06 UTC to 12 UTC , a strong convective rain 
band was slowly gaining its curvature and evolving into a spiral shape. At 12 UTC, an asymmetric 
eye wall was observed. (Fig.1)  

A mobile X-band dual polarization/Doppler radar, TEAM-R (Taiwan Experimental 
Atmospheric Mobil Radar, Fig.2a) had been deployed near Chi-San stream. With the advantage of 
the Range Height Indicator (RHI) scanning ability of TEAM-R, many fast scanning vertical cross 
sections of the strong convective rain band and the reorganizing eye wall were observed. These data 
sets provided great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micr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orrential rain case. 

First, a careful calculation using two nearby disdrometers drop size distribution (DSD) data 
and T-matrix scattering model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polarimetric radar drop size retrieval 
scheme. Then a quality control was applied to the polarimetric variables through the software tool 
RAKIT. The hydrometer classification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the particle types in both stratiform 
and convective regions.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he Normalized intercept (Nw) 
and the mass weighted diameter (Dm) of Gamma distribution are retrieved from polarimetric 
variables( ZH, KDP and ZDR). Comparing the DSDs from the long-lived strong convective rainband 
and the newly formed eye wall reveals very intriguing results. 
 
Introduction 

TEAM-R had been deployed near the Chigu S-band Doppler radar, together with Kenting S-band 
radar, and Makung C-pol radar.(Fig.2b) This configuration of four radars provided a great 
possibility to retrieve three-dimensional wind field including much lower information used by 
multi-Doppler radar synthesis method (Liou et al. 2012). In this paper, we will focus on the ability 
of polarimatric radar: polarimatric parameters observed by TEAM-R that can tell more information 
about rain drops characteristic. Use the polarimetric parameter, KDP, we can get a good estimate of 
rainfall (R(KDP)) from TEAM-R. Through comparing each polarimatric parameters, we can discuss 
the micr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we can study the DSDs retrieved by TEAM-R. The result 
demonstrates again that a mobile radar together with the operational polarimatric/Doppler radars 
network do provide a good opportunity to know the kinematic, dynamic and the microphysical 
mechanisms for this torrential rain in south Taiwan. 
 
Method of DSD retrieval 

We follow the method proposed by Ji(2005) to retrieved DSD by dual-polarization radar. The 
procedures include : 1) Get the coefficients of Gamma distribution equation fitting by two nearby 
Joss-Waldvogel disdrometer. 2) Chose the rain drop axis ratio relation by experiential equation 
proposed by Brandes(2002). 3)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polarimetric radar drop size retrieval 
scheme by comparing disdrometers DSD data and T-matrix scattering model (Fig.3). 4) A series of 
data quality control was applied to the polarimetric variables through the software tool 
RAKIT.5)Carry out the DSD retrieval from the observed Polarimetric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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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of DSD retrieval 

In the strong rain band period at 06 UTC (Fig.4a and Fig.5a), RHI observation shows that there is 
a tower with high ZDR, high KDP, and high upward motion (Fig.6a~d). The retrieved DSDs  show 
that the slightly bigger Dm (diameter) and higher Nw (concentration) (Fig.6e~f). In the rotation 
period at 09 UTC(not shown), there are weaker systems and the distinct features are just below 3km 
height, especially the vertical motions are much weaker than the motions in last period, and then the 
Dm becomes smaller, and Nw is higher only in region with high upward motion. In the eye wall 
period at 12 UTC (Fig.4b and Fig.5b), RHI observation show that at the lower levels the high 
reflectivity convection (>35dBZ) is embedded in a stratiform like pattern above 6 km height 
(Fig.6a), the high ZDR only in the medium level (Fig.6c), and the high KDP only in the low level 
(Fig.6d), associated with smaller Dm and higher Nw (Fig.6e~f). This result is very interesting, 
indicating that in this reforming eye wall, the new drops are formed through condensation and early 
stage of collision and coalescence, and not enough time to grow to the bigger drop size. 
 
Conclus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aiwan, a mobile radar system join the operation radar network to observe 
the structure changing and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topography during the typhoon reorganizing 
stage. The DSD retrieved to show that: 1) In rain band period at 06UTC, there are slightly big 
diameter and high concentration. 2) In eye wall period at 12UTC, the high reflectivity convection 
(>35dBZ) is embedded in a stratiform like pattern below 6 km. And there is smaller diameter and 
high concentration. That means new drops are formed through condensation and early stage of 
collision and coalescence. The result emphasized again that polarimatric radar do provide a good 
opportunity to kn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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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The mosaic reflectivity time series maps from 00UTC to 15 UTC in three hours interval 

 
 
 

 
 
 
Fig. 2 (a) TEAM-R was deployed nearby Chi-San stream during typhoon Fanapi period, 18-20 Sep. 
(b) Location of analysis region (blue rectangle), four radars (red triangle), TEAM-R RHI 0 degree 

and 210 degree(green line), And Gunsan rainfall station. Left-bottom small graph indicate the 
black dot rectangle detail, and three red dots show location of disdrometers, the blue dot marked 

the site of TEAM-R radar. 

00 UTC 12 UTC 06 UTC 09 UTC 15 UTC 03 UT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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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Verification used by JW disdrometers (JWD). These two rows were Dm and 
log10(Nw) time series on 19 Sep. These two DSD parameters show that the result of 

retrieval (blue dos) is very close to directly observation from JWD (red dot).      
(a) Disdrometer on Jiasain. (b) Disdrometer on TEAM-R  

  
 

  
Fig.4 (a)Radar reflectivity observed by RCCG at a 1.39° elevation angle at (a)0600 

and (b)1200 UTC. The original point is RCCG, and the black circle denote the 
location of TEAM-R.  

 
 
 

 
 

Fig.5 Radar reflectivity observed by TEAM-R at a 1.5° elevation angle at (a)0600 
(domain same as Fig.4a black rectangle) and (b)1200 UTC (domain same as Fig.4b 
black rectangle). The original point is TEAM-R. And the dash line denote the scan 

area from TEAM-R RHI 210° azimuth. 

(a) (b)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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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Retrieved 3D wind field, observed polarimatric parameters, and 
retrieved DSD parameters related to TEAM-R RHI 210°, at height from 

surface to 6km.The noise at about 5.5km is the bright band signal. From left 
to right are (a) mosaic ZH, (b) vertical velocity, (c) ZDR, (d) KDP, (e) Dm, 

and (f) Nw. at 0600UTC (left column) and 1200UTC (right colum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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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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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西南部受梅雨鋒影響之降雨氣候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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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取 1993-2010年 5、6 月梅雨鋒面影響臺灣西南部地區之降雨個案，

使用中央氣象局地面雨量觀測資料、地面天氣圖，及 NCEP 之 CFSR 網格資料。

並沿用王等(2012)所定義之前期(1993-2001 年)與後期(2002-2010 年)進行鋒面頻

率、平均降雨分佈，以及個案環境場合成分析與差異比較。 
分析結果顯示，臺灣西南部受鋒面影響之降雨個案數，前後期差異不大。但

平均降雨量在後期較前期為多；而 5 月份後期降雨較前期為少，6 月份後期降雨

較前期為多，在山區增加量尤其顯著。而影響西南部之鋒面次數與影響臺灣地區

之鋒面次數比例分析，顯示在 5 月份鋒面通過西南部之比例，後期較前期為少；

在6月則是後期較前期為多。在前後期個案綜觀環境合成分析，顯示低對流層(850 
hPa)於華中、華南地區平均重力位高度場，呈現後期較前期為弱之配置形勢，同

時，在後期位於南海附近存在較強西南風，且較為潮濕。 
 
關鍵字：梅雨季、鋒面、降雨量、降雨規模 

 
一、 前言 

從臺灣地區季節降雨分析顯示，5、6 月

存在一顯著降雨相對最大值(陳與吳，1978)，

此期間降雨區域主要以中南部地區降雨最顯

著且降水量最多(陳，1981)。陳與王(2010)分

析 1993-2010年梅雨季臺灣西南部的降雨變化，

顯示臺灣西南部豪(大)雨發生頻率與強度在近

年有增加的趨勢。同時，在低層水氣通量、降

雨規模及風速也有增加的現象(王等，2012)。 

進一步分析臺灣梅雨季西南部之降雨規

模與大豪雨發生時間之關連(圖 1)，發現近年

梅雨季在臺灣西南部地區之降雨規模相較過

去有增大的趨勢，且集中於 6 月發生，此現象

是否與鋒面通過西南部地區之頻率變化有關？

同時在綜觀環境上，又有什麼樣的變化所導致

的？因此，本文選取 1993-2010 年 5、6 月梅

雨鋒面影響臺灣西南部期間之降雨個案，探討

鋒面頻率和降雨分佈之特徵，透過個案合成分

析，以比較綜觀環境之差異。 

二、 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定義之西南部範圍與氣象局之

南區定義相同，包括：臺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市。雨量站資料則使用氣象局 1993-2010 年

5、6 月地面雨量觀測資料，並定義在此 18 年

間皆有觀測資料之雨量站為可用測站，在西南

部地區共有 71 個可用測站，其分佈如圖 2 所

示。在時間前後期劃分，則參考王等(2012)之

方式，定義 1993-2001 年為前期，2002-2010

年為後期。 

對於影響臺灣之鋒面頻率分析，則使用氣

象局每天 4 次之地面天氣圖所定義的鋒面位

置為準，並依陳(1988)所定義的鋒面對臺灣地

區影響範圍(21°-26°N，118°-123°E)進行統計。

當地面天氣圖分析出之梅雨鋒面在此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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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存在 12 小時，且當鋒面從北向南移動，

則記錄鋒面通過臺灣地區一次，依此方式進行

鋒面通過臺灣地區之統計。在西南部鋒面頻率

分析方面，也仿上述方式進行鋒面通過或滯留

西南部之次數統計，並記錄當時之日期，定義

當天為西南部受鋒面影響之個案，以便進行個

案合成分析。 

在個案合成分析方面，使用 1993-2010 年

之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簡稱：NCEP)之每天

4筆氣候預報系統再分析資料(Climate Forecast 

System Reanalysis，簡稱：CFSR)，其水平網格

解析度為 0.5°×0.5°。 

三、 分析結果 

梅雨鋒面影響西南部之前後期個案數統

計(表 1)，顯示前後期 5 月和 6 月之總個案數

差異不大，僅有 1 天之差。若將個案區分為 5

月和 6 月發生次數，則發現後期 5 月份個案數

較前期少 5 天。而後期 6 月份個案數較前期多

6 天。 

在梅雨鋒面通過臺灣地區和西南部之頻

率分析(表 2)，顯示前後期 5、6 月鋒面影響臺

灣地區之次數，後期較前期為多。鋒面通過西

南部或滯留之次數，顯示前期 5 月較後期為多，

6 月份則後期較少。而影響西南部與影響臺灣

地區之鋒面次數比例分析，顯示後期 5 月份鋒

面通過西南部之比例較前期較少，而後期 6 月

份鋒面通過西南部之比例較前期為多。 

圖 3a至圖 3d分別為鋒面影響西南部之個

案前後期 5、6 月平均日降雨分佈，顯示後期

山區之降雨較前期為多。而前後期 5 月和 6 月

個案平均降雨分佈差異如圖 4a 和 b 所示，結

果顯示後期 5 月平地降雨較前期為少(圖 4a)，

山區則略有增減，而後期 6 月份個案之平均降

雨(圖 4b)，唯在高雄市平地與屏東縣山區為負

值，但整體而言皆為增加的。另外，以梅雨季

(5 月和 6 月)西南部個案平均降雨分佈，顯示

西南部之後期降雨較前期為大(圖未示)。此表

示，若以整個梅雨季來看西南部地區之降雨多

寡，顯示後期降雨較前期為大，但將梅雨季區

分為 5 月和 6 月來看，西南部 5 月份後期降雨

較前期為少，而 6 月份後期降雨較前期為多。

在變化量之分布上，在山區為最大、山坡區次

之、平地最少，顯示地形效應在西南部地區梅

雨鋒面伴隨之降雨扮演主導的角色。 

Chang and Chen (1995)研究顯示，850 hPa

層可做為低層特性探討之高度層。因此，選擇

前後期 5、6 月 850 hPa 層進行個案低層環境

的合成差異分析(圖 5a 和 b)。結果顯示在南海

附近，後期 5 月水氣較前期為少(圖 5a)。而在

6 月之前後期差異分析(圖 5b)，顯示在南海附

近之水氣在後期較前期為多，同時西南風也較

明顯，且華中、華南地區之平均重力位高度差

異在後期較前期為弱的配置，此與 5 月個案的

合成差異分析相比，在綜觀環境上有明顯不

同。 

圖 6a 至 d 分別為前後期 5 月個案之高層

合成分析，顯示後期在南海附近之 200 hPa 層

有較強之輻散；後期重力位高度分佈顯示在中

南半島上之高壓脊西伸至菲律賓西側。500 

hPa 層則是後期之副高脊略為西伸，且在日本

南方海面至長江流域上有較強的渦度分佈。而

6月之前後期個案之高層合成分析(圖7a至d)，

顯示在後期 200 hPa 層位於南海與臺灣鄰近地

區，輻散範圍增大且高壓脊西伸。而前期 200 

hPa 和 500 hPa 層位於日本之槽線明顯，在後

期槽則較弱。同時，在臺灣鄰近地區之渦度增

加，且副高脊西伸。 

四、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選取 1993-2010 年 5、6 月梅雨鋒

面影響臺灣西南部地區之降雨個案，使用中央

氣象局地面雨量觀測資料、地面天氣圖，及

NCEP 之 CFSR 網格資料。並沿用王等(2012)所

定義之前期(1993-2001 年)與後期(2002-2010

年)進行鋒面頻率、平均降雨分佈，以及個案

環境場合成分析與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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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之初步分析結論歸納如下： 

1. 臺灣西南部梅雨季(5 月與 6 月)期

間，在鋒面影響下之降雨個案數，

前後期差異不大。但在降雨分佈方

面，後期降雨較前期為大。若進一

步區分為 5 月和 6 月來看，則 5 月

份後期降雨較前期為少，而 6 月份

後期降雨較前期為多，山區增加量

尤其顯著。 

2. 影響西南部與臺灣地區之鋒面比

例分析，顯示後期 5 月份鋒面通過

西南部之比例較少，而後期 6 月份

鋒面通過西南部比例較前期為

高。 

3. 當鋒面移動或滯留至西南部時，從

個案環境合成差異分析，顯示低層

(850 hPa)在後期 6 月時，華中、華

南平均重力位高度較低且南海鄰

近區域之水氣也較多，西南風較

強。 

由於本研究選定梅雨鋒面位於或滯留於

臺灣西南部時之降雨事件為個案進行綜觀環

境合成分析。結果顯示，在後期 6 月低層(850 

hPa)之西南風增強，此可能除了綜觀尺度強迫

機制所導致，也可能由伴隨鋒面之中尺度對流

系統產生。同時，在低層位於華中、華南地區

之平均重力位高度差異分析，顯示在後期較前

期為弱的配置，此表示大陸移動性高壓減弱？

還是低緯度季風槽(低壓系統)增強所導致？這

些議題值得日後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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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93-2010 年臺灣西

南部之降雨規模與大豪雨

發生時間分析，圖中■表

1993-2001 年和×表

2002-2010 年大豪雨發生時

間與降雨規模之關係，縱軸

為降雨規模(%)，橫軸為時

間，從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圖 2  臺灣西南部之可用測

站分佈，共計 71 個測站。

圖中●表測站位置，地形高

度如色標尺所示，單位 m。 

 

   

 

圖 3  鋒面影響西南部個案之平

均日降雨分佈，(a)前期 5 月，(b)

後期 5 月，(c)前期 6 月，及(d)後

期 6 月。雨量值如色標尺所示，

雨量單位為mm d-1
。 

  

 

(%)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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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鋒面影響西南部個案之平均日降雨差異分佈，(a)前後期 5 月差異，(b)前後期 6 月差異。雨

量差異值如色標尺所示，雨量單位為mm d-1
。 

 
  

圖 5  前後期低層(850hPa)之環境場差異分析，(a)5 月，(b)6 月。圖中顏色區域表比濕場(g kg-1)，

黑色實線為高度場(gpm)，箭頭表風速方向與大小，單位m s-1
。 

 
  

  

圖 6  前後期 5 月個案之高層合成分析，(a)前期 200hPa層，(b)前期 500hPa層，(c)後期 200hPa

層，(d)後期 500hPa層。圖中 200hPa層顏色區域表輻散場(1×10-5s-1)，500hPa層顏色區域表渦度場

(1×10-5s-1)，黑色實線為高度場(gpm)，箭頭表風速方向與大小，單位m s-1
。 

  

   

(a) (b) 

(a) (b)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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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前後期 6 月個案之高層合成分析，(a)前期 200hPa層，(b)前期 500hPa層，(c)後期 200hPa

層，(d)後期 500hPa層。圖中 200hPa層顏色區域表輻散場(1×10-5s-1)，500hPa層顏色區域表渦度場

(1×10-5s-1)，黑色實線為高度場(gpm)，箭頭表風速方向與大小，單位m s-1
。 

 
 
表 1  梅雨鋒面影響西南部之前後期個案數 

 
 
 
 
 

表 2  1993-2010 年梅雨鋒面通過臺灣地區與西南部之頻率分析 
(表中粗體下橫線數字表鋒面通過臺灣地區之次數，細體數字表通過西南部之次數，百分數為鋒

面通過西南部佔鋒面通過臺灣地區次數之比例) 

 前期 後期 
五月 六月 五月 六月 

鋒面影響西南部之次數(次) 25/32(78%) 7/13(53%) 22/38(57%) 8/10(80%) 
 
 
 
 
 

前期 後期 
五月 六月 五月 六月 

33 12 28 18 
合計：45 合計：46 

(a)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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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西部地區自動雨量站分布之探討 
 

劉清煌 李育棋
＊ 楊啟瑞

＊ 黃紹欽 林大偉
＊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 
＊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臺灣西部地區各河川流域測站之分布情形，釐清各河川流域目前現有測

站高度分布情形，特別是在河川上游高山(500 公尺以上)地區。本研究統計 2009-2011 年每十分鐘

之整合雷達回波，統計全臺地區回波大於 20dBZ、30dBZ、及 40dBZ 出現的頻率，搭配降雨強度

分佈圖，探討兩者之相關性，藉以瞭解測站分佈不足或較稀疏之區域，進而評估評估河川上游高

山地區可增設自動雨量站之可能地點。 

根據 QPESUMS 的站點的資料，目前的雨量站約有 573 個，平均站與站的距離約 6.5 公里，

但高度在 500 公尺以上的站僅 165 個。 

1. 客觀篩選：本研究利用現有測站位置篩選出測站為稀少的地區，及利用，統計出>20dBZ 回波

出現頻率較高的區域做為降雨熱點（hot spots），而回波出現頻率較少區域則為降雨冷點（cold 

spots），若以 7 公里當作稀少測站之門檻距離，篩選出來的熱、冷點各為 117 及 43 個，多半

分布於大安溪、大甲溪、烏溪、濁水溪、曾文溪、高屏溪、南台東、卑南溪、秀姑巒溪及花

蓮溪等流域，特別是在高山地區。 

2. 主觀篩選：針對臺灣西部 23 個流域逐一探討雨量站之分佈情形，配合高回波出現頻率位置，

篩選出可以增站的位置共 58 個，其中高於 500 公尺之高山地區有 46 個。 

3. 雲、嘉、投地區：配合本局未來於雲林、嘉義、南投地區之儀器汰換、雨量站升級為氣象站、

及新增測站之規劃，針對雲、嘉、投地區交通可到之處篩選出可增站的位置共 33 個點。 

4. 實際場勘部分雨量站：由於計畫執行之時間有限，針對雲、嘉、投地區部分雨量站（共 20 個

站）做實地場勘，對測站四周環境做全方位之攝影及遮避物高度之量測，以及分析該測站之

地理位置，其中有 7 個站適合升級為氣象站，另外 13 個四周有較多的遮蔽，風場資料不甚理

想，較不建議升級為自動氣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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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與季風共伴之環境場研究 
 
 

艾寧靜
1         

劉清煌
2 

中央氣象局1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2 
 

 

