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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玉山氣象站霧發生時間與季節的關係。在不同季節，霧的成因不相同，

因此生成時間與持續時間也不相同，而高山地區的霧事件很容易進一步發展成山難事件。

分析結果得知高山地區的霧具有相當明顯的季節性，依序可以分成鋒面期、潮濕期、熱力

期、乾燥期。每年11月至隔年6月主要受境外天氣系統的影響，此一時期霧幾乎是伴隨境外

天氣系統的移入而生成；7月至10月則是以局部性的日夜變化周期主導。 

     

    在與過去10年的資料比對中發現，以日夜變化周期主導霧生成的7月至10月，這10年的

變化不大。而11月至隔年6月受到境外天氣系統強度不一，霧的特性會有間段性或持續性的

不同。而與合歡山的資料比對顯示，雖然玉山與合歡山相差約80公里，但在2月至9月這八

個月水氣的特性相當一致，餘下4個月天氣系統受到鋒面影響居多，導致在北邊的合歡山高

濕度的時期會略多於玉山。 

關鍵字：高山氣象、霧 

 

一、前言 

 

台灣是一個多山的島嶼，全島超過2/3是屬於山

地地形，在3萬6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著269座

超過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1000公尺以上的大山更

是不計其數。因此國人或多或少都曾經從事過登山

活動。依勞委會 2011 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

查」，勞工工作之餘從事登山休閒活動，男女合計

比率占24.1%，顯示有約1/4的國人會選擇登山作為休

閒活動。教育部101年度登山教育業務報告中也指

出，若把郊山健行包括在登山活動的一環，台灣山

區的登山健行人口，每年初估至少有五百萬人次以

上，但由於國人從小的國民教育開始，就缺乏山的

教育，因此不論年齡層如何，稍有不慎都會引起山

難事故。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103年的山區救援報告指出，

當年發生190件山難事件，共造成22人死亡、8人失

蹤、94人輕重傷，而造成這些山難事件發生的原因約

略可以歸類成13種。其中迷途、失聯、天候惡劣這三

個因素就占46%，顯示超過4成的山難事件很可能與

濃霧有關。而若是把墜崖歸咎於因濃霧導致視線不

良而發生，則有將近6成(58%)的山難事件都與濃霧有

關。此外，濃霧也會造成山難事件的搜救困難。例

如2002年7月，台大登山社發生於無名山的山難事

件，15日晚上隊員發生高山反應，因隊伍位在前後都

需要2天以上的路程才能離開山區，在這情況下只能

倚靠直升機吊掛救援，但濃霧一直持續到19日才散

去，該隊員卻已於17日晚上不幸去世。許多山難事件

顯示濃霧對於登山安全有非常強而直接的影響，嚴

重可能致死。然而目前台灣對於山區濃霧的研究相

當少，一般民眾從事登山活動時，多數僅會留意溫

度的降低，甚少會關心濃霧的變化，忽略濃霧也是

造成山難的重大因素。 

 

玉山氣象站為台灣唯一高山人工氣象站，從1943

年建站至今，對於高山地區霧的觀測記錄有持續數

十年以上的資料，資料精細度達小時資料。觀察玉

山氣象站霧觀測資料，可以將霧事件的發生時間分

成下列4種： 

A. 隨鋒面到達而產生的周期性起霧 

B. 連續數日至十數日的持續性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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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僅下午起霧 

D. 連續數日無霧 

且這4種霧事件有明顯的季節性變化。登山者若能掌

握這四種類型霧發生季節，相信對於登山安全能有

相當程度的提升。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資料為玉山氣象站的霧小時資

料，霧的定義為能見度不足1000公尺，時間為2006 ~ 

2015共十年。另外輔助資料為2014年合歡山主峰無

人氣象站相對濕度資料。為配合人工觀測資料，時

間選用05~21時。 

 

三、2014年個案研究分析結果 

以2014年為個案的研究中發現在玉山的霧事

件，共可以分成四個類型(圖一)，且這四個類型有其

對應的時期。 

 

(A) 隨鋒面到達而產生的周期性起霧 - 鋒面期 

 

這一類型的起霧事件，通常都與溫度下降有相

當程度的一致性。例如在圖十中，2014年1月9、14、

21等日皆發生霧，對照圖二溫度分布圖中的對應時

間，也是溫度突然驟降的時間，從地面天氣圖(圖三)

上也可以得知這幾日的確正有鋒面通過台灣。 

 

在2014年的個案中(圖十)，這一類型的霧事件出

現在年初的1月以及10月底至12月底，也是台灣溫度

最容易受到鋒面影響的時間。 

 

(B) 連續數日至十數日的持續性起霧 - 潮濕期 

 

第二種類型時間相當長，發生在2月至6月，共5

個月。雖然這段時間霧的特性都是持續十數日的濃

霧，但成因卻可以歸類成三種，大陸濕冷空氣南下、

華南雲系或西南氣流帶來豐沛水氣、梅雨季。所以

這個時期的霧事件除了持續時間長以外，也會帶來

明顯降水，其中以梅雨以為最。 

 

圖六中可以看到2014年上半年幾個比較明顯的

連續降水事件，2月初、3月中、4月初以及5~6月，

都可以在圖十找到對應的霧事件，顯示這一時期的

霧都會伴隨降水事件。2014年玉山站總雨量為2149.4 

mm，而5~6月兩個月的降水就達1014.9 mm，占全年

總雨量將近5成(47.2%)。 

 

(C) 僅下午起霧 – 熱力期 

 

這個時期不同於前兩個時期，霧事件的成因不

再是因為外來天氣系統，而是以局部性的山谷風為

主要成因。山谷風的強弱是由熱力作用引發，所以

這類霧事件好發於夏季(7~9月)。由於成因是以日為

周期，所以霧持續的時間也是以日為周期，上午長

雲、中午成霧、傍晚消散。 

 

