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天活躍於臺灣山脈東西兩側的輕度熱帶氣旋
波動與反氣旋波動相互牽引作用造成 
臺灣西南部及山區的極端擾波： 
(I)熱帶氣旋波動沿東岸近海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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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2013年夏末Kong-Rey和2004年夏初Mindulle兩個輕度
熱帶氣旋波動，北移到臺灣北方近海後，分別在在臺
灣西南部平地及中南部山區發生劇烈降水 

• 華北地區的Ω型的天氣架構、華南地區持續性的反氣
旋波動阻滯作用、臺灣山脈的遮蔽作用：此一區域天
氣擾波稀少 

• 臺灣山脈的遮避效應及華南地區反氣旋波動阻滯效應
崩壞或消失：造成由大陸東北部近海的低壓波槽向南
延伸到東南部近岸，與東南部近海富含水氣氣旋渦流
柱體胞群匯聚，且垂直向上伸展增深；大陸東南部海
岸具有彎曲海陸界面特徵，太陽直射強度與蓄積是影
響區域劇烈降水時間與地點的重要因素。 
 
 



一、基本觀念   
 • 熱帶氣旋波動在移行的過程發生倂合增深或

分裂減弱 
• 【一】倂合增深： 

 
 
 

2013年8月27日20時32分東亞衛星雲圖 

熱帶氣旋波動 
1.南方部分結構屬於
由西南向東北彎曲
狀捲入 
2.西邊倂和匯聚 



【二】分裂減弱：北方邊緣部份分裂後，大致分成分
裂後主體與分裂潰散的東北部份與西北部份區塊等 

三個部份 

PARMA 衛星雲圖  
(2009-10-04 12:30) 

PARMA 衛星雲圖  
(2009-10-05 05:13) 



二、2013年夏末Kong-Rey熱帶氣旋波動以及
2004年夏初Mindulle熱帶氣旋波動的天候特徵 

• 【一】2013年夏末Kong-Rey熱帶氣旋波動的天候特徵 

 在熱帶氣旋波動警報解除後，持續在臺灣中南部地區降
下豪雨，30 日當日雨勢仍達到大豪雨等級。總計28日至
29日影響期間，於苗栗以南各縣市降下大豪雨，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地區更降下超大豪雨，最高
累積雨量發生在臺南市山上區山上站，達765mm。 
29日上午5時到7時造成中南部強降雨，雲林縣虎尾5至6
時的時雨量達129 mm，其次為屏東縣大漢山122 mm、
嘉義縣中坑120 mm；造成西半部地區嚴重淹水，淹水災
害發生在臺北、臺中、彰化、雲林、嘉義、臺南及高雄
等地區［1］。 



熱帶氣旋波動8/27～29總累積雨量前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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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Kong-Rey熱帶氣旋波
動8月27~29日累積雨量圖 

2013年Kong-Rey熱帶    
氣旋波動的軌跡  



【二】2004年夏初Mindulle熱帶氣旋
波動的天候特徵 

• 30日10時開始，路徑幾乎轉直角，由西轉北移動，直
指臺灣東南部陸地7月1日08時，減弱為輕度等級。1日
晚間10時左右，在花蓮壽豐登陸， 2日上午10 時由淡
水河出海後，在南部及中部山區降下豪雨 

• 3 天累積雨量以屏東山地門的尾寮山達728.5mm，花蓮
玉里有685.5mm，高雄縣桃源鄉的御油山的656.5mm 
等三處最多，超過500mm 有16 個測站，雨量集中在高
屏、嘉義和花蓮地區； 

•  2日在屏東、高雄和嘉義山區降雨多處超過500mm，中
部山區亦有超過400mm，7月3 日在中部及南部山區持
續降下豪雨，亦是多處超過500mm，4 日豪雨仍未停，
南部份地區更達800mm 雨量；降雨地區和3日大致相同
5 日雨量才稍歇。 



Mindulle及0702豪雨期間總累積雨量 
 



2004年夏初Mindulle熱帶氣旋波動的天
候特徵： 700hPa、500hPa東亞天氣圖  

 
 

2004年6月28日08時  
700hPa 東亞天氣圖 

2004年6月29日08時 
500hPa東亞天氣圖  700hPa 東亞天氣圖 

2004年7月2日08時 



2004年Mindulle熱帶氣旋軌跡與衛星圖 

2004年7月3日08時23分 

東亞衛星雲圖  
2004年Mindulle熱帶氣旋 
波動的軌跡 



Mindulle北移後（7 月2日~6日）臺灣地區等雨量線圖 

徐辛欽，2004﹔“民國93年颱風調查報告－第7號 (Mindulle, 0407) 

