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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些颱風位於臺灣附近但與臺灣有一定距離時，臺灣會伴隨有顯著降雨，稱之遠距颱

風降雨。過去針對數個符合上述條件的颱風個案進行的分析與模擬結果顯示，臺灣皆位於

顯著低壓帶中，低層暖濕空氣隨盛行風移入臺灣地區，使迎風面地區易產生強對流系統。

然而，遠距颱風的存在，僅造成降雨區域的改變，與中緯度的預前降雨（Predecessor Rain 

Events, PREs, Cote 2007）的機制明顯不同。敏感度實驗結果顯示，臺灣地形與綜觀環境流

場為造成顯著降雨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之目的在針對西行通過東海並造成西南部沿海降雨

的遠距颱風個案，進行資料診斷分析與數值模擬，討論其中之重要機制與遠距颱風在臺灣

降雨事件中所扮演之角色。 

    典型個案（2012 年海葵颱風）的分析結果顯示，綜觀環境的西南風遭遇臺灣地形產生

的減速輻合，使得西南部沿海的強降雨得以生成及發展。本研究亦分析相似路徑的其他颱

風個案，結果顯示臺灣西南沿海有降雨時，颱風的位置均十分相近，但由於個案的綜觀流

場具有些許不同，因此降雨區域不盡相同。綜合本類型個案之分析結果顯示，遠距颱風降

雨發生之機制主要應與環境流場及臺灣地形有關，而颱風似僅影響對流出現之區域。 

關鍵字：遠距颱風、颱風降雨、臺灣地形、綜觀環境 

 

一、前言 

 

颱風降雨為臺灣地區主要降水來源之一，其中部

分颱風位於臺灣附近，但與臺灣有一定距離時，臺灣

會伴隨有顯著降雨事件的發生，稱之為遠距降雨。由

於遠距降雨通常發生於颱風未直接侵襲臺灣之時，

因此往往帶來一定程度的災害與影響，並較不為大

眾所注意。 

過去針對颱風與東北季風的共伴效應進行研究

與分析（李等，2007、Wu et al. 2009），發現颱風環

流的偏東風與東北風之間的輻合，加上臺灣地形的

影響，造成了臺灣東北部及東部降下豪雨。 

廖思瑩（2013）、劉宇其（2017）分別針對北行

通過日本南方海域的馬鞍颱風（2011）、哈隆颱風

（2014）及臺灣西南部所伴隨的豪雨進行分析模擬，

結果顯示，臺灣位於低壓帶之中，低層盛行的西南風

與臺灣地形或局部環流交互作用，造成強降雨的發

生，綜觀環境為主要影響降雨的因素。郭渝靖（2018）

針對西行通過巴士海峽的艾利颱風（2016）及臺灣東

部、東南部所伴隨的豪雨進行分析模擬，結果亦顯示

臺灣位於南海大低壓帶之中，低壓環流與臺灣東側

的高壓合流，配合地形，於東部降下豪雨。而以上個

案之敏感度實驗結果均顯示，綜觀環境與高聳的臺

灣地形是造成強降雨的主要因素，颱風的存在僅扮

演調整降雨位置的角色。 

Cote(2007)針對颶風位於低緯度，美國東北及五

大湖區伴隨的豪大雨事件進行分析，並將該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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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為預前降雨（Predecessor Rain Events, PREs），

分析結果顯示，低緯度颶風將暖濕空氣向高緯度輸

送，配合中高緯度地區的槽線、噴流條等有利對流發

生的綜觀環境條件，使得距離千公里外的美國東北

部區域降下豪雨。後續一系列針對 PREs 更進一步的

分析、模擬與研究（Wang et al. 2009; Galarneau et al. 

2010; Schumacher et al. 2011; Schumacher and 

Galarneau 2012）均有相似結論。此一熱帶氣旋扮演

重要角色的結論與臺灣地區之遠距降雨事件明顯有

差異。 

 

二、臺灣遠距降雨概述 

  

以 2000 年至 2017 年，臺灣北、中、南、東四個

分區中，至少於一個分區內有兩個測站以上日雨量

達到 200 毫米，臺灣附近無顯著的天氣系統存在，且

颱風位於東經 116 度至 126 度、北緯 18 度至 28 度

以外，作為篩選標準。篩選結果顯示（圖 1），臺灣

遠距降雨事件分布情形可分成三大類：西行通過巴

士海峽及南海一帶（A、B）、北行通過日本南方海

域（C、D）以及西行通過東海（E）。 

 

圖 1 臺灣遠距降雨事件之颱風中心位置分布 

 

其中，西行通過巴士海峽及南海一帶之颱風所伴

隨的遠距降雨，多為颱風與東北季風之共伴效應所

致，或如艾利颱風（2016），由大低壓帶與高壓環流

合流造成之降雨。北行通過日本南方海域之颱風所

伴隨的遠距降雨，多因西南風與地形或局部環流交

互作用而產生。 

三、個案分析──海葵颱風（2012） 

 (一)海葵颱風及綜觀環境概述 

海葵颱風於 2012 年 8 月 3 日升格為輕度颱風，

從太平洋一路西行。海葵颱風於 6 日抵達沖繩附近

海域，移速減慢，7 日增強為中度颱風，並轉為朝西

北方移動，8 日登陸中國，隨後颱風強度減弱，於 9

日逐漸消散（圖 2）。 

 

