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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颱風為臺灣重要的雨量來源之一，而大部分颱風所引發的降雨都出現在颱風正在影響臺灣

或是緊鄰臺灣通過的時候。不過在特定的綜觀條件下，Schumacher et al. (2011)及 Wang et al. (2009)

指出颱風的出現可能會讓低緯度的水氣往高緯度輸送並增強局地的水氣通量輻合，進而在原本已

經有利對流發展的環境下，產生更大的降雨。2014 年八月 7 至 13 日臺灣西南部受西南氣流影響

產生強降雨，一週內高雄仁武累積雨量逾1000毫米，當時哈隆(2014)颱風正逐漸於琉球海域北上，

850hPa 以下西南風強風區由其環流向南海延伸並隨颱風緩慢北抬，臺灣西南部海域對流活躍的

位置亦隨時間往臺灣接近。本研究將由進一步分析釐清距臺較遠的颱風在這場強降雨下所扮演的

角色。 

    經由夏季相似路徑的颱風比較，有造成西南部強降雨的颱風在通過琉球海域時，在南海北部

850hPa 空層以下伴隨較強的西南風，而未造成強降雨的個案西南風較弱或者盛行其他風向。另

外，在造成強降雨的個案中，西南部近海也出現較大的水氣通量水平方向的輻合，顯示有較大量

的水氣匯集在南部上空提供降雨的水氣來源。未來將透過 WRF 模式進行有無颱風的敏感度實驗，

以釐清颱風在增加水氣通量輻合上扮演什麼角色及量化颱風在降雨事件上的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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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颱風帶來的雨水是臺灣重要的水

資源來源之一，然而其所夾帶的強降雨

是造成颱風災害中最主要的原因。而颱

風大部分引發的強降雨多發生在中心登

陸臺灣或由附近海域通過前後。李(2004)

等人指出颱風接近臺灣時，容易因逆時

針環流和臺灣的地形使颱風的降雨產生

「地形鎖定」效應，使得中心位置接近

的颱風個案造成降雨的區域大致雷同，

因此利用過去颱風個案的中心位置與降

雨的關係發展出「颱風氣候法」推估襲

臺颱風將導致的降雨量。 

然而颱風也可能間接造成距中心

數百公里外地區的強降雨，Schumacher et 

al. (2011)及 Wang et al. (2009)分別針對美、

日強降雨進行個案分析，指出颱風或與

副熱帶高壓配合，將產生較強的南風將

熱帶的水氣向北輸送，提供中緯度強降

雨發生的水氣來源，這種強降雨離颱風

本身相當遠，因此 Schumacher et al. (2011)

又稱此種降雨為 PRE(Predecessor Rainfall 

Event)。而在秋季時颱風帶來的暖濕空氣

在臺灣附近和東北季風交會，將產生「共

伴效應」於東北部產生強降雨，羅(2002)

及林(2014)分析了琳恩颱風、奈格颱風因

共伴效應導致據颱風中心數百公里的東

北部強降雨個案，發現颱風帶來的暖濕

空氣北上時與北方乾冷空氣交會產生傾

斜的上升運動引發強降雨，而林(2014)

