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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利用WRF模式模擬氣流在不穩定的天候條件下，氣流跨

越 3維理想鐘形地形時，地形降水的變化情形。根據不同的 Fr 數可

發現，當氣流遇到 3維理想地形時，會出現 4種降水移動型態：(1)

降水初期於山脊區域產生對流性降水，隨時間其降水會往上游處擴

展。(2)長延時的對流降水系統滯留於山脊區域。(3)山脊區域存在長

延時之層狀降水與對流降水的混合性降水，模擬後期，山脊區域的降

水會些微往上游與山脊的背風處擴展。(4)在山脊區域存在長延時的

對流性降水或層狀性降水，亦或者混合性降水，而在下游處具有一獨

立的對流性降水系統。 

  當 Fr 數較小時，地形阻塞效應明顯，在背風處均可發現背風面

渦漩的產生，而背風面渦漩會壓抑住山脊區域降水往下游處的擴展。

而隨著風速增加，Fr 數越大時，氣流逐漸以越山的形式來取代氣流繞

山的形式通過地形的阻擋。當改變氣流入射地形之入射角時，氣流遇

到地形時產生不對稱的氣流繞山與越山的運動，導致背風面單一渦漩

的生成，同時亦改變地形降水的分佈情況。 

  研究中以 Fr 數來討論地形降水之物理機制，難免有些缺失，未

來研究可加入空氣塊軌跡線的變化來討論氣流的偏斜，以及加入地形

半幅寬的變化，來討論氣流遇到不同坡度地形時地形降水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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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可加入真實地形與柯氏力的影響來做相同的模擬，以求對台

灣地區地形降水的物理特性有更明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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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idealized simulations a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pagation and type of precipitation systems for a conditionally unstable 
flow over a three-dimensional mountain. Four moist regimes based on the 
unstaturated Froude number, can be identified from a series of idealized 
simul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four flow regimes are : (1)Regime 

I–flow with an upstream-propagating convective system and an early 

convective system over the mountain ridge; (2)Regime II–flow with a 

long-lasting orographic convective system over the mountain ridge, 

upslope, or lee-side slope; (3)Regime III–flow with a long-lasting mixed 

convective / stratiform precipitation system over the mountain, and a 
downstream-propagating convective system at later period; (4)Regime 

IV –flow with an orographic stratiform, convective or mixed stratiform 

and convective precipitation system over the mountain, and possibly a 
convective precipitation system downstream. 

When the Froude number is smaller, we can find the lee-side vortex 
downstream, and this lee-side vortex will brake the precipitation systems 
propagation. When the Froude number is large, we can find a flow-over 
regime instead of a flow-around regime. When we change the angle of 
flow incidence, the airstream will encounter differential flow deflection, 
and a single lee-side vortex can be found downstream, at the 
low-Froude-number regime. 

Although Froude number serves as a control parameter for the 
propagation of orographic precipitation, it may not completely represent 
all flow characteristics. Trajectory analyses can be us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flow attributes associated with orographic precip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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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台灣的地形大部份是由山脈、丘陵、台地與平原組成，且台灣為

東西方向狹窄，南北寬長的狹長島嶼，造成台灣地形極為陡峻，因此

也突顯出台灣地區發生降雨時地形的重要性。由於氣流受到地形舉升

的關係，使得台灣地區的地形降水通常發生在迎風面之山坡附近，並

且會挾帶著豪大雨的發生，導致山區洪水、土石鬆動引發土石流造成

災害，帶給人民居家安全與生命財產的嚴重威脅！因此，身處在台灣

地區，我們應該重視地形降水的重要性，確切瞭解其降水的物理機

制，才有辦法幫助我們減輕地形降水帶來的災害。 

由於 2維理想地形場對於呈現實際地形降水物理特性之能力有

限，因此本論文對於地形降水的研究，是考慮 3維地形場來進行模

擬，希望能夠更完善地模擬真實地形的降水情況。研究中對於地形降

水的特性，將分為梅雨季及秋季兩個季節個案來討論，並由 Froude 

number (Fr)、未飽和濕靜力穩定度(unsaturated moist Brunt-Väisälä 

frequency)，以及對流可用位能(CAPE)等的大小來探討其降水的分

佈、氣流阻塞效應(blocking)、降水效率與降水移動型態，希望藉由

這些物理參數可以讓我們對於 3維地形場的降水特性有更進一步的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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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動機 

 

近幾十年，對於降水的物理機制 Houze(1993)提出以下幾種方式：

種雲餵雲機制(seeder-feeder processes)、上坡風凝結機制(Upslope 

condensation；Hill 1983)、上坡對流激發機制(Upslope convection 

triggered/enhanced by terrain blocking；Grossman and Durran 1984)、上

游減速激發機制(Upstream triggering)、熱力激發機制(Thermal 

triggering)、山後輻合機制(Lee-side convergence；Mass 1981)、重力波

於背風面的加強機制(Lee-side enhancement by gravity waves)等。 

台灣天氣現象受限於乾、冷的東北季風和暖、濕的西南季風影

響，這兩種季風的性質有很大的差異性，所以導致台灣在不同季節(梅

雨季、夏季及秋冬季)有不同的環境條件，使得台灣地區的降水特性

亦複雜多變。加上台灣地區的地形陡峭多變，對於地形降水的影響性

也不可忽視，所以本論文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不同的天候條件下的降

水分佈及降水特性的變化。 

本論文研究考慮這些環境條件的差異，並且以一個理想化的 3維

鐘型地形，比對台灣地形作幾何相似的設計，使用WRF模式來對台

灣地區不同季節特徵下使用 3維地形場來做地形降水的模擬實驗。實

驗中採用了兩種季節天氣類型特徵，分別為梅雨季與秋季的環境探

空；並針對山脈高度、水平風速、熱力穩定度做討論，以瞭解這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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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對於地形降水分布位置的影響。另外也探討變動這些參數時，氣流

的阻塞效應、繞山或者越山的情形。希望藉由使用三維地形，來進一

步改進二維地形所無法觀察到的物理現象，並且增加吾人對於地形降

水的認知。 

 

1.2  文獻回顧 

  前人研究中，對於利用 2維地形模擬氣流過山所形成之地形降水

的機制與特性已有深入的研究測試與討論，並瞭解影響地形降水之形

成與風速的強弱，地形之高低造成阻擋效應的程度，以及環境熱力條

件皆會影響地形降水之情況。並且對於地形降水的物理機制也具有一

定程度的瞭解，首先回顧以下文獻來對地形降水有更進一步的瞭解，

並且從中來對 3維地形模擬氣流過山之實驗來做驗證其特性。 

  Houze (1993)提出各種降水的物理機制，其中包括上坡風凝結機

制：當環境屬於較為穩定的狀態下，且氣流跨越山脊時，氣流受到地

形強迫抬升，使水氣凝結達飽和而形成降水。1)上坡對流激發機制：

當環境條件較為不穩定時，氣流受到地形抬升作用，於迎風面以及上

游處產生對流，易在迎風面形成降水。2)上游減速激發機制：氣流受

到地形 blocking的影響，造成氣流在上游處提早抬升，使得氣流未達

地形前便形成降水。3)山後輻合機制：當 Fr 數較小時，氣流會繞過

地形在山後處形成輻合形成降水，然而此一降水機制常與上游減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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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機制同時發生。4)重力波與背風面的加強機制：當背風面有對流系

統形成時，此時跨越山脊的山岳波以及背風面之低壓，會加強此一對

流系統的發展。此外亦包括種雲餵雲機制，以及熱力激發機制，但本

研究中不作此方向之討論。 

  Jiang (2003)亦使用數值模式模擬三維地形對於不穩定的濕氣流

的影響，並討論氣流的淤塞與地形降水的產生。研究指出潛熱的釋放

過程會減弱上升坡面氣流的抬昇，且會增加迎風面氣流的阻塞。 

 Colle (2004)的實驗中，利用MM5模式模擬氣流跨越二維理想山

脊，並改變地形特徵與環境探空條件，得知出這些變動對於地形降水

的影響。在各種敏感度測試實驗中，發現當山脈高、風速小會產生氣

流的阻塞現象(blocking)，會使降水往上游分布而集中在迎風面；山

脈矮、風速大、穩定度低時，降水則可能越過山脊在山的後方形成降

水。 

 Chen and Lin(2005a)利用WRF模式之理想化二維地形的模組實

驗，在不同的 CAPE值與 Fr(Froude number)值來討論其對於地形降水

的影響，並且將地形降水的移動特性區分為四種類型：Regime I (迎

風面降水)，Regime II(山頂降水)，Regime III(山頂弱降水與山後強降

水)，Regime IV(山頂強降水與山後強降水)。Regime I 降水主要發生

在模式模擬初期，並且在迎風面產生，模式模擬到後期，降水逐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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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Regime II 降水發生在山脊，在山脊處有長生命周期的對流系統

產生；Regime III 在山脊處有混合對流與層狀降水的產生，在下游處

則有對流降水的生成；Regime IV則是當氣流跨越山脊時，在山脊處

具有一長延時的層狀降水系統或是混合對流與層狀降水的系統，而下

游處則可能會有雲系的產生而形成降水。 

 Chen and Lin (2005b) 利用WRF模擬三維理想地形，討論不同的

凹狀地形，以及不同的 CAPE值與 Fr值對於地形降水形態的影響，

並且區分出三種降水型態：Regime I 在上升坡有一準滯留的對流系

統，並且會往上游擴展；Regime II 在上升坡面上有一準滯留對流系

統存在；Regime III 在上升坡上存在一滯留的對流系統，並且在下游

處具有一準滯留的對流系統。 

Sui et al. (2005)利用熱帶對流系統以及颱風強降水系統的雲尺度

解析模擬，分別計算大尺度降水效率(Large-Sacle Precipitation 

Efficiency；LSPE；Li et al. 2002)和雲微物理降水效率

(Cloud-Microphysics Precipitation Efficiency；CMPE；Weisman and 

Klemp 1980)，並進一步的瞭解影響降水效率的物理機制。 

Sui et al. (2007)針對 Sui et al.(2005)的大尺度降水效率與雲微物理

降水效率的公式做進一步的修正，來改善 LSPE與 CMPE大於 100%

或小於 0%的情況，定義出 LSPE2與 CMPE2，這主要是考慮了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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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項的影響，因為在小雨的情況下，局部變化項的變化會比在大雨

的狀態下更為敏感，因此加入考慮進而使得降水效率不再大於 100%

的情形。此外計算 LSPE2與 CMPE2時，只計算源的項(source term)，

排除掉匯的項(sink term)的值，以避免有負值的情況產生。 

 

1.3  論文架構 

 

 第一章前言，介紹研究動機與文獻回顧，第二章研究方法，介紹

個案的資料設定與收集，以及各組實驗的參數設定。第三章模式介

紹，即WRF模式的使用及其基本方程，並且包含本研究中所使用的

物理參數設定。第四章為梅雨季節的實驗結果，並討論其降水特性。

第五章為秋雨季節的實驗結果，並討論其降水特性。第六章結論，總

結說明論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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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使用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中尺度