 

圖 2 海葵颱風(2012)路徑圖 

 

 

圖 3 8 月 8 日 12UTC 東亞天氣圖 

 

8 日至 9 日，海葵颱風位於臺灣北方海面，臺

灣附近及南海一帶的風向以西南風為主，並籠罩於

低壓帶之中，未受其他顯著系統影響。臺灣西南部

及南海一帶的西南風強度不強，約在 10 m/s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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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臺灣鄰近 925hPa 流線場（再分析資料來源：

ECMWF ERA5） 

 

 (二)海葵颱風伴隨西南部降雨事件分析 

8 月 8 日夜晚至 9 日上午，臺灣西南部沿海有強

對流發展（圖 5），並降下 100 毫米以上之強降雨（圖

6）。由於對流雲系與當時位於臺灣北方的海葵颱風

之間完全分離，且颱風與臺灣之間有一定距離，可推

測本次強降雨為一遠距降雨事件，並非由海葵颱風

本身的雲系所直接造成。 

 

 

圖 5 8 月 8 日夜晚至 9 日上午臺灣雷達回波圖 

 

由雷達回波圖可見，對流於 8 日夜晚逐漸發展，

至 18UTC 增強為一平行海岸線之線狀對流。強對流

持續為沿海地區帶來明顯降雨，並隨著時間向外海

移動。9 日上午，對流逐漸消散，臺灣西南部降雨趨

緩。 

對流開始發展之時，臺灣西南部外海低層均以西

南風為主，沿海地區地面測站則以偏南風為主，並於

沿海地區有水氣通量輻合，顯示水氣含量較為豐沛

的西南風通過南海一帶，抵達臺灣西南部沿海，遭遇

臺灣地形而有減速輻合的情形。沿海的水氣通量輻

合有利於該處對流的生成與發展，使得強降雨事件

得以發生。 

 

圖 6 8 月 8 日 12UTC 至 9 日 03UTC 累積雨量 

 

8 日深夜，對流旺盛發展，外海西南風持續吹拂，

而陸地均轉為偏東風（圖 7），由於離岸風與綜觀環

境的西南風有輻合作用，使得強對流能夠維持。到了

9 日上午，對流位置已移至外海，且受到陸風減弱影

響，對流無法繼續發展，因而逐漸消散。 

結合以上分析，推測本次海葵颱風伴隨之臺灣西

南部強對流，是由於南海一帶較為暖濕的西南風遭

遇臺灣地形，於西南部有輻合情形，而得以生成及發

展。對流旺盛發展後，陸地上的離岸風更使得對流能

維持，直到上午才逐漸消散。 

 

 

圖 7 8 月 8 日 21UTC 地面測站風場及小時降雨量 

 



4 
 

四、相似個案比較 

將伴隨臺灣西南部降雨，且與海葵相似路徑（西

行或西北型通過東海）的颱風個案進行分析，並將此

相似個案與海葵颱風進行比較。挑選結果有杰拉華

（2000）、蘭寧（2004）、魔羯（2018）、棕櫚（2018）

共 4 個颱風個案，分析及比較結果發現，此一類型個

案中，臺灣降雨時颱風的位置均十分相似（圖 8 紅線

處），降雨分布亦以臺灣西南部為主。綜觀環境風場

部分，臺灣西南部、南海一帶均以西南風或偏西風為

主。降雨發生之時，臺灣均位於顯著低壓帶之中。不

同個案間，降雨強度及分布均有些微差異，可能與各

個個案之西南部風速強弱及風向有關。 

 

 

圖 8 海葵颱風（2012）相似個案之颱風路徑。

紅線處為臺灣降雨時颱風通過的位置。 

 

 

四、結論 

2012 年 8 月 8 日夜晚至 9 日上午，海葵颱風西

行通過東海一帶時，臺灣西南部沿海有強降雨事件

發生。由於強對流與颱風本身雲系間有一定程度距

離，且並未相連，推測為一遠距颱風降雨事件。 

綜觀環境及地面測站觀測資料分析結果顯示，降

雨發生時，臺灣西南方海域及南海一帶以西南風為

主，沿海的水氣通量輻合提供對流發展有利的條件。

對流發展旺盛後，配合臺灣陸地上的離岸風，能持續

維持，直到上午才逐漸消散。 

相似個案之比較及分析結果顯示，伴隨臺灣降雨

且路徑與海葵颱風相似之颱風個案，其降雨區域均

以西南部為主；降雨發生之時，颱風所在的位置亦均

十分接近。不同個案的綜觀環境亦有相似之處，唯因

盛行風的強度及風向之不同，使不同個案間之降雨

強度及分布上出現些差異。 

綜合以上分析，推測海葵颱風伴隨之臺灣西南部

遠距颱風降雨事件之成因有二：南海一帶盛行之西

南風受臺灣地形影響而有輻合出現，此外，臺灣位於

顯著低壓帶中而有利對流的出現。因此，本次強降雨

事件似乎由綜觀環境及臺灣地形主導，颱風扮演較

為次要的角色，與過去對其他類型遠距颱風降雨的

研究結果類似。此一結論有賴更進一步的分析、模擬

與敏感度實驗來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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