摘    要 
侵襲臺灣地區的颱風集中在5至12月間，其中以夏季的數量最多，其次為秋季。夏季時，

當颱風接近臺灣時，颱風本身的環流，加上環境中的西南氣流容易形成共伴效應，可說是

颱風環流與周圍風場雙重影響的結果。入秋後東北季風盛行，颱風之外圍環流與東北季風

的共伴效應，易在臺灣北部和東北部局部地區引發強風、豪雨。過去眾多個案顯示共伴效

應易引發嚴重的災害，然而，對於颱風與季風間共伴效應的瞭解仍相當不足。本研究挑選

出2000年至2011年間與東北或西南季風共伴及無共伴之颱風個案三種類型，分別做綜觀環

境場之合成分析，以了解颱風與季風共伴之環境場特性。 
本研究中，與東北季風共伴之颱風選取2000年象神、2001年利其馬、2004年南瑪都、

2009芭瑪及2010年梅姬等5個颱風，與西南季風共伴之颱風選取2005年海棠、2006年碧利斯、

2008年卡玫基、2008年鳳凰及2011年南瑪都等5個颱風，另外再選取6個無共伴之颱風來做

比較，針對此三種類型對其綜觀環境場(濕度場、濕度場輻散、水氣通量在東北或西南方向

之分量、溫度平流場、溫度場、高度場等)做合成分析，探討各類型颱風之特性與其差異性。 
分析結果顯示，在925hPa濕度場，與東北共伴之颱風有明顯的乾、濕區，而與西南共

伴之颱風整個環境場水氣相當旺盛，並伴有強盛西南風；在濕度場輻散，與東北共伴之颱

風濕度場輻合區集中於颱風中心並向東北延伸，與西南共伴之颱風與無共伴之颱風則集中

於颱風中心；水氣通量在東北與西南分量上，與東北共伴之颱風其在東北與西南分量相當，

與西南共伴之颱風西南分量相當旺盛，而無共伴之颱風西南方向水氣中斷，風場較弱；在

溫度平流場，與東北共伴之颱風在西北側有明顯之冷平流，並伴隨冷舌。850hPa上各環境

場表現與925hPa相似，惟各環境場強度較弱。在500hPa溫度場及風場分析方面，與東北共

伴之颱風冷暖區有明顯差異性，與西南共伴之颱風在風場上，則伴有強盛西南風，等風速

線不對稱性較明顯。在200hPa輻散場分析方面，與東北共伴之颱風輻散場最大值在颱風中

心北側且向東北延伸，並伴有強盛西南風；與西南共伴之颱風輻散場最大值則在颱風中心

正上方。 

關鍵字：颱風、共伴效應、東北季風、西南季風、合成分析 
 

一、前言 
 

颱風與東北季風的交互作用，是臺灣地區颱風的

特色。9、10月颱風會與東北季風共伴產生豪雨，這

種情形下，颱風位於南方菲律賓呂宋島附近，距離

臺灣有一段距離，但颱風環流與東北季風的輻合，

常在臺灣東北部產生豪大雨，如2010年的梅姬颱風，

豪雨重創蘇花公路，以及1987年10月25日的琳恩颱

風，豪雨重創臺北市。除了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現

象外，在7、8月期間，西南季風會由孟加拉灣延伸

南海，源源不絕傳送水氣至臺灣，若颱風位於臺灣

北部或北部海面與颱風環流共伴形成輻合帶，西南

風提供水氣易產生豪雨。過去十年，如2004年敏督

利颱風、2005年海棠颱風、2008年卡玫基颱風等也

與莫拉克颱風類似，是颱風與西南季風共伴的範例。

可見，颱風與季風形成的共伴效應常產生劇烈的降

水，且造成嚴重的災害，因此共伴效益也是防災相

當重要的議題。 
李(2007) 研究1987年琳恩颱風與東北季風交互

作用產生強降水顯示，琳恩颱風影響期間，臺灣北

部地區之主要強降水，出現在鋒面由南部向北退，

且滯留於臺灣北部滯留時，且此顯著強降水並非單

純之地形舉升降水。強降水區呈東西向帶狀分布且

其中有數個強降水中心。分析環流特徵顯示，強降

水區和低層環流輻合區關係密切，故低層颱風外圍

環流與東北季風輻合的舉升作用顯著；再者，輻合

區中的移動性對流胞與中尺度過程，亦扮演相當重

要角色。此外，地形舉升作用則有加強和地區鎖定

的作用，當環境風場輻合作用和地形舉升作用一致

時，將導致持續性強降水。Wu et. al(2009)利用數值

模擬研究1998年芭比絲颱風和東北季風作用所引發

降雨事件，芭比絲颱風外圍環流與東北季風共伴作

用並配合地形的舉升，以及後期由東北季風與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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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環流形成之風切帶所提供的舉升機制，均是造

成臺灣東北部及東部地區劇烈降雨不可缺少的條

件。 
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重創南臺灣，雨量多處超

過2,000毫米，其在侵臺期間，受地形與颱風駛流減

弱影響，移行速度減慢，滯留臺灣時間拉長，加上

西南季風提供源源不絕的水氣，使得豪雨持續不斷

(許等，2010)；莫拉克颱風發生於大尺度西南季風顯

著的時間，颱風環流、夏季風與西南季風共伴形成

輻合帶，由於莫拉克颱風的慢行，此種風場配置型

態長時間維持，輻合帶上激發對流產生長時間(33小
時)的降雨，此外臺灣地形對於空氣抬舉亦扮演重要

角色，西南季風在臺灣南部地形受到抬升作用，也

在南部山區山坡處產生豪雨。由於颱風緩慢的移速，

使這兩雨帶近似滯留，豪雨成災(郭等，2011)。從郭

(2012)的研究發現，在颱風登陸颱風期間，臺灣的極

端降雨和颱風的移動速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速度

越慢，極端降雨現象越劇烈，反而與颱風強度並沒

有明顯關聯。 
本研究將針對與東北季風共伴之颱風、與西南季

風共伴之颱風及無共伴之颱風三種類型來比較分析；

以 中 央 氣 象 局 颱 風 資 料 庫

(http://photino.cwb.gov.tw/tyweb/tyfnweb/historical.ht
m)為選取颱風個案之依據，從2000年至2011年間中

央氣象局有發佈颱風警報之颱風來挑選個案，分析

其環境場綜觀特徵，如濕度場以了解颱風侵襲時之

大氣環境場水氣的分布，溫度場及溫度平流場用來

探討是否有冷空氣影響及冷暖空氣的對比，水氣通

量在東北、西南分量用來探討西南水氣通量之強度

及是否有強盛之西南風，濕度場輻合用以了解水氣

的輻合量與真實降雨之相關性，高層輻散場則探討

東北季風共伴時鋒面影響之程度。 
 
二、個案選取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與東北季風共伴之颱風、與西南季風

共伴之颱風及無共伴之颱風三種類型來比較分析，

在個案選取上，本研究以定量條件來選取研究個案，

主要以颱風影響期間在臺灣地區的降雨分布，以及

颱風環流與季風在臺灣附近有發生輻合之現象。 
在與東北季風共伴之颱風類型，以下列條件選取

颱風個案：(1)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後，臺

灣地區有東北季風帶來之冷空氣，(2) 在23∘至26∘
N，沿122∘E有東北季風與颱風環流產生之輻合，(3)
臺灣地區總累積雨量超過1,000毫米以上；共選取5
個個案來做合成分析與研究，分別為2000年象神颱

風、2001年利奇馬颱風、2004年南瑪都颱風、2009
年芭瑪颱風及2010年梅姬颱風(如圖1)。 

在與西南季風共伴之颱風類型，以下列條件選取

颱風個案：(1)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後，在

颱風中心南側水氣通量有旺盛之西南分量，(2) 在21 
至24∘N，沿120∘E有西南季風與颱風環流產生之輻

合，(3)臺灣地區總累積雨量超過1,000毫米以上；共

選取5個個案來做合成分析與研究，分別為2005年海

棠颱風、2006年碧利斯颱風、2008年鳳凰颱風、2008
年卡玫基颱風及2011年南瑪都颱風(如圖2)。 

另外，在無季風共伴之颱風類型，主要以颱風資

料庫中颱風路徑分類為第2、3類且強度在中度以上，

並在臺灣地區發生總累積雨量超過1,000毫米以上之

颱風個案，共選取6個個案來做合成分析與研究，分

別為2001年桃芝颱風、2005年泰利颱風、2007年聖

帕颱風、2007年柯羅莎颱風、2008年薔蜜颱風及2010
年凡那比颱風(如圖3)。 

本研究使用2000年至2011年間，中央氣象局的颱

風路徑圖、地面天氣圖、高空天氣圖、衛星雲圖、

雷達回波圖及累積雨量圖，以及日本JRA(Japanse 
ReAnalysis) 1.25∘x 1.25∘網格點分析場做為研究

資料。以選取之颱風個案，分別計算925hPa、850hPa 、
500hPa及200hPa各環境場參數之數值，再就與東北

共伴、與西南共伴及沒有發生共伴三種類型之颱風

各環境場合成分析。 
研究方法採用濕度場(比濕,q)、溫度平流場(tadv)、

濕度場輻散(qconv)及水氣通量在東北、西南方向之

分量(qne)等環境參數來做個案分析，另於合成分析

再加入溫度場及高度場。 
首先分析不同類型颱風之個案，然後再以合成方

式來了解各類型颱風之共通性。颱風個案分析中，

區域domain大小取30°經度* 25°緯度(東經105°～135°，
北緯10°～35°)。合成分析方法是以中央氣象局發布之

陸上颱風警報的時間點為參考時間點(T00)，空間上，

以各颱風中心為中心點疊加起來，合成domain大小

取25*21個網格點(30°經度*25°緯度)，計算各環境場

參數之平均值。 
 
三、共伴颱風合成分析 
 
3-1 與東北季風共伴之颱風合成分析 

由所選取之與東北季風共伴之個案颱風，分別計算

925hPa、850hPa、500hPa及200hPa各環境場參數之數

值，各個案分析圖與合成圖皆有以下之相似現象，

但其中以925 hPa較為顯著： 
1.在濕度場(q)，有明顯之乾濕區域，水氣集中於颱風

西南側，颱風北側則偏乾。 
2.在溫度平流場(tadv)，有明顯的冷平流。 
3.在濕度場輻散(qconv)，濕度場輻合區集中於颱風中

心且向東北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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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氣通量在東北、西南方向分量(qne)場，東北、西

南分量相當。 
5.在溫度場及高度場，颱風中心東南側較暖，西北側

較冷，隨時間增加冷暖空氣差異性愈大；暖空氣與

高度的偏差值，顯示出颱風正壓之特性。 
 
3-2 與西南季風共伴之颱風合成分析 

由所選取之與西南季風共伴之個案颱風，分別計算

925hPa、850hPa、500hPa及200hPa各環境場參數之數

值，各個案分析圖與合成圖皆有以下之相似現象： 
1.在濕度場(q)，整個大氣環流水氣皆相當旺盛，無偏乾現

象。 
2.在溫度平流場(tadv)，無明顯的冷平流。 
3..在濕度場輻散(qconv)，濕度場輻合區明顯集中於颱風中心，

且強度較強。 
4.水氣通量在東北、西南方向分量(qne)場，西南分量相當強

盛，東北分量僅表現於颱風本身東北風。 
5.在溫度場及高度場，颱風中心附近溫度較暖，等風速線最

強區分布於颱風中心東南側，颱風中心重力位高度較低，

且位於暖區。 
 
3-3 無季風共伴之颱風合成分析 

由所選取之無季風共伴之個案颱風，分別計算

925hPa、850hPa 、500hPa及200hPa各環境場參數之

數值，各個案分析圖與合成圖皆有以下之相似現

象： 
1.在濕度場(q)，水氣環境場旺盛，東北側有些許偏乾

現象。 
2.在溫度平流場(tadv)，無明顯的冷平流。 
3.在濕度場輻散(qconv)，濕度場輻合區集中於颱風中

心。 
4.水氣通量在東北、西南方向分量(qne)場，東北、西

南分量相當。 
5.在溫度場及高度場，颱風中心環流為溫度較暖，東

北側有較偏冷，重力位高度較低處位於暖區，等風

速線較大直區分布於颱風中心東側。 
 
四、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將就與東北共伴(簡稱NE類型)、與西南共伴(簡
稱SW類型)及無共伴(簡稱NO類型)三大類型之颱風，在

925hPa各環境場之T00(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之時

間點)合成分析來比較此三種類型颱風之差異性。 
 

4-1 濕度場及等溫線合成比較 

圖4(925hPa之濕度場及等溫線合成比較圖)顯示，NE類
型於颱風北側為乾空氣區，尤以西北側有最為偏乾，與等溫

線上之冷舌相對應；SW類型整體大環境水氣則皆相當旺盛，

尤以颱風中心水氣最為旺盛；NO類型水氣亦較NE類型旺盛，

於颱風中心東北側有稍微偏乾現象。 
 

4-2 溫度平流場及等溫線合成比較 

圖5(925hPa之溫度平流場及等溫線合成比較圖)顯示，

NE類型於颱風西側有明顯之冷平流，且於颱風西北側有一

冷舌，溫度梯度較強；SW類型冷暖空氣位置則與NE類型相

反，冷空氣集中於颱風中心東南側；NO類型冷空氣則分布

於颱風南側，暖空氣分布於颱風北側。 
 

4-3 濕度場輻散及水氣通量在東北、西南方向分

量合成比較 

圖6(925hPa之濕度場輻散及水氣通量在東北、西南方向

分量合成比較圖)顯示，NE類型濕度場輻合區由颱風中心往

東北象限延伸，輻散區分布於颱風左側；SW類型濕度場輻

合區集中於颱風中心，稍微往西南延伸，輻散區分布於颱風

右側；NO類型濕度場輻合區則集中於颱風中心。水氣通量

在東北、西南方向分量方面，NE類型東北與西南分量相當；

SW類型在西南分量相當強盛；NO類型與SW類型相似 
 

4-4 溫度場、高度場、風場及等風速線合成比較 

圖7(925hPa之溫度場、高度場、風場及等風速線合成比

較圖)顯示，NE類型有較明顯之溫度冷暖差異性，颱風北側

為冷區，南側為暖區；SW類型冷暖區分布與NE類型相反，

北側為暖區，南側為冷區，由於西南風強盛，等風速線較不

對稱；NO類型則為暖空氣分布於颱風中心，等風速線分布

與SW類型相似，惟強度較弱。 
 
五、結論 
 

綜整分析結果，在925hPa濕度場分析上，與東北季風共

伴之類型颱風有明顯的乾、濕區，而與西南季風共伴之類型

颱風整個環境場水氣相當旺盛，並伴有強盛西南風；濕度場

輻散分析方面，與東北季風共伴之類型颱風濕度場輻合區集

中於颱風中心並向東北延伸，與西南季風共伴之類型颱風與

無共伴之類型颱風則集中於颱風中心；水氣通量在東北或西

南分量分析方面，與東北季風共伴之類型颱風其在東北與西

南分量相當，與西南季風共伴之類型颱風西南方輛量相當旺

盛，而無共伴之類型颱風西南方向水氣中斷，風場較弱；溫

度平流場分析方面，東北季風共伴之類型颱風之西北則有明

顯之冷平流，並伴隨冷舌。 
就上述分析結果，分別整理出與東北季風共伴及與西南

季風之類型颱風各環境場特性之示意圖，圖8為與東北季風

共伴類型颱風之示意圖，圖9為與西南季風共伴類型颱風之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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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與東北季風共伴之颱風個案。 

  

  
圖 2、與西南季風共伴之颱風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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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無季風共伴之颱風個案。 

   
圖 4、925hPa 之濕度場(q)及等溫線合成比較圖，底圖為濕度場(色階顯示於下方)，黑色箭頭為風場，黑色實線

為等溫線；各小圖排列方式由左而右分別為與東北季風共伴、與西南季風共伴及無共伴颱風三種類型。 

   
圖 5、同圖 4 為溫度平流場(tadv)及等溫線合成比較圖，底圖為溫度平流場(色階顯示於下方)，黑色箭頭為風場，

黑色實線為等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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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同圖 4 為濕度場輻散(qconv)及水氣通量在東北、西南方向分量合成比較圖，底圖為濕度場輻合場(色階顯

示於下方)，黑色箭頭為風場，藍色虛線為水氣通量在東北方向分量，紅色線為水氣通量在西南方向分量。 

     
圖 7、925hPa 之溫度場、高度場、風場及等風速線合成比較圖，底圖溫度場(移除區域平均值，色階顯示於下方) ，

藍色箭頭為風場、黑色實線為等風速線、紅色線為重力位高度場(移除區域平均值，點線為負值，實線為

正值) 。 

 
        圖 8、與東北季風共伴類型颱風之示意圖。        圖 9、與西南季風共伴類型颱風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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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s between Microseisms and Western Pacific Typhoons 
Li-Ching Lin and Ban-Yan Kuo 

Institute of Earth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Microseisms in the deep seafloor are simply linked to activities of ocean gravity 

waves. It provides a good chance to examine source characteristics and possible links 
to western Pacific typhoons. By comparing between background and typhoon induced 
microseisms at ocean broadband seismometers (OBS) in south-eastern waters of 
Taiwan, the local topographic effect has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seismic spectra and 
the power between 0.1 and 0.3 Hz significantly coincides with two typhoon events 
(Megi and Chaba) on October 2010. Typhoon activit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above 
frequency bands as the long-period microseism (LPM) which only correlates with 
wind-generating waves around the center of circulation. In addition, such energy 
appears to be much more enhanced at the Hengchun ridge (depth of ~1700m) than 
that at the Huatung Basin (depth of ~4800m) when typhoon Megi developing in the 
shallow basin of South China Sea (SCS). Similar features can be captured by inland 
seismometers as well through spectra extraction, suggesting the source energy could 
be trapped in the SCS basin. The simple spectral method highlights the source 
associated with the typhoon intensity and could also be the potential tool of tracking 
typhoon motions in real time. 
 