進一步在敏感度實驗將颱風環流去除，



北上的暖濕空氣減少進而使降雨不明顯、

且區域偏移，顯示颱風雨季風的交互作

用在這種遠地降水扮演重要的角色。 

至於夏天，西南季風和颱風也會產

生交互作用，艾(2013)指出與西南季風共

伴的颱風常伴隨較強的西南風，且有較

大的西南來的水氣通量。而柳(2006)針對

敏督利(2004)颱風離臺時與西南氣流在

中南部導致強降雨的天氣系統進行水氣

收支分析，發現水平方向水氣通量輻合

量遠大於局地的蒸發量，顯示西南氣流

生的水氣輸送角色相當重要。除了襲臺

颱風外，廖(2013)年對於侵襲日本時馬鞍

(2011)颱風引入西南氣流導致的降雨事

件中對於颱風的角色進行探討，得到颱

風的存在會使得臺灣上空的盛行西南西

風，水氣較易輸送進入陸地產生地形舉

升的降雨，相反的沒有颱風環流時風向

偏南，雨區則落在沿海，但仍有豪雨等

級降雨出現。 

2014 年臺灣西南部沿海受西南氣

流影響出現明顯降雨，降雨量最大的區

域位於西南部沿海。此時臺灣位於大低

壓帶中，然而哈隆(2014)颱風正從琉球海

域北上，西南強風區隨著颱風移動而北

抬，對流爆發的區域亦逐漸由南海移進

臺灣。類似路徑的颱風由於距離臺灣遙

遠，並不會有颱風警報的發佈，但颱風

和西南季風交互作用下仍可能在臺灣產

生較強的降雨並導致災害，因此本篇研

究將針對這個颱風在強降雨中扮演的角

色進行探討。研究的第二部紛將先呈列

使用資料，第三部份將描述個案發展的

過程，隨後將會針對類似路徑的颱風個

案做比較，找出哈隆颱風北上時環境的

特點，因此第四部分將會列出篩選的標

準，而第五部分則呈現初步比較的結果，

第六部份則為結論。 

二、 使用資料 

    本研究所使用之大氣場的分析資

料均為 NCEP FNL 分析資料，解析度

為1.0° × 1.0°。地面觀測資料來源為中

央氣象局各測站，包括人工站及自動

站；同時為了瞭解海面上降雨情形，

研究裡也使用 TRMM 3B42 資料庫中

逐三小時的平均時雨量資料；另外，

颱風相關的資料則是以 JTWC Best 

Track Data 為依據。 

三、 個案概述 

    此個案西南部沿海主要的降雨時

間由 8/7 開始持續到 8/13，最大降雨

量出現在高雄仁武超過 1000 毫米(圖

一)，其中在 8/8 之後西南部沿海每天

皆有測站達到豪雨標準(200mm/24hr)。

利用 TRMM 反演同時間整個洋面上

的降水(圖二)，可見南海北部至臺灣

海峽南部有一強降水區，其邊緣碰觸

到臺灣西南部陸地，臺灣西南部沿海

的降雨應為此強降雨區的一部分。 

    925hPa 的風場則顯示在 8/8 

00Z(圖三)時西南風的強風軸由南海

北部向東北延伸至颱風環流南側，其

邊緣碰觸臺灣南部，比較同時間的衛

星雲圖可見強對流的位置和強風軸位

置大致吻合。而 8/8 起至 8/13 期間西

南風強風軸大致位於臺灣附近，使得

持續一週的時間綜觀環境類似，西南

部沿海的降雨可能因此持續。而從 8/5

至 8/8 期間的風場(圖四)，可見強風軸

這三天隨著颱風北上從南海逐漸北抬

至巴士海峽，衛星雲圖(圖五)亦顯示

強對流活躍的區域漸往臺灣靠近，顯

示隨著颱風北上，臺灣的環境逐漸轉

為適合強對流發展。然而由琉球海域



北上的颱風並不罕見，哈隆颱風的北

上為何會伴隨臺灣附近不穩定的環境，

接下來將進行類似路徑個案的比對，

以找出這類路徑並在中南部伴隨強降

雨的颱風環境上有何其他特徵。 

四、 相似路徑個案篩選條件 

    研究中將 Best Track Data6 小時的

定位內插為逐小時的定位用以與時雨

量相對應。根據哈隆颱風的路徑及其

造成強降雨時的中心位置，劃定一從

琉球海域延伸至日本南部的區域(圖

六)，選出在 2000-2014 年間的 6 月至

8 月，通過此區域且臺灣附近同時無

任何明顯其他天氣系統影響的北行颱

風，總共6個個案，分別為哈隆(2014)、

馬鞍(2011)、帕布(2001)、艾陶(2003)、

電母(2004)及烏沙及(2007)將成為綜觀

天氣分析的比較對象。 

    同時由氣象局人工站及自動站的

逐時雨量資料加總得 24 小時的累積

雨量與豪雨特報標準(200mm/24hr)相

比，若南部同時有兩個測站符合標準，

則代表有強降雨事件發生。按照此標

準又將六個案分為兩類，造成強降雨

的個案為哈隆(2014)及馬鞍(2011)；另

外四個帕布(2001)、艾陶(2003)、電母

(2004)及烏沙吉(2007)則未在中南部造

成強降雨。(圖七) 

