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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異常巨浪對海上船隻、鑽油平台與沿岸地區結構物等造成破壞，根據氣象局的紀錄在
邊海域有三百多人過去十幾年因異常巨浪事件而傷亡。臺灣周邊海域每年都有數個颱風經

過，颱風帶來的氣壓差及強烈陣風吹拂，除對臺灣周遭產生風暴潮，對波浪產生影響更甚，

當太平洋湧浪推移至近岸時，受到地形變化影響形成淺化效應而引發巨浪，若波浪推移的

過程中遇到強勁的海流，在波與流的交互作用影響下，可能會形成異常巨浪。本研究採用

SCHISM海流數值模式與WWM第三代波浪數值模式耦合，以非結構式高解析度網格進行臺
灣海域波浪與海流的耦合計算，模擬颱風期間的海面現象。2016年九月有莫蘭蒂、馬勒卡
及梅姬等三個颱風接續侵襲台灣，尤其是強烈颱風莫蘭蒂經過臺灣南端鵝鑾鼻海域時，氣

象局的鵝鑾鼻浮標紀錄到一個異常的巨浪，為探討臺灣周邊海域波流耦合之交互影響，本

研究採用中央氣象局預報風場資料(WRF)作為海面驅動力配合洋流及潮汐的影響進行計
算，以莫蘭蒂颱風案例模擬計算結果討論颱風波浪受到地形及流場影響。本文將呈現耦合

模式計算結果與氣象局鵝鑾鼻浮標波浪紀錄比對，並透過模擬探討流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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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異常巨浪對海上船隻、鑽油平台與沿岸地區結

構物等造成破壞，根據氣象局的紀錄在邊海域有三

百多人過去十幾年因異常巨浪事件而傷亡。臺灣周

邊海域每年都有數個颱風經過，颱風帶來的氣壓差

及強烈陣風吹拂，除對臺灣周遭產生風暴潮，對波

浪產生影響更甚，當太平洋湧浪推移至近岸時，受

到地形變化影響形成淺化效應而引發巨浪，若波浪

推移的過程中遇到強勁的海流，在波與流的交互作

用影響下，可能會形成異常巨浪，因此異常巨浪經

常發生在強勁洋流經過處，如南非東岸的Agulhas海
流、日本黑潮海域與美國墨西哥灣流等，這些強勁

海流就是與波浪行進方向相反，導致能量集中，進

而使波高變得更高，甚至導致異常巨浪的發生，黑

潮沿臺灣南端北上，沿著東部海岸一路向北至東北

角，皆是洋流強勁區域，也是異常巨浪發生熱點。

本文採用SCHISM海流數值模式與WWM第三代波
浪數值模式耦合，以非結構式高解析度網格進行臺

灣海域波浪與海流的耦合計算，模擬颱風期間的海

面現象。2016年莫蘭蒂、馬勒卡及梅姬等三個颱風
接續侵襲臺灣，尤其是強烈颱風莫蘭蒂經過臺灣南

端鵝鑾鼻海域時，氣象局的鵝鑾鼻浮標紀錄到接近

18公尺異常的巨浪，為探討臺灣周邊海域波流耦合

之交互影響，本研究採用中央氣象局預報風場資料

(WRF)作為海面驅動力配合洋流及潮汐的影響進行
計算，以莫蘭蒂颱風案例模擬計算結果討論颱風波

浪受到地形及流場影響。本文將呈現耦合模式計算

結果與氣象局鵝鑾鼻浮標波浪紀錄比對，並透過模

擬探討流場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近年半導體科技發展速迅，超級電腦運算速度

迅速提升，海洋數值模式的研究因而發展迅速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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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可進行跨尺度整合性模擬，大尺度模擬如整個

太平洋區域，小尺度模擬如河川、湖泊區域皆為可

模擬之區域。各個海洋數值模式皆有其特性，以數

值方法區分可分成有限體積法、有限差分法與有限

元素法，若以網格型態區分則可分為結構性網格與

非結構性網格。 
本研究採用模式採用SCHISM三維海流模式探

討臺灣周遭海域流況，SCHISM（Semi-implicit 
Cross-scale Hydroscience Integrated System Model）模
式（Zhang et al., 2016），是原SELFE模式（Zhang & 
Baptista, 2008）主要發展分支，包含原有模式特性