Introduction 

The phenomenon, double-frequency (DF) microseism, has been linked to ocean 
gravity waves by storms with nonlinear wave-wave interaction in opposing wave 
groups (Longuet-Higgins, 1950). For that, we study the evolution of typhoon 
generated microseisms in terms of spectral method (Rabinovich, 1997) to investigate 
their correlation. This method is briefly outlined that the observed spectrum during the 
typhoon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sum of the energy associated with the typhoon 
source and background activity. For the topographic effect during typhoon and 
background periods,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same response in the spectral domain. 
Therefore, both each spectrum constitutes the external forcing during typhoon and 
background conditions and the identical topographic response. The spectral ratio may 
be expressed a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bserved typhoon and background spectrum. 
The advantage of spectral method is to enhance the source associated with typhoons 
and reduce the locally wind-generating waves above OBS sites in the open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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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eismic spectra in the period of typhoon MEGI (black curves) and 
background (gray curves) for S1005 (a) at the Hengchun ridge, and S1002 (b) and 
S1001(c) at the Huatung Basin; Spectral ratio for three dataset in the same 
typhoon shown i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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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臭氧剖面分析及探討 
 
 

       陳圭宏  羅如惠  鄭琇嬬  陳瑋蘭
 

       中央氣象局 
 

摘    要 
從離地面最近的邊界層內最大臭氧量層、經對流層頂至平流層最大臭氧量層，3層的高度分別約在900公尺、17,000公尺、

25,000公尺，高度相差很大，但3層的氣溫都呈夏暖冬冷的季節特性。  

平流層的最大臭氧量也有季節等徵。夏季臭氧分壓較大，冬季臭氧分壓較小。對流層頂和邊界層最大臭氧量之臭氧分壓則

是呈春夏較多，秋冬較少的季節特徵。比較環保署萬華站臭氧污染濃度的季節變化類似，春季的臭氧污染較嚴重，冬季最輕微。 

使用Mann-Kendall 檢定時間序列是否有趨勢方法，檢定1992年至2011年，20 年資料。結果對流層頂和最大臭氧量層的

氣溫有通過5%有意義水平的檢定，都呈現氣溫越來越低的趨勢，這結果和WMO 2010臭氧耗損的科學評估報告，平流層氣溫

有轉冷的趨勢結論相同。 

邊界層最大臭氧量層的氣溫也有通過 5%有意義水平的趨勢檢定，但氣溫是轉為越來越暖的趨勢。這邊界層最大臭氧量層

高度降低的趨勢，有可能加重地面的臭氧污染，符合環保署強調各種空氣污染指標中，惟有臭氧污染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對流層頂、最大臭氧量層、邊界層最大臭氧量層等3層的臭氧量，都沒有通過趨勢檢定，表示大氣層的臭氧量維持正常狀

態，沒有趨勢變化。比對本局的臭氧全量觀測，1993 年至 2011 年資料，也沒有通過趨勢檢定(pv 值為 47.2%)，顯示臺灣大氣

層臭氧量沒有趨勢變化。 

關鍵字：臭氧、對流層、平流層 
 

 

一、前言 

臭氧在大氣中的濃度比例很小，約

10~50ppb(ppb=10-9)，但整個大氣垂直分布很不均

勻，約有90%的臭氧集中在平流層大氣中，濃度最

大值一般出現在離地25公里左右。 

平流層臭氧產生機制簡單說明如下：高空氧氣分

子對波長小於200奈米(10-9公尺)的紫外線輻射，有

很強的吸收性質，氧分子(O2)吸收這能量，分解為2

個氧原子(O)，氧原子再和氧分子結合成為臭氧分子

(O3) 

O2 + hν  O + O 

O2 + O + M  O3 + M 

hν是指波長小於200奈米的紫外線能量，M是其

他的中性分子，在那高空的環境，主要是氮氣和氧

氣分子，M不參加反應，但M維持反應過程中的動

量和能量守恆，整個過程M帶走能量，其本身化學

性質沒有改變，M帶走的能量加熱平流層，使平流

層溫度高於對流層頂的溫度，也因此改變了溫度直

減率(lapse rate)，由高度上升而降溫的直減率轉變為

隨高度上升而增溫的直減率。造成平流層有非常穩

定的大氣，無上下對流運動，好像鍋蓋，蓋在對流

層頂，將對流層內的對流活動局限在對流層裏面，

不會穿透到平流層。 

臭氧生成後，會吸收絕大部分波長200奈米到320

奈米的紫外線，尤其280奈米以下的強紫外線

(UV-C)，幾乎全部攔下，保護地球生物，免受強紫

外線的傷害。其化學反應式如下： 

 O3 + hν  O2 + O 

臭氧吸收200-320奈米的紫外線，分解臭氧，但

同時再提供製造臭氧的原料氧原子，再和氧分子結

合生成臭氧，所以在平流層上，臭氧是生生滅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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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不已，成動態平衡。但是氟氯碳化物(CFCs)飄

到平流層後，裏面的氯原子會催化破壞臭氧，而且

是循環的催化作用，即氯原子參與消滅臭氧反應，

氯原子加速整個反應進行後，氯原子可以毫髮無傷

的出場，再參與下一場消滅臭氧的反應。科學家估

計每個氯原子，平均能摧毀10萬個臭氧分子，如此

臭氧快速的被消滅，終於於1985年發現南極臭氧

洞。 

臭氧垂直分佈另一高濃度區在低對流層的邊界

層內，主要是由於現今人類活動，大量使用汽、機

車所致，這裏臭氧的產生過程和平流層的臭氧不

同，其簡單化學式如下： 

NO2 + 太陽光  NO + O 

O + O2 + M  O3 + M 

NO + O3  NO2 + O2 

NOx(氮氧化物，NO 和 NO2的統稱)是氮氣和氧

氣在高溫中燃燒時化合而成，常溫下2種氣體不會

結合，大自然只在森林火災和閃電時會發生氮氧化

物，但現今都會區的交通工具(汽機車)，氮氣和氧

氣在引擎內高溫燃燒，也會排放氮氧化物。如果天

氣晴朗，陽光充足，即會分解二氧化氮(NO2)為一

氧化氮(NO)和氧原子(O)，氧原子再和氧氣分子結

合為臭氧分子(O3)，一般臭氧生成後，很容易再和

NO結合，回復成NO2和O2，淨效應臭氧很快消失。

但如果大氣中，NO被另一物質中和掉，使沒有足夠

的NO和O3 反應，多餘的臭氧分子就留下來了，而

這中和NO的物質是活性碳氫化合物RHC(Reactive 

HydroCarbons)，或稱揮發性有機物(VOCs)，是植物

自然會排放的物質，其反應如下： 

RHC + NO + 太陽光  NO2 + 其他產物 

NO不但被消耗掉，還生出更多的NO2，加上充

足的陽光，分解出更多的氧原子，和氧分子結合出

更多的臭氧分子。 

 

二、臭氧剖面探空儀器與原理簡介 
本局觀測臭氧剖面探空儀器是使用 Vaisala RS92 

Ozonesonde，這組儀器是由臭氧感應器(SPC Model 
ECC-6A ozone sensor)、雷文送(RS92 radiosonde)、臭氧

感應器界面卡(Ozonesonde Interface Card OIF92)及保

麗龍保護盒(Ozone sensor Styrofoam casing)等 4 部份組

成(圖 1)， 

 
圖 1，臭氧剖面探空儀器 Vaisala RS92 Ozonesonde，由

①臭氧感應器②雷文送③臭氧感應器界面卡及④保麗

龍保護盒等 4 部份組成 

臭氧感應器功能是用小幫浦(pump)抽入空氣，空

氣裏的臭氧和感應器裏的碘化鉀溶液立刻產生氧化

還原和電化學反應(electrochemical reaction)，產生電

流；臭氧感應器界面卡將電流訊號轉變為臭氧含量

訊號；雷文送再將訊號傳回地面接收器，保麗龍保

護盒主要是保護臭氧感應器能在盒裏面順利運作，

亦有減少整組臭氧剖面探空儀器觀測完後，由空中

往下掉的衝擊。 

臭氧感應器的構造如圖2，是由鐵氟龍(Teflon 

TFE)製成的容器，內有2個碘化鉀(KI)溶液槽，2溶液

槽內各置1白金電極(platinum electrodes)，分別成為

負極和正極的電解液槽，2電解液槽間有1個離子橋

(ion bridge)連接，此離子橋的功用是僅容許帶電離子

通過，而阻止兩邊電解溶液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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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臭氧感應器的構造圖，內有2個碘化鉀(KI)溶液

槽，2溶液槽內各置1白金電極，分別成為負極和正

極的電解液槽，2電解液槽間有1個離子橋連接 

 

負極電解液槽插入幫浦，抽進外面的空氣，臭氧

分子立刻和碘化鉀溶液發生氧化還原化學反應 

2KI + O3 + H2O  2KOH + I2 + O2 

接著在正極、負極電解液中發生電化學反應如

下： 

負極：3I-  I-3 + 2e- 

正極：I2 + 2e-  2I- 

如此電子通過離子橋通道，形成電流迴路，類似

啟動了1個化學電池。再由電流的強弱關係，經臭氧

感應器界面卡(OIF92)轉換為臭氧的含量。 

 

三、資料蒐集與處理 

臭氧探空剖面資料，取自本局第二組第三科的資

料檔案，自1992年至2011年，共20年資料，臭氧觀

測資料有效筆數共487筆，但不是每筆資料都成功觀

測，最明顯的失敗原因是氣球上升高度不足和接收

到的數據很亂、很不合理(儀器故障)。所以經過篩檢

後，到達對流層高度(17,000公尺以上)的有效資料有

446筆，佔全部資料比例0.916；到達最大臭氧量層高

度(25,000公尺以上)的有效資料有378筆，佔全部資料

比例為0.776。 

臭氧(O3)污染濃度資料則進入環保署網站，依序

點選空氣品質監測網、資料查詢與服務、月平均值

查詢，再選擇站名，下載資料。 

 

四、結果與討論 

圖3是對流層頂4觀測要素(氣溫、高度、臭氧量、

氣壓)之四季變化圖。

圖3，對流層頂4觀測要素(a)氣溫(b)高度(c)臭氧量(d)

氣壓之四季變化圖 

 

對流層頂是指氣溫從地面開始隨高度上升而下

降，直至轉為隨高度上升而增暖的高度，此時氣溫

達最低值，因此取這氣溫最小值的高度為對流層頂

的高度。圖3(a)顯示對流層頂氣溫四季的變化和地面

氣溫變化趨勢相同，夏季最暖(-77.8℃)，冬季最冷

(-80.1℃)，春秋兩季對流層氣溫居中，分別為-78.6

℃和-79.6℃，年平均對流層頂氣溫為-79.0℃。圖3(b)

為對流層頂的四季高度變化，大致上遵循溫度直減

率的型態，氣溫越低，高度越高；氣溫越高，高度

越低的變化，夏季對流層頂氣溫最暖，對應的高度

最低(17,040公尺)，冬季對流層頂氣溫最冷，對應的

高度最高(17,506公尺)，秋季介於兩者之間(17,366公

尺)，但春季的對流層頂高度達17,733公尺，是四季

中最高的高度，比較特別，原因有待進一步分析探

討。圖3(d)顯示對流層頂氣壓的變化。大氣層的氣壓

變化和高度變化成負正比關係(dp=-ρgdz)，即高度

升高，氣壓正比的反方向減小，所以一般大氣層高

度也可以用氣壓表示，因此對應夏季較低的對流層

頂高度有較大的對流層頂氣壓(95.7百帕)，對應冬季

最高對流層頂高度有最小的對層頂氣壓(85.8百帕)，

另外春季特別高的對流層頂高度，也對應特別小的

氣壓值(83.0百帕)。圖3(c)為對流層頂的臭氧量，以

分壓mPa(毫帕)為單位，以春季臭氧含量最多(1.95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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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夏季次之(1.80毫帕)，秋季臭氧含量最少(1.25

毫帕)，對流層頂臭氧含量和四季的氣溫變化，看不

出有特定的關係。 

圖4，最大臭氧量層4觀測要素(a)氣溫(b)高度(c)臭氧

量(d)氣壓之四季變化圖 

 

圖4顯示平流層裏最大臭氧量層，4要素之四季變

化。最大臭氧量層是指平流層內臭氧分壓最大值的

高度。先看圖4(c)最大臭氧量的的四季變化，夏季臭

氧量最多(14.2毫帕)，再來依序為春季(13.9毫帕)、秋

季(13.5毫帕)、冬季最少(13.1毫帕)，這種大小的排

序，剛好和圖3(a)對流層頂氣溫高低的四季排序一

樣，所以對流層頂氣溫和地面四季氣溫呈正相關，

也和平流層的最大臭氧量值有正相關，而且都是在

夏季和冬季分別有相對的高值和低值，認為這3者的

變化，和太陽直射角度的四季變化，最能解釋3者的

巧合，真正原因有待進一步參考各方的研究和分

析。圖4(a)最大臭氧量層氣溫四季之變化，也是有夏

季氣溫最暖(-49.6℃)，冬季最冷(-54.1℃)，春季(-50.9

℃)，秋季(-50.7℃)居中的關係，到這高度25公里的

高空，還保有夏暖冬冷的季節溫度變化。圖4(b)最大

臭氧量層高度值之四季變化，以秋季(25,749公尺)、

夏季(25,715公尺)有相對應高值，這裏已在平流層，

溫度直減率已經轉為隨高度上升而增暖，所以可以

大概看出氣溫較暖的夏季，有較高的高度，氣溫較

低的冬季，高度較低(24,813公尺)。圖4(d)最大臭氧

量層氣壓，大致仍和高度配合，較高的高度(秋季)，

呈較低的氣壓(22.8百帕)，較低的高度(冬季)，呈較

高的氣壓(26.0百帕)。 

圖5，邊界層內最大臭氧量層4觀測要素(a)氣溫(b)高

度(c)臭氧量、(d)氣壓之四季變化圖 

 

圖5是離地1,500公尺以下邊界層內最大臭氧量

層之4要素(氣溫、高度、臭氧量、氣壓)四季變化圖。

首先看圖5(b)邊界層內最大臭氧量層的高度變化，以

夏季最低(835公尺)，冬季最高(996公尺)，春秋兩季

居中，分別為982公尺和924公尺。對流層內溫度直

減率很明顯，高度越高，對應的氣溫越低，所以圖

5(a)顯示夏季最低邊界層內最大臭氧量層高度，呈現

最暖的氣溫(24.4℃)，冬季最大的高度，呈現最冷的

氣溫(11.3℃)，春秋2季居中，氣溫分別為17.6℃和18.6

℃。這種溫度分布又和地面四季氣溫型態類似。圖

5(d)氣壓值大小，一樣和高度值呈現負比例關係，高

度越高，氣壓值越小，高度越低，氣壓值越大，則

高度最低的夏季，氣壓值最高(917百帕)，但高度最

高的冬季氣壓值比春季稍高(冬季905百帕，春季1012

百帕)。主要原因是嚴格說是高度差和氣壓差成負比

例關係(dp=-ρgdz)，一般討論都假定地面氣壓相

等，所以都會簡單的說高度越高氣壓越低。但此時

高度不大，不到1,000公尺，氣壓下降的幅度有限，

是要考慮地面氣壓的大小，以得到整個高度的氣壓

差。臺北冬季地面平均氣壓為1019.7百帕，春季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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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氣壓為1012.6百帕，兩者高度氣壓和地面平均氣

壓差分別為114.7百帕和109.6百帕，就顯示出冬季有

較大氣壓差，相當於上升了較大的高度。圖5(c)邊界

層最大臭氧量四季的變化，以春夏秋冬四季的順序

排序下來，含量分別為(6.5、6.2、4.6、4.5毫帕)，以

這圖表分析，近地面的臭氧污染，以春季最嚴重，

冬季輕微很多，檢查環保署萬華空氣品質監測資

料，自1993年至2011年，19年資料，也是以春季臭

氧污染最嚴重，平均26.8ppb；冬季最輕微，平均

18.5ppb；夏秋2季居中，分別為21.1ppb和21.8ppb，

反應出類似的型態。 

趨勢分析使用無母數統計方法，Mann-Kendall

趨勢檢定法，此方法的基本概念是計算時間數列，

數列後面的數比數列前面的數大之個數越多，正趨

勢越有意義，反之，數列後面的數比數列前面的數

小之個數越多，呈負趨勢有意義。Mann-Kendall趨勢

檢定法之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與公式如下： 

H0：數列無趨勢 

H1：數列有趨勢(2尾檢定) 

時間序列X1, X2,….Xn      n個樣本 

T=r/(σ2)1/2 

r=(4P / n(n-1)) -1 

σ2=2(2n+5) / (9n(n-1)) 

P 代表Xi, Xj 中當 j > i且Xj > Xi 個數 

T 近似標準常態分布 

則 |T| > 1.645 通過10%有意義水平檢定(90%可

信賴度) 

|T| > 1.96 通過5%有意義水平檢定(95%可信賴

度) 

T大於零是正趨勢，T小於零是負趨勢 

以pv值(p-value)表示，pv值越小，拒絕H0的虛無

假設，接受H1數列有趨勢，pv值小於10%，表示具

有10%的有意義水平(significant level)，小於5%，表

示具有5%的有意義水平。 

圖6，對流層頂之(a)臭氧分壓(b)氣溫(c)高度(d)氣壓

散布圖，圖中加入趨勢線(迴歸線) 與pv值 

 

圖6是1992年至2011年，20年期間對流層頂之臭

氧分壓、氣溫、高度及氣壓散布圖，圖中加入趨勢

線(迴歸線)，顯示趨勢的強弱，左上角有計算出來的

pv值，可直接判定趨勢線是否有趨勢意義。其中只

有圖6(b)對流層頂氣溫強烈通過5%(pv值=0.4%)有意

義水平的檢定，即對流層頂氣溫具有強烈的負趨

勢，對流層頂氣溫呈越來越冷的趨勢。其他3個要素

(臭氧分壓、高度、氣壓)沒有通過5%的有意義水平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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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最大臭氧量層之(a)臭氧分壓(b)氣溫(c)高度(d)

氣壓散布圖，圖中加入趨勢線(迴歸線) 與pv值 

 

圖7同圖6，但為平流層最大臭氧量層之臭氧分

壓、氣溫、高度、氣壓。同樣只有氣溫通過5%的有

意義水平檢定，最大臭氧量層的氣溫也是呈越來越

冷的趨勢。這結果和WMO 2010，臭氧耗損的科學評

估報告(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Ozone Depletion 

2010)，強調平流層有降溫趨勢的結果一樣。其他3

個要素沒有通過Mann-Kendall統計檢定。不過臭氧分

壓的pv值等於11.9%，很接近10%的有意義水平，雖

然沒有通過檢定，仍可看出有輕微的上升趨勢，有

待日後蒐集更多的資料再驗證是否有增加的趨勢。 

圖8，邊界層內最大臭氧量層之(a)臭氧分壓(b)氣溫(c)

高度(d)氣壓散布圖，圖中加入趨勢線(迴歸線) 與pv

值 

 

圖8同圖6，但為邊界層最大臭氧層之臭氧分壓、

氣溫、高度及氣壓。除了臭氧分壓pv值大於5%，沒

有通過檢定外，其他3個要素，都通過5%有意義水平

的檢定。圖8(c)邊界層最大臭氧量層高度通過負趨勢

檢定，也就是邊界層內最大臭氧量層高度越來越降

低，而邊界層最大臭氧量層之臭氧分壓沒有趨勢變

化，意味最大臭氧污染層越來越接近地面，有可能

地面的臭氧污染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根據環保署

空氣品質監測網頁，有簡單說明臺灣空氣污染指標

物中，包括二氧化硫(SO2)、懸浮微粒(PM10)、一氧

化碳(CO)及二氧化氮(NO2)近年來都呈現改善(濃度

減小)趨勢，惟獨臭氧污染濃度呈逐年升高惡化的趨

勢，所以最大臭氧污染層越來越接近地面，加重地

面的臭氧污染越來越嚴重的推論是合理的。同樣氣

壓和高度負正比關係，高度越高，氣壓越低，邊界

層內最大臭氧量之高度呈負趨勢，則氣壓就反向呈

正趨勢，圖8(d)顯示邊界層內最大臭氧量層的氣壓pv

值=0.1%，通過5%的趨勢檢定，氣壓值越來越大，

越來越接近地面氣壓。圖8(b)顯示邊界層內最大臭氧

量層的氣溫pv值=0 %，也是有強烈通過5%的趨勢檢

定，也是有反應溫度直減率的關係，高度越來越低，

氣溫越來越高，越來越接近地面氣溫。 

 

四、結論 

從離地面最近的邊界層內最大臭氧量層、經對流

層頂至平流層最大臭氧量層，3層的高度分別約在

900公尺、17,000公尺、25,000公尺，高度相差很大，

但3層的氣溫都呈類似地面氣溫，夏暖冬冷的季節特

性。 

大氣層高度和大氣層氣溫有直減率的關係，所以

對應邊界層最大臭氧量層高度和對流層高度都呈夏

季氣溫高，高度就低；冬季氣溫低，高度就高的特

性，但春季對流層頂高度特別高，可能有其他因素

的作用，目前原因不明，尚待進一步探討。平流層

最大臭氧層高度則因溫度直減率的改變。轉為夏季

高度較高，冬季高度較低的性質。 

平流層的最大臭氧量也有類似地面氣溫的季節

特徵。夏季臭氧分壓較大，冬季臭氧分壓較小。對

流層頂和邊界層最大臭氧量之臭氧分壓都是呈春夏

較多，秋冬較少的季節特徵。尤以邊界層最大臭氧

量的季節特徵和環保署萬華站臭氧污染濃度的季節

變化類似，春季的臭氧污染較嚴重，冬季最輕微。 

使用Mann-Kendall檢定時間序列是否有趨勢方

法，檢定1992年至2011年，20年資料。結果對流層

頂和最大臭氧量層的氣溫有通過5%有意義水平的檢

定，都呈現氣溫越來越低的趨勢，這結果和WMO 

2010臭氧耗損的科學評估報告，平流層氣溫有轉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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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結論相同。其他3要素(臭氧量、高度、氣壓)

沒有通過趨勢分析的檢定。 

邊界層最大臭氧量層的氣溫也有通過5%有意義

水平的趨勢檢定，但氣溫是轉為越來越暖的趨勢。

高度和氣壓也都有通過5%有意義水平的檢定，高度

呈現越來越低，氣壓呈現越來越高的趨勢，這邊界

層最大臭氧量層高度降低的趨勢，有可能加重地面

的臭氧污染，符合環保署強調各種空氣污染指標

中，惟有臭氧污染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邊界層最大臭氧量沒有通過趨勢檢定。 

對流層頂、最大臭氧量層、邊界層最大臭氧量層

等3層的臭氧量，都沒有通過趨勢檢定，表示大氣層

的臭氧量維持正常狀態，沒有越來越多或越來越越

少的趨勢變化。比對本局的臭氧全量觀測，1993年

至2011年資料，也沒有通過趨勢檢定(pv值為

47.2%)，顯示臺灣大氣層臭氧量沒有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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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servational data collected by Doppler radar network in southern Taiwan area documents the downdrafts embedded 

within the rainband d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uthwesterly monssonal flow and Typhoon Morakot (2009). The downdrafts 

were significant for maintaining the rainband.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 by Didlark and Houze (2009) [1], two kinds of downdraft 

may form acompanying with the pricinple rainband: the inner-edge downdraft (IED) and low-level downdraft (LLD). The IED 

originating at 6–8-km altitude created a sharp reflectivity gradient along the inner boundary of the rainband. Didlake and Houze 

(2009) concluded that the IED was drove by buoyancy-induced pressure gradient acceleration. However, since the convective 

cell and updraft tilted radially inward, and the existence and dissipation of IED correspond to the life time of the convective cell, 

it implied that the IED might be induced by precipitation drag rather than by buoyancy-induced pressure gradient acceleration. 

