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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部地區梅雨季降水與豪雨之氣候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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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四日收稿；中華民國一○二年二月七日定稿） 

摘   要 

本文利用中央氣象局東部地區 1997～2006 年 5-6 月梅雨季高時空解析度之氣象站/自動雨量站觀測

資料，探討 Post-TAMEX 13-15 預報分區，即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縣，與依地理位置/地形高度之自然

分區之降雨強度、降雨機率、豪雨發生頻率之日夜變化，並探討豪雨發生頻率與降雨強度之時間和地形

關連。 

結果顯示，不論各預報分區或自然分區，在 5 月、6 月或 5-6 月梅雨季，降雨強度、降雨機率及豪

雨發生頻率最大值皆出現在午後，顯示太陽輻射加熱驅動局部環流在激發午後對流發展扮演重要角色。

梅雨季貫穿各高度之豪雨發生頻率最大主軸一個出現在午後 1400-1600 LST，反映太陽輻射加熱驅動之

局部環流在激發豪雨之關鍵角色; 另一個在入夜 1800-2000 LST，反映除局部環流與地形效應外，綜觀

尺度強迫在東部地區梅雨季之豪雨產生亦扮演重要角色。此外，花東縱谷區午後降雨強度與其增強速率

較花東山區與花東濱海區為大之現象，由過去研究結果顯示部分可能乃因濱海區之海風可跨越花東山脈

進入縱谷區，且海風可由花東縱谷北側與南側入侵之故。  

關鍵字：梅雨季、降雨強度、豪雨發生頻率、午後對流、太陽輻射加熱、局部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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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過去臺灣地區之梅雨研究，不論是在降雨、

對流、豪（大）雨或局部環流方面，主要均注重

發生在中央山脈以西地區者，這方面之研究可參

閱陳(1988、1994、2007)與 Chen (2004、2009)之

回顧性論文，亦可參閱一些個案之診斷分析研究

（例如：林與郭 1996；陳、陳及林 1999；Johnson 

and Bresch 1991；Li et al. 1997；Lin and Chen 

2002）。有關東部地區之梅雨研究相對較少（例如

Chen et al. 2007；Chen and Liang 1992；Chen et 

al.1999；Kerns et al. 2010；Yeh and Chen 1998，

2004；Yu and Lin 2008），期刊文獻上亦無相關之

回顧性論文。陳(2005)與陳等(2006)曾探討綜觀尺

度環流與局部環流對東部地區豪雨個案發生過程

之影響，Chen and Chen (2007)以數值模擬研究

Chen and Liang (1992)所探討 1987 年 6 月 7 日 5

之 TAMEX 個案，Yeh and Chen (1998)利用 1987

年 5 月 10 日-6 月 27 日 TAMEX 資料，探討東部

地區降雨量日夜變化及其與環流系統之關連，而

最近陳與王（2010）亦曾探討梅雨季臺灣東部地

區降雨與局部環流之關係，然而對於該地區降水

之氣候特徵，包括降雨強度、降雨機率以及豪雨

發生頻率等之日夜分布及其與地形之關連，截至

目前為止未見有期刊論文探討，主要可能乃因該

地區過去測站較少空間解析度不足，且地形複雜

同時經濟發展較西部遲緩，故較少受到專家學者

們之關注。 

陳與吳(1985)為協助 TAMEX 實驗之設計與

規劃，曾進行臺灣梅雨季各類中尺度現象之中尺

度氣候研究。此後，國內多位學者亦先後針對與

降水密切相關之現象進行此類研究，包括鋒面（陳

與王 2002；陳與張 2000；陳與張 2001）、中尺度

低壓（陳 1989，1990 a,b；陳與王 2002；陳與俞

1988）、低層噴流（Chen and Yu 1988；Chen et al. 