外，亦增加了許多新的功能與特點。模式以水動力

模式作為核心，可耦合其他模組進行計算，如:風浪
計算、水質生態模組、沉積物模組及油污擴散等等

（圖1），目前已廣泛運用在不同尺度的循環系統· 
而波浪數值模式推算實際波浪場，需要考慮隨

時間及空間變化的風場及不規則的水深地形與陸地

邊界等環境因素，然而許多波浪數值模式只針對特

別狀況的波浪計算應用而設計，唯使用能夠完整描

述波浪傳遞過程中經歷的各種物理演變機制的波浪

數值模式才能推算出環境因素影響所發生的波浪行

為。目前波浪數值模式已發展至第三代波浪模式，

且廣泛運用，例如：WAM模式、WAVEWATCH模
式、SWAN模式及WWM模式。以波浪作用力平衡方

程式(Wave Action Balance Equation)為基礎，描述波

浪傳遞機制及風與波之間的能量傳遞機制，包括波

浪成長、消散、對流及因海流與地形變化造成的折

射現象。 
大部分波浪模式使用結構性網格計算，然而在

臺灣周邊近岸水深地形較複雜，需要高解析度解析

空間及時間尺度，本研究選用第三代WWM波浪模式
(WWMIII, Wind Wave Model, Roland et al., 2009)，此

模式為非結構性網格，不僅可以配合研究區域解析

小尺度或大尺度、網格疏密調整可提高計算效率，

還能配合海流模式研究探討，依據兩者耦合機制進

行案例模擬及探討，其耦合機制圖如圖2。 
系統計算範圍東經105°至148°，北緯4°至47°，

包含臺灣海峽、西太平洋、巴士海峽、南海與東海，

範圍及水深變化示意圖(圖3)。透過蒐集國內外岸線

資料及地形資料，分配水平網格疏密。岸線來自

NOAA coastline，並利用Google Earth進行描繪，由

西部至東部岸線逐一記錄點位之經度及緯度資料。

其水深地形資料來自於美國國家物理資料中心

(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 NGDC)資料庫解

析度一分的ETOPO1及來自科技部海洋資料庫臺灣

周圍海域之水深地形，包含1000公尺、500公尺及200
公尺解析度地形資料。將水深資料與岸線資料進行

差分，製作模式水平網格，解析度500公尺至8公里，

模式水平網格約55萬個節點，100萬個元素。 

系統潮汐邊界條件引入八個天文潮(四個主要全

日潮及四個主要半日潮)的天文潮資料，波浪邊界條

件及初始場來源為IFREMER的WW3全球波浪模

式，氣象場來源主要來源為CWB-WRF作為表面風場

的交換驅動力。 

 
圖 1 SCHISM模式應用模組圖(Zhang et al., 2016) 

 

圖 2 波流模式耦合架構圖 

 

圖 3 模式範圍及地形 

三、案例與分析 
根據中央氣象局在2016年9月1日至9月30日期

間所發布的颱風警報，此段時間內共發生三次颱風

事件，9月12日至15日為強烈颱風莫蘭蒂；9月15日

至18日為中度颱風馬勒卡；9月25日至28日為中度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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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梅姬，本文主要探討莫蘭蒂颱風事件，強颱莫蘭

蒂為2016年太平洋颱風季的最強颱風，由臺灣南部

經南灣海域往臺灣海峽前進(如圖4所示)，對波浪運

動產生很大影響，因此本研究將以模式模擬2016年9
月之波浪場，並與鵝鑾鼻的浮標資料驗證波浪數值

模式結果，鵝鑾鼻的浮標位置如圖5所示，位於東經 
120.8314度，北緯21.9006度，墾丁鵝鑾鼻香蕉灣南
方外海約3公里，水深約40公尺。 
模式設定將分為無潮汐驅動的波浪模式及引入