模式 2.2版本，來針對台灣兩種季節性(梅雨季與秋季)的降雨進行模

擬，並選取兩個個案的板橋環境探空資料，分別為 2003 年 6月 16日

的探空資料以及 2003 年 10月 9日的探空資料。然後利用基本流力參

數 Froude number 來討論台灣季節性地形降水的物理特性，另外在兩

種季節性降水個案中，加入其盛行風向來討論地形降水之差異。 

 

2.1  個案描述 

 

 本研究為了與廖啟勳(2005)的碩士論文中，針對氣流跨越二維地

形產生的地形降雨作比較，因此選用了與廖(2005)相同的天氣個案，

其中選取大氣條件較為不穩定的梅雨與秋雨兩種個案的環境探空資

料來做三維地形的降水模擬，此小節中將再敘述兩種季節性降水的探

空特性。 

 

  2.1.1  梅雨與颱風的共伴效應 

 梅雨個案中，選取 2003 年 6月 16日早上 8點的板橋探空資料，

由於此時有兩股勢力相當的氣團：大陸性冷氣團與海洋性氣團，且在

台灣上空有一道滯留鋒面經過，此為梅雨季節最常見的天氣型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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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鋒面為此時主要影響台灣的天氣系統，水氣主要來源為西南風所帶

來的暖濕海洋性氣團，此梅雨鋒面經過台灣北部海面，而台灣南部海

面有 Soudelor颱風接近台灣，當時台灣受到颱風與梅雨鋒面的共伴環

流影響為台灣帶來了豐沛的雨量，而台灣當時溫度較高，水氣盛，熱

力狀況不穩定，具有較大的 CAPE值(約 2918 22 −sm )。為簡化方便，

以下統稱台灣梅雨共伴颱風的天氣狀態為梅雨降水系統。 

 

  2.1.2  秋雨 

 秋雨個案，選取 2003 年 10月 9日早上 8點的板橋探空資料，此

時太平洋高壓逐漸減弱，而大陸性高壓逐漸增強，且台灣東方有一道

滯留鋒面通過，此時兩股氣團勢力消長，使台灣東北方產生一低壓，

造成台灣地區天氣狀況的不穩定，而此時台灣北部風向大致為北風分

量為主，氣溫偏高且水氣充足，因地形的作用在山區容易產生下雨。

此時台灣的天氣狀況仍不穩定，具有一定量的 CAPE值(約

533 22 −sm )，午後容易產生雷雨。 

 

2.2  資料設定 

 

    定義 Froude number 為
mhwN

U=Fr (Colle et al. 2002；Colle 

2004；Chen and Lin 2005)，其中 U為環境風速、Nw為未飽和濕靜力

震盪頻率(unsaturated moist Brunt-Väisälä frequency)、hm為地形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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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為動能與位能之比值，當氣流有足夠的水平速度時(1＜Fr)，此時

動能較大，遇到地形的阻擋時便有足夠的能量跨越山脊，而當動能無

法克服地形位能的障礙時(Fr＜1)，氣流遇到地形便無法跨越山脊，在

山前則會產生 blocking，然後以繞山的形式通過地形的阻擋。 

 

2.2.1  探空資料設定 

  使用氣象局板橋觀測站 2003 年的探空資料，再將探空資料轉換

為WRF_ideal模式所需要的格式，利用克勞修士-克拉佩龍方程

(Clausius-Clapeyron equation)求相對濕度，再以內插的方式來修正溫

度，之後使用相對濕度與水氣壓的關係式求得當時溫度的水氣混合比

(Rogers and Yau 1989；王寶貫 1997)： 

 

當時溫度的飽和蒸汽壓： T
B

s AeTe
−

=)(  

 

相對溼度： )(
)(

Te
Tde

RH
s

s=  

當時環境的水氣混合比： RH
TeP

Te
q

s

s
v ×

−
×=

)(
)(

622.0  

 

其中 T為環境溫度(K)，Td為露點溫度(K)，P為大氣壓力(hPa)。 

A=2.53×108 (kPa)，B=5.42×10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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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用以上的運算過程，可以將探空資料的相對溼度轉換成WRF

模式所需要的水氣混合比。風速方面，為了簡化風場對於地形降雨的

影響，則假設垂直均勻的風場(uniform wind speed)，而研究中所使用

的風速分別為 5m/s、10m/s、15m/s、20m/s。 

2.2.2  穩定度設定 

    研究中為了瞭解真實大氣的靜力穩定度情形，使用(Emanwe 

1994；Chen and Lin 2005)未飽和濕靜力穩定度(unsaturated moist 

Brunt-Väisälä frequency；Nw)來做判斷。 

z
gN e

e
w ∂

∂
=

θ
θ

2
 

g代表重力加速度(m/s2) 

eθ 為相當位溫(equivalent potential temperature；K) 

eθ 為近地面 3km的相當位溫的平均值 

( ) ( )
⎥
⎥
⎦

⎤

⎢
⎢
⎣

⎡ +
=

TC
qTLqTL

p

ifvv
e

0expθθ (王 1997；311頁) 

 

其中θ為位溫(K)， PC 為等壓比熱常數(Jkg-1K-1)； vL 、 fL 為蒸發潛熱

與溶解潛熱(Jkg-1)。  

 

 利用上述式子即可算出梅雨與秋雨兩種天氣個案的靜力穩定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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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地形高度與山脈半輻寬 

  研究中我們使用了 3維的理想鐘形山脈，山脊位於模式網域的中

點，地形高度的數學式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0

2

0

b
yy

a
xx

hyxh m  

hm為山脈高度、山脊所在的高度；單位為公尺(m)。 

x－x0為在 x方向距離山脊的距離，單位為公里(km)。 

y－y0為在 y方向距離山脊的距離，單位為公里(km)。 

x0與 y0為山脊所在位置(網域的中心點)。 

a與 b分別為在 x方向與 y方向的山脈半輻寬，單位為公里(km)。 

h(x,y)為鐘型山脈的地形高度。其中山脈的半輻寬在 x方向為 6.25公

里，在 y方向為 25公里，山脈的高度(hm)有 1000、2000、3000(m)

等高度。這些半輻寬與高度的設定是為了接近台灣地形陡峭高峻所設

置的，其半輻寬是根據台灣地形的南北與東西比例約為 4比 1的比例

而所做的等比例縮小之設計。 

 

2.2.4 降水效率 

    為了瞭解梅雨以及秋雨季節在實驗中地形降雨的效率，研究中使

用 LSPE(Large-scale Precipitation Efficiency; Li et al. 2002)來計算主要

地形區域的降水效率。其 LSPE的定義如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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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子中 Ps為地面降雨量，[CONVqv]為整層空氣柱水氣輻合量，Es代

表地表蒸發量，在本研究中忽略地表蒸發量不計。LSPE可視為因大

尺度運動的水氣輻合造成的降水效率。而本研究中計算 LSPE之方式

是將降雨量與計算[CONVqv]所需的氣象變數做每一小時輸出，再計算

出每格網格點上每一小時之水氣輻合量；並在同一時間點時對水平方

向上每一網格點作垂直整層大氣(z = 1~31)的水氣輻合量的累加，即

可得到每一小時在水平方向上每個網格點整層空氣柱的水氣輻合

量。然後針對研究所需的範圍作 18小時的累積，求得此範圍 18小時

降雨量之總量，以及 18小時[CONVqv]之總量，最後相除即得研究中

所需之 LSP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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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式簡介 

 

  WRF模式為新一代的中尺度數值天氣預報系統，為非靜力平衡

的中小尺度模式，其中包含了 3維資料同化資料系統，且可利用平行

化處理計算以提高模式的計算效率。WRF模式所能模擬的大氣物理

尺度範圍涵蓋數十公尺到數千公里，而模式是由 NCAR(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NCEP(the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FSL(the Forecast Systems Laboratory)、

AFWA(the Air Force Weather Agency)、the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與 FAA(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等單位的學者專家們共同研究開發。本研究中所採用的模式為

WRF(Weather Reserch and Forecasting)模式 v2.2.0版本，WRF可用於

處理真實天氣個案的模擬之外，也可處理理想化個案的模擬，以提供

理論研究與數值模擬上的參考。 

 

3.1  WRF 
 

  研究中使用WRF的理想化模組(em_hill2d_x)，改變模組中的地

形場，將其理想化的 2維鐘型地形延伸至 3維鐘型地形，並且使用台

灣地區梅雨與秋雨的探空資料。針對不同的地形高度、風速、穩定度

作地形降雨型態的模擬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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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F模式提供了各種不同的物理參數法的設定選擇，包括對於

大氣邊界層的處理、降水物理過程、大氣輻射的影響、地表過程對大

氣的影響等選擇，我們可以挑選最適合的物理參數法的設定，在不同

的大氣條件下進行模擬研究。本研究是針對 3維理想化的地形場作模

擬實驗，並且使用了非靜力模組，而非靜力模組相對於靜力模組多了

擾動氣壓場以及垂直運動的預報。模式中所使用到的垂直座標為 η座

標，相當於MM5的 σ座標。而WRF的網格設定為 Arakawa C grid

的形式，呈現交錯網格的方式，也就是將速度變數放置於距離熱力變

數的前後上下左右各 1/2網格處。時間積分方面則是使用 3階的

Rung-Kutta 數值方法。  

 

3.2  WRF模式設定 

 

    此篇研究主要重點在研究在不同的季節條件下，大氣環境條件與

地形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降水的差異性。研究中所使用的模式是

WRF em_hill2d_x模組，模式垂直座標採用 31層的 eta分層(η=0.997, 

0.984, 0.964, 0.944, 0.921, 0.897, 0.872, 0.846, 0.819, 0.789, 0.758, 
0.728, 0.698, 0.666, 0.631, 0.596, 0.561, 0.526, 0.491, 0.456, 0.421, 

0.384, 0.344, 0.304, 0.264, 0.224, 0.184, 0.145, 0.105, 0.065, 0.022)，使

用 3維的網格架構，x、y水平方向的網格間距皆為 4公里，總網格

點數(X×Y×Z)為 201×301×31，垂直高度為 17公里，積分時間為 2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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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距(time_step)為 24秒。 

  模式中的物理參數法中，在雲物理參數方法(Microphysics scheme)