2005）、以及局部環流（陳等 2000）等。這些研

究探討相關現象所伴隨降水之時空分布特徵與中

尺度氣候值，部分成果亦已於 1992 年的

Post-TAMEX 預報實驗以及隨後中央氣象局之梅

雨季預報實驗中使用，以提供 0-24 h 中尺度預報

之參考。 

有關中央山脈以西地區梅雨季內對流降水與

豪雨之一般中尺度氣候特徵研究方面，陳與楊

(1988)曾利用 1975～1984 年 5～6 月氣象局所屬

地面測站（與民航局機場）資料，分析臺灣地區

豪雨之時空分布特徵，陳等(2002)研究對流降水

之分布特徵，探討其日夜變化，陳與張(2002)使

用 1991～1996 年梅雨季自動雨量站資料，研究臺

灣中北部地區豪（大）雨之氣候特徵，Chen and 

Chen (2003)則討論臺灣地區降水分布之一般特

性。陳與林(1997)使用 1987～1995 年資料，進行

梅雨季定量降水之中尺度氣候研究，完成

Post-TAMEX 預報實驗預報分區 7-11（參見圖 1）

之 定 量 降 水 預 報 (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 QPF)與豪（大）雨中尺度氣候預報法之

建立，陳等(1998; 1996)與陳(2000)則使用 1991～

1996 年資料，建立臺灣北部地區（預報分區 1-6）

相似之中尺度氣候預報值。 

然而，東部地區之相關研究目前仍付闕如，

雖然最近陳與王(2010)曾針對梅雨季臺灣東部地

區降雨與局部環流之關係進行中尺度氣候分析研

究，但是該研究主要注重在探討氣候上局部降雨

與局部環流之關連，並未探討降水與豪雨之氣候

特徵，包括降雨強度、降雨機率、豪雨發生頻率

等之日夜變化及其與地形高度之關連。本文即針

對東部地區 13-15 預報分區進行之中尺度氣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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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由於中央氣象局之地面局屬氣象站與自動雨

量站網自 1997 年起陸續完成建置，雨量資料之解

析度，特別是空間解析度，較之前大幅提高，因

此使用 1997 年及以後之資料，可獲得更完整與更

準確之中尺度氣候特徵。本文主要目的，即在探

討臺灣東部地區各預報分區(13-15)與在複雜地形

下依地理位置與地形高度分布之自然分區，於

1997～2006 年梅雨季（5～6 月）降水與豪雨之中

尺度氣候特徵。 

二、資料與分析 

圖 1 為 1992 年 5～6 月「Post-TAMEX 預報

實驗」臺灣地區 0-3 h 定量降水預報所採用的 15

個預報分區（謝等 1993）與地形高度分佈，本文

研究範圍為中央山脈以東之東部地區，涵蓋預報

分區 13-15，即依序包括宜蘭、花蓮及台東等縣。

由地形高度分佈可知，雪山山脈呈東北－西南走

向，中央山脈幾呈南北走向，預報分區 13-15 則

 

圖 1 臺灣地區 Post-TAMEX 預報實驗分區與 1 km × 1 km 解析度之地形高度分布(m)。灰階之高度示於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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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此兩山脈的東側，在梅雨季中位於盛行西南

風之背風面。本文所用資料，為 1997～2006 年共

10 個梅雨季（5～6 月）位於預報分區 13-15 內之

所有局屬地面氣象站與自動雨量站之逐時雨量資

料，其資料準確度為 0.1 mmh-1。由圖 2 可了解上

述這些測站在各分區與地理位置/地形高度分布

自然分區（粗線）之分佈狀況，在大部份區域雨

量站分佈相當平均（尤指海拔高度低於 2 km 之部

分），雨量站間之平均距離約為 10 km。 

圖 2 依地理位置與地形高度之分區將東部地

區分為六類，即宜蘭縣平地、宜蘭縣山地、花東

山區、花東山坡、花東縱谷區及花東濱海區等。

宜蘭縣包含蘭陽平原和山區，而山區主要為蘭陽

溪兩側之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故以高度區分宜

蘭縣平地與宜蘭縣山區兩分區。花蓮縣與台東縣

因有海岸山脈、花東縱谷及中央山脈貫穿南北，

故依地理位置和地形高度區分為四個自然分區。

表一則列出各預報分區與各自然分區之測站總數

 

圖 2 臺灣東部地區依地理位置與地形分布分類為 6 個類別（如表一所示）。測站位置與類別（阿拉伯數字）亦示

於圖內。實心三角形為中央氣象局局屬測站，實心圓點為自動雨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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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測站海拔高度範圍。自然分區係以地理位置和

