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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季風與宜蘭地形效應誘發局部降雨分析研究 
 

侯昭平  陳智羿  楊朝淵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環境資訊及工程學系 

 

摘    要 

 2020年11月文化大學劉清煌教授邀請氣象局、中研院、台灣大學、中央大學及國防大

學理工學院，運用地面、遙測與探空觀測等多項設備於宜蘭進行了5天的密集觀測。本次觀

測實驗針對宜蘭地區地形與風場交互作用所導致的三度空間風場結構、降雨特徵等科學議

題，進行分析，並獲得了高時間與空間解析度之觀測資料。本研究選取之觀測時間為2020

年11月23日，利用探空資料及剖風儀來檢視蘭陽平原的風場分佈，以雷達來分析風場及降

水強度特徵，並與WRF數值模擬結果相互驗證，嘗試了解東北季風、地形與劇烈降雨之間

的關聯。 

研究發現，雖然在觀測期間，同樣有明顯降水的21日及23日，宜蘭地區24小時日累績

雨量的降雨特徵分佈相似，但兩日的東北季風速強弱及縱觀尺度天氣系統皆有顯著的差

異。23日東北季風風速較強，臺灣東北部受強勁東北季風影響，宜蘭地區劇烈降雨區域不

只出現在迎風面斜坡及山頂附近，也會發生在蘭陽平原及東部沿海，分析顯示降水分佈與

地形上游風向及風速有密切相關。最後，模擬結果也顯示地表通量 (包含來自地表的熱、

水氣) 對於宜蘭劇烈降雨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關鍵字：地形效應、東北季風、劇烈降雨、宜蘭地區 
 

一、前言 

宜蘭北部、西側和南面均為山地，東邊鄰接太平

洋，海拔50 m以下平原占23.4%，100至1000 m的丘

陵約占47%，1000 m以上的高山約占29.6%，尤其蘭

陽平原西南側的雪山山脈更高達 3000  m以上。 

張(2004)曾針對宜蘭地形與降雨提出下列的分

析結果，如果在水氣充足的條件下，配合上口袋型地

形的阻擋與抬升，理論上應該會在迎面風處產生明顯

的降雨，但從觀測資料上分析事實並非如此，最大雨

量通常出現在口袋地形東南側的蘇澳附近。當秋冬季

盛行的東北季風進入蘭陽平原後，由於地形的作用被

迫形成兩種不同的流場，一方面沿地形繞流，另一方

面則是直接遇山阻擋爬升，這兩股氣流最後會在蘭陽

平原東南方地形迎風面上輻合，產生中小尺度的對流

系統，進而造成大量降雨(陳，2000年)。此外，綜觀

天氣尺度的大陸冷高壓與南方的熱低壓，兩者的流場

形成東北風與東南風，在台灣東北角的海面輻合，激

發出許多中尺度對流系統影響宜蘭的降雨 (張，

2004)。 

 除了地形會影響降雨分布外，風向的變化更會

影響短時間內顯著降水出現的位置。鄭與游(2014)研

究東北季風環境下之北台灣大屯山降水時發現，當地

形上游風向由北北東風轉東北風時，降雨最大值由迎

風面及山頂移至山谷處。而宜蘭地區關於風向變化所

造成的降雨文獻較少。 

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本文將利用2020年11月20

至24日，共計5日的宜蘭劇烈降雨觀測實驗 (Yilan 

Experiment for Severe Rainfall, YESRain)資料，分析

「地形、風場、降雨」三者之間的關係，以瞭解蘭陽

平原特殊降水位置和特定天氣條件下長延時降水的

真正原因。 

 

二、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1.YESRain探空氣球資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探空資料來自於YESRain期間

安排在武淵國小、宜蘭氣象站、蘇澳氣象站、三星鄉、

棲蘭山林場、南山國小等6處(圖 1)，使用儀器包含

芬蘭Vaisala、德國Graw及台大微型探空儀 (Storm 

Tracker)等，分布範圍包含沿海三角洲、丘陵、山區

等，並採3至6小時的高密度釋放，藉此了解宜蘭的大

氣變化，由於東北季風冷空氣的厚度約為1至1.5 

km，因此僅截取地面至1.0 km的探空資料進行分析。  

2. YESRain剖風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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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東北季風進入蘭陽平原的風向變化，本次

將國防大學Wind Lidar架設於三星國中，中研院Wind 

Lidar架設於羅東高中，而中央大學Wind Profiler剖風

儀架設於壯圍國中，藉由多點異地觀測，掌握不同地

點的風場變化。(圖 1) 