方面使用 Purdue Lin scheme。由於 4公里的解析度應能解析出對流的

發生，因此不採用積雲參數法(Cumulus parameterization)，而為了簡

化物理考慮，我們不使用輻射參數法(Long / Short-wave radiation 

scheme)。為了單純探討氣流與地形變化的影響，研究中不使用邊界

層參數法(Boundary layer parameterization)。南北以及東西方向的側邊

界狀態皆為開放性邊界狀態(Open Boundary condition)。模式頂層設置

海綿層(Damping)，從模式頂層的 5000公尺內(即垂直高度 12-17公里

處)以 0.01的遞減係數遞減波動。時間積分方法為 Rung - Kutta 三階

方法。空間積分方面，在水平方向為 5階的 advection scheme，垂直

方向上則為 3階的 advection scheme。紊流與流體的混合選項

(turbulence and mixing)以及擾動係數選項(eddy coefficient)方面，依照

網格間距的大小並參照WRF使用手冊的建議作調整。 

  模擬實驗組別方面，選定了 2種季節性環境探空(梅雨與秋雨)，

3種地形高度(1000公尺、2000公尺、3000公尺)，4種平均水平風速

(5m/s、10m/s、15m/s、20m/s)來做測試。東西方向地形半輻寬為 6.25

公里，南北方向地形半輻寬為 25km；此半輻寬比例之設定，是依照

台灣實際地形之比例所做的等比例縮小。希望藉由兩種較不穩定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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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系統的環境條件，模擬不同風速與地形高度時，地形降雨的時空分

佈情形，以增進我們對於台灣地區在不同季節時之地形降雨特性的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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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梅雨季節 

 

 本研究利用兩種較為不穩定的天氣個案來比較降水分布與山脈

變化的關係，其中梅雨個案的垂直平均濕靜力穩定度為

wN =0.0107 1−s 、CAPE=2918 22 −sm ，秋雨個案的垂直平均濕靜力穩定

度為 wN =0.0115 1−s 、CAPE=533 22 −sm 。本章節先行討論梅雨季節的實

驗結果。 

 

4.1  背風面渦漩(Lee-side vortex) 

  

對於地形降水的累積降水的水平分佈情形、水平風向量、氣流線

變化以及垂直速度等各種降水的物理特性，本論文研究做了模式積分

1~18小時的模擬，針對不同風速(分別為 20m/s、15m/s、10m/s、及

5m/s)與不同山高(分別為 3000m、2000m、及 1000m)來作比較，並且

對於雨水混合比取一通過最高山脊處的垂直剖面(即 y =600km，x 

=80~720km)，做 18小時的時間平均，來判別層狀與對流降水的類型

以便區分出不同的降水型態。其中，在模式的結果分析上只取 18小

時的結果來討論，是為了避免模擬時間太長時，側邊界會產生過多的

雜訊，而影響到論文研究中主要討論的地形降水之區域，因此只取前

18小時的模擬結果來做以下的各種討論。 

3維地形場相較於 2維地形場，即氣流遇到地形的阻礙時，若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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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大氣環境條件為不穩定時，氣流除了會被地形抬昇越過山脊外，或

者部分氣流受到地形影響而在山前產生阻塞效應，最大的不同在於氣

流遇到 3維地形時，可能會繞過山脊，使得氣流不再只是侷限於越山

與山前堆積的形式。因此可以從氣流線的水平剖面圖來觀察氣流遇到

地形影響時的變化情況，當山脈高度為 1000公尺時，在不同風速的

情況下，Fr 數的值較大，地形的阻塞效應較不明顯，氣流遇到地形影

響時，大都以越山的形式通過地形的阻礙，並且會伴隨著部分的繞山

運動，在山高 1000公尺的狀態下，隨著水平風速的增加，氣流越山

的情況也就更為明顯，如圖(4.1a)此時風速為 5m/s，Fr 數為 0.466，

此時的氣流遇到地形在山前會開始繞開地形往山腰的兩側，至背風面

產生較小的渦漩。圖(4.1b)與圖(4.1c)的水平風速分別為 10m/s與

15m/s，此時地形效應較不明顯，因此氣流以越山的形式伴隨些微繞

過兩側山腰的形式通過山脊，在山後產生輻合。圖(4.1d)為風速

20m/s，此時 Fr 數為 1.868，相較於前面低風速的狀態，氣流皆以越

山的形式通過地形。 

隨著地形高度的增加，且較低風速 Fr 數小的情況下，地形的影

響就更為明顯了。在山高 2000公尺且水平風速 5m/s與 10m/s的情況

下［如圖(4.1e)與圖(4.1f) ］，可以觀察到山後有明顯的背風面渦漩的

產生。這是因為氣流遇到較高的地形阻擋後，由於水平風速較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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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地形舉升的效果也較強風速的情況下來的小，導致氣流會在山前

先開始發生阻塞現象(blocking)，然後氣流些微的往上游堆積，逐漸

的將堆積的空氣往高度較低的兩側山腰帶去，而繞過山脊而在山後產

生輻合形成渦漩。然而隨著風速增加，Fr 數增大，阻塞的效應減小，

圖(4.1g)與(4.1h)則沒有明顯的背風面渦漩的情況發生。 

當山高為 3000公尺時，地形的影響最為明顯，氣流遇到地形大

部份皆以繞山的形式繞過山脊，進而在背風處形成輻合產生渦漩，圖

(4.1i)與(4.1j)之 Fr 數分別為 0.155與 0.331，阻塞效應大，圖(4.1k)與

(4.1l)相較而言阻塞效應就比較小，氣流的運動包含了部份的繞山與

部份的越山來通過地形的阻擋。 

 

4.2  累積降水 

  Smith(1979)曾提到氣流最初遇到地形時,模式在初期所產生的結

果，可能為模式 spin up之結果。因此將本模擬研究做了延長模擬時

間(t =72h)的測試，發現模擬時間的增加，並不會改變降水移動型態

的變化。所以於本研究中所模擬出的結果並非模式 spin up的初始訊

號，我們便利用此 18小時模擬結果來做以下的討論。 

  前一小節討論氣流隨風速大小與山脈高度變化時，其氣流的繞山

及越山運動情形，而氣流不同的運動機制，會造成水氣傳輸的差異而

造成降水不同之分佈型態，故此小節為了更清楚的觀察氣流阻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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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ing)對於降水分佈的影響，以及氣流越山與繞山對於地形降水

分佈之變化，因此利用模式模擬了 1~18小時之累積降水的分佈圖以

及水平風向量的變化，來討論何時會有較明顯的 blocking現象以及其

降水的物理特性。 

  在山高為 1000公尺時，風速 5m/s的情況下，降水會在山脊區域

作累積，且因為 Fr =0.466，此時地形對氣流有一定程度的阻擋作用，

氣流在山前有 blocking的現象發生，會將降水往上游擴展。在圖(4.2a)

可觀察到在山前有 blocking現象，水平風向量變小(即 x =380公里，y 

=600公里處)，進而使得氣流繞山將降水帶往兩側山腰。在風速

10m/s，15m/s與 20m/s的狀態下，Fr 數值皆大於 0.9，地形阻擋效應

不明顯，導致少部份降水會因為地形舉升作用在山脊產生降水外，大

部分的降水會因為氣流越山而帶往更下游的區域(x =560~720km

處)。使得較多的降水會在下游處生成，而山脊區域只有較弱的降水，

如圖(4.2b)與(4.2c)。其中風速為 20m/s時，圖(4.2d)在山脊有強降水，

在下游處 720公里處有微弱的降水，這是因為強風速加上地形影響效

應不明顯，導致將降水帶往更遠的下游處，使得降水移出側邊界。此

時山脊的強降水則是因為在強風速的狀態下，氣流直接跨越山脊，地

形抬昇也較為激烈，劇烈的垂直運動在山脊產生對流雲系而產生強降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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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高 2000公尺時，在弱風速的情況下地形阻塞效應明顯，會將

降水集中在山脊區域，隨著時間到後期，被地形阻塞的降水會逐漸往

上游擴展，由於此時氣流會伴隨著輕微的繞山運動，會將原本被

blocking的降水往山腰兩側帶去，因此降水極值於山脊區域並不會只

集中於一點。如圖(4.2e)與(4.2f)之 Fr 數皆小於 0.5，阻塞效應較為明

顯，山前水平風向量有明顯減弱的趨勢，且(4.2f)的降水極值並非集

中於山脊一點，在山腰兩側皆有第二大的極值產生。隨著風速的增

加，地形阻擋效應不明顯，氣流可以跨越山脊並且伴隨著些微的繞山

運動，導致在山後形成輻合產生降水。由於水平風速變強，Fr 數值變

大，阻塞效應變小，因此在山前水平風向量減小的趨勢也較小，圖(4.2g)

與(4.2h)即是如此。在圖(4.2g)由於地形阻塞仍有一定的影響，且強風

速所引起的地形舉升造成較多的降水累積，使得降水比起圖(4.2h)會

往較遠的上游處擴展。 

  而山高為 3000公尺時，地形阻塞效應最為明顯，降水在模擬初

期皆在山脊區域產生，隨著模擬時間的增加，降水逐漸往上游與山腰

兩側擴展。然而，隨著風速逐漸的增加，部份的降水除了往上游與兩

側山腰擴展外，氣流也會將部份的降水帶到背風處靠近山脊的區域。

圖(4.2i)與(4.2j)從水平風向量的變化可看到 blocking的效果十分明

顯，使得降水在迎風面堆積，而在圖(4.2k)與(4.2l)由於地形強烈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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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作用，造成山脊強降水的生成。而背風處靠近山脊的降水，是因為

強風速的影響下，部份降水會直接越過山脊而被帶往背風面。圖(4.2l)

在山脊降水與背風面降水中間有段區域無降水形成，是因為在背風面

強烈風速的下沉增溫將降水蒸發掉，因此會有段無降水的區塊。而降

水在山後擴展只侷限在山脊區域，而無法帶到更遠的下游處，是由於

背風處渦漩壓抑住了降水的向後擴展，所以無法將降水傳遞到更下游

處。 

  故可得知，當 blocking效應明顯時，氣流主要以繞山的形式來通

過地形的阻擋，而此時氣流繞山的運動機制，會將水氣帶往兩側山

腰，使得降水分佈之型態會集中於山脊區域，並且些微的網上由擴

展。相反的，當 blocking效應不明顯時，氣流主要以越山的形式通過

地形的阻擋，此時水氣由於強風速的影響下，部份被帶往下游輻合形

成降水外，在山脊區域強烈的垂直抬昇也會造成山脊區域降水的形

成，因此造成不同降水型態的發生，而這些降水型態之差異將在後面

的小節做討論。此外，發現到累積降水在模擬初期時，降水分佈的形

狀皆很對稱，但隨著模擬時間增加，降水分佈開始產生不對稱性，其

主要原是由於模式積分時間越久，模式計算所產生的誤差會逐漸成長

累加，使得降水在模擬後期有局部區域產生獨立的降水訊號，所以在

中等 Fr 數的個案中，也就是降水會集中於山脊與迎風面的個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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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擬時間後期會發現部分降水的分佈情況產生不對稱的情形。 

 

4.3  降水效率 

 

  接著，為了瞭解梅雨季節地形的降水效率，並且為了與廖(2005)