地形高度做為分區之參酌，故如圖 2 與表一所

示，各分區之測站高度有其範圍並無絕對高度之

單一考量。預報分區 13-15 之測站數依序分別為

22、32 及 19 站，總計共 73 站，其中面積最大的

預報分區 14（花蓮）亦有最多測站（32 站），而

較小的預報分區 13（宜蘭）有 22 站，台東測站

最少亦有 19 站。自然分區情況如表一所示，各類

測站數雖各異，但至少亦有 7 站（花東山坡）。表

二為不同高度範疇之自動雨量站個數，在合計 73

站中不同範疇之測站數分布相當均勻，除＞

1500m 範疇為 9 站外，其餘範疇皆為 8 站，故在

分析不同高度豪雨頻率與降雨強度分布上應具相

當代表性。 

本研究首先分析平均逐時降雨強度（或時累

積雨量）、降雨機率及豪雨發生頻率，在東部地區

各預報分區與自然分區之日夜分布，以了解其日

夜變化特徵。在此逐時降雨強度與降雨機率之平

均值，係以分析區內所有測站與各該時間之平均

求取，豪雨頻率則以分析區內各測站各該時間發

生豪雨總次數求取。隨後，分析豪雨發生頻率與

降雨強度隨高度之變化，及其在不同高度之日夜

變化，以探討地形在降水所扮演之角色。本文對

於豪雨的認定，其標準係依 Post-TAMEX 預報實

驗之定義（陳與謝 1992；謝等 1993），即當某小

時之時雨量  15 mm，且累積雨量： 

(a)  130 mm/24 h，定義為 A 型豪雨 

(b)  50 mm/12 h 但< 130 mm/24 h，定義為 B 型

豪雨 

三、各預報分區之日夜變化 

各預報分區之平均降雨強度、降雨機率及豪

雨頻率之日夜分布，如圖 3 所示。降雨強度顯示，

宜蘭縣（13 預報分區）與花蓮縣（14 預報分區）

之分布相似，均顯示午前較小且無太多變化，正

午 12 時後急速增大，且均至午後達最大值，宜蘭

縣之最大值更較花蓮縣者為大，出現在 1700 

LST，花蓮縣之最大值則出現在 1600 LST，這兩

分區在出現最大值之前均急速增大，之後均急速

減小，至深夜後平穩。午後之最大值與降雨強度

急速增大後在急速減小之現象，反映太陽輻射加

熱效應產生局部環流在激發午後對流之角色與對

流降水強度變化之特徵。台東縣之降雨強度與宜

蘭縣、花蓮縣有所不同，呈現雙高峰分布，主高

峰仍出現在午後 1700 LST，但有午前次高峰出現

在 0800 LST，並呈現降雨強度午前較宜蘭縣/花

蓮縣為大而午後較小之分布。此午後最大值出現

在 1600-1700 LST 之現象，與 Yeh and Chen(1998)

對 TAMEX 期間降雨特徵研究以及 Kerns et al. 

(2010)梅雨季降雨量日夜變化的結果一致。台東

縣午後最大降雨強度較宜蘭縣／花蓮縣者為小，

雖台東縣位置偏南，太陽輻射應較宜蘭縣與花蓮

縣為大，但可能乃因地處盛行西南風背風面，且

位於中央山脈地形高度較小之南段東側，太陽輻

射加熱驅動之局部環流上坡風/海風較前兩分區

為弱之故，而 0800 LST 之次大值是否亦因局部環

流而來，值得進一步探討。 

降雨機率因測站多寡將影響其數值大小，例

如花蓮縣測站數最多，故各時段之降雨機率亦較

大恰如預期，唯其相對大小之分布與降雨強度分

布相似，亦均呈現午後最大值，花蓮縣出現在

1700 LST，宜蘭縣與台東縣出現在 1600 LST，反

映太陽輻射加熱產生局部環流以激發午後對流發

展之特性。豪雨發生頻率分布顯示，各分區均有

顯著之午後最大值，宜蘭縣出現在 1500LST，花

蓮縣與台東縣分別在 1800 LST 與 1600 LST，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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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灣東部（分區 13-15）測站依地理位置與地形所做之 6 個分類。 

類別 區域 測站數 海拔高度 (m) 