Besides, a downdraft penetrated from radially outer region of rainband and subsided into the base of the reflectivity core (Hence 

and Houze 2008) [2]. Although the downdraft associated with the convection almost corresponds to the LLD found by Didlark 

and Houze (2009), it seems that the downdraft originates from mid-level rather than from low-level. The downdraft was probably 

triggered by the radially downwind side updraft, which has yet to be further analyzed. 

Keywords: low-level downdraft, rainbands of typhoon, inner-edge downdraft 

1. Introduction 
The Hurricane Rainband and Intensity Change 

Experiment (RAINEX) was accordingly executed in 2005, 

implementing airborne Doppler radar and GPS dropsonde 

observations to document the kinematic structure of 

hurricane rainbands over the North Atlantic and Caribbean. 

RAINEX was designed to examine how intensity changes of 

the hurricane appear to be related to the variation and 

evolution of eyewall/rainband structure. (Houze et al. 2006 

and 2007)[3][4] By analyzing the high resolution Doppler 

radar observation during RAINEX, Hence and Houze (2009) 

confirmed a three-dimensional pattern of the convective 

structure embedded within rainbands, which has been 

schematized by Barnes et al. (1983)[5] with indirectly 

inference from radar reflectivity and dropsonde data. The 

impressive analysis also further indentified how the 

small-scale features, i.e., convection, affect the up-scale 

storm circulation. The convective elements within a rainband 

consist of two circulations as the updraft transports flow of 

high moist static energy upward, and the downdraft conveys 

flow of low moist static energy downward at the same time. 

Hence and Houze (2008) emphasized the overturning updraft 

and how the upward motion builds and/or strengthens a 

midlevel jet that lies along the axis of the rainband(Fig. 1). 

They and the previous investigators have also noted 

downdraft structures affiliated with the principal rainband. 

Air feeding a low-level downdraft enters on the radially 

outward side of the principal rainband. The LLD tran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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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moist static energy air into the boundary layer. Another 

downdraft emanates from the upper levels on the radially 

inward side of the rainband. We call this feature the 

inner-edge downdraft. Didlark and Houze (2009) also show 

that the LLD originates as radial inflow in the lower levels, is 

likely forced by precipitation drag and subsequent 

evaporative cooling. The IED,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hurricane’s radial outflow in the middle levels, is likely 

initially forced by pressure perturbation fields created in 

response to the buoyant overturning updrafts.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downdrafts embedded within 

the rainband of Typhoon Morakot (2009) by using the 

Dual-Doppler wind analysis. This study documents the 

overlap of high pressure and downdraft suggested that the 

IED triggered by precipitation drag might intensify by 

evaporation cooling at low levels. Besides, a perturbation 

high existed at the upwind side of SW flow. And the core just 

located at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col. 

2. Data source and analyzed 
methodology 

The weather radar network in southwestern Taiwan area 

includes three operational Doppler weather radars. They are 

located at Makung, Chiku and Kenting (Fig. 2), especially 

the Makung radar equips dual-polarization observation. The 

distances between Makung and Chiku radar, Chiku and 

Kenting radar are 64 and 158 km, respectively. Consequently, 

they can offer different areas of the same scan coverage 

which are available for dual-Doppler radar wind synthesis. 

The referring setting and process for synthesizing wind are 

described in the study by Lee et al. (2008)[6]. Wei et al. 

(2012) [7] have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 of dual-Doppler 

synthesis from Chiku and Kenting radar. The synthesized 

wind from Makung and Chiku radar, however, can obtain 

improved results due to the short baseline. Considering 

enhanced sampling, the grid setting of interpolating radar 

data is also 1.5 km×1.5 km×0.5 km.  

3. Radar data analysis 
As discussed previously, rainbands in Area D was 

organized by constantly triggered convections. They were 

located in the coverage where Chigu (RCCG) and Makung 

(RCMK) weather radar could scan. The baseline between 

both radars is 60 km that is capable to deduce the evolution 

of convections by dual-Doppler wind synthesis. The 

rainbands became prominent while typhoon moving further 

northward after 2000 UTC 8 August and was well-organized 

since 2139 UTC (Fig. 3). There were a number of 

convections embedded within the linear, east-west oriented 

rainband. Barnes et al. (1983) have ever defined the 

convection by precipitation echo larger than 25 dBZ. Since 

the intensity of precipitation echo in the rainband were larger 

than 35 dBZ, the convection was defined by the 

encompassed region of larger than 40 dBZ, and enclosed 

area by 45 dBZ was regarded as convective core. The 

convections propagated eastward into the southwest Taiwan 

Area, while the rainband system was approximately 

stationary. The rainband was located at where the strong 

southwesterly and westerly flew together. Since the 

maximum wind speed of southwesterly was over 25 ms-1 and 

westerly was around 24 ms-1, the confluence between both 

flow might triggered local speed convergences. The 

examination of cell evolution would focus on low level, for 

the SW flow was significant below 850 hPa. The convection, 

denoted as D1, associated with a remarkable convective core 

developed in the west of the rainband by 2139 UTC. The 

accompanying convergence in the south of D1 exceeded 1.5 

× 10-3 s-1, providing apparent upward vertical velocity lager 

than 2 ms-1. In addition to the updraft, a significant 

downdraft appeared in the north of D1 with velocity lower 

than -2 ms-1. Meanwhile some convection also developed in 

the further south of D1. One of them, which was denoted as 

D2, moved east-northeastward with speed of 33 ms-1 

merging with cell D1 gradually in the next 15 min(Fig. 4), 

while D1 propagated eastward with speed of 25 - 28 ms-1. 

The local convergent zone also translated associated with 

cell D1 with the same speed and enhanced. Remarkably, 

Another stronger one with convergence greater than 2 × 10-3 

s-1 was developed at the west end of rainband. Eventually 

core D2 merged with D1 to reform a new east-west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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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ctive core titled as D3 by 2209 UTC (Fig. 5). The 

remnant of D1 still existed at the inner edge of rainband 

accompanying with weak negative vertical velocities. It then 

dissipated by releasing precipitation. However, the intense 

convergence in the west of core D3 triggered a new 

convective core - core D4. Likewise, the core D4 moved 

eastward associated with an intense convergence with speed 

of 25 ms-1. Since the translation speed of core D3 decreased 

to 15 ms-1 before moving inland (Fig. 6), core D4 would 

overtake the convection at the eastern side to enhance its 

strength. The enhancement of core D4 was thus similar to the 

core D3. Consistently, a convection developed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local convergence in the west of core D4 

(Fig. 7). However, no more convections and convergences 

occurred at the western end of rainband. Instead, a small gap 

existed between the present rainband and the next convection 

which was developed at somewhat northwestern side of the 

rainband. The northward shift of development of convection 

was comparable to the slightly extent of SW flow. 

The analysis delineated that the rainband was located at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westerly and southwesterly which 

generated several local convergences to trigger convections. 

Because the rainband exhibited quasi-stationary in the 

coverage of dual-Doppler synthesis, it was identified that the 

convections might maintain by merging another one. The 

monitoring was helpful for recognizing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inband, but the evolution of 

embedded convections. 

4. Discussion 
The analyses for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velocities showed that the posi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vertical velocities associated with convections extended 

southward from low level to middle level, implying that the 

vertical feature of the convection might lean radially outward. 

As aforementioned in Introduction, earlier and recent 

observational studies by using airborne radar delineated that 

the radially outward slope of the convective cell is 

characteristic of cells within rainbands. The upward motion 

possesses similar vertical feature and relates to the slantwise 

radar echo maximum. The section will discusses the vertical 

characteristic and evolution of convective cells along the 

rainband. Moreover, a comparison with current conceptual 

model of convections embedded within principal rainband 

would be evaluated. Figure 8a shows the area larger than 30 

dBZ of convective core D1 vertically extended to 8 km in 

height. The reflectivity gradient was sharp on the radially 

inward side of core D1, where a significant downdraft (> 

2ms-1) originated at 6-8 km in height. The pattern suggested 

that the downdraft resembled inner-edge downdraft (IED) 

proposed by Didlake and Houze (2009), who concluded that 

the IED was drove by buoyancy-induced pressure gradient 

acceleration.  However, since the convective cell and 

updraft tilted toward to typhoon center, and the existence and 

dissipation of IED accompanied with that of core D1, it 

implied that the IED might be induced by precipitation drag 

rather than by buoyancy-induced pressure gradient 

acceleration. The difference was probably owing to the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rainband; the present investigating 

rainband was not the principal rainband. The overturning of 

updraft coincided with the top of the convective cell, 

suggesting the feature also occurred at the rainband far from 

typhoon center.  

Figure 9a also depicted that there was a phase shift 

between core D1 and the intense low level convergence, 

providing a proper mechanism to trigger a new cell between 

core D1 and D2. The convergence was initiated from the 

downdraft which was at the south of core D2. Figure 1 

illustrated a downdraft pattern, highlighted by a white arrow, 

in core D2. It also depicted that the core D2 was vertically 

outward slantwise. The downdraft penetrated from radially 

outer region of rainband and subsided into into the base of 

the reflectivity core (Hence and Houze 2008). Although the 

downdraft associated with the convection almost corresponds 

to the low-level downdraft (LLD) found by Didlark and 

Houze (2009), it seems that the downdraft originates from 

mid-level rather than from low-level. The downdraft was 

probably triggered by the radially downwind side updraft, 

which has yet to be further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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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marked feature is that there was a maximum 

horizontal wind at the low level in the south of core D2 

(Figure 9b). It indicates the rainband spiraling toward the 

eyewall with convective cells embedded along its inner edge, 

radially inward of the SHWM.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cells were on the inner edge of the rainband, radially inward 

of the center of the SHWM. 

Figure 10a shows the vertical characteristic of core D4. 

The pattern of the overturning updraft wa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observation during RAINEX. The reflectivity core and 

the updraft were tilted radially outward. The maximum 

updraft was located at 6 - 7 km level with speed exceeding 6 

ms-1, which came from the radially outer region of the 

rainband. The radially inward flow decelerated at the low 

level of core D4 that generated a significant convergence 

(Figure 10b), though, it could extend slightly inward to lift 

the weak front-to-rear flow, enlarging the convergent area. It 

suggested that the flow pattern could play an auxiliary role to 

enhance core D4, which has never be described in Barnes el 

al.'s conceptual model (Figure 1). Besides, the maximum 

horizontal wind existed at the radially outer region of core 

D4. However, the positive vertical vorticity at mid-levels 

above core D4 is weak, revealing that the intense wind 

developed and maintained without the feedback of the 

positive vertical vorticity(Figure 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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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ram illustrates 

 

Fig. 1 (a) Plan view schematic of the principal band within a 

mature, single-eyewall hurricane, with the SHWM (labeled 

as ‘‘jet’’) illustrated in relation to the convective elements 

within the rainband. (b) Schematic of the vertical convective 

motions within rainband along the cross section. (Hence and 

Houz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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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Research data relative location map. The triangle 

indicates the radar station location. The square indicates the 

sounding station location. The circular indicates the position 

of the satellite retrieval temperature data. The gray part 

indicates the dual-Doppler radar wind synthesis. 

 

Fig. 3 August 8, 2009 at 2139 UTC the Makung and Chiku 

radar altitude of 1.5 km dual Doppler synthesis wind field. 

Color shading is rainfall echo. The gray solid line is the 

coastline. The horizontal coordinates and vertical coordinates 

represent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radar stations. (a) The 

black contours indicate horizontal wind speed. The blue 

contour indicates the convergence field (greater than 

0.5X10-3s-1). (b) The white circles indicate greater than 

45dBZ rainfall echoes. The black contours indicate the 

vertical velocity field. 

 
Fig. 4 August 8, 2009 at 2154 UTC the Makung and Chiku 

radar altitude of 1.5 km dual Doppler synthesis wind field. 

The remaining described in Fig. 3. The black dash line 

indicates the cross-section position. 

 
Fig. 5 August 8, 2009 at 2209 UTC the Makung and Chiku 

radar altitude of 1.5 km dual Doppler synthesis wind field. 

The remaining described in Fig. 3. 

 

Fig. 6 August 8, 2009 at 2224 UTC the Makung and Chiku 

radar altitude of 1.5 km dual Doppler synthesis wind field. 

The remaining described in Fig. 3. The black dash line 

indicates the cross-section position. 

 

Fig. 7 August 8, 2009 at 2231 UTC the Makung and Chiku 

radar altitude of 1.5 km dual Doppler synthesis wind field. 

The remaining described in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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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August 8, 2009 2154 UTC D1 convective cell vertical 

cross-sectional view. Color shading is rainfall echo. The 

horizontal coordinates represents a cross-sectional line 

distance. The vertical coordinates represent height. (a) The 

black contours represent the vertical speed of the wind field. 

The weathercock value has to lose the system moving speed. 

(b) The black contours represent the horizontal velocity field. 

The blue contours represent the convergence field. 

 

Fig. 9 August 8, 2009 2154 UTC D2 convective cell vertical 

cross-sectional view. Color shading is rainfall echo. The 

horizontal coordinates represents a cross-sectional line 

distance. The vertical coordinates represent height. (a) The 

black contours represent the vertical speed of the wind field. 

The weathercock value has to lose the system moving speed. 

(b) The black contours represent the horizontal velocity field. 

The blue contours represent the convergence field. 

 
Fig. 10 August 8, 2009 2224 UTC D4 convective cell 

vertical cross-sectional view. Color shading is rainfall echo. 

The horizontal coordinates represents a cross-sectional line 

distance. The vertical coordinates represent height. (a) The 

black contours represent the vertical speed of the wind field. 

The weathercock value has to lose the system moving speed. 

(b) The black contours represent the horizontal velocity field. 

The blue contours represent the convergence field. (c) The 

black contours represent the horizontal velocity field. The 

blue contours on behalf of the vorticit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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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400 年來豪雨之分析 

劉昭民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摘要  本文依台灣歷史的先後，分成清代豪雨紀錄、日據時代的豪雨紀錄、近 60 餘年來豪雨紀錄等部分，加

以說明，然後舉例說明造成豪雨之原因，而這些颱風暴雨包括西北颱、夏季 9 字形颱風雲帶、秋末冬初 6 字形

颱風雲帶等，再加上台灣中央山脈之地形舉升作用，乃造成台灣南北地區不同季節之大洪澇水災。本文還將以

圖形示意說明大豪雨之原因。 

關鍵詞：豪雨、梅雨季豪雨、颱風暴雨、西北颱、9 字形颱風雲帶、6 字形颱風雲帶、地形舉升作用。 

一、前言 

洪澇災害對我們人類之生活、動植物之生長、農業生產、工業生產以及經濟建設等均會造成不利的影

響，洪澇使堤防崩潰，淹沒農田和農作物，沖毀橋樑、鐵公路，淹沒機場，造成機場關閉，使民航機航班延誤

或取消，造成旅客困擾和損失，洪澇造成之山洪、泥石流和巖體崩塌也會給人們之生命安全帶來威脅。因此，

氣象部門和防災部門對洪澇之預警相當重視。 

洪澇源自暴雨，台灣的中央氣象局對暴雨之定義是每小時雨量 ≧13 公厘(毫米)，日雨量 ≧130 公厘(毫

米)
1
，但是這一個暴雨標準不一定會造成洪澇，一定要日雨量 ≧500 公厘(毫米)才有可能形成洪澇和豪雨。中

國之氣象部門規定 24 小時雨量 50~99 毫米為暴雨，100~199 毫米為大暴雨，≧ 200 毫米為特大暴雨
2
，才有機

會造成洪澇和豪雨，因此，這個標準比較符合實際。而造成這些洪澇和大水災的氣象因素絕大多數是颱風，其

次是梅雨季豪雨。 

謹將台灣自清代以來的大洪澇水災紀錄縷列如下。 

二、清代的大豪雨水災紀錄 

(一) 1721 年秋季的大豪雨水災 

「康熙六十年 (1721 年)8 月 13 日 (農曆)夜，大風，天盡赤。提督施世驃駐兵郡城，營盤飄倒，民居傾

壞，……註：是日颶風大作，雨大如注，火光閃閃灼天，發屋碎舟，……軍民溺死無數。」
3
 

「康熙六十年 (1721 年)8月，大風壞民居，天盡赤，軍民多溺死。」
4
 

這是指康熙六十年 (1721 年)秋 8 月 13 日晚上，颱風侵襲台南之情況，出現颱風中大雷雨 (天盡赤)，故

暴雨如注，造成慘重之災情。 

(二) 1740 年夏季的大豪雨水災 

「乾隆五年 (1740 年)6 月 22 至 25 日 (農曆)，諸羅邑鹽水港，颱風淋雨，被水淹倒倉廠二十四間，浸粟

一萬五千餘石，居民損壞，官賬銀二百兩。」
5
 

這是指 1740年夏季 7月 (國歷)，侵襲台灣的颱風，颱風過後又引進旺盛的西南氣流，故台灣中南部地區

豪雨連續下四日之久，造成慘重的災情。1918 年連橫在他的名著《台灣通史》中也記載此次颱風暴雨曰： 

「乾隆五年 (1740 年)閏 6月，大風雨四日始息，鹽水港被災尤烈，發帑二百兩以振恤。」
6
 

1  資料來源為台灣中央氣象局。 

2 丁一匯、張建雲等，2009：暴雨洪澇，P.1。 
3 劉良璧，1741：《重修台灣府志》卷十九〈雜記〉。 
4 連橫，1918：《台灣通史》卷三〈經營記〉。 
5 同注 3。 
6 同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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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749 年秋 7 月台灣南部大豪雨水災 

連橫在《台灣通史》中記載： 

「乾隆十四年秋 7 月 (國歷 8 月)，大雨水，台灣縣屬 (台灣中南部地區)田園多陷。」
7 

這是指颱風從台灣東方海面北上後，引進旺盛西南氣流，使台灣中南部地區豪雨成災。 

三、台灣日據時代的大豪雨水災紀錄 

日人據台 50 年，曾經留下很豐富的氣象觀測資料，其他豪雨資料也不少 (古偉瀛、黃俊傑 1989；謝信良

等，1998)
 89
，主要計有以下所列。 

(一) 1898 年 8 月 6 日 (以下均指國歷)台灣中北部 大 豪雨 水災 

1898年 8月 4日中度颱風在台灣東南方海面上形成後即向西北方向移動，6日從彭佳嶼與基隆之間海面上

掠過形成西北台，而且引進西南氣流，台中 5~8日雨量達 821毫米，中北部災情慘重，死亡 182人，傷 98人。 

(二) 1911 年 8 月 30 日~9月 2 日台灣北部豪雨 

1911 年 8 月 31 日強台從宜蘭登陸，不但形成西北台，而且引進旺盛西南氣流，使台北發生嚴重豪雨，史

稱「辛亥暴風雨災」，死亡 451 人，傷 482 人，全台北市街化為一片泥海。 

(三) 1930 年 9 月 4 日全台 大 豪雨 水災 

1930 年 9 月 4 日，強烈颱風 (中心氣壓 925 hPa，中心最大風速 125 KTS)，從基隆附近海面向西掠過，成

為西北台，9 月 1 日~5 日台南總雨量達 721.6 毫米，全台災情慘重，死亡 136 人，傷 50 人。 

(四) 1932 年 8 月 24 日台北 大 豪雨 水災 

1932 年 8 月 24 日中度颱風 (中心氣壓 945 hPa，中心最大風速 95 KTS)，自台灣北部近海面上向西移動，

並於 25日進入中國大陸，屬於西北台，台北 23~25日總雨量 365毫米使台北發生豪雨，自台北開往淡水之火車

被吹倒倒入洪水之藺草中，死亡 14 人，連同大台北共死亡 97 人，29 人失蹤。 

(五) 1934 年 7 月 15~20 日南台灣 大 豪雨 水災 

1934年 7月 15~20日，中度颱風從台灣東北部海面西移，引進旺盛西南氣流，恆春 17~21日總雨量達 697

毫米，造成台灣北中南部豪雨，死亡失蹤 38 人，水淹民房數萬戶，農漁業損失亦大。 

(六) 1942 年 7 月 11~12 日北部東部 大 豪雨 水災 

1942 年 9 月 11 日中度颱風(中心氣壓 950 hPa，中心最大風速 90 KTS)自台灣東北部登陸，自桃園出海，

形成西北台，北部災情慘重。 

(七) 1943 年 7 月 16~18 日台灣中北部 大 豪雨 水災 

1943 年 7 月 17 日強烈颱風 (中心氣壓 944 hPa，中心最大風速 100 KTS)自基隆河谷進入，形成西北台，

中部及北部發生豪雨，死亡人數近 300 人。 

四、近 60餘年來的大豪雨水災紀錄 

台灣光復以來，氣象測站和雨量站紛紛建立，全台雨量紀錄亦增加很多，加上人口和建築物大量增加，

以致豪雨造成之損失亦大為增加。茲將台灣光復以來台灣主要豪雨紀錄縷列如下。
10
 

(一) 1946 年 9 月 26 日強烈颱風造成 大 豪雨 水災 

1946 年強烈颱風 (中心氣壓 940 hPa，中心最大風速 100 KTS)在花蓮登陸，全台遭受風災和水災，死亡

7 同注 4。 
8 古偉瀛、黃俊傑，1989：〈日據時代台灣天然災害史科彙編〉 
9 謝信良等，1998：百年 (1897~1996)侵台颱風路徑圖集及其應用。 
10 劉昭民，2000：四百年來台灣水旱異常災害之分析(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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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人，傷 459 人，農林漁業損失數億元以上。 