以2012.11.12 (圖五)的類似案件為例，07時天空

僅有些微薄雲，此時玉山山頂的雲為氣流過山在山

頂產生的煙囪雲。09時開始太陽加熱效應，讓谷風

把山谷內的水氣往山頂帶而成雲。11時隨著水氣增

加雲層逐漸增厚，底層開始出現雲霧。13時上層已

經累積層厚積雲，底層的雲霧也發展成隨時都會掩

蓋掉氣象站。 

 

(D) 連續數日無霧 – 乾燥期 

 

這時期(10月)不管在環境的天氣系統或者熱力

條件皆與熱力期(9月)相差不多，但不知為何水氣量

急速減少以致幾乎整個月都沒有起霧的現象。圖七

中顯示在熱力期玉山站的最高相對濕度皆在80%以

上，到了10月卻剩下不到60%。 

 

四、時間比對與南北空間比對 

(A)  2014與2006~2015年比對 

 

圖八所示為2006~2015這10年的霧事件分類，這

10年的霧類型在時間上的分布與2014年的研究結果

相近，顯示2014年並非個案。 

 

其中，僅潮溼期的起始時間變動較大，只有6年

的潮濕期在2月就開始，2010、2011兩年甚至到5月

的梅雨季才開始進入潮溼期，這應是潮溼期霧的成

因取決於外來天氣系統，每年的境外移入系統強度

與水氣量有所差異所致。 

 

(B) 玉山與合歡山比對 

 

玉山氣象站位於台灣偏南邊(圖九)，與中央山脈

南段相近。為了解研究所得的結果是否適用於中央

山脈北段與雪山山脈，因此希望在台灣北部山區也

挑選一個點作為比對對象。目前超過3000公尺的無

人氣象站僅排雲、合歡山、昆陽，其中僅合歡山站

比較有北部山區的代表性。 

 

由於合歡山站沒有人工觀測，因此也沒有霧的

觀測資料，僅能以相對濕度大於90%的高濕度狀態與

玉山站做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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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中顯示，在2014年的個案中，2月到9月這8

個月期間，合歡山高濕度狀態與玉山起霧的特性相

當一致，顯示潮溼期與熱力期的特性在這兩個地區

是共通的。10月合歡山跳過乾燥期直接進入鋒面

期，導致兩個地區有些差異。進入鋒面期過後(11月

以後)，兩個地區的表現又開始相近，但合歡山站高

濕度狀態的出現時間會略早於玉山站霧事件發生時

間，結束的時間也會晚於玉山站。應是鋒面的行進

方向是由北而南，退去時是由南而北所致。 

 

五、結論 

 

由上述可得知高山地區的霧具有相當明顯的季

節性，每年11月至隔年6月主要受境外天氣系統的影

響，此一時期霧幾乎是伴隨境外天氣系統的移入而

生成；7月至10月則是以局部性的日夜變化周期主

導。對新手登山客來說，這7月至10月這段時間是最

能有效避開連日濃霧、暴雨、低溫等致命天氣因素

的時期。 

 

目前高山地區的無人氣象站資料過少，本研究

所挑選的合歡山站位於中央山脈北段與雪山山脈的

南邊，在東北季風盛行的季節，合歡山是處於兩座

山脈的背風面，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可以成為該區域

的代表。台灣百岳於該區域有將近50座大山，登山

遊客絡繹不絕，所幸氣象局已規劃於雪山、南湖大

山設置無人氣象站，未來若此研究能延伸到該區

域，將能有效幫助減少山難發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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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圖說 

    

(A)                  (B) 

 

    

(C)                  (D) 

圖一  此為霧事件4種類型示意圖，橫軸為日期，縱軸為 

      小時，灰色表示該小時有霧，例如 (A) 中第一個 

      霧事件為 2日19時 ~ 4日6時。(A) 隨鋒面到達而 

      產生的周期性起霧，(B) 連續數日至十數日的持續性 

      起霧，(C) 僅下午起霧，(D) 連續數日無霧。 

 

 
圖二  2014年1月溫度分布圖，橫軸為日期，縱軸為小時， 

      顏色越深表示溫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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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4.01.09 00UTC 

 

 

(B) 2014.01.14 00UTC 

 

 

(C) 2014.01.21 00UTC 

 

圖三  2014年01月地面天氣圖。(A)09日，(B)14日， 

      (C)21日。 

 

 

(A) 2014.02.10 00UTC 

 

 

(B) 2014.04.02 00UTC 

 

 

(C) 2014.05.05 00UTC 

 

圖四  紅外線衛星雲圖。(A) 2014.02.10 大陸冷高壓南下，

(B) 2014.04.02 華南雲系東移，(C) 2014.05.05 梅雨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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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7時 

 

 

(B) 09時 

 

 

(C)11時 

 

 

(D) 13時 

 

圖五  2012年11月12日，局部性熱力作用雲霧生成過程。 

      (A) 07時，(B) 09時，(C) 11時，(D) 13時。 

 

 

 

圖六  玉山氣象站2014年日雨量，降水多集中在5月~6月。 

      7月22、23日受麥德姆颱風影響，二日降水共413.5  

      mm。 

 

 

 

圖七  2014年8月~11月，玉山氣象站每日最高相對溼度。 

      深黑色為10月1日~10月31日。 

 

 

 

圖八  2006~2015年，霧季節變化示意圖。◆：鋒面期， 

      ■：潮溼期，△：熱力期，□：乾燥期。 

 

 
圖九  台灣山岳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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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2014年玉山氣象站霧小時資料，橫軸為日期，縱軸為小時，灰色表示該小時有霧。黑色框框表示同 

      一時間合歡山無人氣象站相對濕度>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