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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 30 年(1990~2019)高時空解析度雨量資料分析顯示，梅雨雨量分布有四個大雨中心，依序為高屏山區、中

部山區、嘉義阿里山區和台灣北端。不論在全台、各分區或不同高度分布，大雨、豪雨和大豪雨均為中央山脈西

側較東側為多、隨高度增加並有由北向南增加的特性。 

歷史上梅雨豪雨成災紀錄顯示，發生在6月者約在5月的2.4倍，其中約有66％發生在梅雨期。最多在梅雨

後期（6月1-15日），約梅雨期的74%，也比梅雨前期（5月15-31日）多1.9倍。 

前期 (1990~2004)和後期(2005~2019)，平均雨量和豪（大）雨次數，後期均多於前期，增加百分比隨著降雨

強度增強而增加，其增加量由日雨量50 毫米的 38％、80 毫米的 64％、130 毫米的 150％和200 毫米的 250

％以上。在梅雨豪雨災害，後期為前期的 4.5 倍。顯然，在地球暖化下，梅雨雨量和梅雨豪雨災害有大為增加趨

勢。 

梅雨豪雨成災的降雨型態可歸納為：全台豪雨(2012年6月10~12日)、中部和南部都有豪雨(2006年6月8~11

日)、南部平地和山區都有豪雨(2005年6月12〜15日)、桃竹苗豪雨(1981年5月28日)和北海岸降雨強度特別大

(2017年6月2日)等五種型態。顯然，北部、中部和南部豪雨延時相去甚遠，豪雨時間在北部短，在中部和南部

長。 

導致上述豪雨型態除所熟知的天氣條件外，梅雨鋒移速、西南氣流和高對流層(200hPa)副熱帶高壓型式扮演

重要角色。北部豪雨時間較短係因僅受梅雨鋒面影響，而導致中南部長時間豪雨，除梅雨鋒面外，尚有強盛西南

氣流。梅雨鋒面移速在北部較在中、南部為快，也是造成降雨延時長短不同的因素之一。此外，有數個小高壓沿

著橫貫台灣中南部地區高對層副熱帶高壓脊上發展，提供數個中尺度對流系統沿著梅雨鋒面形成並加強的激發機

制。此等對流系統以鋒面為軌道不斷移入台灣，造成中南部長延時豪雨。 

關鍵字：大雨、豪雨、大豪雨、梅雨鋒、中尺度對流系統、激發機制
 

一、前言 

梅雨是東亞地區獨特的天氣(氣候)現象，發生期間因地

而異。氣候上，5月中旬~6月中旬發生在台灣和華南、5月

下旬~6 月下旬在日本、6 月中旬~7 月中旬在長江流域、6

月下旬~7月下旬在韓國。然而其年際變異很大，例如今(2020)

年，台灣梅雨期僅10天，5月18日入梅、5月28日就出梅，

長江流域則持續時間長達62天，6月1日~8月1日。 

梅雨除連續性降雨外，經常伴隨豪(大)雨而導致嚴重災

害。為減少豪雨帶來的損失，必須改進豪雨預報能力，欲改

進豪雨預報能力，必須透過基礎和應用研究，增進梅雨季豪

雨的了解，遂有「台灣地區中尺度實驗計畫（Taiwan Area 

Mesoscale Experiment，簡稱 TAMEX）」和「1992 年

Post-TAMEX預報實驗」。為順利執行此等計畫，陳(1988，

1994)針對台灣梅雨研究和梅雨季豪雨研究做詳細的回顧。 

在1981年5月28日豪雨造成桃竹苗地區嚴重災害後，

認為要提升豪雨預報能力，必須有密集的雨量站。在學界的

協助下，中央氣象局自 1986 年起分期在台灣各地建置密集

自動雨量測報網，迄今已有580餘站行觀測作業。顯然，早

期的研究僅能以當時雨量資料進行分析（例如陳，1983），

在雨量分布和豪雨特徵勢必無法較完整的詮釋，因此有再分

析的必要。 

本文利用近30年(1990~2019)高時空解析度雨量資料、

衛星資料和各層天氣圖，探討台灣梅雨期雨量氣候特徵和該

期間豪雨成災事件之雨量特徵和天氣條件。期盼能對台灣梅

雨期雨量特徵和導致豪雨成災豪雨系統天氣條件增加了解，

以提高豪雨預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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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 

不論用雨量或雨日分析，以台北為例，梅雨期約在5月

18 日至 6 月19 日(參閱徐和紀，1974；陳，1977)。然而，

每年發生顯著的降雨時段不盡相同，甚至有時差異頗大，換

言之，台灣梅雨期的定義其實相當複雜，本文為便於統計分

析，將梅雨期訂為5月15日〜6月15日。 

本文目的在探討台灣梅雨期之降雨特徵和梅雨豪雨型

態之降雨特徵及環境條件，引用資料包括中央氣象局近 30

年(1990〜2019)高時空解析度之雨量資料、衛星雲圖和各層

天氣圖。在雨量資料方面，為使資料具代表性，本文選取

1990〜2019年各年資料數達總數70%以上，計有292站。 

為了解地球暖化對梅雨的影響，將近 30 年(1990〜

2019)分為前期 15 年（1990〜2004）、後期 15 年（2005〜

2019）進行分析。為使資料具代表性，所用資料在前、後期

各雨量站觀測數同時需達70％以上，符合此條件者共有128

站。 

在探討豪雨成災事件豪雨型態，各事件發生時之高密度

雨量資料用來分析其雨量特徵、高時空解析度之可見光和紅

外線色調強化雲圖分析豪雨系統之雲系特徵和演變過程，以

及利用各層天氣圖分析各事件之環境條件。 

三、結果 

(一) 梅雨雨量氣候特徵 

1. 平均雨量 

圖1為1990〜2019年292個雨量站梅雨期平均雨量分

布。圖1顯示，有四大降雨區，依序為高屏山區、中部山區、

嘉義阿里山區和台灣北端；在最大中心的高屏山區者有四個

降雨中心，分別在高雄御油山（935 毫米）、南天池（931

毫米）、溪南(916毫米)和屏東上德文(912毫米)，在中部山

區者為南投合歡山（907毫米）和台中雪嶺(881毫米)；嘉義

阿里山區最大在奮起湖(850 毫米)，在台灣北端者為新北市

萬里區大坪，為507毫米。 

所選取之292雨量站中，在全台(不含島嶼)有288站，

在中央山脈西側227站、東側61站，外島者有4站。30年

梅雨期平均雨量約佔同區5〜6月平均和為：全台288站69

％(425毫米/613毫米)、西側70％(460毫米/656毫米）、東

側65％(293毫米/453毫米)。 

上述292站依地域分成北北基、桃竹苗中（桃園、新竹、

苗栗和台中）、彰投雲嘉、南高屏、宜花東和島嶼等分區。

各分區梅雨期平均雨量（圖2）顯示，山脈西側各分區均比

東側為多，且有明顯的向南增加。圖2又顯示，山脈西側（460

毫米）遠大於東側（293毫米），約1.6倍，島嶼最小。 

 