(二) 1951 年 5 月 14~18 日梅雨季豪雨成災 

1951 年 5 月 14~18 日嘉南平原發生梅雨季暴雨，14~17 日嘉義總雨量達 400 多毫米，造成山洪暴發，18

日清晨草嶺水庫崩潰，沖毀下游橋樑和河堤，淹沒雲嘉彰三縣農田，平民傷亡 200 餘人，兵工部隊死亡 1 人，

失蹤 73 人，受傷 47 人，民房被毀無數。 

(三) 1959 年 8 月 7 日豪雨(八七水災) 

1959年 8月 5日愛倫颱風 (Ellen)在琉球海面北行，並導引東沙島附近海面上之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中心

氣壓 996 hPa)在 8 月 7 日傍晚 0900 UTC 於布袋北門登陸，並移向中部陸地，以致開始出現暴雨，直到 8 日午

夜才停止，暴雨空前強大，兩小時雨量達 406.8毫米，12小時雨量達 1001毫米，24小時更高達 1065毫米，造

成中南部豪雨，死亡 665 人，失蹤 425 人，損失一億美元以上，歷三四年才整建完成，這是有名的「八七水

災」。 

(四)  1963 年 9 月 11 日大台北 大 豪雨 水災 

1963年9月10日，強烈颱風葛樂禮 (Gloria) (中心氣壓920 hPa，中心最大風速135 KTS)，通過石垣島，

11日夜到達台灣北部附近海面時，形成強烈的西北台，時值漲潮，加上強勁西北風以及一日一夜豪雨，使大台

北嚴重淹水，松山機場亦全部淹沒，死亡 363 人，民房全倒 1 萬 4 千棟，損失十分嚴重。 

(五) 1977 年 6 月 7 日梅雨季大豪雨水災 

1977年 6月 2日梅雨鋒南下，引發連日暴雨，6月 7日台南日雨量高達 326毫米，打破 24年來最高紀錄，

阿里山 6 月 2~7 日總雨量達 500 毫米以上，加上海水倒灌，導致農漁業損失慘重。 

(六) 1981 年九三豪雨 大水災 

1981 年九三暴雨之成因和 1959 年八七暴雨之成因，十分相似，乃因艾妮絲颱風 (Agnes)從台灣東北方海

面北上東海後，引進旺盛西南氣流所致。嘉義自九月三日凌晨 3 時起，連降大雷雨 6 小時，總雨量達 347.5 毫

米，打破該地 6 小時雨量最高紀錄，台南縣和高雄縣地區日雨量皆在 500 毫米以上，造成嘉南平原豪雨，損失

高達 100 億元以上，為八七水災以來最慘重之災害。 

(七) 1984 年六三水災 

1984年 6月 3日凌晨，梅雨鋒過境，使大台北地區及桃園縣遭受二、三十年來罕見的豪雨侵襲，台北市在

6小時內降下 248毫米，打破歷年梅雨季暴雨之紀錄，日雨量亦高達 500毫米以上，死亡 32人，失蹤 5人，受

傷 12 人，農、工、交通業損失達 200 億元以上。 

(八) 1987 年 10 月 24 日台灣北部大豪雨水災 

1987 年 10 月 23~25 日，琳恩颱風從巴士海峽西移，颱風北方之外圍環流和東北季風產生共伴作用，引發

台灣北部和東北部大暴雨，24 日陽明山日雨量高達 1136 毫米，造成大台北豪雨，機場亦被淹，損失 400 億元

以上。 

(九) 1994 年 7~8 月連續 4個颱風豪雨 

1994 年受到聖嬰現象之影響，西太平洋海面平均溫呈正距平+2℃，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在日本南部穩定

少動，而且強度甚強，使 7~8 月連續四個颱風 9408. 9416. 9417. 9420 皆沿著副高西南緣侵襲台灣，為 20 年

來夏季颱風登陸台灣最多的一年，風災和雨災所造成之損失在 100 億元以上。 

(十) 1996 年 7 月 31 日~8月 1 日賀伯颱風暴雨 大水災 

1996 年 7 月 31 日午夜，強烈颱風賀伯 (中心氣壓 940 hPa，中心最大風速 105 KTS/G 130 KTS)，在宜蘭

頭城附近登陸，歷時 4~5 小時後始從桃園附近出海，由於颱風本身不但造成西北台，還引進旺盛的西南氣流，

全台皆出現特大暴雨，阿里山 12小時總雨量達 1157.5毫米，24小時總雨量更高達 1748.5毫米，打破 1959年

八七暴雨 (1065 毫米)及 1987 年 10 月 24 日琳恩颱風暴雨 (1136 毫米)之 24 小時總雨量紀錄，死亡 51 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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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 22 人，463 人受傷，僅農業上之損失即高達 200 億元。以下再就 2000 年以來台灣發生的幾次大暴雨洪澇水

災列出如下。 

(十一) 2000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象神颱風造成大台北豪雨 大水災 

2000 年 10 月 20 日象神颱風在呂宋島東南方海面形成後即很穩定地向西北西方向移行，並於 28 日進入南

海，但是 30 日凌晨起因 700 hPa高空槽東移至日本到華東一帶，日韓地區 700 hPa高度值急降，日本南方海面

鋒面雲帶之牽引等因素之影響，而折向北北東方向移行，對台灣形成東北季風冷氣流和颱風環流暖氣流共伴的

可怕的「秋台」型暴雨，陽明山區 30. 31. 1 日三天雨量達 1023 毫米，造成大台北地區水災，31 日晚上強風

暴雨還使一架新航SQ-006 次班機起飛時失事墜毀，死亡 83 人，受傷 44 人之慘劇
11
。 

(十二) 2001 年 9 月 15~19日納莉颱風造成台灣中部和北部大豪雨水災 

2001年 9月中旬正值夏季和秋季過渡季節，納莉颱風在琉球附近海面因受到中國大陸華南冷高壓、日本之太平

洋副熱帶高壓、菲律賓高壓及丹娜斯颱風之相互作用，以致停滯打轉一星期之久，號稱為「忽走忽停」、「忽

左忽右」、「忽強忽弱」、「壽命最長」等四怪之颱風，9 月 14 日晚上它又折向西南方，而於 16 日晚上在台灣東

北部海岸登陸，「西北台」給大台北地區帶來大豪雨，陽明山五天之總雨量高達 1309 毫米，嘉義亦高達 1066.5

毫米，由於「西北台」加上海水漲潮倒灌，造成大台北地區自 1987 年 10 月 24 日琳恩颱風以來損失最慘重之豪

雨，台北松山機場也因颱風及淹水而關閉三天，民航業損失慘重。
12
 

(十三) 2008 年 7 月 17~18 日台灣中南部地區發生颱風豪雨水災 

2008 年 7 月 17~18 日卡玫基颱風從台灣東方近海面上向北緩慢移行時，其 9 字型颱風雲帶所帶來的旺盛西

南氣流，使台灣中南部山區出現豪雨，台中一小時雨量達 149 毫米，17~18 日台中兩天總雨量達 590 毫米，南部

山區亦達 900 毫米，水災造成 20 人死亡，失蹤 8 人，農業損失達 7 億元
13
。 

(十四) 2009 年 8 月 7~9 日台灣中南部地區特大豪雨和特 大水災 

2009 年中度颱風莫拉克 (MORAKOT)於 8 月 7 日午夜 23 時 50 分在花蓮登陸後，因受到北方太平洋副熱帶

高壓勢力減弱，700 hPa 24 小時高度值變差圖上日本和中國東北皆由正值轉變成負值的影響，乃由西折向北緩慢

移行，並引進旺盛的西南氣流，中南部山區乃產生持久性特大暴雨，8 月 7~9 日阿里山之總雨量約 3000 毫米 (5

日~10 日則多達 3059.5 毫米)，玉山多達 2160.8 毫米，造成中南部山區豪雨，尤其山崩和泥石流更沖毀高屏溪上

游的村莊和許多橋樑，小林村 500 人死亡和失蹤，新開村 30 余村民也被泥石流掩埋，損失慘重
14
。 

(十五) 2010 年 9 月 19 日凡那比颱風侵襲，造成高屏地區豪雨 

2010 年 9 月 19 日上午 8 時 40 分中度颱風凡那比在花蓮登陸，並於傍晚 6 時從台南出海，但是它所引進的

旺盛西南氣流使南台灣自下午開始即下豪雨，直到午夜才停止，由於暴雨過猛，屏東山地日雨量高達 1079 毫米，

其他高屏地區雨量均在 600~1000 毫米之間，乃造成高屏地區豪雨
15
。 

(十六) 2010 年 10 月 21 日宜蘭平原豪雨 

2010 年 10 月 13 日中度颱風梅姬在菲律賓東方遠海上形成後，即以西北轉西方向移行，並於 18 日通過呂

宋島北部進入南海，19 日近似滯留，因受到北方 700 hPa高空槽的到達，中國北部地區 700 hPa高度值 24 小時變

差轉為負區之影響，使梅姬颱風於 20 日轉向北緩慢移行，梅姬颱風北上後，由於颱風東北方之暖氣流和東北季

風冷氣流在台灣東北方合流產生共伴作用，並形成滯留鋒，颱風外圍暖氣流乃在東北季風冷氣流上方爬升，21

日在宜蘭平原和蘇花公路北段出現特大暴雨，中午尤大，蘇澳 1300L~1400L雨量高達 181.5 毫米，日雨量更高達

11 劉昭民，2001：2000 年初冬象神颱風之氣象環境場分析，航空氣象第 14 期，P.22~32。 
12 劉昭民，2001：2001 年 9 月納莉颱風之環境場分析，航空氣象第 16 期，P.17~P.26。 
13 數據源中央氣象局。 
14 劉昭民，2010：從 2009 年八八暴雨談到氣象教育倡導問題，中央氣象局天氣分析與預報論文研討會彙編，

P.652~656。 
15 數據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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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 毫米，19~21 日累積雨量亦達 1314 毫米，又逢滿潮漲朝，河水無法東流，乃造成宜蘭 20 年來最豪雨，蘇花

公路北段發生泥石流和巖體崩塌，死亡 7 人，失蹤 19 人，兩輛大巴被埋或被衝入海中
16
。 

五、台灣 400 年來大豪雨之分析 

台灣之豪雨都源自特大暴雨，春季鋒面過境時，日雨量雖有達豪雨標準者，但不會造成豪雨。5~6 月梅雨

季中雖有梅雨鋒、低氣壓、旺盛西南氣流等因素造成之大暴雨和豪雨，但是受災區大多限於局部性，災情也不

如颱風所引起之大豪雨那麼嚴重，此與台灣之特殊地形有關。 

台灣山地和丘陵佔全島面積之五分之四，台北盆地、嘉南平原、屏東平原只佔五分之一，更由於受到兩個

不同的板塊互相碰撞擠壓的影響，山嶺非常高聳，中央山脈、玉山山脈、雪山山脈、阿里山山脈 3000 米以上的

高山山峰甚多，這些丘陵和山嶺都是提供氣流地形舉升作用的原動力 (見圖一)，所以會產生台灣豪雨的大暴雨，

計有以下三者。 

(一) 西北颱所帶來的大豪雨和 大水災 

由於大台北地區是一個盆地，東來的基隆河和南來的淡水河在士林北投匯合後向西北流入台灣海峽，形成

西北台的通道，夏季和初秋當颱風中心從宜蘭、基隆一帶登陸，或者從台灣北部近海面向西北西方向掠過時，

則颱風沒有中央山脈的阻擋，台灣北部地區乃吹強勁的西北風，而且颱風氣流會受到陽明山和中央山脈的地形

舉升作用，造成山區特大暴雨，再加上西北部各河流之流向和西北風向相反，乃阻擋河水無法順利流入海中，

於是就會造成北部地區豪雨 (如果遇到漲潮，情況更加嚴重)。例如 1963 年 9 月 11 日的葛樂禮颱風 (見圖二)以

及 2001 年 9 月 16 日的納莉颱風就是最好的例子。納莉颱風之動作路徑圖見圖三，其衛星雲圖見圖四。兩個颱

風都曾使大台北和台灣中北部地區發生大豪雨和大水災。 

(二) 夏季颱風過後引進旺盛西南流使台灣中南部地區產生大豪雨和大水災 

夏季颱風掠過台灣地區西移或轉向北移行，或者自台灣近海北上東海移行時，則旺盛的西南氣流會使颱風

尾部形成 9 字形螺旋積雨雲系 (尾部長短不定) (見圖五)，西南氣流經中央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脈之地形舉

升作用加喇叭口地形使氣流輻合上升作用，迎風面上的中南部山區就會下暴雨。由於北移颱風移速比較緩慢，

故台灣下暴雨的時間就比較久。例如 2009 年 8 月 7~9 日，莫拉克颱風自台灣西部折向北移行後，曾造成中南部

大暴雨和豪雨。 

(三) 秋末冬初颱風環流和東北季風共伴引起大豪雨 

秋末冬初，台灣近海如果有颱風活動時，則颱風北方之東北季風冷氣流將和颱風外圍之暖氣流合流，形成

共伴作用，颱風暖氣流就會在冷氣流上方爬升，而且鋒面雲系和颱風雲系連結在一起，就會呈 6 字形螺旋雲系 (見

圖六)，合流之氣流就會在台灣北部、東北部山區引起地形舉升作用，產生大暴雨和豪雨。2000 年 10 月 31 日 2300L

象神颱風使大台北產生大暴雨和 2010 年 10 月 21 日梅姬颱風使宜蘭蘇澳產生大豪雨，就是這樣形成的。 

六、結論 

通過本文之討論，可知大洪澇水災源自於大豪雨，造成台灣大洪澇水災的雨量標準以一小時雨量≧13 毫

米，日雨量≧500 毫米比較符合實際。而台灣 400 年來之大洪澇水災出現的年限並無規律性和週期性，但是絕大

多數和台灣近海之颱風活動有關 (少數和五六月份之梅雨鋒有關)。夏季和秋初，若有颱風自基隆和宜蘭登陸，

或者自台灣北部近海向西北西方向移動，則大台北和台灣中北部地區就會出現「西北颱」，並帶來大豪雨和洪澇

災害。夏季台灣若有颱風通過，或者從台灣近海北上時，則旺盛的暖濕西南氣流會使颱風尾部形成 9 字形雲帶，

使中南部山區出現大豪雨和洪澇災害。秋末冬初，台灣近海如果有颱風活動時，則颱風北方之東北季風冷氣流

就會和颱風外圍之暖氣流合流產生共伴作用，形成 6 字形雲帶，使台灣北部和東北部產生大豪雨和洪澇。這些

16 數據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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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可以提供氣象工作者和防災防洪工作者參考。 

 
圖一：台灣地形圖，1 代表雪山山脈，2 代表中央山脈，3 代表阿里山山脈，4 代表玉山山脈，5 代表海岸山脈，

實線箭頭代表東北季風，斷線箭頭代表西南氣流。 

 
圖二：1963 年 9 月初的葛樂禮颱風路徑圖 

 
圖三：2001 年 9 月納莉颱風路徑圖，數字代表日和時，2 代表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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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01 年 9 月 16 日 1200 UTC 衛星雲圖 

 
圖五：9 字形颱風雲帶之衛星雲圖 (1996 年 7 月 31 日 0600 UTC 賀伯颱風) 

 
圖六：6 字形颱風雲帶之衛星雲圖 (2000 年 10 月 31 日 2300 L 象神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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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山氣象觀測之瓶頸與改進之策略 

 

林博雄1     李育棋2    張譯心1   魏聰輝3    

 

1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2中央氣象局 

3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摘    要 

台灣高山海拔起伏劇烈與雲霧高濕度、季風與颱風的氣候特色，造成山地年降雨

量高達 3000mm以上，這種劇烈降水現象是山區土石崩塌與洪災的重要因素。隸

屬中央氣象局管轄維護的氣象測站海拔高度在 1000~2000m有 52站，海拔高度在

2001~3000m有 12站，超過 3000m測站僅有 4站。迫於經費與維護困難的現實，

現階段的高山氣象觀測網空間分布並不均勻和偏少，並且強降水伴隨落雷造成氣

象儀器通訊與電力組件受損、高雲量低照度也造成太陽能充電時間過短、周遭植

物生長以及動物昆蟲活動等等因素，這些現象都造成高山氣象觀測紀錄不良或中

斷的品管問題。本文根據 2012年測站現地調查之結果，探討台灣地區高山氣象

觀測網的維護運作較佳策略與可能改進方向，包括政府與民間跨單位協力合作建

置更高密度氣象觀測網可行方案之建議。 

 

一、前言 
    高山或高原氣象觀測的研究與實務經驗，以歐洲阿爾卑斯山(Alpine)、北美

落磯山脈(Rocky Mountain)、亞洲青藏高原(Tibetan Plateau)等地區最為豐富。然

而上述地區都在北緯 30 度以北，冬季低溫大雪和夏季乾燥的氣候特色和亞熱帶

台灣溫熱潮濕的氣候特性有所不同。中央氣象局氣象觀測業務自 1974 年起逐年

推動氣象站觀測自動化腳步，並因應中小尺度天氣預報與防災守視需求，1987

年起再陸續建置全台灣的遙地氣象站與雨量站觀測網(陳，1997)，到了 2012 年

台灣地區遙地自動氣象站與自動雨量站各達 210 站與 221 站，並依各站狀態與中

央氣象局鄉鎮預報(蔡與呂，2012)需求逐年設備更新或新增觀測站；這些遙地氣

象站雨量資料已經在台灣地區建立災害防治的重要自然背景資訊(許等，2002)。

除了中央氣象局之外，學界與產業界也在局地測試小尺度氣象監測的應用(林等，

2007；林等，2008；顧等，2009)。蕭等(2011)也曾利用 MTSAT 可見光雲圖來得

知台灣平地與高山地區 1km 解析度的太陽輻射量的估算；部分國家公園管理處

因應生態調查需求也嘗試建立公園園區內氣象監測(魏與林，2011；夏，2011)。

隸屬中央氣象局管轄維護的氣象測站(含有人值班之氣象站、遙地自動氣象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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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站)海拔高度在 1000~2000m 有 52 站，海拔高度在 2001~3000m 有 12 站，超

過 3000m測站僅有 4站。台灣高山海拔起伏劇烈與雲霧高濕度(周等，2007;賴等，

2009; 王等，2011; Lai et al., 2006)、季風與颱風的強降水與高密度落雷(戴等，2012)