五、 相似路徑個案比較結果 

  於南部造成強降雨的馬鞍颱風及哈

隆颱風，儘管強降雨發生的位置不同但

其在通過琉球海域時，在南海(SCS)底層

伴隨著較強烈的西南風；而其他個案北

上時南海的西南風強度較弱或者是盛行

其他風向。(圖八) 

  未造成強降雨的其中兩個個案臺灣

附近的盛行風不是西南風，是因南海有

另一低壓發展，來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風

由更低緯度進入太平洋，南部並非東風

的迎風面，因此不易有強降雨發生。而

比較另外兩個盛行西南風未造成強降雨

及有造成強降雨的兩個個案中，雖然臺

灣都位處於大低壓帶，但南部出現明顯

降雨的個案來自印度洋的西南風強風軸

流入颱風南側環流的路徑較為接近臺灣；

而較弱降雨的個案強風軸離臺灣較遠或

者是西南風強度較弱。此時若計算四個

盛行西南風個案在琉球海域北上同時臺

灣中南部外海的水氣通量輻合，可見有

強降雨發生的水氣輻合量大，西南風帶

來的水氣來源充沛。(圖九) 

 經由以上分析可知，颱風在琉球海域

北上的同時，仍要其他天氣系統的配合

使得來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風可以經臺灣

流入颱風南側，並讓颱風逐漸導引強風

軸北抬，增加臺灣中南部的水氣通量輻

合，成為供應強降雨發生的水氣來源。 

六、 結論 

    過去研究指出颱風除了本身環流

影響下會造成強降雨外，還有可能透

過與其他天氣系統的配合而增強局部

地區的水氣通量輻合，而提供具中心

數百公里外強降雨的水氣來源。在臺

灣，相似的情形也發生在颱風與西南

季風共伴的同時，因季風帶來的暖濕

空氣使得水氣輻合量增加，提高強降

雨發生的機率。哈隆颱風於 2014 年八

月北上的同時，其所伴隨的西南風強

風軸也逐漸由南海往臺灣南部接近，

使得西南部沿海的環境逐漸轉為適合

對流發展。 

    根據過去類似路徑的個案比較，

有造成強降雨的哈隆颱風及馬鞍颱風



北上的同時都伴隨了比較強的西南風，

亦導致了在西南部沿海的水平水氣通

量輻合較其他未在中南部造成強降雨

的颱風還大，顯示這兩個颱風伴隨了

較充沛的水氣來源，造成強降雨的機

率高。 

    而目前的分析資料僅能定性上推

測颱風對於西南部沿海的降雨扮演助

益的角色，但定量上颱風在這場降雨

中角色的重要性，則還需要模擬進行

敏感度實驗才能更進一步說明，因此

未來將利用 WRF 針對此個案進行模

擬，並預計在各個敏感度實驗中植入

不同強度的颱風比較西南部沿海降雨

的變化，以更深入探討颱風所扮演的

角色及背後造成差異的物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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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14/08/07-08/13 累積雨量圖。   

 

圖二、8/6 15Z-8/13 15Z TRMM 反演累積雨量

場，白線為 8/6-8/10 哈隆颱風路徑，紅點為 00Z

時之中心位置。 

 

圖三、8/8 00Z925hPa 流線場，陰影區為風速，

單位 m/s。 

 

 

 

 

圖四、同圖三，分別為 a:8/5 00Z；b: 8/7 00Z。 

 

圖五：東亞紅外線衛星雲圖(摘自中央氣象局)，

a:8/5 00Z；b:8/700Z。 

(a) 

(b) 



 

圖六、藍線：篩選之六個案路徑；紅十字：強

降雨發生時颱風中心位置；紅框：本研究定義

的琉球海域；綠空：南海。 

 

 

圖七：所挑選之個案通過琉球海域時於臺灣造

成之累積雨量，紅色表示強降雨個案，綠色表

示未造成強降雨個案。 

 

圖八、所有個案通過琉球海域時各分析資料時間於南海的平均風。橫軸：U、縱軸：V、紅色為

造成強降雨之個案；綠色則反之。 

 

 

圖九、(a)8/6 15Z-8/13 15Z TRMM 反演累積雨量，白框為計算水氣通量

輻散量的區域。(b)1000-850hPa 間各時間平均水氣通量輻散量；縱軸：

輻散量；橫軸為時間：以颱風進入琉球海域的第一筆時間為第 0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