分區 13 宜蘭 22  

分區 14 花蓮 32 

分區 15 台東 19 

分類 1 ․宜蘭縣平地 13 6～147 

分類 2 宜蘭縣山地 8 268～2036 

分類 3 花東山區 18 434～2565 

分類 4 花東山坡 7 200～375 

分類 5 ＊花東縱谷區 10 22～511 

分類 6 Δ花東濱海區 12 8～288 

․龜山島因屬離島，不列入宜蘭縣平地或山區之統計。 

＊月眉山位於海岸山脈西坡，不列入縱谷區之統計。 

Δ長濱位於海岸山脈內之河谷區，蘭嶼與綠島因屬離島，此三站均不列入花東濱海區之統計。 

 

 

表二 臺灣東部（分區 13-15）位於不同高度範疇之局屬氣象站、自動雨量站及總測站個數，個數合計 73 個。 

高度範疇 ( m ) 氣象站 雨量站 測站個數 

0～20 4 4 8 

21～35 2 6 8 

36～120 0 8 8 

121～140 0 8 8 

141～270 0 8 8 

271～400 1 7 8 

401～550 0 8 8 

551～1500 0 8 8 

1501～2600 0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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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圖 3 1997～2006 年 5～6 月東部地區 13-15 預報分區之(a)平均降雨強度(mm h-1)、(b)平均降雨機率及(c) A＋B 型

豪雨次數日夜變化。↓為最大值。 

(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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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太陽輻射加熱產生局部環流在激發豪雨發生上