的氣候特色，造成部分遙自動測站的氣象儀器、通訊與電力組件因長時間潮濕造

成故障頻率高於平地地區，加上高山氣象測站對外交通、當地地形阻隔資料傳輸

通訊，高雲量低照度造成太陽能充電時間過短、周遭植物生長以及動物昆蟲活動

等等因素，都會造成觀測紀錄經常性中斷的品管問題(邱等，2005; Chiu et al., 

2009)，以及難以即時回復氣象監測功能(張等，2012)。因此部分公務單位(如農

委會林務局、國家公園管理處、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灣電力公司等)

皆表示高山氣象觀測站經營維護的困境，以及樂意和中央氣象局合作共享資料之

意願。 

    綜合言之，台灣地區低-中-高海拔地形變化以及四季氣候特徵造成高山氣象

觀測所面臨的挑戰，超乎歐美日本等高緯度國家的氣象儀器功能設計以及測站常

態維護的程度。中央氣象局 2012 年的年度研討會特闢高山氣象議題與座談，邀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農林與防救災政府單位、學術研究單位以及民間登山專家

人士討論台灣地區高山氣象觀測與預報的需求與合作願景。因應高山氣象觀測精

進的殷切需求，本文將以高山氣象觀測站所應選定的儀器特性、架設與維護方法

等議題，同時透過現有高山遙地自動測站訪視與環境遮蔽度估算，以及部分儀器

回收檢校，來制定現行高山測站維護等級表之樣本。 

 
二、研究方法 
     作者們在 2012 年 10~12 月期間走訪 31 處各政府單位的高山氣象站，蒐集

資料來回答以下問題:  

(1)提供高山氣象觀測站所應選定儀器之特性如何因應低溫、高濕度高雲量與低

光照度、強風等天氣現象。 

(2) 提供台灣地區高山氣象觀測站儀器架設與維護方法之具體建議。 

(3) 提供高山氣象觀測站高雲霧與降水情境下，無線通訊強度以及電力需求之評

估方法。 

(4) 提供國外高山氣象觀測站維運模式的樣本。 

(5)舉辦一場跨部會之「台灣地區高山氣象觀測現況與合作模式」研討會。 

 
三、具體成果 
3-1 不同氣象觀測設備之資料比較 
3-1-1 合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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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 2 日至 2012 年 5 月 16 日期間，張等人(2012)因應雪霸國家公

園委託計畫需求，於合歡山主峰一旁的中央氣象局C0H9C1 氣象站(3402m)，與中

央氣象局現有設備同步進行Vaisala WX520 觀測，WXT520 的風速風向觀測採用

WINDCAP超音波感測方式，雨量計數則是採用RAINCAP撞擊式感測方式，兩者不

同於現行的螺旋槳風車型態以及傾斗式雨量計數型態方式，WXT520 安裝高度約

和氣象局雨量筒同高(3m)，因此風速計高度低於氣象局風速風向觀測高度 10m。

比對期間超音波風速計(X)和螺旋槳風速計(Y)的線性函數是 Y= 0.95X + 1.38 (R = 

0.81)，前者風速量測有~1.05 倍放大。尤其在 2012 年 1 月 28 日到 2 月 13 日期

間風速差距更大，這段期間積雪深度維持在~30cm，強烈西風通過和合歡山，

WXT520 量測到山頂風速達 30ms-1，同一時間的螺旋槳風速計量測數據不及 15 

ms-1。風向部分，超音波風速計(X)和螺旋槳風速計(Y)的線性函數是 Y= 0.90X + 

62.6 (R = 0.59)。風向方面則有顯著角度偏差，其原因主要受到安裝 3m高度的

WXT520 的三角支架穩固性不如 10m固定式鐵桿，因此這一測試比較仍有需要另

行安排不同季節的戶外比較。不過結冰對於螺旋槳轉動以及超音波風速計感測的

影響程度是必然的，一些高緯度國家氣象監測(Sotelino et al.,2012)已經進行這些

觀測技術比對測試，台灣的高山高濕度以及濱海高鹽度大氣環境對於螺旋槳風速

風向計量測效能的衰減影響需要深入探討。氣溫方面，兩套觀測設備所呈現的相

關性極高(R = 0.99)，溫度計的輻射外罩結冰現象並未持久，因此降雪期間氣溫量

測結果仍然相當一致。相對濕度量測差異也很不大(Y= 1.08X - 6.74，R = 0.99)，然

而合歡山頂測站高度超過 3400m，屬於高海拔高山氣候，相對溼度可降到 20%

以下，不同於中低海拔雲霧帶的高溼度氣候特徵。雨量方面，由於WXT520 程式

設定有誤而無法與傾斗式雨量筒資料進行比較討論，這一議題由本次研討會另一

文章(傾斗式雨量筒與撞擊感測式雨量計之比較)再行討論。 

3-1-2  2012 年 6 月廬山強降雨個案 
    2012 年 6 月上旬潮濕西南氣流影響台灣天氣，6 月 10 日中央氣象局針對台

灣中南部發布豪雨特報。11日南投縣廬山溫泉區上方合作村靜觀部落屯原山區，

疑似因大雨引發土石流，3 人遭到活埋，其中 2 人不幸已死亡；12 日清晨台北市

文山區景美抽水站水閘門封閉造成部分社區淹水。作者們現堪林務局能高步道氣

象站勘查，發現該處的天池山莊氣象站(與雪山圈谷測站同款的 WXT520-RAINCAP

感測器)，位處廬山多羅灣溪最上游源頭，而中央氣象局廬山氣象站則位於多羅

灣中游的屯原部落山丘頂，這一河流最後進入霧社水庫；奧萬大約在廬山正南方，

也是廬山霧社地區河流中游的地理位置。我們分析這次暴雨事件同一流域的上中

下游雨量觀測數據，顯示連續三天最上游的天池山莊都比廬山強降水訊號提早

4~8 小時，同屬中央氣象局的廬山和奧萬大兩地的降水時序列則是相當；由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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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天池山莊氣象站並未有即時資料傳輸功能，林務局又未與中央氣象局橫向連

線資料共享，因此造成這一流域最上游的高山雨量監測的可能漏洞。建議加速推

動政府農林單位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跨單位的氣象監測與資料共享，以更有效監

測高山極端氣象事件。 

3-1-3 各式雨量筒的校驗 
    中央氣象檢校中心所設計的傾斗反應--降水滴定檢校已行之多年，雨量筒外

觀清潔後的承雨機械部位，置放於滴管下方進行四種固定水量(5.21mm、9.08mm  

22.47mm、44.01mm)機械反應紀錄、微調傾斗重量反應螺絲以及檢測磁簧計頻性

能檢查，直到恢復±3%器差以內為止(或宣布損壞應予報廢)。四年追蹤紀錄資料

檔案計有 903 份雨量筒接受校驗，其中台灣西部地區佔有 575 份，廠牌計有日本

Nakaasa(199 份，34.6%)、Komatsu(162，28.2%)、Yokogawa(141 份，24.5%)、Sutron(41

份，7.1%)、竹田(31 份，5.4%)、SATO(1 份，0.17%)等六種廠家。除了靜態調整，

以「清理軸承」的紀錄最多，2007~2010 年期間的記錄顯示故障維修率(維修總次

數/總站數) 是 22~26%。台灣東部地區佔有 328 份(廠牌均是澳洲 RIMCO)，

2007~2010 年期間故障維修率偏高(69%以上)。如何選用適合台灣崎嶇地形以及

強降水特性的地理氣特色的雨量筒(傾斗式、撞擊式或是光學式)，需要更長更完

整的試驗計畫安排。 

 
3-2 中央氣象局以及農林單位高山測站場勘 
    作者們在短暫 2 個月期間走訪臺灣山區不同政府單位 31 處測站的高山氣象

觀測站，進行環境檢視與環境遮蔽度調查，並會同中央氣象局東部與西部氣象站

維修廠商實地進行測站保養現場觀察和取回雨量筒設備，以及參與中央氣象局檢

校中心雨量筒清理前後的校驗差異比較，以從中釐清儀器安裝與測站維護的現況、

困境與可能解決的具體方案。我們針對這 31 處測站的地理位置、高度、FOV (factor 

of view)、環境遮蔽度、交通便利性、人力支援性以及通訊傳輸性等特徵，並嘗

試制定四項評分等級: 

 地形遮蔽度：(1) FOV < 0.85 (2) 0.85 < FOV < 0.92 (3) FOV > 0.92 

 環境遮蔽度：(1)遮蔽度 > 20 (2) 12 < 遮蔽度 < 20 (3) 遮蔽度 < 12  

 交通便利度：(1)需步行一天以上(2)需步行 1 小時，或路況不穩

定(3)車輛可到達 

 人力支援度：(1)無人力可以支援 (2)山友或志工支援 (3)即時資料回送  

這一評量表將用以檢討未來各遙地氣象站年度維護頻率的策略參考。針對幾處維

修廠商例行保修測站的觀察，再比對中央氣象局維修課所提供的「台灣東部與西

部自動雨量及氣象遙測系統的例行性預防保養作業準則」，以及兩家維修廠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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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季例行保修報告樣本，我們的觀察結論如下： 

1. 「台灣東部與西部自動雨量及氣象遙測系統的例行性預防保養作業準則」內

容相當完整，與現場需求吻合。 

2. 「一般各測站保養程序」之中的第 10 項(照相--保養後、各站全景圖、四周環

景及魚眼環境攝影)應再補強。 

3. 「一般各測站保養程序」之中的第 11 項(量測各站之經緯度、高度及製作測

站到達路徑圖)，我們發現經緯度的格式不同會造成地圖標示的誤差，因此應

要求廠商定期確認與更新測站的 Google Earth 地圖路徑檔案，做為日後抽樣

場勘和施政參考。 

4. 東部廠商現地儀器檢測程序比西部廠商來得完整，不過整體的保修程序和次

數均優於政府其他單位的氣象站管理。 

 
3-3 國外氣象觀測維修運作概況 

第一作者聯繫任職於美國西維吉尼亞州 NOAA (國家海洋大氣總署)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NWS) WFO (Weather Forecast Office) 的美籍友人 Kevin 

McGrath(資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ficer)，對於 NWS 的地區性天氣監測、資

料傳輸到數值模式同化應用的分工與流程歸納一些重點資訊: 

 一個地區性WFO管控的地面氣象觀測網大致以NWS氣象雷達涵蓋範圍來區

分，並不是一個州一個 WFO。 

 一個地區性 WFO 有關各種高空遙測與地面觀測的技術人員僅有 3 人，常態

上每 3 個月到各自動站巡視。每一個 WFO 管控轄區內各機場的 ASOS (或

AWOS)以及 NWS 自有的自動站，總數約在~20 站上下。 

 各觀測站透過網路和 AWIPS 介面(類似中央氣象局 WINS 系統介面)監看即時

資料，若是人工發現或是被 MADIS (Meteorological Assimilation Data Ingest 

System)資料同化系統辨識出某一測站資料有異狀，技術人員先用電話

Modem 遠端撥接進入測站的記錄器來診斷問題，若有需要則排定現場維

護。 

 MADIS 系統也提供美國政府不同部門提供的氣象資料格式規範、轉檔以及

品質檢查。 

 目前美國 FAA(聯邦飛航總署)與 NOAA/NWS 簽訂協定，機場氣象觀測硬體設

備與維護經費由 FAA 提供，NOAA/NWS 負責資料控管使用與機場天氣守視

和航路預報。 

 其他公務單位(農業、森林、環境保護等)氣象觀測自行編列預算與作，但是

資料可以要求匯入 NWS 的 AWIPS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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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台灣地區高山氣象觀測現況與合作模式」研討會概要 
     「台灣地區高山氣象觀測現況與合作模式」研討會於 2012 年 11 月 2 日在

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舉辦，發函邀請原住民委會、環境保護署、中央氣象局、

農委會林務局、國家公園管理處、退輔會、登山健行相關協會以及氣象儀器廠商，

並申請公務人員講習時數之登記。研討會的具體共識包括: 

 原住民族委會提供就業機會輔導部落居民協助高山氣象站維護。 

 巡山員、森林志工、登山健行協會應加以培訓參與氣象測站環境維護與初級

保養。 

 全台現有各單位氣象測站之特色與觀測項目種類應加以歸類建檔。農林保育

單位(非中央氣象局)所屬氣象測站應加以普查現況，並參與跨單位橫向氣象

觀測網的維護與資料共享。 

2012登山研討會於11月2~3日於台中大雪山森林遊憩區舉行，台北市體育總會、

全國登山健協會以及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等代表也都向第一作者表達樂意與中

央氣象局合作，組織志工參與中央氣象局自動氣象站/雨量站的初級維護和環境

與交通路況回報。 

 

四、結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的成果與論述，我們給出台灣地區高山氣象觀測站儀器架設與維護

方法之具體結論與建議： 

1. 全球各國政府氣象觀測所關心的議題和研發方向，均和中央氣象局需求與預

劃不謀而合；建議中央氣象局派員參與 WMO/TECO 研討會，海峽兩岸的氣象

交流也應該擴及「氣象觀測技術」的交流。 

2. WMO 建議氣象觀測坪應有地勢平坦寬闊的低環境遮蔽度條件需求，然而台

灣陸地崎嶇地形、茂密樹林植被現況以及林務管理政策，僅有少些氣象測站

環境遮蔽低於 6 度，這一現況凸顯出亞熱帶/熱帶國家氣象觀測的特有性。建

議中央氣象局在中低海拔地區設置高山氣象測試場地，凸顯台灣氣象觀測特

有的專業形象與能力。 

3. 台灣山區雨量充沛，造成氣象測站周遭植物植被生長速度快特色以及山區道

路坍塌頻傳現象。如何善用經費及人力資源來保持高山測站環境以及雨量筒

免於樹葉堵塞，需要跨單位協力合作。 

4. 從自動雨量站場勘以及器差校驗紀錄來看，台灣地區透過傾斗式雨量筒所獲

得的地面降水量有低估趨勢。有別於傾斗式雨量筒量測雨量方法的其他觀測

設備，如撞擊式雨量計、光學式雨量計等，建議儘快規劃研究測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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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農林單位第一線保育人員極力贊同氣象觀測業務應跨單位合作，統合資源和

維護人力的講習培訓，確保台灣山區雨量紀錄的即時性和正確性。 

6. 建議進行全國性氣象觀測站普查，重新規範各公務單位氣象站等級類別，檢

視氣象資料品管與格式統一問題，加入天氣數值模式(城鄉精緻預報)的資料驗

證與資料同化需求。 

7. 進行中的氣象局自動氣象站/雨量站設站規畫，建議善用林務局全國步道網，

不僅將氣象監測規範於防災救災需求，也納入生態保育遊憩需求的觀點，來

分攤中央氣象局人力不足與經費有限之壓力，透過其他公務部門和民間登山

團體和國家公園志工組織，協力維護高山氣象監測網。本文以 2012 年 6 月西

南氣流暴雨事件為例，說明多羅灣溪上游能高山區林務局氣象站和中下游的

廬山聚落與奧萬大中央氣象局雨量站，三段雨量紀錄的時間延遲性現象，符

合防災與遊憩雙重效用氣象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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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雨帶水象粒子分布特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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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0年9月9日0000UTC在鵝鑾鼻西南西方約180公里的海面上，一熱帶性低氣壓增強

為輕度颱風莫蘭蒂，自此至中心登陸大陸地區，整個發展過程都在海面上，由巴士海峽一

帶向北行經臺灣海峽，從08-20UTC整個演變過程，馬公雙偏極化雷達都有完整的觀測資

料；因此，本研究使用馬公C-波段雙偏極化雷達及七股S-波段都卜勒雷達進行分析，以颱

風行經臺灣海峽的海上時段資料做為研究重點，反演颱風雨帶上水象粒子分布，並細部探

討颱風雨帶上，水象粒子分類（precipitation identified，簡稱PID）與動力、熱力結

構之關聯性，以建立颱風雨帶中，水平與垂直結構分布資訊之概念模式。 

 

關鍵字：雙偏極化雷達、颱風雨帶、水象粒子分類 

 

一、 前言 

颱風一直以來都是大氣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因

為它扮演著維持大氣熱量和動量平衡的重要角色，它

能讓熱帶地區的能量與中高緯度地區進行交換。在過

去資訊及科技較不普及的年代，對於颱風資訊的取得

及掌握不易，防災能量不足，因而每遭侵襲，必定受

到嚴重破壞，除經濟、財產損失外，更會造成人員傷

亡。而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人們已可運用各種儀器觀

測及氣象圖資分析，結合數值模式進行強度及路徑模

擬，進而提供預報，對於颱風掌握已有相當的準確

性，使得災損得以降低。在國內外針對颱風的研究更

是多不勝數，颱風的雲系分布，已有清楚的概念模

式，從形成到消散的熱力機制、動力結構及來源也有

一致性的推論，但對於水象粒子(雲微物理)在颱風中

的分布情況及演化過程還不是很清楚，然而在臺灣地

區的夏季，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降水來自於颱風，我

們都知道降水源自於雲系，而雲系又由水象粒子所組

合而成，可見研究颱風降水特性之前，雲系中的水象

粒子分布結構乃一重要課題。 

在國外雖然有許多研究是針對颶風雨帶中的水

象粒子進行分析研究，然而幾乎都是利用機載雷達進

行任務飛行，並穿雲取得樣本，使得在觀測上所花費

的人力與金錢相當龐大，另外在觀測的範圍及區域並

不夠廣，而時間尺度上亦不夠密集，因此可能遺漏掉

許多重要的資訊；所幸空軍氣象聯隊於98年建置 C 

波段雙偏極化氣象雷達（C-Pol），林，2010[1]應用

模糊邏輯方法（fuzzy logic）以及雙偏極化雷達參

數進行馬公雹暴個案分析成效良好，並已初步建制臺

灣地區的水象粒子個別參數的適用隸屬函數。魏等，

2011[3]國科會計畫中，應用此方法反演台南冰雹及

高空過冷水個案相當成功。因此，本研究想藉由此方

法，對颱風雨帶水象粒子分布特徵進行分析，以遙測

方式分析雨帶未受地形破壞之個案，取得完整的雨帶

結構資訊，以利瞭解颱風的水象粒子分布情況。2010

莫蘭蒂颱風從生成至登陸大陸前，整個生命週期都在

海面上，期間內核區雨帶並未受到地形所破壞，並且

行經馬公C-波段雙偏極化雷達(C-Pol)與七股S-波段

都卜勒雷達(S-band)可做雙都普勒合成風場的最佳

區域，從颱風形成、發展、成熟至減弱初期，皆在馬

公氣象雷達的觀測中。本研究期望能初步建構颱風內

核區雨帶的水象粒子分布情況，以逐步釐清水象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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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颱風生命週期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提高作業用雙偏

極化氣象雷達在颱風觀測上的貢獻，使雷達資料運用

更多元，讓觀測產品更加豐富，以提供校驗進而改善

颱風的相關預報，並做為未來颱風個案研究之參考。 

二、 文獻回顧  

在過去研究中，運用雙偏極化雷達執行觀測的研

究相當多，除因可獲得都卜勒雷達的所有資訊外，還

可利用水平及垂直脈波取得差異反射率、相關係數、

差異相位差、比差異相位差及線性退極化率等數據，

進行降水估計及水象粒子分類。 

本研究首先由過去研究討論起颱風雨帶與風場分

布，並結合熱力與動力結構談起：颱風眼位於氣旋中

心，一般直徑約30-50公里，是雲量較少區，在雷達

回波顯示上為空洞處，或者是地面或700hPa等壓面上

最大風速的內圈，是一個相對無風無雨且較晴朗的區

域；眼牆則為颱風中心外圍的雲牆，風速最大，雲系

紮實、降雨一般也最為強烈。林（2012）[2]分析莫

蘭蒂颱風(2010)內核區之特徵與演變，利用雙偏極化

雷達合成雙都卜勒合成風場，分析颱風發展時，在海

面上的內核區特徵，發現眼牆區大於40dBZ的強回波

區，沿著颱風以逆時針方向旋轉，在強回波上游區的

垂直運動為上升運動，下游區為下沉運動。 

Zrnic and Ryzhkov(1999)[4] 認為雙偏極化雷達

已經通過兩個重要測試，分別是：偏極化的資訊包含

水象粒子特性，以及反演足夠精確度。因此，雙偏極

化雷達目前對於降水微物理結構估計與反演上，是擁

有足夠的可信度的。 

Houze﹙2010﹚[5]與Willoughby (1988)[6]之北

半球的熱帶氣旋雨帶分布示意圖(如圖2.1)，以雷達

回波顯示各區強度，並標示出內核區(Inner core)位

置，其中包含內眼牆(Primary eyewall)、外眼牆

(Secondary eyewall)、颱風眼 (Eye)、主要雨帶

(Primary rainbands) 及 次 雨 帶 (Secondary 

rainbands)，以及內核區外的外圍雨帶 (Distant 

rainbands)，外圍雨帶包含有颮線(Squall lines)。 

Houze﹙2010﹚[5]與Willoughby (1998)[7]詳細

分析颶風眼區，發現眼區為一獨特及強勁的動力結構

區域(如圖2.2)，其中包含兩種明顯不同類型的雲

系，一為在颶風眼的低層所形成的層雲及/或層積

雲，這是在溫暖的洋面上，由中心下沉乾空氣(絕熱

 