所利用之相同探空資料計算出的 2維地形降水之降水效率，比較其 2

維地形與 3維地形的差異，因此本研究中使用 Sui et al.(2005)定義的

LSPE 來計算每個個案的降水效率。計算過程中考慮到要避免累加到

太多沒有降水的區塊，造成計算出不合理的降水效率值，因此在計算

時只挑取主要產生地形降水的區塊來做計算，即 x =320~480km，y 

=480~720km。圖(4.3)為計算 18小時降水效率隨風速的變化情形，相

同山脈高度下隨著風速增加，降水效率也會隨著增加，在風速 10m/s

與 5m/s時，其降水效率並無太大的差別，而風速大於 15m/s時降水

效率則有較大的增加趨勢。在本論文研究中所計算出的降水效率值，

最大約為 20%左右，是因為 3維地形並不會強迫氣流與水氣於迎風面

過量的堆積，因此相較於廖(2005)所計算出的降水效率而言，本論文

研究所計算之結果會比較小。而為了瞭解平均降水量隨風速變化的情

形，圖(4.4)則計算了網格平均的降雨量變化，計算方式是將選取的區

塊內的總降水量除以有產生降水的網格總數，可發現平均降水量會隨

著風速增加而增加，且計算所得之平均雨量與廖(2005)所計算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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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但降水效率卻相差極大，這是由於 3維地形提供水氣往兩側山

腰擴展的機制，而不會在迎風面處做過多的堆積形成降水，且 3維地

形產生降水的範圍較廣，因此在計算處理水氣的輻合量上也會較多，

即使降水網格平均雨量差異不大，也會造成降水效率的計算上有明顯

的差異。 

 

4.4  降水移動型態 

 

  Chen and Lin (2005a)針對理想化的 2維地形之降水移動型態作了

四種 Regime的區分，本研究中根據 Chen and Lin對四種 Regime的定

義來區分研究結果的降水型態之差異。其中 Regime I的降水會在迎

風面形成，並且會逐漸往上游擴展。圖(4.5.a)為 h3000_v10的個案的

x-t圖，隨著時間的變化，每小時的降水量會逐漸往上游擴展。Regime 

II的降水會集中在山脊區域。圖(4.5.b)、(4.5.c)與(4.5.d)分別為

h2000_v10、h2000_v05與 h1000_v05的 Hovmöller diagram，隨時間

變化每小時降水量並不會往上游或下游擴展。其中 h2000_v05的個案

中，Fr 數為 0.233，此時與 Chen and Lin的降水型態區分並不相同。

在 Fr 數為 0.233時，Chen and Lin(2005a)判別為 Regime I的原因可能

是由於他們使用的地形為 2維的地形，導致過多的降水一旦無法越過

山脊時，就只能往上游堆積；而在本論文研究中，由於降水會被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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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腰兩側擴展，因此對於畫 Hovmöller diagram的剖面時仍會集中於

山脊，而不會往上游擴展。Regime III會在山脊產生長延時性的降水

並且會稍微往上游擴展，而模擬後期會逐漸將降水帶往背風面處。圖

(4.5.e)與(4.5.f)分別為 h3000_v20與 h3000_v15個案的 Hovmöller 

diagram，此 Hovmöller diagram的計算是取ㄧ帶狀的區域(y 

=520~680km，共 41個網格點)做平均值，是為了避免只取到單一剖

面的降水其代表性較為不足，因此做了 y方向的帶狀平均，也因為如

此圖(4.5.e)與(4.5.f)所計算處理出的降水值較小。其中 h3000_v15的

Fr 數為 0.466，亦與 Chen and Lin的判別不同。由於本論文研究中所

使用的 3維地形，使得氣流遇到地形的阻塞效應明顯時，除了會堆積

於山脊前，另一方面也會因為氣流繞山的運動，而將降水帶往山後，

因此在本 3維研究中會發現與前人使用 2維模擬的研究中有不同的判

別結果。Regime IV會在山脊有長延時性的降水產生，並且在下游處

會產生雲系形成降水。圖(4.5.g)~(4.5.k)即為此種降水類型的

Hovmöller diagram的形式，其中山脊的降水會長時間性的存在，而下

游處降水與山脊之間的降水中間(即 400~600公里處)，形成一無降水

的區段，直到 600公里左右才有降水的情況發生。其中 h2000_v15的

個案中，Fr 數為 0.701，在前人研究中判別此 Fr 數下所對應的降水型

態為 Regime III，但在本研究判別為 Regime IV，主要的原因也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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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維與 3維地形的不同造成氣流場的差異造成不同的降水 Regime

發生。 

 

4.5  層狀降水與對流降水 

 

  Chen and Lin(2005a)在定義 Regime III與 IV時，Regime III：在

山脊存在一長延時性的地形對流降水，或是具有長延時性的對流與層

狀降水混合的混合性降水，且降水會因為地形舉升的作用形成山嶽波

(mountain wave)的關係逐漸從山脊帶往背風面。Regime IV：在山脊

存在一長延時性的層狀降水，並在下游處有對流系統開始產生雲系，

進而產生降水。因此本論文研究中做了雨水場的時間平均，來觀察降

水的延時性以及層狀降水或對流降水的區分。另外也討論了四種

Regime 降水發生時的垂直速度變化情形。 

  本論文研究中，對於區分層狀降水與對流降水是依據雨水混合比

做 18小時的時間平均後，觀察其於垂直剖面上降水之空間的分佈形

狀來做判定。由於對流降水的發生，是由劇烈的垂直運動造成水滴的

碰撞合併，而產生降水，因此對流降水的降水粒子軌跡會類似噴泉形

狀，並且在垂直方向的發展會較深厚。而層狀降水是由大範圍的水氣

擴散與冰相粒子聚合凝固而形成降水，且垂直方向上的運動較不劇

烈，因此做時間平均後，層狀降水的形狀會往水平方向擴展的方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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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Regime I的降水是由地形舉升引發的對流降水形成，並且因為地

形阻塞效應的影響，無法將降水帶到更遠的下游處，只能在山前堆積

並往上游擴展。圖(4.6a)為 18小時雨水混合比的時間平均值，(4.6b)

為產生降水時的垂直速度剖面圖，其中在山脊與迎風面會有長延時性

的對流降水產生。Regime II的降水集中於山脊，由於地形的阻擋效

應較弱，降水堆積的程度不會往上游擴展。圖(4.7a)與(4.7b)在山脊有

長延時的對流降水系統盤據。在圖(4.8a)與(4.8b)中可發現在山脊區域

有長延時性的對流降水存在於山脊與山脊的背風處，並且有大範圍的

層狀降水發生。圖(4.9a)與(4.9b)為降水從山脊傳到背風處的瞬間之垂

直速度剖面圖，發現從山脊有持續性的對流系統傳送到背風面，而在

背風面形成降水，由此可更進一步的証實 Regime III的判別。Regime 

IV與 Regime III最大的不同在於下游處(約 500公里處)發生的對流雲

系，並非由山脊區域擴展出去的，而是在下游獨自發展出的對流降水

系統，這是由於地形阻塞效應微弱，氣流遇到地形阻擋可以直接越過

山脊與繞過山脊，而不會受到 blocking的效果產生堆積，進一步的在

山後下游處產生輻合，且發展出一對流雲系形成降水。然而與 Chen 

and Lin(2005a)所作的研究有所差別的是，山脊的降水類型除了層狀

降水，仍存在長延時的對流降水或混合性的降水類型，而相同的是在



 28

下游區域皆有對流降水的發生。圖(4.10a)，(4.10b)與(4.10c)可看到山

脊的混合降水與下游處的對流降水，而(4.10d)在山脊則是層狀降水而

下游有旺盛的對流降水形成，圖(4.10e)則是在山脊產生些微的對流降

水，下游處有大範圍的長延時對流降水發生。而圖(4.11a)~(4.11e)則

是 Regime IV的每個個案在下游處開始產生降水的瞬間的垂直速度

剖面圖，皆可以發現山脊區域的對流系統，以及在下游處(約 500公

里處)對流系統的存在。 

  因此，對於 Regime IV的定義，在降水類型的區別上，應作些微

的修正；Regime IV在山脊的降水，除了會有長延時性的層狀降水產

生外，也有可能產生長延時性的對流降水或是對流與層狀混合的混合

性降水，並且在下游處存在長延時性的對流降水系統。 

  最後針對 Chen and Lin(2005a)在 2維理想地形下，與本研究所相

對應的 CAPE值與 Fr 數所區分出的 Regime，互相做比較並整理成表

(4.1)，發現在相同 Fr 數與 CAPE時 Regime區分上的差異。其主要原

因就如前文所提及，2維地形與 3維地形的氣流場並不相同，導致降

水分佈的特性與型態也會有所差異。表(4.2)則整理出本論文研究利用

梅雨季的環境探空所得的各實驗組之降水型態。並發現相同的 Fr 數

值所對應的降水 Regime可能因不同的風速與山高而有不同的降水

Regime，如 h =1000公尺，u =5m/s與 h =3000公尺，u =15m/s 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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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案。 

 

4.6  西南風向 

 

  另外，為了瞭解當盛行風向改變時，所產生的地形降水之變化趨

勢，本論文研究針對梅雨季節的西風個案改變其風向，將原本的西風

改為梅雨季節的盛行風向，也就是改為西南風，模擬梅雨季節的地形

降水在西南風向下的變化情形。 

  如同 4.1小節至 4.5小節所討論的方式，首先觀察氣流遇到地形

的變化情況。我們發現在西南風向的狀態下，背風面渦漩的形式是以

單一渦漩的方式產生；而在相同山高的情況下，隨著風速的增加，地

形的阻塞程度越不明顯，氣流遇到地形的阻擋時，將逐漸以氣流越山

的形式來取代氣流繞山的方式通過地形，並在山後形成氣流的輻合。

如圖(4.12a)為風速較小的近地面流場狀態，氣流以部份繞山與部份越

山的形式通過地形阻檔，並在山後形成氣流的輻合。圖

(4.12b)~(4.12d)，Fr 數大於 0.9，地形阻檔效應並不明顯，氣流則以越

山的形式為主伴隨著些微的繞山運動通過地形，並且在山後氣流會產

生輻合的情況，但皆無渦漩的情況發生。當山高增加至 2000公尺時，

且 Fr 數小於 0.9的情況下，如圖(4.12e)~(4.12g)，由於地形阻擋的效

應較為明顯，氣流開始以繞山的形式通過地形，且在背風面皆有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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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漩的情況發生；而隨著風速的增加，背風面渦漩逐漸變得混亂不明

