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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一般重建風暴潮事件多著重於歷史觀測資料以定性推估颱風可能路徑，進而
分析各路徑造成災害，例如：Mok 於2020年發表重建1874年襲擊港澳地區之
颱風、Liu於2001年發表以觀測資料重建近1000年侵襲廣東之颱風及Grossman
在於2007年發表重建1801-1830年襲擊日本之颱風，皆是由歷史觀測紀錄之資
料來還原推估颱風可能路徑等等。

• 有別於過去之研究，本研究以定量法進行全面分析，並以台西測站(位於雲林
縣口湖鄉)為研究場址進行系統性之定量分析。本研究發展颱風影響強度法
(Storm Surge Impact Intensity Analysis, SSIIA)，以評估颱風位置對風暴潮與溢
淹高程之敏感性，並輔以新開發之颱風路徑對風暴潮影響分析法，推求1845
年雲林口湖風暴潮事件可能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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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台灣歷史上之風暴潮事件，以1845年雲林口湖風暴潮事件死傷最為嚴重，官
方記錄該事件造成至少三千人喪生。

• 《清實錄》記載，「台灣府境，於六月初旬，大雨連宵，颶風間作。臺灣等
縣海口，淹斃居民三千餘人，殊堪憫惻」。

3海水倒灌-雲林四湖1845年雲林口湖-萬善同歸
蔡育霖攝於2014年

金湖萬善爺廟
蔡育霖攝於2014年



前言

• 現今雲林擁有六輕及台電離岸風機之變電站，未來更有GOOGLE將落腳雲林
建設第三座資料中心，故重現當時最強烈風暴潮之影響才能了解可能造成之
災情，為未來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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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雲林口湖風暴潮案例還原

• 曾人口(1978)所著之《金湖春秋》對1845年
雲林風暴潮做了有系統之整理。

• 於西元1845年（清道光25年）農曆6月7日，
連宵大雨，颶風由西南捲向東北，引起海水
倒灌，海浪吞沒之沿海九座村莊，分別為下
湖街、新港莊、箔仔寮、蚶仔寮、竹苗寮、
蝦仔寮、竹達寮等，其中又以竹苗寮、蝦仔
寮（今湖口村南、北港溪畔）以及竹達寮
（今廣溝厝西南處）等地區災情最為嚴重，
俱沒入海中，無一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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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雲林口湖風暴潮案例還原

• 影響區域遍及雲林沿海一帶，罹難屍首不計其數，最後由朝廷派出官兵前來
掩埋，道光皇帝為憐恤百姓，敕封為「萬善同歸」，倖存下來之民眾為告祭
先祖，因而有雲林口湖牽水狀告慰冤魂之科教儀式。

61845年雲林口湖-萬善同歸 1845年雲林口湖-牽水狀文化節
蔡育霖攝於2014年 WiKi

口湖牽水狀文化節
WiKi



研究方法

• 本研究所使用之暴潮模式為中央氣象局現行採用之COMCOT暴潮模式，而
COMCOT暴潮模式之前身為康乃爾大學所發展之國際知名海嘯模式
COMCOT（Cornell Mutli-grid Coupled Tsunami Model）。

1. 可在球座標與卡氏座標下求解淺水波方程式。

2. 結合線性與非線性之淺水波方程式。

3. 具有動態連結之巢狀網格系統，可同時計算不同尺度下之海嘯波傳遞。

4. 透過移動邊界法(Moving Boundary Scheme)計算溢淹。

5. 具有高速且高效率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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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為了解颱風位置對研究場址之影響程度，本
研究發展SSIIA法。其方法步驟概述如下：

1. 於研究海域範圍內，設立單元颱風

2. 針對各個單元颱風進行風暴潮計算

3. 求得各單元颱風所造成之最大風暴潮

4. 擷取各單元颱風於研究場址所造成之
最大潮位高程、最大溢淹高程及平均
溢淹高程

5. 將擷取之最大潮位高程、最大溢淹高
程及平均溢淹高程回填至單元颱風所
在位置，並完成SSIIA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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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SIIA分析法方面，本研究以雲林縣口

湖鄉為原點往西、南、北方各延伸1度，

並於此海域範圍設置22個單元颱風點位，

以進行雲林縣口湖鄉之SSIIA分析。並參

考中央氣象局颱風基本路徑分類，以

SSIIA之結果進行颱風路徑對風暴潮影響

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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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颱風位置對口湖風暴潮影響分析

• 為還原1845口湖風暴潮事件，本研究以近20年侵台之強烈颱風，2016年之颱
風莫蘭蒂，為單元颱風之藍本。所設定之單元颱風參數為：中心最低氣壓
900百帕，最大風速每秒60公尺。

• 在求得影響口湖程度較高之颱風位置後，即可進行颱風位置綜合評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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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IA之南北走向綜合評分圖 SSIIA之東西走向綜合評分圖 11