2日至6日的5 天累積雨量： 
高屏、台南、嘉義、台中、南投、
苗栗山區降雨量均超過1000mm，
高屏山區更超過2000mm 



三、討論與結論 
 • 【一】討論：輕度熱帶氣旋波動離開臺灣後，卻引發西

南部平地與中南部山區向風面劇烈且持續的降水機能。 

• １、太陽一年週期裡的南迴與北回歸線位移，運用
波動學裡的HOOKE定律來論述區域吸收能量強度，
則以每年6月下旬到七月最強，8月底與梅雨期有相
似的能量架構，華南地區到臺灣的海陸分佈，也是
激化增強天氣擾波的持續性垂直發展的重要因素。 

• 2、阻滯作用和遮避作用：反氣旋波動與臺灣山脈 
• 活躍於臺灣東部近岸的熱帶氣旋波動持續穩定的向
北移行；再者，持續活躍於大陸華南地區且涵蓋南
部東南部海岸的反氣旋波動，造成此一區域天氣擾
波稀少而且較為平靜的天候。 



3、臺灣山脈的遮避效應及華南地區反氣旋波動阻滯效應
崩壞或消失：臺灣中南部或向風面高山區域的劇烈降水 
 
（１）當Ω型的天氣擾波裡的後方或西端波槽，向東推進
逼近大陸東海岸，而且此時的熱帶氣旋波動也北移至臺灣
北部近海，牽引連結造成北方波槽向南延伸至大陸東南部
近岸，華南地區的反氣旋波動崩壞 
 
（２）大陸南部沿著近岸排列的渦流胞柱體群，得以發展
且向西移動，特別在移到大陸東南部近岸時﹒由大陸東北
部近海向南延伸而來的波槽裡的西北風強，與富含水氣的
西風或西南風在此匯合，加強渦流雨胞的垂直發展 
 

三、討論與結論 
【一】討論：輕度熱帶氣旋波動離開臺灣後，卻引發西南部
平地與中南部山區向風面劇烈且持續的降水機能。 
 





三、討論與結論 
【二】結論 

  

• １.臺灣山脈遮避效應、華北地區Ω型的天氣架構、伴隨著華南地
區持續性的反氣旋波動阻滯效應，造成活躍於臺灣東部近岸的熱
帶氣旋波動，持續穩定的向北移行，以及華南地區及近海擁有平
靜的天候或天氣擾波相對稀少。 

• ２.當華北地區Ω型的天氣架構因後面波槽向東推進逼近大陸東海
岸、此時的熱帶氣旋波動也北移至臺灣北部近海，臺灣山脈對熱
帶氣旋波動遮避效應消失，熱帶氣旋波動的連結牽引，華南地區
持續性的反氣旋波動崩散，強的氣旋波槽再向南延伸至華南地區
的東南部近岸，向南延伸而來的波槽裡強的西北風，與富含水氣
的西風或西南風在此匯合，增深加強渦流雨胞柱體群的垂直發展；
加上這一區域具有彎曲海陸界面特徵，更加擴增渦流雨胞柱體群
強度的發展，並且朝著東北方向灌進臺灣的西南部 

• ３.垂直發展至700hPa的Kong-Rey造成西南部平地的劇烈降水，垂
直發展至500hPa的Mindulle，則造成中南部向風面山區的劇烈降
水，後者發生在陽光直射最活躍期，劇烈降水持續較長的時間。 
 



臺灣西南部及山區的極端擾波機能 



四、致謝與感言 
 

• Robert Hooke ( 1635~1703)的彈性波動定律廣
泛地應用於各種彈性力學或矩陣（matrix）運
算，作者近年來的研究裡嘗試運用波動學觀點
作為理論依據，本研究則以太陽在南迴歸線與
北回歸線間規則的運行做為區域加熱的重要方
式，因此運用Hooke’s Law做為熱能供給的簡
單敘述。再者，本研究裡參閱許多有關Kong-
Rey（2013）和Mindulle（2004）兩個輕度熱帶
氣旋波動的資料，雖沒有全部都列入參考文獻
中，作者於此深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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