顯。圖(4.12h)為風速 20m/s的情況下，背風面並無渦漩的發生，此時

氣流以越山的方式通過地形居多，在山後仍有輻合的情況。在山高

3000公尺時，地形阻擋效應最為明顯，圖(4.12i)~(4.12k)皆可在背風

面看到明顯的單一渦漩。在圖(4.12l)中，此時環境風速為 20m/s，地

形仍有一定程度的阻塞效應；由於風速較強，氣流遇到地形時會些微

的繞開地形，然後至地形較低的山腰處再直接越過其阻礙，因此會造

成背風面氣流輻合的情形發生。 

  在此西南風個案的實驗組別當中，背風面渦漩的發生是以單一渦

漩的形式產生，與西風個案的背風面雙渦漩的形式不同；主要原因是

由於西南風向會造成氣流接觸到地形時，由於入射的角度關係，使得

氣流在同一時間可能接觸到不同高度、不同坡度、不同半幅寬的地

形，進而造成氣流不同程度的偏斜。在本實驗中，迎風面的南側相較

於北側，屬於較為陡峭的地形，而北側則較為平緩，因此造成大部份

的繞山運動皆發生在迎風面南側，而北側的氣流則以越山的形式居

多，因此造成背風面單一渦漩的發生。 

  考慮到 Smith(1979)所提到模式初始 spin up之可能影響，我們將

此個案研究延長模擬時間(t =72h)來測試其結果；結果發現模擬時間

的增加與否並不會影響到降水移動型態的變化，因此可排除模式 s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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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的問題。故接著討論 18小時地形累積降水的分佈情況與 blocking

現象，在圖(4.13a)~(4.13d)中，山高為 1000公尺，迎風面 blocking效

果皆不明顯；而累積降水隨著風速增加而增加，且降水除了發生在山

脊區域外，當風速增加時，在下游處也會開始產生降水，如圖(4.13b)

與(4.13d)。圖(4.13d)由於風速較強，降水會帶往更下游處，因此在

x=720km，y=800km左右約有 8mm的降水。圖(4.13c)為風速 15m/s

的狀態下，下游處並無降水產生，是由於 h1000_ws15下游處的垂直

運動比 h1000_ws20的垂直運動還要微弱[如圖(4.14b)與(4.14c)]。而且

在風速 15m/s與 20m/s的情況下，氣流大部份以越山的形式通過山

脊，因此背風面氣流輻合的情況比起風速 10m/s時的狀態下來的不明

顯，如圖(4.14a)所示，其風速為 10m/s時的下游處比起風速 15m/s與

20m/s具有較激烈的垂直運動，因此在風速 15m/s的情況下，下游處

無降水產生。 

  當山高為 2000公尺時，迎風面 blocking較為明顯，圖(4.13e)與

(4.13f)可發現在迎風面水平風速的減弱，其累積降水也有往上游擴展

的趨勢；隨著風速逐漸增加，blocking的效果也逐漸的減弱，山前風

速減弱的趨勢並不明顯。如圖(4.13g)與(4.13h)所示，此時在下游處會

由於氣流越山的運動將降水帶往下游處，同時也會由於部份的氣流繞

山，在山後輻合形成對流雲系，進而在下游產生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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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山高為 3000公尺時，風速 5m/s與 10m/s的狀態下，其 blocking

效果最為明顯，圖(4.13i)與(4.13j)在迎風面的風速皆有明顯減弱的趨

勢。而且氣流遇到地形的阻擋時，部份氣流會往兩側較低的山腰繞

去，而部分的氣流會因為阻塞的影響而往上游堆積，因此造成降水在

迎風面產生。隨著風速增強，降水會隨著繞山的氣流往兩側山腰擴

展，且部份降水會被越山的氣流帶往下游處而形成降水；如圖(4.13k)

與(4.13l)所示，降水會往下游擴展，而不會拘限於山脊區域與背風

面，這是因為背風處並無明顯或對稱的雙渦漩限制降水的產生。 

  圖(4.15)為計算 18小時降水效率隨風速大小的變化情形，其降水

效率隨著風速增加而增加，而當風速為 5m/s與 20m/s時，山高 2000

公尺時的降水效率略大於山高 3000公尺時的降水效率。圖(4.16)為計

算降水網格之平均降雨量隨風速的變化情況，其變化趨勢與降水效率

的變化趨勢相同，其降水量隨風速增加而增加。 

  當風向改為西南風時，降水移動型態大致上可由降水分佈圖與

Hovmöller diagram觀察出 3種 Regime，且在相同的 Fr 數狀態下，大

部分西南風向的實驗之降水 Regime與西風向的實驗之降水 Regime

皆為一致。而 h2000_ws05(為山高 2000公尺，西南風向，水平風速

為 5m/s)的 Fr為 0.233，此時地形的阻塞效應明顯，其降水移動型態

為 Regime I[如圖(4.16c)]，而 h3000_ws15與 h3000_ws20會有些微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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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被帶往下游處，其降水移動型態屬於Regime IV的形式，如圖(4.16g)

與(4.16h)。h2000_ws05、h3000_ws15與 h3000_ws20的 Fr 數與

h2000_v05、h3000_v15與 h3000_v20的 Fr 數相同，卻呈現不同的降

水移動型態，其原因可能為接觸到不同半幅寬與不同坡度的地形，使

得氣流產生不同的偏斜程度與不對稱的運動狀態，造成不同的降水分

佈情況。表(4.3)列出西南風向的各組實驗之降水移動型態。此外，由

於西南風個案的實驗中並無 Regime III的出現，因此無需做層狀與對

流降水的區分，故本小節並沒有做雨水混合比 18小時之時間平均的

剖面圖與垂直速度剖面圖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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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秋雨季節 

 

  秋雨個案的靜力穩定度相較於梅雨個案是屬於比較穩定的天候

狀態( wN =0.0115 1−s 、CAPE=533 22 −sm )，可預期所產生的降水將會比

梅雨季節的降水少很多，而本章節將延續前一章節的方式來討論秋雨

個案的實驗結果。 

 

5.1  背風面渦漩(Lee-side vortex) 

 

  秋雨季節相較於梅雨季節，秋雨季節的濕靜力穩定度較大，因此

從 Fr 數的定義來看，在相同風速與山高的狀態下，秋雨季節的 Fr 數

會比梅雨季節所得的 Fr 數低。也就是說秋雨季節之地形阻擋效應會

比較梅雨季節時更為明顯，當氣流遇到地形的阻擋時，氣流以繞過山

脊的運動方式將會增加，而氣流直接越過山脊的運動方式可能會減

少。圖(5.1a)為山高 1000公尺，水平風速為 5m/s時，氣流遇到地形

阻擋的變化。此時的 Fr 數值為 0.435，地形有一定程度的阻擋效應，

氣流遇到地形的阻擋時，會在山前輕微地產生堆積現象，然後開始繞

到兩側較低的山腰兩側，進而在背風處輻合形成渦漩。圖(5.1b)為水

平風速 10m/s的變化，同樣的在背風處可以發現渦漩的形成，但是明

顯的比風速 5m/s時的渦漩小很多，是因為風速 10m/s時的狀態下，

Fr 數為 0.869，地形阻擋較不明顯，氣流藉由微弱的繞山運動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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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山運動通過地形，因此仍會有背風面渦漩的形成。圖(5.1c)與(5.1d)

的 Fr 數皆大於 1，地形阻擋的影響很微弱，此時的氣流遇到地形阻擋

時，大部分都是直接越過山脊。在圖(5.1c)，也就是風速為 15m/s時，

氣流仍會些微的偏斜繞過山脊，但背風處並無渦漩的形成，是因為氣

流主要以越山運動的方式通過山脊。 

  當山脈高度增加為 2000公尺時，在 4種不同的環境水平風速影

響下，皆可以發現背風處渦漩的產生。圖(5.1e)與(5.1f)的水平風速較

小，氣流受到地形阻擋的影響時，先於山前產生阻塞堆積，然後氣流

開始往兩側高度較低的山腰移動，在背風處形成明顯的背風面渦漩。

而圖(5.1g)與(5.1h)由於強風速的影響下，且 Fr大於 0.5，氣流的運動

方式以繞山運動為主伴隨越山運動的方式通過地形，因此在背風處形

成的渦漩比起風速 5m/s與 10m/s時的背風面渦漩較為薄弱。 

  當山脈高度為 3000公尺時，氣流受到地形阻塞效應更加明顯，

圖(5.1i)~(5.1l)都可以觀察到以下相似的運動情況：氣流遇到地形阻擋

時，在山前會受到 blocking的影響先往上游阻塞堆積，然後開始將空

氣往兩側山腰帶去，形成氣流繞山的形式，並且在山後輻合形成渦

漩。而隨著風速逐漸增加，背風處渦漩的形式逐漸變得混亂，這是由

於強風速的情況下，阻塞效應較為減緩，繞山運動也漸為減緩，導致

背風渦漩現象的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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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累積降水 

  同 4.2小節考慮到 Smith(1979)所提到模式 spin up之結果，在秋

雨個案研究中，我們亦延長模擬時間(t =72h)來測試其結果；同樣地

發現模擬時間的增加與否並不會影響到降水移動型態的變化，因此可

排除模式 spin up的可能影響。 

  而前一小節討論氣流線隨著風速大小與山脈高度不同時，氣流遇

到地形時所產生的繞山或是越山的運動方式。本小節將從 18小時累

積降水的水平分佈與水平風標圖來討論氣流繞山或是越山時，山前

blocking現象發生的與否以及降水分佈的物理特性。 

  在山高為 1000公尺時，環境水平風速為 5m/s的情況下，並無降

水的產生，而此時的 Fr 數為 0.435，地形會造成氣流在山前有 blocking

的現象，如圖(5.2a)可發現當氣流遇到地形時，山前的風速會開始變

小，然後會往兩側山腰散去。由於弱風速所產生的地形抬昇較不劇

烈，再加上秋雨季節本身的大氣條件比起梅雨季節屬於較為穩定的狀

態，且 CAPE值較小，因此無法形成降水，僅會將氣流或阻塞住的空

氣塊往兩側山腰移動，帶往背風處。當環境水平風速增為 10m/s時，

如圖(5.2b)，山脊開始產生降水，但 18小時的累積降水也僅有 0.1mm

左右，在山前仍有 blocking的現象產生。圖(5.2c)與(5.2d)之山前阻塞

效應並不明顯，風速在山前並無明顯減弱，氣流主要以越山的形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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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地形，而降水皆降在山脊區域。吾人發現雖然在地形阻擋效應小的

實驗中，降水仍然只發生在山脊區域，而不像梅雨季節的個案中，會

因為強風速的影響下將降水帶往下游處，其中可能是因為秋雨季節本

身所產生的降水就比較少，而氣流遇到地形後將降水都降在山脊，而

導致水氣的消耗，因此即使氣流越過山脊，使得在山後也不會有降水

產生。 

  隨著山高增加為 2000公尺的狀態下，降水量會由於較強的地形

抬昇而增加。圖(5.2e)~(5.2g)在山前皆可發現 blocking的現象，而在

迎風面的山脊區域都有降水的產生，且在此區域累積，相較於山高

1000公尺時的降水量［圖(5.2a)~(5.2d)］，此時的降水量明顯增加很

多。其中，圖(5.2e)在山脊區域是有產生降水的，但由於累積的降水

量小於 0.01mm，因此圖中無法顯示出降水的發生。圖(5.2h)之流場

Fr 數為 0.869，blocking現象並不明顯，而降水同樣地只發生在山脊

與迎風面區域，且降水量可達 30mm左右。 

  當山高為 3000公尺時，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blocking現象的發生，

圖(5.2i)~(5.2l)中，在山前的區域風速有很明顯的減弱，而降水量會隨

著風速增強而增加。然而降水的分佈卻都只集中在山脊區域以及迎風

面的部份，這是因為在模擬初期，降水雖然受到地形阻擋的影響在山

脊與迎風面產生堆積，後來降水會開始往左右兩側山腰擴展。但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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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風處存在著氣流繞山形成的渦漩，此背風渦漩會壓抑住降水往山後