扮演重要角色。唯豪雨發生頻率日夜分布不若降

雨強度有較為規則之變化，此反映除局部環流之

外，地形效應與綜觀尺度強迫（synoptic-scale 

forcing）在豪雨之產生亦扮演重要角色。臺灣東

北部與東部地區梅雨季豪雨之研究結果（例如：

Kerns et al. 2010；Li et al. 1997; Yeh and Chen 

2004）顯示，該區豪雨亦可能發生於梅雨鋒面過

境後，因局部環流和地形與環境氣流之交互作用

而來。 

四、各自然分區之日夜變化 

各自然分區 5 月、6 月及 5-6 月之平均降雨

強度，如圖 4 所示。5 月各分區均呈現午前較小，

午後急速增大且達最大值後亦急速減小之分布，

各分區之最大值均出現在 1600-1700 LST，並以

宜蘭縣山地與宜蘭縣平地為各分區之最大者。花

東濱海區 1100-1800 LST 期間均較其他各分區為

小，而同期間宜蘭縣平地僅較宜蘭縣山地為小，

但幾較其餘各分區為大之現象十分有趣。因為花

東濱海區與宜蘭縣平地均屬濱海平地區域（參見

表一），此種午後對流降雨強度之差異，顯示其鄰

近山脈地形在局部環流發展強弱影響之差異，亦

顯示局部環流在激發午後對流發展強弱之差異。

花東山區、花東山坡及花東縱谷區之日夜變化分

布頗為相似，花東山坡之測站如圖 2 所示，皆位

於花東縱谷西側山坡，而花東縱谷區午後降雨強

度與其增大速率較花東山坡與花東山區為大，此

現象之部分原因可能乃因花東濱海地區之海風發

展可跨越花東山脈進入縱谷區，而海風亦可經由

縱谷區南北側入侵之故（陳與王 2010）。 

6 月各分區分布與 5 月分相似，均呈現午前

較小，午後急速增大且達最大值後急速減小趨

勢，除花東縱谷區最大值發生在 1700 LST 與花東

濱海區在 2000 LST外，其餘各分區皆出現在 1600 

LST，且此最大值之大小依序為宜蘭縣山地＞宜

蘭縣平地＞花東山區＞花東山坡。花東縱谷區與

花東山坡、花東濱海區之午後降雨強度與其增大

速率，亦似前述 5 月份者，除 1500-1600 LST 較

花東山坡稍小外，其餘各時間皆為此三分區最大

者，此事亦如前述反映海風可能跨越花東山脈並

可從花東縱谷南北側侵入縱谷區之現象。5～6 月

梅雨季之分布與 5 月或 6 月各月分布相似，亦與

前章討論之各分區分布相似，顯示梅雨季臺灣東

部地區太陽輻射加熱產生之局部環流，在激發午

後對流發展扮演關鍵角色。午後對流降雨強度最

大值出現在宜蘭縣山地，其次為宜蘭縣平地，再

次為花東山區，而花東濱海地區海風可能跨越花

東山脈並可由花東縱谷區南北側入侵縱谷區之效

應，亦反映在午後較強之對流降雨強度與其增大

速率。 

圖 5 為 5 月、6 月及 5～6 月平均降雨機率分

布，如前所述各自然分區因測站數差異（表一）

將影響降雨機率絕對值，例如花東山區測站數最

多，故各時段之機率亦最大恰如預期；唯仍可顯

示降雨機率相對大小與日夜變化特徵。5 月降雨

機率分布與降雨強度分布相似，均呈現午前較小

午後較大且於 1600-1900 LST 達最大值之現象，

反映太陽輻射加熱激發之午後對流特徵。6 月或 5

～6 月梅雨季之分布與 5 月份相似，均在午後急

速增大並於 1600-1900 LST 達最大值。另一有趣

現象為各分區均於午前 1000 LST 出現相對最大

值，此是否與海風／上坡風此時已發展並可激發

對流活動有關，值得進一步探討。 

各分區 5 月、6 月及 5～6 月豪雨發生頻率之

日夜分布，如圖 6 所示。一般而言，各分區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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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97～2006 年依地理位置與地形分類之(a)5 月、(b)6 月及(c)5～6 月平均降雨強度(mm h-1)日夜變化。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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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97～2006 年依地理位置與地形分類之(a) 5 月、(b) 6 月及(c) 5～6 月平均降雨強度(mm h-1)日夜變化。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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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997～2006 年依地理位置與地形分類測站之(a) 5 月、(b) 6 月及(c) 5～6 月 A＋B 型豪雨次數日夜變化。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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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分布不若前述降雨強度或降雨機率呈現較為