3.中央大學WISSDOM雷達圖資 

三 維 風 場 反 演 技 術 (Wind Synthesis Using 

Doppler Measurement, WISSDOM)為中央大學大氣科

學系雷達氣象實驗室所發展之多雷達反演技術，結合

不同的資料來源，產出大範圍高解析度的完整風場。

水平解析度1公里、垂直解析度0.5公里。本研究使用

資料為高度1.0公里的雷達圖資。 

4.NCEP-FNL 全球分析場資料 

本研究數值模擬的初始場使用美國國家環境預

報中心所提供的NCEP-FNL資料，時間為2020年11月

21日0000 UTC至5月24日0000 UTC，每6個小時一

筆，總共13筆。空間解析度為0.25°x 0.25°，垂直解析

度為1000 hPa至10 hPa共26層垂直等壓面。 

 

圖 1  YESRain 觀測儀器分布位置圖。 

 (二)研究方法 

為探討地形降水與低層水氣及風場的相關性，因

此我們利用探空氣球的移動軌跡與WISSDOM雷達

圖資相互比對，了解風場與強降雨回波之間的關係。

另外，將觀測資料與WRF數值模式做比對，分析氣

流遇到地形的行為是越山還是繞山。接著，將

WISSDOM雷達圖資與剖風儀逐時觀測資料做比

較，分析降雨回波的位置與蘭陽平原上空的風場的關

係。最後，為了解地形抬升以外，影響降雨的因素，

參考陳(2000年)的經驗，利用模式對地表通量做敏感

度測試，即無地表通量下宜蘭的降雨情況，驗證向上

的地表通量對於宜蘭冬季降雨的影響性。 

(三)個案選取  

在2020年11月20至24日實驗期間，21日及23日的

日宜蘭地區降水較為明顯，中央氣象局定義兩日的天

氣系統皆受東北風影響，但兩日的綜觀環境場略有不

同，21日1017 hPa氣壓線位於臺灣上空，23日1023 hPa

氣壓線位於臺灣北部外海(圖 2)，因此本文選定東北

風較強勁的23日作為研究個案。 

 

(a)  

 

(b)  

 

(c)  

 

圖 2 11月23日累積雨量、雷達回波和地面天氣圖。

其中(a)為日累積雨量圖；(b)為0800 LST雷達回

波圖；(c)為00Z東亞地面天氣圖 

三、分析結果 

(一)YESRain探空氣球資料 

為了解東北季風在蘭陽平原的風場變化，首先對

11月23日00Z的探空，從地面(Surface, 以下簡稱SFC)

到高度1 km的高空，進行軌跡分析。在武淵國小及蘇

澳氣象站800至500 m以下風向有西風的分量，而三星

探空站則是在500m以下有南風的分量。顯示出23日

除了宜蘭氣象站仍受東北風影響，其餘地區SFC至

500 m並非典型的東北風 (圖 3)。 

比對雷達回波疊加風場圖(圖 4)，在臺灣東北角

的石門、金山、基隆、瑞芳、貢寮、宜蘭等地區，皆

位於東北風的迎風面而有回波較大值；地面測站在三

星以南的測站吹偏南風或偏西風，而宜蘭市以北的測

站吹偏北風或偏南風，顯示出三星鄉與宜蘭市之間存

在著風向不連續帶，剛好與回波最強值位置吻合，但

1 km的風場從宜蘭外海至平原上空，皆吹東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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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武淵國小站 

 
(b) 宜蘭氣象站 

 
(c) 蘇澳氣象站 

 
(d) 三星探空站 

 
圖 3 探空資料11月23日00Z軌跡圖。(a)(b)(c)(d)中圖形

左側為水平軌跡。(a)(b)(c)(d)中間圖形為緯向垂直

軌跡。(a)(b)(c)(d)右側圖為經向垂直軌跡。 

 
圖 4 11月23日00Z(08 LST) 雷達回波圖。其中黑色小風

標為高度1.0km風場；紅色風標為地面風場，單位

KT。等值線圖為地形高度，右方色階為地形高

度，單位m。黃色虛線為風向不連續帶。 

(二)剖風儀資料分析  

分析23日的剖風儀資料可發現 (圖 5)，壯圍與

羅東在1100至500 m為20-25 KT的北北東至東風，500

至200 m則是較為穩定的20 KT東北風，但是在強降

雨時段，SFC至200 m的風場則是從「東北轉西北風、

西南風及南風」；三星站的風場在500至200 m是穩定

的東北東風，但是在200 m以下卻是偏東南風，表示

SFC的風場往平原內移動時，可能受到地形影響而改

變風向。上述結果顯示，23日的東北風勢力不僅較21

日強，厚度較厚，在23日強降雨時刻SFC至200 m有

明顯的風向變化，21日則無。 

將中央氣象局時雨量圖與剖風儀做比對，可以發

現23日下雨的位置與風場具有密切的關聯：00-07 

LST時，降雨於平原南面的山區，底層吹東北至東

風；08-16 LST時，降雨於蘭陽平原，底層有風向不

連續帶；20-24 LST時，降雨於沿海，底層吹偏西風。 

 