的擴展，因此導致降水不會擴展至背風面的區域，只會在山脊與迎風

面形成降水。 

 

5.3  降水效率 

 

  同樣地，為了瞭解秋雨季節地形降水的降水效率，使用 Sui et 

al.(2005)定義的 LSPE 來計算每個個案的降水效率。同樣為了避免計

算過多沒有產生降水的區域，造成計算出不合理的降水效率值，其計

算區塊仍挑選主要產生地形降水的區域來做計算，即 x 

=320~480km，y =480~720km。圖(5.3)即為計算 18小時地形降水的降

水效率隨風速的變化情形。在相同地形高度下，隨著環境水平風速的

增加其降水效率也會隨著增加，然而在秋雨季節的個案中，降水效率

值皆不高，主要是由於秋雨季節本身的 CAPE值很小，環境之水氣量

也較少，因此較不易形成大量的降雨。而降水效率在風速 10m/s與

15m/s時，在不同的山脈高度的狀態下，降水效率差別都不大，約為

0.05%~0.15%左右。當風速為 20m/s時，降水效率在不同的山脈高度

狀態下方有較大的差異。同時，為了瞭解平均降水量隨風速變化的情

況，圖(5.4)顯示了網格均的降雨量變化，也就是區塊內的總降雨量除

以區塊內有產生降水的網格數。圖(5.4)指出平均降雨量會隨風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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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其變化趨勢也與降水效率的變化趨勢相同。 

 

5.4  降水移動型態 

 

  在秋雨季節的個案模擬中，從前一小節的累積降水分佈圖來看都

可發現降水集中於山脊與迎風面，至於降水逐時的擴展情形，從

Hovmöller diagram的變化則可以清楚地瞭解降水逐時擴展的趨勢。圖

(5.5a)、(5.5b)、(5.5c)為山高 1000公尺，水平風速分別為 10m/s、15m/s

與 20m/s時的 Hovmöller diagram；在這三種不同風速的實驗中，發現

其降水都只停留在山脊區域，而在山脊產生的降水時間較長，降水量

也比較多。在圖(5.5d)與(5.5e)中，為山高 2000公尺，水平風速分別

為 10m/s與 15m/s時的狀態，此時的降水仍然集中在山脊區域，然而

降水的持續時間並不長，圖(5.5d)的降水只持續發生 7小時左右，而

圖(5.5e)則可以持續產生降水達 14小時。圖(5.5f)為山高 2000公尺，

風速 20m/s的情況下，降水發生的區域仍集中在山脊，而降水可持續

到 18小時。圖(5.5g)、(5.5h)與(5.5i)為山高 3000公尺，水平風速大小

分別為 5m/s、10m/s與 15m/s，此時的降水在模擬後期都會逐漸消散。

而在風速 20m/s的情況下［圖(5.5j)］，由於較為高聳的地形與強風速

所產生的地形抬升下，足夠讓空氣塊持續抬升，造成水汽凝結性成降

水，同時也因為受到地形影響，造成背風處渦漩壓抑降水的向後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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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得降水皆降在山脊區域。綜合秋雨季節的 x-t圖所顯示的每小

時降水分佈趨勢，發現除了 h1000_e05組實驗(山高 1000公尺，水平

風速 5m/s)沒有產生降水外，所有產生降水的降水形態皆可歸類於

Regime II的形式，也就是降水會集中於山脊區域發生，不會被帶往

下游處，也不會往上游處擴展。其原因除了背風面渦漩的壓抑外，與

秋雨季節本身的環境條件也有很大的關係。所有秋雨季節的降水型態

整理於表(5.1)。 

  將實驗結果比對 Chen and Lin(2005a)所做的 2維地形的降水移動

型態分類，在對應秋雨季節的 CAPE值與各不同 Fr 數時，當 Fr 數大

於 0.2的情況下，Chen and Lin(2005a)所判定的降水移動型態為

Regime IV，但是在本論文研究中，所有的降水移動型態皆為 Regime 

II，這是因為 Chen and Lin(2005a)模擬所使用的 2維地形，當氣流受

到地形阻擋後，隨著風速增加，部份氣流會往上游擴展，另一部份的

氣流則會因為持續的強風速造成的重力波帶到下游，在下游形成獨立

的對流系統，進而產生雲系而降水。而本論文研究所使用的 3維地

形，使氣流通過地形的方式，多出了繞山的形式。氣流繞山造成背風

處的渦漩壓抑了降水的擴展，且氣流繞過山脊減緩了阻塞效應所帶來

的強迫讓氣流越山的形式，使得在環境條件較為穩定的秋雨狀態下，

於下游處山脈背風面較不容易有獨立的對流系統產生，也因此在本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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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的實驗中，並無發現 Regime IV的降水移動型態。由於秋雨季

節的降水模擬的降水移動型態皆為 Regime II，無需再做層狀或對流

降水的區分，因此在秋雨季節的降水個案中，並沒有做雨水混合比

18小時之時間平均的剖面圖與降水瞬間垂直速度剖面圖的討論。 

 

5.5  東北風向 

 

  如同第四章節所討論的，為了更進一步地瞭解台灣地區在秋雨季

節地形降雨的可能變化情形，此小節的實驗模擬將原本的東風風向改

為秋雨季節的盛行風向，也就是改為東北風來模擬秋雨季節的降水分

佈情況以及流線的變化，來討論環境東北風向情況下的變化。 

  前幾小節皆有討論到，秋雨季節的探空條件相較於梅雨季節屬於

較穩定的狀態，因此地形的阻擋效應也較為明顯，大部份降水皆發生

在迎風面山脊處。而對於考慮環境風場為東北風的模擬實驗中，首先

觀察到氣流遇到地形時的變化情況，在圖(5.6a)中可發現在背風處有

單一背風面渦漩的產生。就如同 4.6章節所討論，由於氣流在接觸到

地形時，由於氣流入射角的關係，當氣流接觸到南邊地形時，由於此

處的地形相較於北邊的氣流而言，是屬於較不陡峭的地形，也就是坡

度較緩，因此在此區域可以發現氣流是以越山運動，並伴隨著北邊些

微的繞山運動通過地形的阻擋，因此造成背風處單一渦漩的產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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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當風速逐漸增加時，此單一背風面渦漩則變的不明顯，是因為氣

流越山的運動逐漸取代繞山運動的型態，如圖(5.6b)~(5.6d)所示。當

山高增為 2000公尺與 3000公尺時，氣流通過山脊的方式以繞山運動

為主，因此在圖(5.6e)~(5.6l)中皆可發現背風面渦漩與氣流輻合的現

象。圖(5.6h)水平風速為 20m/s，屬於較強風速的狀態，氣流遇到地形

時，氣流以直接越過山脊的運動方式居多，少部份以繞山運動通過山

脊，因此只發現在山後有氣流輻合的現象。從圖組(5.6)中可發現當

Fr 數小於 0.5時，在背風面皆有單一背風面渦漩的產生。 

  接著比較 18小時累積降水的分佈情形，同時也排除此一降水訊

號並非模式 spin out之結果，從圖組(5.7)可發現其累積降水皆發生在

山脊迎風面處，並且集中在山脊的東北側，除了在圖(5.7c)與(5.7d)，

為地形阻塞效應較不明顯的狀態下，降水產生在地形最高處，也就是

僅在山脊發生，其餘的降水個案皆有偏往地形東北方向的趨勢。在

blocking效果方面，當山高為 1000公尺時，地形阻塞並不明顯，只

有風速 5m/s的情況下，在迎風面有較大的 blocking現象，如圖(5.7a)

所示。圖(5.7b)~(5.7d)在迎風面處則無明顯的 blocking現象，氣流遇

到地形阻擋，大部分以越山的形式通過地形；而在較強風速的情況

下，降水會一口氣在山脊降下，而不會往背風面或下游處擴展。當山

高為 2000公尺時，blocking效果逐漸明顯，並且在背風面皆有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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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漩的生成，如圖(5.7e)~(5.7g)，這會壓抑住山脊降水，使降水集中

在山脊區域而不會往背風面擴展。同時由於地形阻塞效應十分明顯，

被壓抑住的降水則往兩側山腰帶去，因此會有降水集中在地形東北邊

的現象發生。相較之下圖(5.7h)的降水分佈就較集中在山脊區域，這

是由於此時地形阻擋效應相較於風速 5m/s、10m/s與 15m/s時較為不

顯著，導致降水往上游擴展的趨勢較小。當山高增為 3000公尺時，

blocking效果最為劇烈，圖(5.7i)~(5.7l)皆可發現在迎風面處，水平風

速有明顯遞減的情況，氣流通過地形的方式以繞過山脊居多，而背風

面均有單一渦漩的生成，而同樣的在降水分佈方面，降水極值皆偏往

地形的東北處。 

  降水效率方面，同樣取主要地形降水的區域計算其降水效率，圖

(5.8)為計算 18小時降水效率隨風速的變化情形。在相同的高度下，

風速越大其降水效率也跟著增加。同樣的，由於秋雨季節本身的環境

熱力條件屬於較為穩定之狀態，不易形成大量的降雨，因此計算出來

的降水效率值皆不大，皆為 1%以內。圖(5.9)為計算降水網格之平均

雨量隨風速的變化趨勢，發現降水網格之平均雨量隨著風速的增加而

增強，與降水效率的變化趨勢一致。在高度 2000公尺，風速 15m/s

的狀態下的降水相較於相同風速下且高度 3000公尺時的降水而言，

降水較為集中，也就是降水格點較少，但累積降水量卻很相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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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此時高度 2000公尺的降水網格之平均雨量高於高度 3000公尺時

的平均雨量。 

  為了清楚的區分各組實驗的降水移動型態，在圖組(5.10)列出產

生降水的各組實驗之 Hovmöller diagram，其中山脊位於 x=460km處，

發現在東北風向的實驗中，降水移動形態皆與東風的實驗相同，降水

僅集中於山脊區域，並不會隨著時間而往上游或背風面擴展，屬於

Regime II的降水移動型態，而在強風速的實驗組別中，如

h3000_en20、h2000_en20、h1000en15與 h1000_en20的降水能維持的

較久，可達 15小時以上的降水。表 5.2整理出秋雨季節東北風向的

實驗組別之降水移動型態的結果。由於此實驗組別皆為 Regime II，

因此亦無需做雨水混合比 18小時平均之垂直剖面圖與垂直速度剖面

圖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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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在不穩定的梅雨季節與穩定的秋雨季節兩種天氣個案中，我們根