圖1  梅雨期平均降雨量（單位：毫米）。 

 

圖2  台灣梅雨期各分區平均雨量分布。 

上述各分區<100米、100〜500米、500〜1000米、1000

〜1500米和>1500米等不同高度梅雨期雨量分布如圖3。該

圖顯示，各分區雨量均有隨高度增加而增加。各分區最多雨

量發生高度北北基在100米以上、桃竹苗中在500米以上、

彰投雲嘉在1000〜1500米、南高屏以1500米以上最多；中

央山脈西側平均雨量隨高度穩定增加，至高度 1500 米以上

達最大，東側也有同樣的效應，唯西側遠較東側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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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梅雨期各雨量站平均雨量（圖 1）除以 5〜6 月平均

和（圖未示），即為梅雨期平均雨量佔 5〜6 月總平均雨量

和百分比（見圖4）。該圖指出，台中以南至高屏地區70-80

％集中於梅雨季，北部及中央山脈東側也有約 60-70％集中

在梅雨期。以台北（北部）、台中（中部）和台南（南部）

為例，此三站的梅雨期雨量分別佔5〜6月總平均和的63％、

69％和 74％。顯然，臺灣梅雨是明顯的，中央山脈西側較

東側明顯，越往南越明顯。 

 

圖3  同圖2，但為各分區降雨隨高度分布。 

 

圖4  梅雨期平均雨量佔5~6月總平均雨量百分比。 

2. 豪(大)雨 

此處所謂豪（大）雨是引用中央氣象局2015年9月1

日公布標準。為便於統計，以日雨量替代24小時雨量。因

梅雨期連續性降雨使土壤富含水量，一旦有稍大雨勢發生就

易造成災害，因此在探討豪雨時，將日雨量130mm（舊標

準）一併討論。 

圖5為1990~2019年梅雨期豪(大)雨發生頻率。大雨（日

雨量80mm）發生頻率（圖5a），在中央山脈以西較在以東

者為多。最多頻率在南部山區，其次中部山區，台灣北端亦

為相對最多區。南部山區又可細分為二：一從從嘉義阿里山

區（79次）向東南伸至高雄南天池（77次），另一從高雄小

關山（78 次）經御油山（94 次）至屏東上德文（89 次）；

中部山區由台中雪嶺（74 次）向東伸至南投合歡山（105

次）；台灣北端的相對最大區從鞍部（44次）至新北萬里區

的大坪（45次）。 

日雨量130mm 發生頻率（圖 5b）顯示，較大中心及

軸線趨勢均和大雨者相同，唯次數較少、範圍較窄。最多區

的南部山區，最大頻率軸線亦分兩段，一從從嘉義阿里山區

（46次）向東南伸至高雄南天池（47次），另一從高雄小

關山（44次）經御油山（45次）至屏東上德文（39次）。

次多區的中部山區，由台中雪嶺（37 次）向東伸至南投合

歡山（54次）。最小多頻區的北端在鞍部（15次）、富貴

角（16次）和大坪（12次）。 

 

(a) 日雨量80mm 

 

(b) 日雨量130mm 

圖5  梅雨期豪(大)雨發生頻率分布，(a) 大雨 (b) 豪雨(舊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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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日雨量200mm 

 

(d) 日雨量350mm 

圖5續  梅雨期豪(大)雨發生頻率分布，(c) 豪雨 (d) 大豪

雨。 

日雨量200mm 發生頻率（圖 5c）顯示，最多區之軸

線走向和前兩者相似，從台灣北部到南部，最大軸線均由鞍

部至大坪、雪嶺至合歡山、阿里山至南天池和小關山至上德

文，但其發生頻率遠較前者為少、範圍為窄。前4個大區為：

鞍部（5次）至大坪（3次）、雪嶺（16次）至合歡山（17

次）、阿里山（20次）至南天池（24次）和小關山（25次）

經御油山（24次）至上德文（15次）。 

大豪雨（日雨量350mm）（圖 5d）發生區域大為縮

小，發生頻率最多、範圍最廣在高屏山區，其次阿里山山區，

中部山區也是一相對多區，唯發生頻率較南部山區為少。高

雄山區之小關山8次、南天池7次和御油山6次，屏東山區

之上德文和瑪家各發生8次；阿里山發生6次；中部山區以

合歡山最多發生4次。臺灣北端也出現大豪雨，但只在新北

的淡水、鞍部和大坪各發生1次。 

由上分析顯示，不論在全台、各分區或不同高度分布，

大雨、豪雨和大豪雨均為中央山脈西側較東側為多、隨高度

增加並有由北向南增加的特性。 

(二)全球暖化下的梅雨 

1. 平均雨量 

全台 128 個雨量站梅雨期平均雨量，在前期（A：

1990~2004）401.9毫米、後期（B：2005~2019）532.6毫米，

後期比前期（C：B-A）多130.7毫米，增加32.5％（C⁄A）。

若以中央山脈為界，山脈西側在前、後期平均雨量分別為

415.0毫米和554.7毫米，後期比前期增加139.7毫米（33.7

％）；山脈東側（宜花東）前、後期分別為 249.8 和 283.7

毫米，後期比前期多33.9毫米（13.6％）。顯然，山脈西側

之年代際差異遠高於山脈東側。而島嶼之前後期變化與前兩

區大異其趣，前期（246.0毫米）和後期（253.6毫米）差異

僅增加7.4毫米（3.0％）。換言之，島嶼的年代際變化不明

顯。 

在雨量分布型式，前、後期和全期（1990〜2019）相似，

均有三個相對最大區，分別在北部、中部山區（台中、南投）

和南部山區（嘉義、高雄和屏東）（見圖1、圖6a和6b）。

此三大雨區均位於中央山脈西側，前後兩期最大雨量均由北

向南增加，但後期遠比前期為多。前後期差異量百分比空間

分布（圖6c）顯示，增加量≥40％區域（紅色）在雙北至桃

園、台中至南投北部、南投南部經嘉義山區和台南山區。增

加最多在台中至南投北部地區，最少在南部山區。 

各分區前、後期、前後期差異量和差異量百分比(見圖

7)顯示，在中央山脈西側各分區，不論前期（藍色）或後期

（紅色），雨量均由北向南增加，山脈西側遠較山脈東側和

島嶼為多。該圖又顯示，後期均多於前期，唯東部及島嶼增

加不多。西部各區後期比前期增加量均在100毫米以上，尤

其彰投雲嘉162.5毫米最多，其次為北北基和南高屏約為135

毫米，而桃竹苗中116.8毫米為最少。值得注意的是，北北

基多雨區雖為三區最小，但後期之增加量卻很明顯。就差異

百分比而言，在中央山脈西側，北北基 45％最多，其次為

桃竹苗中和彰投雲嘉，均為 35.7％，南高屏之 26％最少。

顯然，在中央山脈西側雨量增加百分比由北向南減少，山脈

東側及島嶼的增加百分比僅為13.6％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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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1990~2004 

 
(b) B：2005~2019 

 