規則之日夜變化，唯各分區仍出現午後最大值，

此現象反映太陽輻射加熱產生局部環流在激發豪

雨發生扮演重要角色，唯其相對頻率最大值在各

分區發生時間各異，亦反映除局部環流外，綜觀

尺度強迫在決定豪雨發生亦扮演重要角色。5 月

宜蘭縣平地在 1600 LST 為最大值，1200 與 1400 

LST 為次大值，以及宜蘭縣山地 1500 LST 為第

三大值，似均在反映局部環流在激發午後對流並

導致豪雨所扮演之重要角色，而 1900 LST 於花東

縱谷區、宜蘭縣平地及花東山區之相對最大值，

似為反映除局部環流外，綜觀尺度強迫在產生這

些豪雨之重要性。 6 月豪雨頻率於各分區

1300-1600 LST 間之最大值與 5 月者相似，在反

映局部環流在激發午後對流並導致豪雨所扮演之

重要角色，而出現在 1800-2100 LST 間各分區之

絕對或相對最大值，亦與 5 月者相似在反映綜觀

尺度強迫在產生豪雨之重要性。對於 5～6 月梅雨

季而言，豪雨頻率分布除反映太陽輻射加熱產生

之局部環流在激發午後對流導致豪雨扮演重要角

色外，亦反映綜觀尺度強迫在入夜後豪雨產生之

重要性。 

五、時空剖面分析 

5 月、6 月及 5～6 月臺灣東部地區各不同高

度範疇（參見表二）豪雨發生頻率之日夜分布，

如圖 7 所示。5 月雖各時間各高度均有豪雨發生，

但主要集中於午後，反映太陽輻射加熱驅動之局

部環流，在不同地形高度激發對流導致豪雨發生

之重要角色。午後並出現兩大頻率主軸貫穿不同

高度，一在 1200-1500 LST 期間（前者），另一約

在 1900 LST（後者）。前者最大值與次大值均出

現在 1500 LST，分別位於 140-270 m與 400-550 m

高度，此與圖 6a 所示宜蘭縣山地與宜蘭縣平地總

和於 1500 LST達最大者一致。後者 3個 1900 LST

之最大值分別出現在 0-20 m、120-140 m 及

1500-2600 m 高度，此與圖 6a 1900 LST 花東縱谷

區、宜蘭縣平地及花東山區總和達最大值者一

致。值得注意的是，不論發生於 1500 LST 與 1900 

LST 之最大值所在高度，主要均集中在 550 m 以

下。圖 6a 宜蘭縣平地 1600 LST 最大值，則反映

在 0-35 m 高度之兩個相對最大值區。 

6 月豪雨出現頻率較 5 月者大增，唯兩者分

布相似，均有午後兩大頻率主軸，一在 1500-1600 

LST，另一在 1800-2100 LST，此與圖 6b 所示不

同分區最大頻率出現時間一致。1500-1600 LST

最大頻率主軸上之最大值與次大值分別出現在

1500 LST之 140-270 m與 20-35 m高度以及 1600 

LST 之 0-20 m 與 1500-2600 m 高度，此與圖 6b

所示除花東縱谷區外，其餘各分區於該時段有最

大值或相對最大值之分布一致，而圖 6b 所示宜蘭

縣平地 1500-1600 LST 之最大與相對最大值，更

反映在前 3 個最大值區。1800-2100 LST 最大頻

率主軸上之最大值與次大值分別出現在 2000 

LST 之 120-140 m 與 1800 LST 之 0-20 m 高度。

發生於 1500 LST 或 2000 LST 之最大值其所在高

度比 5 月份者更低，主要集中在 270 m 以下。值

得注意的是不論 5月或 6月最大值均出現在 1500 

LST 之 140-270 m，且 6 月較 5 月更大，而出現

在 120 m 以下之頻率 6 月更較 5 月大增。 

5～6 月梅雨季反映 5 月與 6 月共同特徵，各

高度午後頻率皆比午前為大，除前述 5 月與 6 月

之兩大主軸外，另有一次大主軸出現在 1100-1300 

LST 之 120 m 以上高度。值得注意的是，梅雨季

午後第一個出現在 1400-1600 LST 之最大主軸時

空分布顯示，豪雨先出現在 120-140 m 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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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7 1997～2006 年(a) 5 月、(b) 6 月及(c) 5～6 月，預報分區 13-15 測站之 A＋B 型豪雨發生次數之時間－地形

高度分布。等值線間距為 1 次，粗實線為 5 次或 10 次等值線，粗虛線為最大主軸。橫軸為地形高度(m)，

縱軸為地方時(L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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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向平地和山坡移動及/或發展，使最大頻率出