據氣流跨越 3維鐘型地形的地形降雨模擬實驗結果，可以歸納出以下

幾點結論： 

  第一：從氣流線觀察背風面渦漩的產生，可發現到梅雨季節與秋

雨季節的實驗個案中，隨著 Fr 數的增加，背風面將逐漸不會產生渦

漩的情況。當 Fr > 0.9時，氣流若遇到地形的阻擋大都以越山並伴隨

輕微的繞山通過地形的阻礙。當 0.4 < Fr < 0.9時，由於氣流受到地形

阻擋的影響，會伴隨著部份繞山與部份越山的形式通過地形的阻礙，

並在山後處形成較為混亂不扎實的背風面渦漩。而當 Fr < 0.4時，地

形阻擋效應很明顯，氣流遇到地形的阻擋時，大都在迎風面先產生堆

積，然後以繞山的形式通過地形的阻擋，在背風處均可發現較為扎實

的背風面渦漩。 

  第二：在 18小時累積降水方面，在相同山高時，隨著風速漸增

其累積降水量也跟著增加；而隨著風速的增加，其 Fr 數也跟著變大，

地形阻擋也漸不明顯。在梅雨季節時，當 Fr > 0.7時，部份降水會在

下游約 500公里處形成；這是由於氣流遇到地形阻擋，產生部份的繞

山運動與部份的越山運動，造成氣流在下游處形成輻合，形成對流系

統而產生降水。而隨著風速越強，下游降水的發生也會被帶往更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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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處，而山脊處的降水量也會由於劇烈的地形抬升，產生更多的降

雨量。在秋雨季節時，18小時的累積雨量同樣隨著風速的增加而增

加，但降水皆發生在山脊區域，並不會隨著 Fr 數的增加或減少而在

下游處產生降水，或是往上游堆積；這是由於秋雨季節本身的環境探

空條件屬於較穩定的狀態，當遇到地形舉升時，降雨會直接降在山脊

區域與兩側山腰。而部份降水分佈的情況發現具有不對稱性的情況，

由於在初期的積分時間所計算之結果，降雨分佈情況都屬於較為對稱

之情況，因此吾人認為 18小時累積降水產生不對稱之原因，是為數

值計算上，隨著積分時間越長，部份的雜訊及截斷誤差逐漸累加成長

造成之結果。 

  第三：梅雨季節與秋雨季節時地形降雨的降水效率隨著環境水平

風速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風速越大，其降水效率越大，而降水網格

平均的降雨量變化情況也與降水效率的變化趨勢相同。而本研究中所

計算出的降水效率最大值約為 20%，是由於 3維地形不會強迫氣流堆

積迎風面，其降水會繞過山脊或往兩側山腰擴展，因此降水效率相較

於廖啟勳(2005)碩士論文之二維模擬所計算出來的值會較小。另外，

秋雨季節的環境熱力條件屬於較為穩定之狀態，水氣也較少，因此在

計算秋雨季節之降水效率的值僅有 1%左右的情況發生。 

  第四：模擬實驗發現，秋雨季節的降水皆發生在山脊處，並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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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降水的型態發生，即 Regime II的降水移動型態。而梅雨季節降水

的移動型態，則根據 Chen and Lin(2005a)針對四種 Regime之定義(圖

6.1)稍作修改，區分為四種 Regime： 

1) Regime I：在模擬時間初期會在山脊與迎風面產生對流性的降水，

而隨著時間變化，降水將會逐漸往上游擴展。 

2) Regime II：在靠近山脊的迎風面存在長延時性的對流降水。 

3) Regime III：在山脊區域具有長延時性的對流降水與層狀降水的混

合性降水發生，在模擬時間後期時，其降水會些微的往上游擴展，

並且部份降水往靠近山脊的背風面擴展。 

4) Regime IV：在山脊區域具有長延時性的對流性降水，或是層狀性

降水，也可能具有對流與層狀性的混合性降水發生，且下游處會

存在一獨立性的對流降水系統。而在山脊降水的區域與下游降水

的區域中間，不會有降水產生。其中 Regime IV有別於 Chen and 

Lin(2005a)定義之結果，在於山脊區域的降水有可能單獨以對流降

水的形式發生。 

而梅雨季節中，當 Fr 數小於 0.2時，降水移動型態以 Regime I為主，

而當 0.2＜Fr＜0.7時，降水將集中在山脊區域，即為 Regime II之形

式，並隨著 Fr 數越接近 0.7時，降水將逐漸被帶往背風面靠近山脊處，

是為 Regime III的降水型態，而當 0.7＜Fr時，部份降水將在下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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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即為 Regime IV。 

  第五：考慮梅雨季節與秋雨季節的盛行風向(即西南風與東北

風)，發現其降雨量隨著水平風速增加而增加。就降水的移動型態而

言，大致與梅雨季節西風個案以及秋雨季節東風個案中所判定出的降

水移動型態相類似，僅有少部份由於氣流接觸地形產生不同的偏斜程

度，造成不同的降水移動型態的產生。 

  第六：梅雨季與秋雨季改變盛行風向(即西南風與東北風)的實驗

中，在背風面均有單一背風面渦漩產生，其產生原因是由於氣流入射

角的改變，造成氣流接觸地形時，會因為不同的坡度與地形舉升造成

氣流不同的運動方式，使得部份氣流繞山部份氣流越山，造成背風面

單一渦漩的生成，而非類似西風個案與東風個案的對稱雙渦漩現象。 

  此外，本論文研究針對 Smith(1979)之見解，將模擬時間延長(t 

=72h)來做測試，測試模擬時間的增加(t >18h)是否會改變降水移動型

態之變化，以檢測模式 18小時的模擬結果是否受到模式 spin up的影

響。測試結果發現模擬時間的增加，並不會影響降水移動型態的變

化，故在本研究中所討論的 18小時之降水型態並未受到模式 spin up

的影響。 

  降水移動型態方面，相較於廖啟勳(2005)碩士論文利用 2維理想

地形所模擬的地形降雨結果，本論文研究在區分降水移動型態上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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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 IV的類型，且降水類型以 Regime IV居多，與廖(2005)的迎

風面降水類型(Regime I)佔多數有所不同。這是因為 3維地形場讓氣

流多了繞山運動的機制來繞過山脊，而不會只強制降水往上游堆積。

因此在降雨量的累積上，在本 3維模擬論文研究的實驗結果也比廖

(2005)之 2維模擬研究來的少，相對地降水效率與網格平均降雨量也

較 2維模擬結果來的少。 

  在本論文研究中，發現在相同 Fr 數的情況下，可能發生不同的

降水移動型態，因此若單從 Fr 數的變化來討論降水的物理特性可能

有所缺失。這是因為當氣流遇到地形時，氣流可能因為當時環境條件

及地形特徵的不同，而產生不同的偏斜軌跡；而氣流偏斜程度的差異

可能造成空氣塊部份繞山部份越山，導致局部的輻合，進而產生降水

特性的差異。因此未來可以利用軌跡線來討論氣流偏斜的效應，[如

Reeves and Lin (2008)文章中的 Fig. 11的方式]，或將 3維地形加入半

幅寬的變化來討論地形降雨的分佈，將有助於瞭解不同的氣流入射角

度所造成降水不同的水平分佈情形以及相同 Fr 數卻有不同之降水型

態的現象。同時也可加入其他物理參數來討論地形降水之變化情況，

例如 Rossby number (R0 = U/fLm)、Burger number(B = (N/f)(h/L)= R0/ 

Fr)、Rossby radius of deformation (LR = Nh/f)…等，也將有助於更進一

步的來討論考慮科氏力時，當氣流遇到地形時之變化情況。而垂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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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的變化以及地形形狀的改變(非鐘型地形)的影響，在未來的研究中

也可加入討論。此外，對於台灣地區地形降水機制的討論方面，未來

也可將理想的 3維鐘型地形改以台灣真實地形來模擬台灣地形降水

可能發生的情況，以求對於台灣地區在不同季節時的地形降水特性有

更深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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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列出本研究根據 Froude number所區分的 Regime與 Chen and 

Lin (2005a)所區分的 Regime差異，顏色標示為相異處。 

CAPE=2918(J/kg) 

Nw=0.0107(s-1) 
Chen and Lin (2005a)   

Froude number Regime My regime My case 
0.155 I I  
0.233 I II h2000_v05
0.331 I or II I h3000_v10
0.466 II II  
0.466 II III h3000_v15
0.623 III III  
0.701 III IV h2000_v15
0.934 III or IV IV  
1.402 IV IV  
1.868 IV IV  
 

表(4.2) 整理本研究梅雨季節的各實驗組 Froude number與相對應的

Regime。 

CAPE=2918(J/kg) 

Nw=0.0107(s-1) 
   

U(m/s) h(m) Froude number Regime 
3000 0.155 I 
2000 0.233 II 

5 

1000 0.466 II 
3000 0.331 I 
2000 0.466 II 

10 

1000 0.934 IV 
3000 0.466 III 
2000 0.701 IV 

15 

1000 1.402 IV 
3000 0.623 III 20 
2000 0.934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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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868 IV 
 
 

表(4.3)整理本研究梅雨季節西南風的各實驗組 Froude number與相對

應的 Regime。 

CAPE=2918(J/kg) 

Nw=0.0107(s-1) 
   

Uws (m/s) h(m) Froude number Regime 
3000 0.155 I 
2000 0.233 I 

5 

1000 0.466 II 
3000 0.331 I 
2000 0.466 II 

10 

1000 0.934 IV 
3000 0.466 IV 
2000 0.701 IV 

15 

1000 1.402 II 
3000 0.623 IV 
2000 0.934 IV 

20 

1000 1.868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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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整理本研究秋雨季節的各實驗組 Froude number與相對應的

Regime。 

CAPE=533(J/kg) 

Nw=0.0115(s-1) 
   

Ue(m/s) h(m) Froude number Regime 
3000 0.145 II 
2000 0.217 None 

5 

1000 0.435 None 
3000 0.289 II 
2000 0.435 II 

10 

1000 0.869 II 
3000 0.435 II 
2000 0.652 II 

15 

1000 1.304 II 
3000 0.579 II 
2000 0.869 II 

20 

1000 1.739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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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整理秋雨季節在東北風的各實驗組 Froude number與相對應的

Regime。 

CAPE=533(J/kg) 

Nw=0.0115(s-1) 
   

Uen(m/s) h(m) Froude number Regime 
3000 0.145 None 
2000 0.217 None 

5 

1000 0.435 None 
3000 0.289 II 
2000 0.435 II 

10 

1000 0.869 None 
3000 0.435 II 
2000 0.652 II 

15 

1000 1.304 II 
3000 0.579 II 
2000 0.869 II 

20 

1000 1.739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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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a)  Fr=0.466 (U=5m/s)        (4.1b) Fr=0.934 (U=10m/s) 

 
(4.1c) Fr=1.402 (U=15m/s)         (4.1d) Fr=1.868 (U=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Nw=0.0107s-1)時，風向為西風，山脈高度為 1000