(c) (B-A)/A 

圖6  臺灣近30年來梅雨期雨量分布 (a) 前期A(1990~2004)、(b) 後期B(2005〜2019）和前後期差異百分比(%)((B-A)/A。

 
圖7  各分區梅雨期平均降雨量之前期、後期、前後期差異

量和差異量百分比。 

中央山脈西側不同高度之前、後期降雨特徵如圖8，在

不同高度，前、後期降雨量均隨著高度增加而增加，以高於

1500米最多（前期：578毫米、後期：776毫米），低於100

米地區最少（前期：324毫米、後期：402毫米）。不論哪

一高度，後期均較前期為多，增加量（百分比）以高度低於

100米地區78.0毫米（24％）最少，並隨著高度增加而增加，

在1000〜1500 米達204 毫米（40％）最多，次高≥1500 米

約為198毫米，但增加百分比較其他兩區（500〜1000米和

100〜500米）略低，約34％。500〜1000米和100〜500米

兩區分別增加160.7毫米（36.4％）和137毫米（36％）。 

2. 豪（大）雨 

圖9為中央山脈西側日雨量≥50毫米、≥80毫米、≥130

毫米和≥200 毫米各間距在前期（藍色）、後期（綠色）發

生次數平均、前後期差異量平均（橘色）和差異平均百分比

（紅色）。該圖顯示，各降雨量間距，後期發生豪（大）雨

次數均多於前期，增加百分比（紅色）隨著降雨強度增強而

增加，由日雨量≥50 毫米增加量 38％、≥80 毫米增加量 64

％、≥130毫米增加約150％（1.5倍），至≥200毫米增加達

250％（2.5倍）以上。 

 

圖8  中央山脈西側不同高度梅雨期平均雨量之前期、後

期、前後期差異量及差異量百分比。 

 

圖9  同圖8，但為不同豪（大）雨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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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歷史上梅雨豪雨成災的紀錄 

1958〜2019 年發生於台灣的天然災害事件指出，在

1966〜2019年5-6月豪雨成災事件計41次（內政部消防署，

2020）。5、6 月發生豪雨致災次數分別為12 次和29 次，

佔5-6月總和（41次）的29.3％和70.7％，6月豪雨致災事

件約為5 月的2.4 倍。在此41 次豪雨災害中主要集中於梅

雨期，有27次，佔整個5、6月總和的65.9％。梅雨後期（6

月1-15日）（20次）比梅雨前期（5月15-31日）（7次）

約多1.9倍。梅雨期後（6月16-30日）發生次數（9次）也

較梅雨期前（5月1-14日）（5次）約多0.8倍。 

在上述54年（1966〜2019）梅雨期豪雨成災的41次事

件，在前27年（1966〜1992）有10次，後27年（1993〜

2019）有31次，後期為前期的3.1倍；若就1990〜2019年

劃分，1990〜2019年在梅雨期發生豪與成災計有33次，前

15年（1990〜2004）有6次，後期（2005〜2019）有27次，

後期為前期的4.5倍；若以2000年為基準，前20年（1980

〜1999）有11次，後20年（2000〜2019）有27次，後期

為前期約2.5倍。顯然，梅雨豪雨災害，在全球暖化下有大

為增加的趨勢。 

(四) 梅雨豪雨個案 

1966〜2019年5-6月41個豪雨成災事件中，歸納並挑

選出全台都有豪雨、中部南部都有豪雨、南部平地和山區都

有豪雨、桃竹苗豪雨，以及北海岸降雨強度特別大等五個伴

隨梅雨鋒面的豪雨型態，伴隨個豪雨型態實例如圖10。 

(1) 全台都有豪雨 

 
(a) 2012年6月10~12日總雨量 

(3) 南部平地和山區都有豪雨 

 

(c) 2005年6月12日和13日日雨量 

(2) 中部南部都有豪雨 

 

(b) 2006年6月8~11日總雨量 

(4) 桃竹苗豪雨 

 

(d) 1981年5月28日日雨量 

(5) 北海岸降雨強度特別大 

 
(e) 2017年6月2日總雨量 

圖10  梅雨豪雨致災降雨類型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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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案描述 

(1) 全台灣都有豪雨：2012年「612水災」 

6 月 10 日起，台灣中、南部地區連日豪雨發生，尤其

山區雨勢特別大，超過大豪雨甚至超大豪雨等級，至 12 日

夜間降雨才停止。10〜12日總雨量分布（見圖10a），在北

部（桃園至雙北）地區、中部山區（苗栗南部至南投北部）

和南部山區（嘉義南部至高屏）等三個多雨區。最大降雨區

在南部山區，最大 1515 毫米在高雄溪南、其次屏東上德文

1482.5毫米，接著高雄小關山1450.5毫米。次大雨區在中部

山區，最大1317.5毫米在台中稍來，鄰近的雪嶺和阿眉均有

相當多的雨量，分別為 1281.5 毫米和 1300.5 毫米。嘉義的

阿里山三天的雨量也超過1000毫米，為1183.5毫米，第三

多雨區在北部，最多雨量在桃園中壢，但僅510.5毫米。 

為了解此豪雨件在台灣各區之降雨延時，以桃園中壢

(北部)、台中稍來(中部山區)、嘉義阿里山(中南部山區)和高

雄溪南(南部地區)逐時雨量變化說明，見圖11。中壢於11

日23時起才降雨，明顯降雨持續至12日8時，之後至入夜

僅零星降雨而已（圖11a）。其他地區自10日凌晨起，就

有明顯的降雨，並持續至12日夜間（圖11b~d）。顯然，

北部為短延時、中部和南部為長延時的豪雨事件。

 

 (a) 桃園中壢 

 
(b) 台中稍來 

 

(c) 嘉義阿里山 

 

(d) 高雄溪南 

圖11  2012年6月10〜12日台灣各區逐時雨量時序圖 (a) 桃園中壢、(b) 台中稍來、(c) 嘉義阿里山和(d) 高雄溪南。

(2) 中部南部都有豪雨：2006 年「69水災」 

2006年6月8〜11日台灣受梅雨鋒面影響，造成中部

和南部山區豪雨。8〜11日總雨量分布（圖10b）顯示，有

四個多雨中心，即：台中雪嶺（1232.0毫米）、嘉義阿里山

（1390.0毫米）和高雄南天池（1607.5毫米）、溪南（1581.5

毫米）。逐日雨量分布(圖未示)，8日最大雨區在中部山區

（台中雪嶺332毫米）和南部山區（高雄溪南358.3毫米）。

9日雨量驟增，豪雨區由此兩最大中心向北、向南擴展，最

大在阿里山為811.5毫米、次大在溪南為712毫米、第三中

心在雪嶺為582毫米。10日，雨勢減小、雨區也縮小，大豪

雨在阿里山及以南山區，相對最大中心在阿里山為348.5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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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雄南天池為478毫米、溪南為392.5毫米和屏東瑪家