圖2.1 北半球的熱帶氣旋雨帶分布示意圖（圖摘

自Houze，2010，[6]） 

 

增溫)與下方暖濕空氣所充份混合的一穩定逆溫層；

另一則為眼牆向外傾斜的對流雲系，是次環流

(Secondary circulation)的一種表現。 

 

 
圖2.2 颶風眼牆區剖面圖（圖摘自Houze，2010，

[6]） 

 

而雨帶中的水象粒子分布情況，可參考過去學者

的個案研究，以探討、比對本次運用雙偏極化雷達資

訊，分類出的莫蘭蒂颱風(2010)雨帶之水象粒子分布

合理性及可能性。 

Houze et al. (1992)[8]利用飛機在6km高度飛行

並進入颶風Norbert（1984）眼牆與內核區所觀測的

結果，發現0°C~-10°C間的冰微物理特性，在眼牆區

的大粒子則為下降速度較快所維持住的軟雹，這類大

顆粒的粒子，在颱風中移動的軌跡(如圖1.3a軌跡

0-1-2-3-4)，它們向外平移快速，環繞著颶風，而在

距眼牆50km外的地方聚合，並造成層狀性的降水。但

即便有一些下降速度較慢的軟雹及低密度的聚合物

快速平移出眼牆，軟雹一般不易受到平流而離開眼牆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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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颶風Alicia(1983)雨帶中，粒徑軌跡a.徑向

垂直剖面圖 b.水平切面圖（Marks and Houze(1987) 

[9]，圖摘自Houze，2010，[5]） 

 

Marks and Houze(1987) [9] 分 析 颶 風

Alicia(1983)發現 (如圖1.3)，次環流的向上分量會

讓降水粒子快速產生，形成環狀的強降水眼牆，降水

的基本要素，也就是水象粒子的成長與降落過程，許

多降水在眼牆中都是暖雲過程，因為它們在溫度>0°C

位置時便快速凝結增長，然後在結冰之前就降落，但

儘管如此，眼牆中和內核區附近區域的雨大部份都和

冰相的水象粒子有關。溫度略低於0°C層處，冰粒就

會出現，且經淞化過程 (Riming)過程產生軟雹

(Graupel)，較重的軟雹會迅速下降(每秒數公尺)，

然後融化成雨滴在眼牆降水區掉落(如圖1.3a軌跡

0-1'-2')，但許多的冰粒卻會形成聚合(一串的冰粒

黏在一起)，下降的速度比較慢(約每秒1公尺)，聚合

物與下降較慢的冰粒會受到徑向風場的分量向外平

移，並受強勁的切向風場所掃動而帶離至較遠的一段

距離(如圖1.3b)。得到的一個結論就是，冰相的水象

粒子以這種方式向外散布整個熱帶氣旋內核區，而當

聚合物通過融解層(melting layer)後，通常會在距

眼牆一段距離的雨帶雷達降水回波上產生亮帶，也就

是層狀降水的訊號，這種結構在圖1.6a、b中，半徑

>20km的位置。以上說明解釋了颱風內核區的水象粒

子移動軌跡與分布方式。 

 Willoughby et al.﹙1985﹚[10]指出颶風在溫

度<0°C的中高層的位置，液態水含量很低，以冰相為

主。 

 Black and Hallett﹙1986﹚[11]觀測三個大西

洋颶風位置高於0°C等溫線的粒子類型及分布，過冷

水滴、軟雹、柱狀與聚合雪花都有觀測到。發現通常

颶風中對流在<-5°C的位置時，會到處都有結冰情

況，且在眼牆對流區會包含軟雹及些許過冷水滴，當

上升氣流很強時，甚至會發生在溫度<-5°C的高度；

實驗過程中，發現小粒徑的過冷水到處都可以觀測得

到，但不太可能會有大量的過冷水存在<-10°C的成熟

颶風中，是因為它們都將提供給數量龐大的冰粒成長

使用。 

三、 資料來源  

本研究颱風個案時間為莫蘭蒂颱風行經台灣西南

方時，約為2010 年9 月9 日0900UTC左右至中心登陸

大陸前(約2000UTC)，使用馬公C-波段雙偏極化雷達

(C-Pol)及七股S-波段都卜勒雷達(S-band)資料。 

(一)馬公雙偏極化雷達  

空軍馬公氣象雷達是C-波段雙偏極化雷達，其地

理位置位於23.56°N、119.63°E，標高48公尺，波長

5.309 cm，掃瞄策略計有0.5°、1.4°、2.4°、3.4°、

4.3°、6.0°、9.9°、14.6°、19.5°、25°等10個仰角，

一次完整體積掃瞄（volume scan）時間約需4分33秒，

每七分半鐘執行一次。運用於本研究之觀測參數為ZH

﹙回波﹚、ZDR﹙差異反射率﹚、VR（徑向風）、ρ

HV﹙相關係數﹚、KDP﹙比差異相位差﹚及ΦDP﹙差

異相位差﹚等。 

(二)七股都卜勒雷達 

中央氣象局七股雷達為S-波段都卜勒雷達，其地

理位置位於23.15°N、120.08°E，標高38公尺，波長

10.578cm。掃描策略計有0.5°、1.4°、2.4°、3.4°、

4.3°、6.0°、9.9°、14.6°、19.5°等9個仰角，其與

馬公雷達同屬作業用雷達，每七分半鐘執行一次。可

獲得之參數為Z H ﹙回波﹚、V R ﹙徑向風﹚以及SW

﹙波譜寬﹚。 

四、 研究方法及工具 

(一)研究方法 

1、颱風的中心定位，本研究採Wood and Brown(1992)  

[12] 的單一雷達的徑向風場方法定位。 

2、以馬公雙偏極化雷達參數進行水象粒子分

（precipitation identified，簡稱PID）分析。 

3、水象粒子分類方法採Vivekanandan et. al.（1999）

[13] 所提出的模糊邏輯（Fuzzy logic）粒子識

別算法，每個雷達參數與水象粒子有一隸屬函數

關係，所有觀測到的水象粒子可從個別的隸屬函

數（membership function）中得到一個介於0和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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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之間的數值「隸屬度（membership value）」，

這些數值即圖中的(P)，分別乘上適當的權重(W)

並加總，總合稱為「得分」（aggregation value），

結果得分最高者即(MaX(Q))，表示此水象粒子判

別最可能為該類型粒子。 

4、本研究的隸屬函數採林（2010）[1] 雙偏極化雷

達反演雹暴個案水象粒子分布之研究中，修正T. 

Keenan（2003）[14] 針對澳洲氣象局雷達所制

定的各參數門檻範圍，林（2010）[1]將修正後

的水象粒子隸屬函數，運用來與高、中、低層風

場合成分析，其研判上下層風切是造成冰雹能夠

循環成長的主因，並透過雙都卜勒雷達之三維風

場反演雹暴內部結構和PID分布，提供了2009年3

月6日雹暴個案的動力與雲物理過程。 

5、而降水回波的衰減訂正，則採Testud et al.(2000) 

[15]所提出的Z-PHI法。 

(二)研究工具 

1、SOLOII 

使用NCAR所發展之SOLOII軟體，進行雷達資料除

錯及折錯修正。 

2、CEDRIC 

利用NCAR所發展的CEDRIC﹙Custom Editing and 

Display of Reduced Information in Cartesian 

space﹚對資料做平滑和修補，並完成雙都卜勒三維

風場合成反演。 

3、GrADS 

以GrADS﹙Grid Analysis and Display System﹚

軟體作為主要繪圖工具。 

五、 莫蘭蒂颱風雨帶與水象粒子分析 

圖5.1為根據中央氣象局所發布的每一報海上颱

風警報單中，莫蘭蒂颱風中心最低氣壓與最大風速資

料的折線圖，由圖中發現颱風的強度變化不大，強度

自9月9日0300UTC略為增強，直到1200UTC發展到最

強，並維持至2300UTC才開始逐漸減弱，可見1200UTC

之前，颱風持續不斷在調整整體結構與強度，因此本

研究重點將置於莫蘭蒂颱風進入馬公雙偏極化雷達

觀測範圍，颱風強度在加強前與加強後的時間點，約

9月9日0900UTC至1800UTC時段，分析颱風強度變化過

程，並進一步釐清水象粒子分布及變化與颱風強度改

變之關聯性。 

 
圖4.1 莫蘭蒂颱風強度變化圖(資料來源：中央氣象

局) 

 

本節首先分析0700UTC至1000UTC颱風整體雨帶仍

在調整之時段，由於此時段馬公雷達部份資料缺損，

因此取0839至0954UTC時間區間資料，運用降水回波

場分析眼牆區強度變化情況，此時的颱風南北降水回

波仍極不對稱，北強南弱，但南面回波整體結構隨著

北移，有逐漸增強的趨勢，而此時仍屬發展期階段的

颱風眼牆，垂直各層的最大回波值，雖時強時弱，但

隨時間的變化，趨勢仍為增強(如圖5.2)，而在 

 
圖5.2 莫蘭蒂颱風眼牆最大回波隨高度與時間變化

圖 

 

≥35dBZ及≥45dBZ的降水回波面積變化與3公里等高面

的最大回波值變化中(如圖5.3，≥35dBZ面積變化為黑

實線、≥45dBZ面積變化為黑虛線)，表現情況大致和

圖5.2相同，從0839UTC開始，眼牆區≥35dBZ與≥45dBZ

的面積(km
2
)皆逐漸擴大，雖在0902UTC明顯減小，但

至0954UTC回波面積的演變趨勢顯示為增加；而眼牆

區域3公里高度最大降水回波值隨時間變化(如圖5.3

紅實線)所表現的情況也相當一致，可見當颱風發展

尚未成熟前，眼牆區的強度與結構仍持續不斷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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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變化雖上下起浮，但整體眼牆變化趨勢為逐漸增

強。 

 
圖5.3 莫蘭蒂颱風眼牆35dBZ及45dBZ面積與3km最大

回波值隨時間變化折線圖 

 

從圖5.2與圖5.3中可以發現0839至0954UTC期間，在

0902UTC眼牆強度明顯有減弱的情況，因此先探討從

0839至0854UTC的增強過程，再分析0902UTC減弱(如

圖5.4)的原因。0847至0854UTC因冰顆成長而活躍了

雲的增長，使得潛熱的釋放讓眼牆增強，然而在

0854UTC開始有濕軟雹掉至>0°C的區域(圖5.5)，且不

再回到<0°C的空層，造成粒子融化，潛熱吸收，自然

在0902UTC時眼牆的回波明顯減弱，>35dBz與>45dBz

的回波區域皆變小；而眼牆區的垂直環流明顯抬升，

也就是從約3~4km的高度有垂直運動向上，而且向內

傾斜至高空，再自眼牆內緣下降至同一高度，使得水

氣來源不及先前自底層便開始輻合向上的空氣暖

濕，造成在強度上明顯減弱。 

 

圖5.4 馬公雷達3km CAPPI 回波圖 

 
圖5.5 莫蘭蒂颱風眼牆剖面PID圖 

六、 結論 

颱風雨帶中，融解層附近會有明顯冰水混相的情

況，對流區過冷水常與明顯的垂直速度場同時出現，

當有明顯下沉運動時，過冷水滴和冰粒子在同樣溫度

時，不能有穩定的平衡，當兩者碰撞時，過冷水滴會

被轉化成「冰滴」而附著在冰晶之上，即結淞過程

(Riming Process)。 

結淞過程(Riming Process)，會導致凍結潛熱的

釋放，且因過程十分迅速，這些熱量則會促進雲的成

長，因此對雲的動力環境有重大的影響。軟雹下沉至

融解層後，融解可能造成潛熱吸收，並造成環境降

溫，降水回波會先增強後逐漸減弱。 

在眼牆內部調整時期，眼牆上的降水回波會隨水

象粒變化，垂直運動則扮演著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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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北部地區一維雷射式雨滴譜儀降雨粒徑分佈特性分析 
 
 

曾吉暉    鳳雷 
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摘    要 
本文利用颱洪中心兩部一維雷射式雨滴譜儀(Parsivel)於2012年間於央大學觀測坪及宜蘭

佛光大學進行觀測實驗，期間經歷午後對流、鋒面及颱風等多種天氣系統。本文即利用上述

觀測資料分析其所觀測到的雨滴譜粒徑分佈特性。 
自然界的雨滴譜分佈一般常使用Gamma分佈來描述它，在此假設下我們利用均質粒徑參

數(Dm)取代中值粒徑(D0)做為描述雨滴譜的整體雨滴大小資訊。另外，利用去除形變參數(μ)
影響後的標準化截距參數(Nw)取代截距參數(N0)做為描述雨滴譜的整體雨滴顆粒數資訊。國

外研究學者Bringi等人曾經收集世界許多地區的雨滴譜及雷達觀測實驗資料分析。其先將資料

分為層狀降水及對流降水，再利用前述參數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層狀降水可以迴歸出一條固

定斜率之直線；對流降水之雨滴譜分佈特性可區分為兩個區域，依其觀測地區可分為兩個叢

集，分別為海洋性地區及大陸性地區，海洋性對流降雨特性為均值粒徑較小而截距化參數較

大。大陸性對流降雨特性為均值粒徑較大而截距化參數較小。依照其方法我們分析台灣北部

地區的降雨粒徑分佈特性，發現與其分佈方式不同，顯示台灣地區的降雨現像確有其獨特性。 
雨滴譜儀是了解雨滴粒徑分佈的重要設備，透過雨滴粒徑分佈，我們可以瞭解雨滴譜的

變化，推測雲微物理的過程。颱洪中心的雨滴譜儀亦將配合即將建置完成的雙偏極化氣象雷

達以及氣象局已建購之垂直指向雷達，對於台灣西南地區進行中長期的觀測，經由更多的個

案資料蒐集，希望能對於西南部地區特定型態的降雨系統能有更佳的瞭解。 

關鍵字：雨滴譜、粒徑分佈 

 

一、 前言 

雨滴譜(Drop Size Distribution)觀測是對雲及降

水物理觀測的重要項目之一。分析其微物理結構特

徵，對於降水機制能更加瞭解，對於進行人工增雨，

可以進行驗證，對於數值模式，也可以提供合宜的數

值內容進行模擬。其分析工作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多年來，有許多學者致力於雨滴譜的研究。在

Ulbrich et al.(1984)的研究指出在相同的降雨率下，對

流性降雨會有較多的小雨滴，層狀降雨會有較多的大

雨滴。當降雨是由許多終端落速較低的小雨滴組成

時，此時的液態水含量會比在相同降雨率下，擁有較

大雨滴落速的大雨滴的降雨來的高，而回波強度卻會

較低。 

Tokay and Short(1996)指出，由於雨滴粒徑分布

在不同的降水型態，會有偏向大雨滴或小雨滴不同情

形的發生，因此相同的回波強度會對應到不同的降雨

率。在 Huggel et al.(1996)也提到對流性降雨的雨滴

個數會較層狀降雨多。 

Bringi et al.(2003)收集了世界不同區域實驗的雨

滴譜儀資料，加上利用雷達觀測所反演出來的雨滴譜

資訊。利用 Gamma 分佈的正規分佈分析統計，結果

發現層狀降水可以迴歸出一條在粒徑大小及雨滴顆

粒數關係中呈固定斜率之直線；對流降水則依其觀測

地區可分為兩個叢集，分別為海洋性地區及大陸性地

區。林及陳(2007)利用二維光學式雨滴譜儀觀測資

料，使用正規分佈的分析研究雨滴譜之特性及 Z-R 

關係式之變異性。 

颱洪中心於 2011 年中起投入兩部一維雷射式雨

滴譜儀(Parsivel)進行觀測，本文即對於此些雨滴譜儀

之觀測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二、 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颱洪中心兩部 Parsivel 雨滴譜儀於 2012 年間除

配合任務或實驗之外均架設於中央大學觀測坪進行

觀測。雨滴譜儀經歷過多種天氣系統的觀測，包括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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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流、颱風及鋒面過境等。雨滴譜儀觀測資料的取

樣頻率均設定為 1 分鐘，觀測參數有雨滴粒徑分佈及

終端落速。原始資料經過過濾排除較明顯的非氣象資

料後，用以計算降雨率及雨滴譜特性分析。 

雨滴譜的統計特性分佈有不同學者提出不同的

分 佈 ， 包 括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 Gamma 

Distribution 、 Lognormal Distribution 及 Weibull 

Distribution 等 。 目 前 最 常 使 用 的 是 Gamma 

Distribution。我們利用 Ulbrich and Atlas(1983)所提出

的 Gamma 雨滴粒徑分佈，可以方程式表示： 

0( ) exp( )N D N D Dµ= −Λ                   (1) 

其中N(D)代表單位體積、單位粒徑中的雨滴顆

粒個數。N0為截距參數，為一與雨滴顆粒密度有關

的參數。μ為形態參數，為一與雨滴粒徑大小分佈有

關的參數。Λ為體積參數，為一與雨滴顆粒數多少有

關的參數。 

上式中由於N0與另一參數μ有關，要討論No必須

在μ相同的情況下才有意義，因此將式(1)正規化成Nw

及f(μ)組成的公式： 

( )
0 0

( ) ( ) exp 3.67w
D DN D N f
D D

µ

µ µ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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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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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此引出另一個參數D0為中值雨滴粒徑，代表

最小的雨滴到中値體積直徑的所有雨滴，其所含有的

液態水含量，會相等最小到最大所有雨滴所含的液態

水含量的一半。其定義為： 

0 max

min min

3 31( ) ( )
2

D D

D D
D N D dD D N D dD=∫ ∫       (5) 

 

 

其意義為當降雨量相同時，大D0表示雨滴粒徑

分佈相對於小D0有較多的大雨滴，小D0表示雨滴粒

徑分布相對於大D0有較多的小雨滴。在Gamma分佈

的前題下，我們可以使用均值粒徑Dm來替代，因為

兩者值相當相近，但Dm在計算上較為方便。 

( )
( )

0 3.67
4m

D
D

µ
µ
+

=
+

                          (6) 

Nw與N0 類似，同為控制雨滴個數的參數，但

Nw不會受參數μ的影響，因此較具物理意義，此參

數代表雨滴顆粒密度，與液態水含量成正比，也就是

說雨滴顆粒密度越高，液態水含量越大，但與中值粒

徑成反比，中值粒徑越小個數越多，雨滴顆粒密度越

高。本研究中利用Nw及Dm的關係來討論北部地區的

降雨特性。 

三、 初步結果分析 

Bringi et al.(2003)收集了世界不同區域實驗的雨

滴譜儀資料，加上利用雷達觀測所反演出來的雨滴譜

資訊。利用前述方法分析統計，結果發現層狀降水可

以迴歸出一條在粒徑大小及雨滴顆粒數關係中呈固

定斜率之直線；對流降水則依其觀測地區可分為兩個

叢集，分別為海洋性地區及大陸性地區。如此在不同

區域，不同降雨系統，可以瞭解其降雨粒徑的分佈特

性。 

我們採用相同的方法，使用 Parsivel 觀測到的資

料，先選取對流性降水的個案進行統計，包括颮線系

統、對流降水系統、蘇拉颱風、天坪颱風及杰拉華颱

風的資料，結果如圖 1 所示。 

圖中實心點為 Dm 的平均值及 Log(Nw)的平均

值，縱狀列則為 Log(Nw)一個標準差的區間。實線矩

形區間為 Bringi et al.(2003)中對流性降水的海洋性地

區分佈區間，虛線矩形區間為 Bringi et al.(2003)中對

流性降水的大陸性地區分佈區間。點虛線則為 Bringi 

et al.(2003)中層狀降水迴歸的固定斜率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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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午後對流、颮線、蘇拉颱風、天枰颱風及杰拉

華颱風的Dm-Nw分佈 

 

由圖中可以看出除了蘇拉颱風之外，其餘的個案

都沒有落入前人研究的區間之內。若將台灣地區視為

海洋性地區，則可以發現台灣的個案有更大但更較少

的雨滴，或是更小但更多的雨滴。 

 