最大潮高高程 最大溢淹高程 平均溢淹高程



颱風路徑對口湖風暴潮影響分析

• 在南北向路徑部分，以中央氣象局颱風分類路徑
9號為模擬基礎，將內插後之SSIIA五點單元颱風
路徑（藍線），加上1986韋恩颱風前段路徑（綠
線），以及此五個單元颱風之直向路徑延伸（粉
紅線），合成為南北向NS-A情境路徑。

• 為了解額外導入之路徑（藍線與粉紅線）對口湖
風暴潮之影響，本分析亦產生南北向NS-B情境路
徑。其與NS-A情境路徑之差別在於，將1986韋恩
颱風前段路徑（綠線）以直向路徑延伸（紅線）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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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路徑對口湖風暴潮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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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西向路徑部分，以中央氣象局颱風分類路徑
3號為模擬基礎，將內插後之SSIIA五點單元颱風
路徑（藍線），加上2016梅姬颱風前段路徑（綠
線），以及此五個單元颱風之直向路徑延伸（粉
紅線），合成為東西向EW-A情境路徑。

• 為了解額外導入之路徑（藍線與粉紅線）對口湖
風暴潮之影響，本分析亦產生東西向EW-B情境路
徑。其與EW-A情境路徑之差別在於，將2016梅姬
颱風之前段路徑（綠線）以直向路徑延伸（紅
線）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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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 經由COMCOT模式之模擬結果可知NS-A情

境路徑所得之最大風暴潮高程為0.712

公尺，最大溢淹高程為4.3248公尺，平

均溢淹高程為2.3268公尺。

• NS-B情境路徑所得之最大風暴潮高程為

0.74公尺，最大溢淹高程為4.2293公尺，

平均溢淹高程為2.3817公尺。

• 兩者於最大峰值風暴潮高程差異為2.8

公分，在最大溢淹高程差異為9.55公分，

在平均溢淹高程差異為5.49公分。

• 可知對口湖地區而言，本次SSIIA藍色

路徑以外之南北向颱風路徑，對口湖風

暴潮影響輕微。

NS-A N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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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 經由COMCOT模式之模擬結果可知EW-A情

境路徑所得之最大風暴潮高程為0.619

公尺，最大溢淹高程為3.2274公尺，平

均溢淹高程為2.1950公尺。

• EW-B情境路徑所得之最大風暴潮高程為

0.561公尺，最大溢淹高程為3.2218公

尺，平均溢淹高程為2.0564公尺。

• 兩者在最大峰值風暴潮高程差異5.8公

分，在最大溢淹高程差異0.56公分，在

平均溢淹高程差異13.86公分。

• 可知對口湖地區而言，本次SSIIA藍色

路徑以外之東西向颱風路徑，對口湖風

暴潮影響輕微。

EW-A E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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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45年口湖風暴潮事件重建方面，根
據上述之SSIIA分析結果，以NS-B為最
佳情境，其滿足史籍所記載之溢淹範
圍。

18最大潮位圖

風暴潮時序圖

風速場時序圖

潮位高程圖

颱風路徑圖

溢淹高程圖



結論

• 由SSIIA颱風影響強度分析法可知，口湖風暴潮之颱風敏感位置，位於口湖或口湖
北部一帶。透過颱風路徑對風暴潮影響分析可得知，SSIIA藍色路徑以外之颱風路
徑，其颱風路徑對風暴潮敏感性大幅降低至可忽略之程度。

• 透過SSIIA和路徑分析可得知，對口湖地區而言，南北向之颱風移動路徑所產生之
最大風暴潮高與溢淹範圍較東西向嚴重，因此颱風由南向北行經台灣海峽，且沿
靠台灣西海岸現之颱風路徑，可對口湖造成重大危害。

• 在1845年口湖風暴潮事件重建方面，根據上述之SSIIA分析結果，以NS-B為最佳情
境，其滿足史籍所記載之溢淹範圍。

• 風暴潮影響強度分析(SSIIA)不只可用於重建過去之風暴潮事件，更可用於推估各
地區最嚴重之颱風路徑與災情，有助於風暴潮災防與策略擬定。

19



謝謝聆聽並歡迎指教

許家鈞
a184903579@g.ncu.edu.tw

Ts una mi S cience  La bora tory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20

mailto:tsoren@g.ncu.edu.tw

	�發展風暴潮影響強度法以重建1845雲林口湖風暴潮事件�Developing the storm surge impact intensity analysis (SSIIA) and reconstructing the 1845 Kouhu storm surge event
	前言
	前言
	前言
	1845年雲林口湖風暴潮案例還原
	1845年雲林口湖風暴潮案例還原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颱風位置對口湖風暴潮影響分析
	投影片編號 11
	颱風路徑對口湖風暴潮影響分析
	颱風路徑對口湖風暴潮影響分析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結果與討論
	結果與討論
	投影片編號 18
	結論
	謝謝聆聽並歡迎指教��許家鈞�a184903579@g.n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