437毫米。11日，雨區和雨勢更為縮小、趨弱，僅南天池達

豪雨標準，為213.5毫米。顯然，強降雨主要發生在8〜10

日，多雨區中心在台中雪嶺、嘉義阿里山、高雄南天池和溪

南。此4站三日降雨總量，雪嶺1174.5毫米、阿里山1308.5

毫米、南天池1393.5毫米和溪南1463.5毫米，尤其以9日

最多，均達超大豪雨標準，為中部山區和南部山區長延時的

豪雨事件。此外，9日多雨區從嘉義阿里山向西伸展經奮起

湖（726毫米）、嘉義（381.5毫米）、朴子（383.5毫米）

至沿海的熬鼓（322毫米），是唯一在平地發生大豪雨。 

四個多雨中心此三日逐時雨量變化見圖12。四站均自8

日凌晨起就有間歇性降雨，7~10時雨勢明顯，嘉義阿里山8

日7時，高雄南天池8時起，高雄溪南9時、雪嶺10時起

劇增。顯著性降雨延時，台中雪嶺8日10時至10日15時，

嘉義阿里山8日7時起至10日14時，高雄南天池8日8時

至11日22時，高雄溪南8日9時起至10日15時。 

最大時雨量，雪嶺在8日22時(69.5mm)、阿里山在9

日9時(107.0mm)、高雄南天池在9日14時(54.0mm)、溪南

在8日17時(76.5mm)。時雨量40mm，台中雪嶺在8日的

21時、22時、9日4時和7時，嘉義阿里山在9日的6時、

8~14時和20時，高雄南天池在9日的7時、8時、9時、

10時、14時，高雄溪南8日的17時、23時、9日1時、2

時、7時、12時、14時、15時、23時和10日10時。其中

50mm者，台中雪嶺在8日的21時和22時，嘉義阿里山

在9~14時等連續5小時大於50.0mm，其中9時和10時分

別為107.0mm和63.0mm，高雄南天池在9日的8時、10

時和14時，高雄溪南8日的17時、9日1時、2時10時和

23時。 

3 小時累積雨量最大除雪嶺在 20~22 時(139.5mm)外，

其餘三站都發生在9日。阿里山在9~11時(225.5mm)，高雄

南天池在 7~9 時(147.5mm)，高雄溪南 9 日 1~3 時，為

146.0mm。6小時累積雨量最大，除高雄溪南在8日22時~9

日 3 時(228.0mm)外，其餘三站都發生在 9 日。雪嶺在 4~9

時(210.5mm)、阿里山在9~14時(374.5mm)、南天池在7~12

時(256.0mm)。 

 

(a) 台中雪嶺 

 

(b) 嘉義阿里山 

 
(c) 高雄南天池 

 

(d) 高雄溪南 

圖12  2006年6月8〜10日(a) 雪嶺、(b) 阿里山、(c) 南天池和 (d) 溪南四個多雨中心逐時雨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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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時累積雨量最大，雪嶺在 8 日 21 時~9 日 8 時

(389.0mm)、阿里山在 9 日 5~16 時(582.0mm)、南天池在 9

日6~17時(433.5mm)、溪南在8日23時~9日10時(383.5mm)。

就發生在9日的阿里山和南天池而言，9日雨量811.5mm和

680.5mm，扣除 12 小時累積雨量最大雨量 582.0mm 和

433.5mm，還有378.0mm和247.0mm發生在任的另12小時

內。顯然是一長延時豪雨事件。 

(3) 南部平地和山區都有豪雨：2005年

「612水災」 

2005年6月12〜15日連續四天，台灣南部均有地區達

豪雨（24小時雨量≥200毫米）標準，尤其是12、13兩日特

別大，其日雨量均達超大豪雨（24 小時雨量≥500 毫米）。

在12〜15日，總雨量達1,000毫米以上的雨量站有11處，

分布於台南、高雄和屏東地區，以屏東瑪家雨量站的 1,536

毫米最大。 

圖 13 是 12 日和 13 日雨量分布。12 日，日雨量≧100

毫米（淺藍色）發生在雲林南部以南，≧200毫米（深綠色）

豪雨區在高雄南部至屏東中部，≧350毫米大豪雨（橘色）

分布於屏東平原至屏東中部山區。最大日雨量在屏東來義

（測站高度87米），為508.0毫米，在其東北方山區的瑪家

（測站高度740米）為次大降雨中心，為440.5毫米。13日，

≧350毫米的雨區（橘色）稍微縮小且向東北移至屏東北部

山區，最大日雨量在瑪家，為578.0毫米。此兩最大中心在

12日及13日總雨量，來義為747.5毫米、瑪家1018.5毫米。

顯然，12 日平地降雨較山區多，13 日山區比平地多，而兩

日以山區為多。 

 

圖13  2005年6月12日和13日日雨量分布。 

除屏東地區豪雨外，在台南沿海地區的和順和七股也有

200 毫米以上的豪雨發生；12 日和 13 日雨量，七股為 324

毫米和202.5毫米，共526.5毫米，和順為273毫米和315.5

毫米，共588.5毫米。顯然，此南部豪雨事件，平地有豪雨，

山區也有豪雨。 

屏東來義和瑪家逐時雨量變化如圖14。在屏東平地的來

義雨量站(圖14a)，12日觀測到508.0毫米超大豪雨、13日有

239.5毫米的豪雨等級，兩日共747.5毫米。在此兩日降雨較明

顯的可分為三波，在12日2〜10時（9小時：326.0毫米）和15

〜21時（6小時：144.5毫米）、13日3〜11時（9小時：184.5

毫米）。在屏東山區的瑪家雨量站(圖14b)，12日觀測到440.5

毫米大豪雨、13日有578.0毫米的超大豪雨，兩日共1018.5毫

米。在此兩日降雨較明顯的也可分為三波：12日3〜9時（6

小時：156.5毫米）和14〜21時（7小時：223.5毫米）、13日1

〜15時（14小時：560.0毫米）。顯然，導致12日最強豪雨發

生在西部平地，時間在凌晨至上午，尤其在5〜9時（262.0毫

米）及5〜7時（178毫米）。13日最強豪雨發生在東部山區，

時間在深夜至午後（1〜15時），尤其在3〜11時（435毫米）

及3〜6時（225.0毫米）。 

 
(a) 來義 

 

(b) 瑪家 

圖14 屏東 (a) 來義和 (b) 瑪家12~13日逐時雨量變化。 

圖13又顯示，除在高屏地區最大雨區外，在台南沿海的

和順和七股也有豪雨發生，唯範圍及強度較小。在時雨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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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變化，不論和順或七股，此兩日明顯的降雨均有三波，尤

其兩個雨量站很接近，此三波降雨時刻相近，分別在12日早

晨（和順：1〜8時，203毫米；七股：1〜5時，208.5毫米）、

午後（和順：16〜18時，57.50毫米；七股：16〜18時，76.5

毫米）和13日上午（和順：5〜11時，285毫米；七股：8〜13

時，175.5毫米）。時雨量30毫米之強降雨發生在12日清晨（和

順：3〜5時，156.0毫米；七股：2〜5時，188.5毫米）和13

日上午（和順：6〜10時，253.5毫米；七股：9〜11時，141.0

毫米）。和順之逐時雨量變化見圖15。 

 