 
圖 2 、午後對流、颮線及杰拉華颱風的每分鐘Dm-Nw

散佈圖 

 

 

圖 1 中最左邊的點是一個颮線個案，它呈現有較

小且較少的雨滴，相較於其它是更為不一樣的情況。

因此我們進一步檢視颮線、對流系統、杰拉華颱風每

一分鐘觀測資料的Dm-Nw分佈，如圖 2 顯示。 

結果發現杰拉華颱風期間的分佈都集中在左上

角，表示其降雨呈現一致的雨滴粒徑較小，雨滴個數

較多的特性。對流系統的個案則略呈水平的分佈在圖

中間部份，亦即其降水過程有較大但較少的雨滴，也

有較小但較多的雨滴。颮線個案則較為呈垂直的分佈

在圖得左半側部份，代表其降水過程中不管雨滴的個

數多或少，其雨滴粒徑均是偏小的，此為較奇特的個

案。 

接下來我們選取較多的層狀降水個案進行統

計，如圖 3 所示。 

 

圖 3、層狀降水Dm-Nw分佈圖 

 

結果發現層狀降水的統計結果與前人研究相

近，都在同一條迴歸直線附近。 

四、 結論 

雨滴粒徑分佈可應用於氣象、水文領域。而且平

均的雨滴粒徑分佈可代表某個地區的降雨型態，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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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滴粒徑分布應用於雲模式中，可以了解雲的成長以

及垂直剖面上雨滴的形成與潛熱釋放的情形。由此可

知雨滴粒徑分布對於降雨特性的了解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例如層狀降水通常來自於雪花、霰及霜的融

解。如果融解層的亮帶較強，表示有較大的、低密度

的或較乾的雪花融解成水，而此現像會造成 N0 的跳

躍現像。因此，實際上由較大的、較乾的雪花轉變成

較小的霰或霜，會使得雨滴譜呈現 Dm 較小而 Nw 較

大的情況。 

利用中心新購置的雨滴譜儀收集一年的資料，藉

由Dm-Nw的初步分佈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台灣地區的

分佈方式與國外學者研究其它地區的分佈方式不完

全相同。台灣北部層狀降水的分佈特性呈現與前人在

不同地區所觀測到的特性一致。然而對流降水卻呈現

不一樣的情況，研究中可以發現雨滴更大但雨滴數更

少的對流降水，也可以發現雨滴更小，但雨滴數更多

的對流降水，顯示台灣地區的降水雨滴譜分佈確有其

獨特性。而由於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數量仍不夠充

足，未來仍需收集更多的資料才能更為真實的呈現局

部地區的雨滴譜特性。 

颱洪中心的雨滴譜儀亦將配合即將建置完成的

雙偏極化氣象雷達以及氣象局已建購之垂直指向雷

達，對於台灣西南地區進行中長期的觀測，經由更多

的個案資料蒐集，希望能對於西南部地區特定型態的

降雨系統能有更佳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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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time variation of the Typhoon Morkat (2009) rainband 

structure over Taiwan’s complex terrain observed by weather 

radars and rain gauge measurements 
 

Yu-Chieng Liou, Tai-Chi Chen Wang , Yi-Chun Tsai, Yu-Shuang Tang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hongli City, Taiwa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structure of precipitation systems over Taiwan as Typhoon Morakot (2009) 

impinged on the island on 8 August 2009 using data observed by weather radars and rain gauges. A 

newly-designed multiple-Doppler radar synthesis technique particularly designed for dealing with non-flat 

surfaces i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three-dimensional wind fields over the ocean and terrain.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rtion of the analysis domain where the mountain slope is relatively gentle and steep, respectively, the 

radar reflectivity measurements indicate that the precipitation systems exhibit horizontal translation in the north 

and abrupt intensification in the south. Far from the southern mountainous region, a north-south oscillation of an 

east-west-oriented band of strong radar reflectivity (>40 dBZ) with a horizontal span of 20 km is observed. Along 

the mountain slopes, the region of strong radar reflectivity expands to a much wider north-south-oriented area. 

The major precipitation is confined to the windward side of the mountain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upstream atmosphere is statically unstable, which implies that the lifting of the incoming convective cells by the 

topography will easily trigger precipitation. Thus, most of the moisture will be consumed before the air reaches 

the leeward side of the mountains. The long duration and the wide range of heavy precipitation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resulted in a record-breaking rainfall amount of 2,000 mm over four days. 

A noticable feature of the prevailing westerly flow is a wind speed maximum (~ 40 m s-1) above the 

mountain crest, which can be explained by a simplified shallow water model. 

The capability of applying the weather radar to provide a reliable quantitative estimate of the rainfall over a 

large area with high temporal and spatial resolution is shown using dual-polarimetric radar data.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wind and precipit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hydrology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Keywords: Typhoon Morakot, Doppler weather radar, Topographic effect,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Q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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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斗式雨量筒與撞擊感測式雨量計之比較 

 

林博雄1     張譯心1   魏聰輝2   李育棋3 

 

1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2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3中央氣象局 

 

摘    要 

本文利用雪山圈谷(海拔 3584m)傾斗式雨量筒與撞擊感測式雨量計兩款不同原

理的降水設備，同步量測兩年期間不同季節的 10 分鐘累積雨量資料，討論它們

的相關性結果並提出 2013年不同地點的雨量計校驗行動。 

 

一、前言 

台灣山區年降雨量高達3000 mm以上，劇烈降水是山區土石崩塌踏的重要因

素之一，但是高山雨量測站空間分布不均(邱與林，2005)，以及傾斗式雨量筒阻

塞可能造成雨量低估，因此如何提升山地地區降雨量量測之效率，是刻不容緩的

環境監測以及氣象觀測技術改進議題。世界氣象組織(WMO) 曾於2007~2009年
期間於義大利Vigna di Valle舉行Field Inter-comparison of Rainfall Intensity Gauges 
(WMO, 2009)，26種傳統機械式雨量計、撞擊式(Impact disdrometer)雨量計以及

光學式雨量計同地參與這一國際性技術交流活動。該期間 Vaisala WX520整合型

氣象感測器(採用RAINCAP Impact disdrometer ) 已經逐年在台灣地區使用(林等，

2007；林等，2008；顧等，2009；張等，2012)，但是它與傾斗機械式雨量筒量

測之差異為何，尚未在台灣高山地區有較長時間的同步觀測資料可供分析。 

 
二 、資料來源 

本文沿用魏與林(2011)因應雪霸國家公園委託計畫的雪山登山步道雪東線

沿途生態調查需求，所架設的四套氣象測站之一的SP1 雪山圈谷測站(海拔 3,584

公尺地表裸露)。傾斗機械式雨量筒是日本竹田 0.5mm傾斗式雨量筒，WXT520 

RAINCAP 感 測 精 確 度  5% 和 0.01mm 輸 出 解 析 度

(http://www.vaisala.com/en/airports/heliports/sensors/Pages/WXT520.aspx)，並且

兩者的離地高度相當(張等，2012)。 

 

三、資料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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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整理了 2010~2011 年 2 年期間不同季節(春季 MAM、夏季 JJA、秋季 SON

以及冬季DJF)兩種雨量計的 10分鐘累積雨量的線性相關函數，相關係數約在 0.32 

(2010 年 DJF)到 0.88 (2011 年 JJA)。整體而言，RAINCAP 感測降水發生幾乎與傾斗

式雨量計同步，後者比前者少(斜率是 0.55~0.97，但 2011 年 SON 例外)，相關係

數(r)在夏季最高，秋季和春季其次，冬季最低。這一「降雨越小觀測差異越大」

現象應和 WXT520 靈敏的輸出解析度(0.01mm)有關。由於雪山圈谷測站周遭植被

僅有低矮玉山圓柏，沒有闊葉林木樹葉掉落遮蔽傾斗式雨量筒的低估疑慮，鳥類

活動也非常低，造成 RAINCAP 誤判較無可能。 

 

 2010 2011 

Y =Ax + b r Y =Ax + b r 

MAM Y = 0.97X + 0.026 0.7 Y = 0.96X + 0.029 0.69 

JJA Y = 0.69X + 0.045 0.8 Y = 0.77X + 0.032 0.88 

SON Y = 0.77X + 0.019 0.65 Y = 1.57X + 0.030 0.83 

DJF Y = 0.71X + 0.013 0.32 Y = 0.55X + 0.028 0.44 

 
四、展望 

雪山圈谷氣象站已邁入第四年，2012年雨量資料將可再次確認上表的數值。

作者們也在 2013 年春季在板橋氣象站觀測坪離地 30cm 高度以及屏東大漢山

(1645m 海拔高度)自動雨量站增加 WXT520 感測器；這些 2013 年新增的實測資

料將有助我們確認兩種雨量計累積雨量的相關成程度  進而推估台灣降雨量測

有無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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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土壤含水率觀測網之建置與初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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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2
中央氣象局 

 

摘要 

土壤含水率與地溫相同，為影響大氣與地表間交換作用的重要參數之ㄧ，該資料除可用於

數值模式地表資料驗證所需外，亦可應用於研究教學，然而與台灣地區地溫測站密度比較，台灣

地區土壤含水率觀測資料在時間及空間上的分布仍相當缺乏。本研究團隊在國科會計畫經費補

助、並與氣象局合作以建置台灣地區土壤含水率觀測網。目前儀器分別架設已於氣象局台中氣象

站、高雄氣象站、恆春氣象站、日月潭氣象站、嘉義氣象站、阿里山氣象站、永康氣象站，同時

將於台中氣象站設置一桌上型電腦以收集整合各測站的觀測資料，而於來年將再添購數套土壤含

水率監測儀器並架設於不同之氣象測站以使監測網能更完整的分布於台灣各區域。本次報告除呈

現目前所收集資料的時間、空間分佈特性外，並初步評估資料品質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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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式閃電偵測系統 
 

朱延祥 蘇清論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 

 

摘要 

當閃電發生時，由於雲中帶電粒子受到大氣電場的作用所引起的巨大電流，會產生強烈的

電磁波輻射。利用雷達接收閃電所產生的電磁輻射，並運用適當的閃電定位技術，可以定位出閃

電發生位置。目前國際上各國均使用被動式(Passive)閃電偵測系統，進行閃電落雷的例行性監測。

若閃電偵測系統建置位置不當，或未經常進行校系統驗(Calibration)，或受到環境干擾等因素，往

往會產生錯誤的閃訂定位結果。在本報告中，將提出一種利用主動式(Active)脈波相位雷達系統，

視閃電行徑路徑所產生的高溫熾熱的游離態大氣電漿(Plasma)為目標物，進行主動偵測。透過獨

特設計的相位陣列天線的接收雷達回波，根據雷達干涉法，可以精確定位出閃電發生位置。利用

此雷達系統，將可以調校被動式閃電偵測系統的定位誤差，同時可以觀測閃電的空間結構與變化。

在本報告中，將詳細介紹本團隊所設計的主動式雷達系統特性以及閃電定位原理與方法。另外本

雷達系統的後續規劃與運用，將一併在本報告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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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對流個案之全閃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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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摘要 

雲對地(cloud-to-ground，CG)閃電對公共設施、生態環境及人身安全的威脅很大，也與其他

伴隨深對流發展的劇烈天氣現象關係密切，故以 CG 頻率作為雷暴即時預警的指標，應具有防災

意義。此外，雲中(intracloud，IC)閃電在對流初生至成熟時期大量出現；當對流發展至成熟時，

IC 的發生頻率最高，而 CG 閃電開始出現；在雷雨衰退期間，CG 頻率則迅速增加，IC 迅速減少

(Lang and Rutledge 2002；Liao and Wang 2006)。IC 領先 CG 的特性，正是國外發展即時雷暴預警的

概念基礎，近期的應用研究成果(Gatlin and Goodman 2010；Schultz et al. 2011)也指出包括 IC 閃電

在內的全閃電(total lightning)趨勢診斷分析，比起單獨使用 CG 閃電參數，對於雷暴預警更具有時

間提前、錯誤預警率降低的效果。 

2004 年臺灣電力公司建置了全閃電偵測系統(Total Lightning Detection System，TLDS)之後，

台灣地區開始有 IC 閃電資料可以加以運用。相對於氣象雷達觀測，全閃電資料較無地形遮蔽問

題，而相對於雨量觀測，閃電資料也沒有空間分布密度的限制，因此妥善分析全閃電資料，除了

可應用於即時劇烈降雨評估(Liao and Wang 2006)以及惡劣天氣現象的預警之外，對於呈現台灣地

區對流的中尺度氣候特性，以及山區人工增雨、水利工程設計、生態保育以及高山休憩旅遊等方

面，也應有極大助益。然而在發展這些全閃電資料應用技術之前，應先分析了解台灣地區全閃電

資料之時空特性，探討其是否也具有與國外文獻研究相近的特性。本研究將先針對一次台灣地區

午後熱力對流個案，仿照國外已發展的研究方法，比較該個案 IC、CG 閃電頻率及雷達回波發展

趨勢之相關性。 

關鍵字：雲中閃電、全閃電、T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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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5 衛星反演氣膠光學厚度 
 

李國光 林唐煌  劉振榮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摘  要 

人類製造的空氣污染造成全球大氣暖化情況問題日益嚴重，此日現象已引起

科學家們重視。本文引用法國SPOT-5衛星，應用輻射傳遞方程式(Radiative 
Transfer Equation; RTE)反演反演氣膠光學厚度(Aerosol Optical Depth; AOD)。結

果顯示，都市地區反演結果與太陽輻射計(sun photometer)比較的平均誤差為0.037;
平地植被則有較大的誤差。此研究結果正可彌補MODIS(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資料對於都市地區AOD反演之不足。 

前 言 

氣膠在最近的幾十年已經成世界關注的問題。它的組成複雜，在光學頻道上

的反應也迥異且不易估算(Giles et al., 2012)。 
衛星遙測反演 AOD 的方法有許多種，其最常用的密暗植被(Dense Dark 

Vegetation; DDV)法，則是依據輻射傳輸方程計算 AOD(Holben et al., 1992)。為了

降低地表覆蓋物對衛星量測輻射強度的貢獻，在可見光波段反演 AOD 時選擇低

反射率覆蓋物。然而，低反射率同時限制反演區域與反演的時間，冬季或稀疏的

植被地區沒有足夠的植被覆蓋無法估算 AOD，雪地以及沙漠等因其屬於高反射

率的覆蓋物也不適合應用 DDV 法反演 AOD(Borde et al., 2003)。為了解決 DDV
方法的缺點，其他方法如應用 MODTRAN 模擬建立各種陸地表面的對照表(Look 
up Table; LUT)反演 AOD(Hsu et al., 2004)。雖然 DDV 方法存在暗密植被的缺點，

但是根據 Kaufman 等人(1997)研究發現，可見光波段(0.49 和 0.66μm)和不受氣膠

影響的短波紅外線波段(2.1μm)，兩波段之間的反射率，在暗色物體上存在一個

特定比率關係。此方法已經應用在 MODIS 的 AOD 產品。 
上述種種大氣校正方法，若要應用在複雜地表的市區而言，仍然是個相當具

有挑戰性的問題。本文的目的是利用氣膠在可見光波段造成反射率增加，且標準

差降低的特性(圖一)反演 AOD。 

研究方法 

大氣中粒子的吸收與散射將響將修衛星觀測的輻射強度。晴空下，改變衛星

輻射強度主要是氣膠光學厚度τ 。本研究方法反演視基於如下兩個假設。首先，

在特定視窗大小條件下，衛星輻射強度隨時間和空間改變。第二，大氣成分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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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改變。Sifakis(1992)及 Retails(2010)依據輻射傳遞方程式，假設地表為蘭氏面

(Lambertian surface)，推導出下式反射率和 AOD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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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ρ ， )( *

1 ρs ， 1ρ ， 1τ 及 分別為參考影像在特定視窗的反射率，反射率標

準差(SD)，反射率平均值，AOD 及入射角，方程式中下標 2 代表將被反演(目標)

影像相對應的參數。方程式中 ， )( *
1 ρs ， 1ρ 及 可由影像計算獲得， 1τ 則由

衛星觀測時相對應於地面太陽輻射計的觀測。依據(2)式只要依據太陽輻射計的觀

測，找一幅 AOD<0.1 的乾淨大氣當作參考影像即可求得 2τ 。 

研究資料 

本研究應用 SPOT-5 衛星 HRG 光學儀器之綠光頻道(545nm)反演 AOD。複雜

的覆蓋物使得計算 AOD 的不準確性增加許多，尤其是在都市地區，不同的覆蓋

物其反射率不同，將造成局部地區 AOD 反演誤差。視窗面積大小因所涵蓋的覆

蓋物不盡相同，也是影響反演結果的重要因子。我們將國內太陽輻射計三個觀測

(中央氣象局 CWB、中央大學 NCU 及成功大學 NCKU)站納入分析。CWB 測站設

置在台北市，周圍綠地較少大部分為建築物或道路，NCU 及 NCKU 都建於校園

內，周圍較多綠地地表覆蓋物較簡單。因此，本研究將目標視窗面積自 11x11 
(1.1x1.1km)，31x31…至 171x171 等九個不同視窗，分別分析其估算 AOD 與太陽

輻射計觀測誤差，尋求適當的視窗大小以反演較準確 AOD。 

結果分析與討論 

NCU與NCKU反演的迴歸R2不如CWB (圖二)，推究原因可能與NCU及NCKU
測站位於植被較多的區域有關。植被會受季節變化，而明顯影響反演結果。台灣

地區四季變化雖不明顯，但秋天落葉及春天長嫩芽都會影響反射率，尤其是綠光

頻道受影響更大。CWB位於台北市，地表覆蓋物如建築物與道路等的變化不大，

對於需要一個地表覆蓋物變化不明顯的本反演法而言，應有相當助益(圖三)，此

一特徵正可彌補MODIS的AOD產品在都市地區無法反演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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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SPOT5 同一地區不同時間(20050920，20100321)的綠光頻道反射率的平均值

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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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NCU、NCKU與CWB的R2隨視窗面積的變化。 

 

圖三 CWB 資料反演散佈圖，與太陽輻射季相較的平均反演誤差為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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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PS Radio Occultation (RO) is a space-based technique for sounding the Earth’s atmosphere. 

This technique has demonstrated a great potential to improve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NWP) and 

climate monitoring. The aim of this investigation is to utilize FORMOSAT-3/COSMIC data over the 

Australian region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O results in 2010 produced by two 

different data processing packages - the Radio Occultation Processing Package (ROPP) and the 

COSMIC Data Analysis and Archive Center (CDAAC) software packages. It is shown that the average 

difference of data points for each event in pressure varies from 0.12 to 1.54hPa and 0° to 3.5° for dry 

temperature. Comparing different tropospheric layer using over 20 thousands events retrieved from 

ROPP and CDAAC, the average difference in pressure and refractivity is around or less 1 hPa and 1 

N-units. However, in dry temperature, the average difference at the altitude from 25 to 30 km and from 

30 to 35 km can reach 1.24 degrees and 2.24 degrees over the Australian region. Atmospheric 

parameters retrieved from both ROPP and CDAAC show the large difference in the lower troposphere 

at the altitude less than 10 km in the study period. 

 

Key words: GPS, Radio Occultatio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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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衛星紅外頻道所觀測地表的亮度溫度 (brightness temperature)，除地表溫度的貢獻外，亦受地

表發射 (surface emissivity) 及水氣 (water vapor) 吸收的影響，如欲獲得準確的地表溫度，地表發

射率及水氣含量的估算就相當重要。而地表的發射率與地表的物種高度相關且隨週遭環境有所變

化，且由衛星觀測資料之即時提供有其困難度。因此本研究將利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所開發的的

高垂直解析度 PFFAST 輻射傳輸模式，透過數種不同地表放射率與大氣垂直水氣混合比(water 

vapor mixing ratio)的組合，首先決定適合反演地表溫度之紅外線頻道，再根據各參數在輻射傳送

計算之結果建立查找表(lookup tables)，藉以反演地表發射率和水氣含量等參數。初期將以 MODIS

之紅外線頻道為主要對象，探討地表放射率和大氣中之水氣含量等參數對紅外頻道亮度溫度之影

響，並嘗試建立其間之關係，期能提供衛星資料 (MODIS) 在準確地表發射率及地表溫度反演之

應用。 

 

關鍵詞：亮度溫度、地表溫度、地表發射率、水氣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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