 
圖 5 11月23日00至24 LST的剖風儀資料。圖中風標顏

色代表風向，藍色為0-90°、紅色為91-180°、黃色

為181-270°、綠色為27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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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式資料分析 

從23日WRF數值模擬的氣流場分析也發現風場

和雨帶具有關聯性。當降雨在宜蘭平原南面的山區時

(圖 6)，900-950 hPa宜蘭外海與平原上空皆是吹北北

東至東北風，1000 hPa與10m的風場在平原內轉為北

北東至北風，氣流在迎風面的山上匯集。 

當降雨在平原時(圖 7)，900-950 hPa宜蘭外海與

平原上空皆是吹東北風，1000 hPa與10m在平原內存

在著兩股氣流，一股是外海移入的東北風，另一股是

山區移出的西南風，兩股氣流的輻合帶和雨帶位置相

符。 

當降雨在沿海時(圖 8)，900-950 hPa宜蘭外海與

平原上空則是轉為東北東至東風，而1000 hPa與10m

的平原上空則是轉為偏西風，向沿海流出，與外海的

偏東風產生風場輻合帶，和雨帶位置亦相符。 

 

 

 

圖 6 WRF數值模擬11月22日20Z(23日04 LST)之氣流場

與時雨量變化。左上：900 hPa(海拔約900m)、右上：

950 hPa(海拔約600m)、左下：1000 hPa(海拔約

125m)、右下：地面10 m。圖中色階代表時雨量，

單位mm。 

 

 

 

 
圖 7 同圖 6，時間為11月23日03Z(11 LST)。 

 

 
圖 8 同圖 6，時間為11月23日13Z(21 LST)。 

四、敏感度測試 

由觀測資料與WRF數值模式資料分析結果可以

發現，23日的降雨情況與氣流輻合有密切相關。而風

場的輻合會產生上升氣流，並帶動地表熱量與水氣向

上傳送，進而激發出許多中小型的對流系統和降雨。

為驗證地表通量對於降雨的貢獻，將原本的模式設為

「控制組」，並將去除地表通量(包含來自地表的熱、

水氣)的模式設定為「對照組」。從結果發現(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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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去除地表通量時，日累積雨量會較原本減少約%，

而累積雨量較大值的位置出現在迎風面的山區，而非

沿海地區。  

 

 
圖 9 數值模擬實驗與中央氣象局之日累積雨量比

較。左：控制組、中：中央氣象局、右：對照

組，單位mm。 

五、結論 

宜蘭地區位於東北季風的迎風區，在秋冬季時常

有劇烈降雨情況發生，但並非每次東北季風遇到口袋

狀的地形皆會產生繞流，因此本研究透過觀測實驗與

WRF數值模擬的資料交互分析，將23日的「強勁東

北季風與地形交互作用」的環境場進行分類，建立了

宜蘭地區的降雨概念模式。 

(一)降雨於山區 (圖 10) 

1. 高度1000-500 m：強勁且穩定北北東至東北風 

2. 高度500-200 m：宜蘭外海吹北北東至東北風，海

上風場進入陸地後受磨擦力影響轉為東北風，與

中央山脈北緣不垂直，具有的斜角。 

3. 高度200 m-SFC：由於東北風與迎風面的山脈不垂

直，因此地形阻擋所造成的反向回流不明顯，反

而是水氣因地形抬升而飽和並在山區降雨。 

(二)降雨於平原 (圖 11) 

1. 高度1000-500 m：風向轉為東北風 

2. 高度500-200 m：宜蘭外海吹東北至東北東風，進

入陸地後在平原南側轉為北風，與迎風面的山脈

垂直，受到地形明顯阻擋而產生氣流的轉向，部

分氣流除了沿著地形向上，也會進行下沉運動。 

3. 高度200 m-SFC：由於500-200 m的部分氣流向

下，在底層產生反向的西南風回流，與外海進入

的東北風在平原產生氣流輻合，激發出降雨。 

(三)降雨於沿海 (圖 12) 

1. 高度1000-500 m：由東北風轉為東北東至東風。 

2. 高度500-200 m：外海的東北東至東風，進入陸地

後在靠近雪山山脈之處轉為與山脈垂直的東風，

而東風因地形阻擋產生轉向及向下運動。 

3. 高度200 m-SFC：底層因500-200 m的氣流向下而

產生反向的西風回流，與夜間的陸風共同向外海

流動。向外海流動的風場，與外海進入的底層東

風，在沿海產生輻合帶，使靠近沿海的蘇澳在夜

間有較大的累積雨量。 

 
圖 10 宜蘭地區11月23日「降雨於山區」的垂直風場

變化示意圖。其中上：距地1000-500 m、中：

距地500-200 m下：距地200 m-SFC。 

 

 
圖 11 「降雨於平原」示意圖。日期及高度同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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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降雨於沿海」示意圖。日期及高度同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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