圖15  同圖14，但為台南和順。 

(4) 桃竹也有豪雨 

A. 破桃園200年紀錄的超大豪雨事件：

2012年「612水災」 

2012年6月10~12日雨量分布(見圖10c)顯示，在北部

（桃園至雙北）地區、中部山區（苗栗南部至南投北部）和

南部山區（嘉義南部至高屏）等三個多雨區。在北部者，顯

著降雨僅於11日22時至12日21時24小時內，此期間桃

園和雙北境內多處雨量超過400mm，造成這些地區淹並有

水災情傳出。尤其桃園中壢24小時內累積雨量超過500毫

米（510.5毫米），打破200年紀錄的超大豪雨。 

為更清楚看北部雨量分布，將圖10c做局部部放大(圖

16)，圖中虛線為200mm(白色)、300mm(紅色)和400mm(藍

色)等雨量線，紅圓點為中壢雨量站。除在圖中之東北角(新

北三貂角和鼻頭角)、西北角(新北富貴角、三芝、三和、金

山和大坪)及西南部(新之關西、橫山和竹東)外，其餘各區雨

量站均達200mm以上的豪雨標準。24時雨量≥300mm區域

為紅色虛線包圍區域，橫跨桃園和雙北地區。藍色虛線圍成

範圍為24小時雨量大於400mm的區域，範圍還是橫跨桃園

和新北西南部。 

在新竹北部、桃園和雙北地區70個雨量在前述24小

時累積雨量平均為310.9mm、12小時（11日23時至12日

11時）最大累積雨量（277.6mm）分別佔11日（77.5mm）

和12日（236.3mm）總雨量平均（313.8mm）之99.1％和

89.3％。顯然，主要降雨不只降於24小時內，而且在12小

時。此外，有一半以上（〜54％）和三分之一（32.9％）降

在6小時和3小時累積最大雨量。顯然，此豪雨致災事件為

短延時強降雨事件，也是多處淹水的因素之一。 

 

(a) 北台灣24小時累積雨量 

 

(b) 中壢逐時雨量變化 

圖16  北台灣24小時累積雨量分布 (a) 和中壢逐時雨量變

化 (b) (時間：2012年6月11日22時~12日21時)。 

B. 1981年「528水災」 

台灣雨量站網在此事件發生後才分期逐年佈建，在此之

前，雨量站稀疏，尤其高山離島，因此，僅能用當時的雨量

資料進行分析。圖 10d 為利用當時中央氣象局所屬之 24 個

氣象站和8 個雨量站、台電13 站、第2 河川局5 站、第3

河川局6站、石門水庫4站、台灣省水利局1站和空軍氣象

聯隊1站等65站繪製而成。130mm(紫色)等雨量線籠罩桃園、

新竹、苗栗和台中地區。較多雨量在桃園者有桃園238.6mm、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b1%aa%e9%9b%a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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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238.5mm和霞雲173.8mm；在新竹者有新竹248.0mm、

新竹機場 178.9mm 和清泉 164.5mm；在苗栗者有明德

172.5mm、南庄 168.5mm 和合興 161.0mm；在台中者有青

山171.0mm、上谷關153.4mm 和梧棲153.4mm。雨量分布

顯示，較多雨量分布在海拔高度較低的桃園(105 米)、新竹

(26.9米)、明德(84米)和梧棲(31.7米)。 

圖17為此事件較多雨量之四個雨量站逐時雨量變化，

圖中除逐時變化和24小時總雨量外，又列出12小時、6小

時及3小時最大累積雨量和1小時最大雨量。就24小時總

雨量而言，以當時豪（大）雨標準，桃園和新竹達大豪雨（24

小時≥200毫米），分別為238.6毫米(桃園)和248.0豪米(新

竹)；苗栗明德和台中梧棲達豪雨（24小時≥130毫米），分

別為172.5毫米(明德)和153.9毫米(梧棲)。 

12小時和6小時最大雨量，桃園207.1毫米（1〜12時）

和171.1毫米(3〜8時)、新竹211.1毫米（3〜14時）和163.0

毫米(7〜12 時)、明德168.0 毫米（5〜16 時）和146.4 毫米

（9〜14時），以及梧棲153.0毫米（7〜18時）和141.6毫

米（10〜15時）。在降雨集中性，佔24小時百分比為：桃

園 86.8％(12 小時)和 72.0％（6 小時）、新竹 85.1％ (12 小

時)和 65.7％（6 小時）、明德 97.4％和（12 小時）和 84.9

％(6小時)，以及梧棲99.4％(12小時)和92.0％（6小時）。

換言之，雨量主要集中於12小時內，也有三分之二以上在6

小時內。 

3 小時最大雨量，桃竹苗在上午 4〜12 時：桃園 104.9

毫米（5〜7時）、中壢153.0毫米（7〜9時）、新竹144.4

毫米（9〜11時）、苗栗明德122.4毫米（10〜12時）；台

中梧棲在下午13〜15時，為131.0毫米。最大時雨量，桃竹

苗地區在上午5〜11時：桃園51.8毫米(5時)、中壢51.3毫

米(7時)、新竹88.7毫米(10時)和明德64.4毫米(11時)，而

梧棲最大時雨量在下午13時，為69.0毫米。值得注意的是，

中壢除在7時出現最大時雨量外，6〜9時均有50毫米以上

的時雨量(6 時：50.5 毫米、7 時：51.3 毫米、8 時：50.5 毫

米、9時：51.2毫米)。 

由上分析顯示，短延時強降雨是致災的主要因素之一。

又，強降雨發生時間由桃園（3 時〜9 時）、新竹（8〜11

時）、苗栗（9〜12時）至台中（13〜15時）的分布趨勢，

顯然與豪雨系統由北往南移動一致。 

 

(a) 桃園 

 

(b) 新竹 

 

(c) 苗栗明德 

 
(d) 台中梧棲 

圖17  1981年5月28日 (a) 桃園、(b) 新竹、(c) 苗栗明德

和 (d) 台中梧棲逐時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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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海岸降雨強度特別大：2017年「62