潮汐驅動力的波流耦合模式，兩個模式的波浪初始

場與邊界條件皆相同。 
首先，波浪模式在示性波高(Hs)結果，整體趨勢

與實測資料相近(如圖6)，但在9月14日時極值發生低

估的情形，實測極值接近18公尺，但波浪模式結果

約12公尺，均方根誤差約為0.63公尺，相關係數約為

0.90。 
波流耦合模式在示性波高(Hs)結果，整體趨勢也

與實測資料相近(如圖7)，但在9月14日時極值發生低

估的情形，實測極值接近18公尺，但波浪模式結果

約12公尺，此外波高受潮汐影響而有起伏，誤差(rms)
約為0.65公尺，相關係數約為0.91，雖然極值部分與

波浪模式結果都為12公尺，但可由時序圖上發現在

9/14颱風最為接近的時間，極值區間變化有所差異，
在波浪模式中只有數筆資料有接近12公尺，但波流

耦合模式在颱風接近浮標測站時都維持接近12公尺

左右。 
若將波流耦合模式與波浪模式結果波高差異進

行二維平面的繪製，由圖8可發現，兩者在鵝鑾鼻區

域差異最大時可達到6公尺左右，但發生位置卻非在

鵝鑾鼻浮標站位置，由此可知在加入潮流影響的波

流耦合模式波高更接近實測資料，圖9為耦合模式的
流場分布圖，圖10為耦合模式的波高分布圖，由以

上兩圖能發現在波高差異最大的地方，剛好是流速

最強與波高最高區域，且此區域的海流流向與波浪

方向剛好呈現相對的方向(180度)，因此推論是逆向

流作用下，會縮短波長，使波數增加，波高越高，

並影響波浪尖銳度。 
此外取不同點位(A、B與C)三點位置(如圖11)來

進行時序圖的比對，A點位置是接近浮標站點位，B
點位於鵝鑾鼻岬頭下方西側，C點位於鵝鑾鼻岬頭下

方東側。 
圖12~圖14為模式A、B與C點波高時序圖，紅線

為波流耦合模式結果，藍線為波浪模式結果，由時

序圖可發現在莫蘭蒂颱風期間，波高會受到潮流影

響，且越靠近鵝鑾鼻岬頭下方東側的波高差異越

大，差異可以接近5公尺，結果也與波浪差異平面圖

相同。 
圖15為模式輸出點C波浪與潮流時序圖，可以發

現潮汐對波高的影響主要集中在14日初期颱風接近

時，平時流速不大因此影響較小。由流速圖可知流

速與流向在14日0時開始轉變，流速變快至2.5m/s，
流向逐漸由0˚轉為180˚，同時波向也有改變，且在颱

風靠近期間波向與流向保持互相逆向的狀態，故由

14日0時開始，波長受潮流影響而變短，使波高增

加。此現象在颱風遠離後潮汐趨於穩定，流速逐漸

回歸正常，故對波長與波高的影響也逐漸降低。由

此可知波與流之間的交互作用確實會導致異常巨浪

或瘋狗浪的發生。 

 

圖 4 莫蘭蒂颱風侵臺路徑圖(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圖5 鵝鑾鼻浮標位置圖 

 

圖6 波浪模式示性波高與實測資料比對圖 

 



 4 

圖7 波流耦合模式示性波高與實測資料比對圖 

 

圖8 波流耦合模式與波浪模式示性波高差異分布圖 

 

圖9 波流耦合模式流場分布圖 

 

圖10 波流耦合模式示性波高分布圖 

 

圖11 模式輸出點與鵝鑾鼻浮標位置圖 

 

圖12 模式輸出A點波高時序圖 

 

圖13 模式輸出B點波高時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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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模式輸出C點波高時序圖 

 

圖15 模式輸出C點之波浪與潮流時序圖 

四、結論 
本研究利用SCHISM海流數值模式與WWM第

三代波浪數值模式耦合，計算臺灣海域波浪與海

流，以颱風事件進行波浪海流數值模式模擬，分析

臺灣海域發生異常巨浪之可能性。 
貓鼻頭與鵝鑾鼻岬頭附近受潮汐漲退潮與海岸

地形影響會產生渦旋，並逐漸擴散到整個南灣海

域，在岬頭的流速特別快，流速可達2m/s。 

波流耦合模式計算出的結果整體誤差與相關性

與波浪模式雖在鵝鑾鼻測站比對上無明顯差異，但

在颱風事件發生時，流速變強，在波流夾角最小且

流速最快的地點，其受潮汐影響的波高差異也最

大。在莫蘭蒂颱風期間，越靠近鵝鑾鼻岬頭下方的

波高差異越大，差異可以接近5公尺。 
而潮汐對波高的影響主要集中在颱風接近時，

颱風遠離後潮汐趨於穩定，流速逐漸回歸正常，故

對波長與波高的影響也逐漸降低。 
因此由本研究可知波與流之間的交互作用確實

會導致異常巨浪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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