現在 140-270 m 之山坡與 120 m 以下之平地。而

第二個出現在 1800-1900 LST 之最大主軸時空分

布顯示，豪雨最大頻率先出現在平地後出現在

120 m 以下之山坡，至於 120 m 以上高度之最大

頻率，則有隨時間出現在高度越高趨勢，這些現

象之原因值得進一步探討。另一值得注意的是，

在 1100-1300 LST 另有一頻率次大主軸位於 120 

m 以上高度，此與圖 6c 所示各分區在該時段呈現

之相對最大值一致，此現象之原因亦值得進一步

探討。 

圖 8 為 5 月、6 月及 5～6 月各高度平均降雨

強度之日夜分布。5 月各高度午後皆大於午前，

特別是最大強度主軸貫穿各高度並出現在午後

1600-1700 LST，反映太陽輻射加熱驅動局部環流

在激發午後對流發展所扮演之關鍵角色，最大降

雨強度中心出現在 1600 LST 之 270-400 m 高度。

6 月與 5 月分布相近，但午後降雨強度更大，最

大強度主軸仍出現在 1600-1700 LST，且最大降

雨強度中心仍出現在 1600 LST 之 270-400 m 高

度。5～6 月梅雨季反映 5 月與 6 月之特徵，最大

降雨強度主軸貫穿各高度出現在 1600-1700 

LST，與圖 3、圖 4 各分區最大強度出現時間一

致，突顯太陽輻射加熱驅動之局部環流在激發梅

雨季午後對流發展之關鍵性。 

六、討論與總結 

近年來梅雨研究普受國內外學者之重視，不

論是天氣或氣候現象方面之研究皆然，特別是梅

雨季之豪雨，因其可導致重大災情，更是專家學

者熱衷的研究課題。然而，不論是降雨/對流之氣

候特徵、豪雨或局部環流之研究，主要均注重發

生在中央山脈以西地區者，東部地區之梅雨研究

相對較少，而在學術期刊發表之論文更少，氣候

特徵之研究更付闕如。部分可能乃因過去東部地

區測站稀疏不易進行較深入研究，且地形複雜同

時經濟發展較為遲緩，故較少受到專家學者們的

關注。近年來因在中央氣象局觀測現代化政策推

動下，自 1997 年起於東部地區陸續完成局屬氣象

站與自動雨量站網建置，致使東部地區梅雨研究

資料之時空間解析度大為改善。本文即在利用

1997～2006 年 5～6 月梅雨季觀測資料，進行東

部地區 Post-TAMEX 各預報分區，即宜蘭縣、花

蓮縣及台東縣，以及依地理位置/地形高度之自然

分區之降雨強度、降雨機率、豪雨發生頻率日夜

變化分析，並探討豪雨發生頻率與降雨強度隨時

間和地形之關連，結果可歸納為以下六點。 

1. 不論各預報分區或自然分區，亦不論 5 月、6

月或 5～6 月梅雨季，降雨強度日夜分布均呈

現，午前較小午後急速增大至 1600-1700 LST

達最大值隨後急速減小之現象，降雨機率亦有

相似分布，顯示太陽輻射加熱驅動局部環流在

激發午後對流發展之關鍵性。 

2. 不論各預報分區或自然分區，亦不論 5 月、6

月或 5～6 月梅雨季，均有午後 1400-1600 LST

之豪雨發生頻率最大值，顯示太陽輻射加熱驅

動之局部環流，以激發對流導致豪雨扮演重要

角色。 

3. 花蓮縣 14 分區、花東縱谷區、花東山區及花

東濱海區於入夜後 1800-2100 LST 出現豪雨

發生頻率相對最大值，可能除局部環流與地形

效應外，綜觀尺度強迫在東部地區梅雨季之豪

雨產生亦扮演重要角色。 

4. 花東縱谷區之午後對流降雨強度與其增大速

率較花東山坡與花東濱海區為大，部分可能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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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8 1997～2006 年(a) 5 月、(b) 6 月及(c) 5～6 月預報分區 13-15 測站降雨強度(mm h-1)之時間－地形高度分布。

等值線間距為 0.1 mm h-1，粗實線為 0.5 mm h-1，粗虛線為最大主軸。橫軸為地形高度(m)，縱軸為地方時 

(L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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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白天花東濱海區之海風可跨越花東山脈進

入縱谷區，並可能由花東縱谷北側與南側入侵

之故。 

5. 梅雨季貫穿各高度之豪雨發生頻率最大主軸

主要出現在午後，一在 1400-1600 LST，另一

在 1800-2000 LST；最大頻率中心出現在 1500 

LST 之 140-270 m 高度。 

6. 梅雨季平均降雨強度最大主軸貫穿各高度並

出現在 1600-1700 LST，顯示太陽輻射加熱驅

動之局部環流，在梅雨季各不同高度地區午後

對流發展之關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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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servational data with high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s from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nd automatic rainfall stations in eastern Taiwan in May–June Mei-yu seasons in 

1997~2006 were used to study the diurnal changes of the intensity and probability of precipitation, and the 

frequency of heavy rainfall occurr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requency of heavy rainfall occurrence and the intensity of precipitation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 matter for either subdivisions or natural regions, in May / June / May–June 

Mei-yu seasons, the maximums for the intensity and the probability of precipitation, and the frequency 

of heavy rainfall occurrence all appeared in the afternoon. It suggested that the solar radiation heating, which 

drove the local circulatio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ctiv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fternoon convection. 

There were two maximums in the axis of maximum frequency of heavy rainfall occurrence for overall heights. 

One appeared in the afternoon hours of 1400-1600 LST, reflecting that the solar radiation heating, which 

drove the local circul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riggering the heavy rainfall; while the other was in the 

evening hours of 1800-2000 LST, reflecting that besides local circulations and topographic effects, 

synoptic-scale forcing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urrence of heavy rainfall in eastern Taiwan 

during Mei-yu season. Besides, the intensity of precipitation and its rate of increase in the afternoon hours in 

the region of Hua-Dong Vertical Valley were both larger than those in the regions of Hua-Dong mountain and 

Hua-Dong seaside. These features as suggested by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were perhaps partially due to 

the sea breeze of the seaside region could cross over the Hua-Dong mountain range into the Hua-Dong 

Vertical Valley and could also invade via the northern end and southern end. 

Key Words: Mei-yu season, Intensity of precipitation, Frequency of heavy rainfall occurrence, 

Afternoon convection, Solar radiation heating, Local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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