水災」 

6月2日，台灣北海岸及中央山脈西側迎風面普遍有強

降雨發生，三個最大降雨區分別在北臺灣、中部山區和南部

山區（圖10e），最大在北臺灣，尤其北海岸特別大。圖18

為八里到三貂角北海岸13個雨量站6月2日日累積雨量和

12 小時累積最大雨量分布，圖上小紅點為雨量站位置，測

站旁數字為日雨量，箭頭頂端數字為12小時累積最大雨量。

這 13 站中，日雨量達超大豪雨者有三芝 645.5 毫米、富貴

島635.5毫米、三和583.5毫米和金山549.5毫米；大豪雨等

級有淡水379.5 毫米和大坪395.5 毫米；豪雨等級者有基隆

339.0毫米、八里291.5毫米、瑞芳291.5和鼻頭角240.5毫

米。其他三站雖未達豪雨等級，但也都在100毫米以上，它

們是雙溪159.5毫米、福隆133.5毫米和三貂角105.0毫米。 

連續 12 小時最大雨量達 500 毫米以上者還是在三芝

641.0毫米、富貴島621.0毫米、三和568.5毫米、金山531.0

毫米；350〜500毫米者為大坪380.5和淡水373.0毫米；200

〜350毫米者為基隆339毫米、八里287.0毫米、瑞芳279.5

毫米和鼻頭角228.0毫米。其他三站，除三貂角低於100毫

米，為90.5毫米外，其他兩站都在100毫米以上，雙溪141.5

毫米、福隆106.5毫米。 

上述除東北角外，其他各地降雨95％以上集中於2〜13

時及 3〜14 時兩時段的 12 小時內；前者發生在萬里區大坪

以西，後者發生於基隆以東；雨量在西北角最大、東北角最

小。 

 
圖18  6月2日北海岸13個雨量站日雨量和12小時最大雨

量。 

將三芝到三貂角北海岸 11 個雨量站分為三區，區域-I

（上游4站：三芝、富貴島、三和、金山）；區域-II（中游

4站：大坪、基隆、瑞芳、鼻頭角）和區域-III（下游3站：

雙溪、福隆、三貂角）。不論全區（11 站）或各分區（圖

19），主要降雨時段都在12小時內，上游（2〜13時）592.3

毫米，、中游（3〜14 時）306.7 毫米，和下游（3〜14 時）

112.8毫米，分別為24小時雨量的98.1％、95.6％和85％。

顯然，此集中性豪雨是造成洪災的主要原因。又，不論降雨

量或降雨強度均由上游向中、下游快速遞減。 

 

圖19  2017年6月2日北海岸全區11站及各分區平均雨量

逐時變化。 

2. 環境條件 

上述降雨分析指出，基本上豪雨區可分為北部豪雨、中

部南部豪雨和全台都有豪雨三大類型。前者如1981年5月

28日豪雨之「528水災」、2012年6月12日之「612水災」

和2017年6月2日之「62水災」；中者如2005年6月12

〜15日之「612水災」和2006年8〜11日之「69水災」；

後者如2012年6月10〜12日之「612水災」。此三類型之

豪雨延時不盡相同，在北部者僅12小時，而其他兩類則在

兩天以上。為便於分析，將北部「612水災」和中南部2012

年「612水災」一併討論。 

(1) 北部豪雨 

A. 1981年「528水災」 

圖20為導致該豪雨事件之疊加地面梅雨鋒面和200hPa 

高空氣流之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衛星雲圖中，灰色至白色

雲帶為梅雨鋒面雲帶，在其南、北方無雲區（黑色部分）分

別為暖濕副熱帶海洋氣團和冷乾大陸氣團。鋒面在此兩勢力

相當的冷暖氣團較勁下，在台灣至華南一帶徘徊。該雲帶除

含中、低雲外，尚有三個發展良好的中尺度對流系統，如圖

中之A、B和C。系統A為導致桃竹苗地區的「528」水災。 

27日20時（圖20a），在韓國西方海面之低壓中心加

速東移，於28日8時移至日本九州西方海面，導致梅雨鋒

面轉為緯向，沿著鋒面的中尺度對流系統亦由東北東-西南

西走向轉為東西向（圖20b）。在對流系統上空200hPa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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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分流（輻散）。此種低對流層的鋒面（低壓）擾動輻合

和高對流層分流/輻散的一致配合，為此等對流系統形成與加

強的環境條件。 

 

(a) 27日20時 

 

(b) 28日8時 

圖20  1981年5月(a) 27日20時和 (b) 28日8時疊加梅雨鋒

面和200hPa高空氣流之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圖21為MCS-A之三小時間距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圖

中顯示深而強的對流（紅圈圈）位於整個對流系統西緣的小

範圍，該區具有強雲頂溫度梯度且對應著強降水；東部分為

溫度梯度弱的部分為非對流部分，為無雨或小雨。該深對流

區由桃園和新竹（桃竹）沿岸沿著梅雨鋒面緩慢東移至桃竹

地區（見圖21a〜d），然後該系統隨著鋒面的南移而南移經

苗栗（圖21e），於14時抵達台中地區。在其移動過程，強

對流區涵蓋區獲得極強降雨，例如桃園在5〜6時（90.7mm）、

新竹在10〜11時（137.8mm）、苗栗11〜12時（109.4mm）

和梧棲13〜14時（117.0mm）。 

B. 2017年「62水災」 

2017年6月1日20時，滯留鋒從臺灣東北方海面向西

伸經彭佳嶼北方至華南，同時間的衛星雲圖顯示，有 5 個

MCSs沿著鋒面發展（圖22a）。原在鋒上的MCSs演變成

三個較有組織的 MCSs，在東方之雲系 F 為本文所謂的

MCS-1（圖22b）。MCS-1雲系中白點為對流中心，暗色調

包圍區域之深對流區正位於臺灣北海岸近海，最強對流（白

點）在富貴島北方近海，此系統為導致北海岸豪雨者之一，

另一個豪雨系統（MCS-2）（見圖6-23b）。 

2日8時，MCS-1主要雲團移至臺灣東北角，其對流中

心尚在富貴島沿岸並呈尖狀指向高層風上風區（圖 23a）。

此時，在該系統西方有零星新生對流胞（虛線圍繞之橢圓區），

此等小對流胞透過合併加強並擴大範圍，形成有組織的深對

流雲，是為MCS-2（圖23b），MCS-2緩慢移進台灣西北海

岸並加強，最強對流中心於10-11時進入西北海岸(圖23c及

圖23d)，是導致北海岸第二波豪雨中尺度對流系統。 

 
(a) 27日24時 

 
(c) 27日5時UTC 

 
(d) 20日8時 

 

(b) 28日2時 

 
(e) 28日11時UTC 

 
(f) 28日14時 

圖21  1981年5月27日1600UTC~28日0600UTC三小時

間距GMS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圖24為2017年6月2日8時疊加地面鋒面之200hPa

天氣圖。梅雨鋒在台灣北方近海緩慢南移，低層有明顯的西

南氣流吹向台灣附近，在梅雨鋒上方高空又有明顯的分流。

此種低層鋒面擾動輻合、低對流層西南氣流 ⁄ 低層噴流

（Low-Level Jet stream，簡稱LLJ）攜帶暖溼空氣至鋒區，

和高對流層分流（輻散）的一致配合，提供中尺度對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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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雨系統）沿著鋒面形成、加強和移動，因而導致北臺灣

超大豪雨。 

 
(a) 1日20時 

 
(b) 2日2時 

圖22  2017年6月(a) 1日20時和(b) 2日2時疊加梅雨鋒面

之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a) 2日8時 

 
(c) 2日10時 

 
(b) 2日9時 

 
(d) 2日11時 

圖23 顯示MCS-2形成過程之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圖24  200hPa天氣圖疊加地面鋒面。地面鋒面：伴有紅色半

圓形和藍色三角形之藍色線、綠色箭頭：低層噴流、

紅色箭頭：200hPa氣流方向。 

圖19又顯示，不論上游、中游或下游，在上午9時降

雨量均為相對最小，甚至無雨。換言之，以上午9時為界，

顯著降雨可分為兩波，在此之前為第一波，之後為第二波。 

圖25及圖26分別為導致第一波和第二波豪雨的製造

者— MCS-1和MCS-2。此兩組時差3小時40分的衛星雲

圖可告訴我們，雨為什麼會下這麼大？為什麼會下這麼急？

為什麼會這麼集中？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25a及圖26a）

顯示，在台灣西北近海均有一藍色深對流雲區嵌入小白點， 

 

(a) 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b) 可見光雲圖 

圖24  2017年6月2日6時10分衛星雲圖。 

 

(a) 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b) 可見光雲圖 

圖25  同圖24，但為2017年6月2日9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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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小白點在可見光雲圖（圖25b和25b）為凸出於寬廣圓

形砧狀雲上方兩個小雲粒；此寬廣圓形砧狀雲為對流層頂，

兩個小雲粒就是衝過對流層頂的深對流，稱之為過衝雲頂

（overshooting tops）。過衝雲頂及其附近有強烈上升氣流存

在，將出現強降雨、閃電和強風等劇烈天氣，特別是清晰且

持續時間較長者更是。 

(2) 中南部豪雨 

A. 2005年「612水災」 

6月12日8時（圖26a），梅雨鋒從日本南方海面向西

南延伸經台灣北部至華南，之後緩慢南移，13日8時移至台

灣中部（圖26b）。此兩日，西南氣流（圖中紅色箭頭）從

南海經台灣西南部海面至台灣南部。中尺度對流系統接連在

鋒前形成、加強並移至台灣南部（見圖27），造成南臺灣大

豪雨及超大豪雨。 

200hPa高空圖（圖28）顯示，副熱帶高壓中心在中國

雲南，脊線由此中心向東南東轉向東伸台灣南端至日本九州

南方海面，地面鋒面及對流系統區上空之高對流層有明顯的

分流。13日之200hPa高空圖的天氣型式（圖未示）和12

日類似。 

 
(a) 12日8時 

 

(b)13日8時 

圖26  2005年6月(a) 12日8時和 (b) 13日8時地面天氣圖。 

 
(a) 12日8時 

 

(b) 13日8時 

圖27  2005年6月(a)12日8時和(b)13日8時紅外線色調強化雲

圖。 

200hPa高空圖（圖28）顯示，副熱帶高壓中心在中國

雲南，脊線由此中心向東南東轉向東伸台灣南端至日本九州

南方海面，地面鋒面及對流系統區上空之高對流層有明顯的

分流。13日之200hPa高空圖的天氣型式（圖未示）和12

日類似。 

此兩日之天氣系統顯示，鋒前台灣南部活躍的對流雲上

游（西南方）有強盛的低層西南氣流，該氣流源源不斷攜帶

暖溼空氣至鋒區，在鋒區及豪雨系統上空之高對流層分流

（輻散）強化低層輻合，加上西南氣流受臺灣地形抬升等因

素，均為該豪雨系統之形成和加強的重要因素。當MCS接

連形成、加強並移經台灣南部，導致南部平地和山區都有豪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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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2005年6月12日8時200hPa天氣圖。 

B、2006 年「69水災」 

2006年6月8日20時，梅雨鋒面抵達台灣北方近海並

逐漸南移，9日抵達台灣南部後呈現滯留。9日8時（圖29a），

鋒面從日本南方海面向西南延伸至台灣東方海面後轉向西

伸展至廣東沿海，鋒前偏南氣流由中南半島、南海吹至海南

島北方海面至東沙島北方海面鋒區，與鋒後氣流在鋒區形成

氣旋式渦旋；西南氣流由南海吹至台灣西南部與鋒後偏北氣

流在鋒區輻合。許多旺盛中尺度對流系統沿著鋒面發展（圖

29b）。 

200hPa天氣圖（圖30）顯示，副熱帶高壓環流（紫色

虛線包圍區域）籠罩台灣中部以南廣大海域、華南以西至印

度等廣大區域，高壓脊線由日本九州東南方海面向西南西伸

展經巴士海峽轉向西至西北至印度；低壓槽線在台灣西北方。

槽前的西南氣流和高壓的順時針方向氣流形成明顯的分流

（紅色箭頭），顯示該區高空有強烈輻散。該分流區位於梅

雨鋒和中尺度對流系統上空（圖29a和圖29b），該分流區

提供導致此豪雨事件中尺度對流系統之形成、加強和移動有

利的要素之一。此外，數個小高壓沿著脊線發展，此等高壓

區提供在其鄰近低層鋒區渦旋形成與加強的高空輻散，使得

對流系統可在這些渦旋區形成與加強（見圖29b）。由於此

鋒面移動緩慢甚至滯留，這些沿著鋒面形成的強對流系統，

以鋒面為軌道不斷移入台灣，使苗栗至屏東都有大豪雨，在

嘉義、南投及高雄山區甚至有局部超大豪雨發生，當日有些

地區累積雨量超過700 mm。 

 

(a) 地面天氣圖 

 

 
(b) 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圖29  2006年6月9日8時 (a) 地面天氣圖和 (b) 紅外線色

調強化雲圖。

 
圖30  2006年6月9日8時200hPa天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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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台灣都下豪雨：2012 年「612水災」 

12日2時，鋒面在台灣北部近海，在此之前，梅雨鋒

面尚遠在華南（圖31）。地面風場顯示，此三日均有明顯的

西南氣流（圖中紅色箭頭）由中南半島經南海北部至台灣。

11日20時後，鋒面逐漸接近台灣北面，西南風轉吹至在台

灣北部海面鋒區外，其他時間西南氣流均在接近台灣轉向台

灣中部。顯然，10〜11日中南部的豪雨是由西南氣流所導致。

鋒面於12日14時移至中部（圖未示），顯見引發台灣北部

大豪雨的天氣系統主要為梅雨鋒面。在鋒面南移過程中，強

化中南部山區的降雨強度，尤其當鋒面滯留於臺灣附近加上

與西南氣流，導致台灣西半部的超大豪雨事件。 

在梅雨鋒於11日20時抵達臺灣北部海面時（圖31c），

一幾呈圓形的中尺度對流雲系在台灣西北近海鋒前發展（圖

32）。該系統於11日22時32分移至台灣西北部（圖33a），

對流中心（白色）在淡水近海，23時32分對流中心（白色）

在桃園沿海（圖33b）。12日0時32分，雖看不到白色的

對流中心，但深對流（墨綠色）在台灣西北部（圖33c）。1

時32分，在桃園沿海又新生一尺度小但強度強的對流雲，

此雲系即導致之後桃園地區的豪雨（見圖33d）。因對流中

心及其周圍的深對流籠罩北新竹、桃園和新北市西部，因此

有最強的降雨強度。圖15又可以解釋為什麼11日23時、

24時及12日1時等三小時，在這些地區為何會下那麼大的

雨（新竹：154.4毫米、桃園楊梅：226.5毫米、新北林口：

150.5毫米）。之後，該系統沿著梅雨鋒面緩慢東移，導致

台灣北部12日清晨的豪雨。 

12日8時梅雨鋒到達台灣北海岸（圖34a），14時（圖

未示）移至中部，三個中尺度對流系統在鋒前形成並加強（圖

34b）。200hPa高空天氣圖（圖35）顯示，除在鋒區及對流

系統區有明顯的分流外，寬廣的高壓籠罩副熱帶地區，脊線

從台灣南端向東北東和西北西伸展，數個小高壓沿著脊線發

展，提供多個中尺度對流系統沿著梅雨鋒形成與加強，這些

對流系統沿著鋒面東移影響台灣中南部，造成中、南部山區

11日和12日的大豪雨（台中稍來1025.5毫米、嘉義阿里山

766.5毫米、高雄小關山1067.5毫米、高雄溪南1118毫米和

屏東上德文890毫米）。 

由上分析結果顯示，導致臺灣梅雨豪雨之天氣系統及概

念模式可歸納為圖36和圖37。圖36為一般的條件，即梅雨

鋒徘徊於台灣及其鄰近地區，低層西南氣流攜帶暖溼空氣至

鋒區，受低層鋒面擾動輻合上升，和上方的高對流層分流的

一致配合，提供為該區豪雨系統之形成與加強有利環境條件。

圖37為中南部長延時豪雨之環境條件，其天氣型式除上述

條件外，在南部者又有長數千公里的高空副熱帶高壓脊橫貫

台灣南部附近地區，在其下方的梅雨鋒前後的北向風和南向

風形成數個尺度較小的氣旋式渦旋，在此種高低層氣流一致

配合下，在鋒區形成數個中尺度對流系統，該等對流系統沿

著滯留鋒東移影響台灣中南部，造成中南部地區長延時的豪

雨。 

 

(a) 10日08時 

 

(c) 11日20時 

 

(b) 11日08時 

 

(d) 12日2時 

圖31  2012年6月11〜12日地面天氣圖，紅色箭頭表示地

面西南氣流流向。 

 

圖32  2012年6月11日20時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桃園-雙北地區11日22時以後才有顯著性降雨並持續

至12日8時，顯然僅受鋒面影響，降雨時間較短；而中南

部地區的長時間的豪（大）雨，則是受西南氣流和和梅雨鋒

面雙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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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1日22時32分 

 
(b) 11日23時32分 

 
(c) 12日0時32分 

 
(d) 12日1時32分 

圖33  2012年6月11日 (a) 22時32分、(b) 23時32分和12日 (c) 0時32分和(d) 1時32分紅外線色調強化雲圖。 

 
(a) 地面天氣圖 

 

(b) 紅外線色調強化雲 

圖34  2012年6月12日8時(a) 地面天氣圖和(b) 紅外線色調強化雲。 

 
圖35  2012年6月12日8時200hPa天氣圖。

 

(a) 天氣系統 

 

(b) 概念模式 

圖36  導致臺灣梅雨豪雨事件之 (a) 天氣系統及 (b) 概念模式。藍色箭頭為高空（200hPa）氣流，綠色箭頭為低層西南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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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天氣系統 

 
(b) 概念模式 

圖37  同圖36，但為導致中、南部梅雨期長延時豪雨事件。

四、結語 

綜上分析，台灣梅雨期伴隨鋒面豪雨型態之天氣環境條

件說明如下： 

1. 梅雨鋒徘徊於台灣及其鄰近地區，低層西南氣流攜帶暖溼

空氣至鋒區，受低層鋒面擾動輻合上升，和上方的高對

流層分流的一致配合，提供為該區豪雨系統之形成與加

強有利環境條件。 

2. 台灣北、中、南部豪雨延時相去甚遠，豪雨延時在北部集

中於12小時內，中部和南部則可延時2〜3天。北部豪

雨延時較短係因梅雨鋒面為主要激發機制；而導致中南

部集中豪雨者，除梅雨鋒面外，尚有強盛西南氣流。此

外，梅雨鋒面在北部移速較在中、南部為快，也是造成

降雨延時長短不同的因素之一。 

3. 南北部豪雨期間天氣型式均有如說明1的共同特性外，在

南部者又有長數千公里的高空副熱帶高壓脊橫貫台灣南

部附近地區，在其下方的梅雨鋒前後的北向風和南向風

形成數個尺度較小的氣旋式渦旋，在此種高低層氣流一

致配合下，在鋒區形成數個中尺度對流系統，該等對流

系統沿著滯留鋒東移影響台灣中南部，造成中南部地區

長延時的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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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temporal and spatial resolution of rainfall data in recent 30 years (1990~2019)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infall in Mei-Yu period.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four heavy rainfall centers, which are 

Kaohsiung-Pingtung Mountains , Central Mountain, Alishan Mountain, and north tip of Taiwan.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in the whole Taiwan, in the individual subregion or different heights, the distribution of heavy rain, extremely heavy 

rain and torrential rain are mor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than on the east one. They also po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which these rainfalls increase with the height and from north to south.  

Historical records of disaster produced by torrential rains in the Mei-Yu period show that those occur in June are 

about 2.4 times of those in May, and about 66% of them occur during the Mei-Yu period. The most occurs in the late 

period (June 1-15), about 74% of the whole Mei-Yu period, which is about 1.9 times more than the early period (May 

15-31).  

Rainfall analysis of early period (1990-2005) and late period (2005-2019)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rainfall amount 

and number of heavy, extremely heavy rains were greater in the later period than in the early one. The increasing 

percentage increased with the rainfall intensity, from mm/daily in 38% , mm/daily in 64% , mm/daily in 150 

%, and mm/daily in 250%. The number of disaster produced by Mei-Yu torrential rain shows that the latter period is 

4.5 times than that of the early one. Obviously, under the global warming, the rainfall amount and disasters in Mei-Yu 

period have greatly increased.  

The rainfall patterns caused by the extremely heavy rains in the Mei-Yu period can be summarized as: torrential 

rains throughout Taiwan (June 10-12, 2012 event),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June 8-11, 2006 event), in southern 

flat and mountain areas (June 12~15, 2005 event), Tao-Chu-Miao area (May 28, 1981 event), and the north coast of 

Taiwan (June 2, 2017 event). Obviously, the durations of torrential rains in the north,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duration is much shorter in the north than those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In addition to the well-known weather conditions, the moving speed of Mei-Yu front, southwesterly airflow and 

the upper tropospheric (200hPa) subtropical high pattern als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above-mentioned heavy rain 

pattern. The shorter duration in the north is due to the effect by the Mei-Yu front only. In addition to the Mei-Yu front, 

strong southwesterly airflow is one of the factors which leads to longer dur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The 

Mei-Yu front moving faster in the north than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is also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causes the 

rain duration. In addition, several small high pressures developing along the upper tropospheric subtropical high ridges 

which locate over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provide the trigger mechanism for the several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 formed and intensified along Mei-Yu front. These convective systems move to Taiwan with the front as the track, 

causing long duration torrential rain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Key Words: heavy rain, extremely heavy rain, torrential rain, Mei-Yu front,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 trigger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