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氣流線在 z =0.2km

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x =80~720k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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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00km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高度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200m。 

 
(4.1e) Fr=0.233 (U=5m/s)          (4.1f) Fr=0.466 (U=10m/s) 

 
(4.1g) Fr=0.701 (U=15m/s)         (4.1h) Fr=0.934 (U=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Nw=0.0107s-1)時，風向為西風，山脈高度為 2000

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氣流線在 z =0.2km

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x =80~720k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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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00km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300m。 

 
(4.1i) Fr=0.155 (U=5m/s)          (4.1j) Fr=0.331 (U=10m/s) 

 
(4.1k) Fr=0.466 (U=15m/s)        (4.1l) Fr=0.623 (U=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Nw=0.0107s-1)時，風向為西風，山脈高度為 3000

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在 z =0.2km氣流

線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x =80~720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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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200~1000km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700m。 

 
(4.2a) Fr=0.466 (U=5m/s)         (4.2b) Fr=0.934 (U=10m/s) 

  
 
(4.2c) Fr=1.402 (U=15m/s)       (4.2d) Fr=1.868 (U=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1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布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亮，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x =80~720k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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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0km )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200m。 

 
(4.2e) Fr=0.233 (U=5m/s)        (4.2f) Fr=0.466 (U=10m/s) 

  
 
(4.2g) Fr=0.701 (U=15m/s)      (4.2h) Fr=0.934 (U=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2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布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亮，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x =80~720k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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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0km )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300m。 

 
(4.2i) Fr=0.155 (U=5m/s)         (4.2j) Fr=0.331 (U=10m/s) 

  
 
(4.2k) Fr=0.466 (U=15m/s)        (4.2l) Fr=0.623 (U=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3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布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亮，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x =80~720k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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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0km )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7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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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為計算梅雨季節西風向 18小時地形降水的降水效率(LSPE)隨

風速大小的變化。 ][
][

qvCONV
PsLSP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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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為計算網格點平均降水隨風速不同的趨勢變化，即以[總降雨

量]／[降水網格數]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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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 I  
(4.5.a) 

 
Regime II 
(4.5.b)                         (4.5.c) 

   
(4.5.d) 

 



 65

Regime III 
(4.5.e)                        (4.5.f) 

  
Regime IV 
(4.5.g)                        (4.5.h) 

 
(4.5.i)                          (4.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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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k) 

 

上列(4.5)圖組為各組實驗 18小時的 Hovmöller diagram，(h1000_v05

代表山高 1000公尺，水平風速 5m/s，各組實驗名稱依此類推)，分別

以四種 Regime 來做歸類。橫軸為 x方向距離(km)，縱軸為時間(hr)，

等值線為每小時降雨量(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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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a)                          (4.6b)           

 
圖(4.6a)為山高 3000公尺，風速 10m/s時，雨水混合比 18小時平均

剖面圖(x=80~720公里，y=600公里) ，藍色等值線為水氣混合比。

(4.6b)為第 1小時的垂直速度(cm/s)與位溫剖面圖，其中色階為垂直速

度，等值線為位溫。 

 
(4.7a)              (4.7b) 

 

圖(4.7a)為山高 2000公尺，風速 10m/s時，雨水混合比 18小時平均

剖面圖(x=80~720公里，y=600公里)，藍色等值線為水氣混合比。(4.7b)

為第 8小時的垂直速度(cm/s)與位溫剖面圖，其中色階為垂直速度，

等值線為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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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a) h3000_v20                 (4.8b) h3000_v15 

  

圖(4.8a)為山高 3000公尺，水平風速 20m/s時雨水混合比 18小時平

均之剖面圖(4.8b)山高 3000公尺，水平風速 15m/s時之剖面圖

(x=80~720公里，y=600公里) ，藍色等值線為水氣混合比。 

 
(4.9a) h3000_v20               (4.9b) h3000_v15 

 

圖(4.9a)為山高 3000公尺，風速 20m/s時第 16小時的垂直速度(cm/s)

與位溫的剖面圖，圖(4.9b)為山高 3000公尺，風速 15m/s時第 14小

時的垂直速度(cm/s)與位溫的剖面圖，其中色階為垂直速度，等值線

為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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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a) h2000_v20                 (4.10b) h2000_v15 

  
(4.10c) h1000_v20                (4.10d) h1000_v15 

  
(4.10e) h1000_v10 

 

上列圖組(4.10a)~(4.10e)為山高 2000公尺，風速 20m/s、15m/s與山高

1000公尺，風速 20m/s、15m/s、10m/s時，雨水混合比 18小時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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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剖面圖(x=80~720公里，y=600公里)，藍色等值線為水氣混合比。 

 
(4.11a) h2000_v20               (4.11b) h2000_v15 

 
(4.11c) h1000_v20               (4.11d) h1000_v15 

 
(4.11e) h1000_v10 

 

上列圖組(4.11a)~(4.11e)為山高 2000公尺，風速 20m/s、15m/s與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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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公尺，風速 20m/s、15m/s、10m/s時，下游處開始產生降水的瞬

間的垂直速度(cm/s)與位溫的剖面圖，其中色階為垂直速度，等值線

為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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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a) Fr=0.466 (Uws=5m/s)      (4.12b) Fr=0.934 (Uws=10m/s) 

 
 
(4.12c) Fr=1.402 (Uws=15m/s)    (4.12d) Fr=1.868 (Uws=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Nw=0.0107s-1)時，風向為西南風，山脈高度為

1000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氣流線在 z 

=0.2km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實黑線為

地形等值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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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e) Fr=0.233 (Uws=5m/s)      (4.12f) Fr=0.466 (Uws=10m/s) 

 
 
(4.12g) Fr=0.701 (Uws=15m/s)     (4.12h) Fr=0.934 (Uws=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Nw=0.0107s-1)時，風向為西南風，山脈高度為

2000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氣流線在 z 

=0.2km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實黑線為

地形等值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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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i) Fr=0.155 (Uws=5m/s)       (4.12j) Fr=0.331 (Uws=10m/s) 

 
 
(4.12k) Fr=0.466 (Uws=15m/s)      (4.12l) Fr=0.623 (Uws=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Nw=0.0107s-1)時，風向為西南風，山脈高度為

3000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氣流線在 z 

=0.2km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實黑線為

地形等值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7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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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a) Fr=0.466 (Uws=5m/s)      (4.13b) Fr=0.934 (Uws=10m/s) 

  
 
(4.13c) Fr=1.402 (Uws=15m/s)     (4.13d) Fr=1.868 (Uws=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1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佈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量，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實黑線為地形等值

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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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e) Fr=0.233 (Uws=5m/s)      (4.13f) Fr=0.466 (Uws=10m/s) 

  
 
(4.13g) Fr=0.701 (Uws=15m/s)     (4.13h) Fr=0.934 (Uws=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2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佈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量，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實黑線為地形等值

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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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i) Fr=0.155 (Uws=5m/s)      (4.13j) Fr=0.331 (Uws=10m/s) 

  
 
(4.13k) Fr=0.466(Uws=15m/s)     (4.13l) Fr=0.623 (Uws=20m/s) 

  

圖示為模擬梅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3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佈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量，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實黑線為地形等值

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7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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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a) Fr=0.466 (Uws=10m/s)      (4.14b) Fr=0.934 (Uws=15m/s) 

 
 
(4.14c) Fr=1.402 (Uws=20m/s) 

 

圖示為山高 1000公尺時，在不同風速狀態下之垂直速度剖面，色階

為垂直速度，等值線為位溫。(4.14b)為第 18小時之剖面圖，(4.14a)

與(4.14c)皆為第 15小時，即下游處產生降水瞬間之垂直速度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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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為計算梅雨季節西南風向 18小時地形降水的降水效率(LSPE)

隨風速大小的變化。 ][
][

qvCONV
PsLSP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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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為計算網格點平均降水隨風速不同的趨勢變化，即以[總降雨

量]／[降水網格數]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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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 I 
(4.17a)                        (4.17b) 

 
(4.17c) 

 
Regime II 
(4.17d)                         (4.1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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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f) 

 
Regime IV 
(4.17g)                         (4.17h) 

 
(4.17i)                         (4.1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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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k)                         (4.17l) 

 

上列(4.17)圖組為各組實驗 18小時的Hovmöller diagram，(h1000_ws05

代表山高 1000公尺，水平風向為西南風，其風速為 5m/s，各組實驗

名稱依此類推)，分別以不同 Regime 來做歸類。橫軸為 x方向距離

(km)，縱軸為時間(hr)，等值線為每小時降雨量(mm)，山脊位於

x=460km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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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a) Fr =0.435 (Ue =5m/s)      (5.1b) Fr =0.869 (Ue =10m/s) 

 
(5.1c) Fr =1.304 (Ue =15m/s)     (5.1d) Fr =1.739 (Ue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Nw=0.0115s-1)時，風向為東風，山脈高度為 1000

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氣流線在 z =0.2km

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x =80~720km ，y 

=200~1000km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高度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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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e) Fr =0.217 (Ue =5m/s)       (5.1f) Fr =0.435 (Ue =10m/s) 

 
(5.1g) Fr =0.652 (Ue =15m/s)      (5.1h) Fr =0.869 (Ue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Nw=0.0115s-1)時，風向為東風，山脈高度為 2000

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氣流線在 z =0.2km

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x =80~720km ，y 

=200~1000km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高度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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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i) Fr =0.145 (Ue =5m/s)       (5.1j) Fr =0.289 (Ue =10m/s) 

 
(5.1k) Fr =0.435 (Ue =15m/s)      (5.1l) Fr =0.579 (Ue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Nw=0.0115s-1)時，風向為東風，山脈高度為 3000

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氣流線在 z =0.2km

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x =80~720km ，y 

=200~1000km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高度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7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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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a) Fr =0.435 (Ue =5m/s)      (5.2b) Fr =0.869 (Ue =10m/s) 

            
 
(5.2c) Fr =1.304 (Ue =15m/s)     (5.2d) Fr =1.739 (Ue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1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佈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量，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x =80~720km ，y 

=0~1200km )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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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e) Fr =0.217 (Ue =5m/s)       (5.2f) Fr =0.435 (Ue =10m/s) 

  
 
(5.2g) Fr =0.652 (Ue =15m/s)      (5.2h) Fr =0.869 (Ue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2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佈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量，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x =80~720km ，y 

=0~1200km )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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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i) Fr =0.145 (Ue =5m/s)       (5.2j) Fr =0.289 (Ue =10m/s) 

 
 
(5.2k) Fr =0.435 (Ue =15m/s)      (5.2l) Fr =0.579 (Ue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3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佈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量，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x =80~720km ，y 

=0~1200km ) 地形等值線從 200m開始，等值線間隔為 7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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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為計算秋雨季節 18小時地形降水的降水效率(LSPE)隨風速大

小的變化。 ][
][

qvCONV
PsLSP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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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為計算網格點平均降水隨風速不同的趨勢變化，即以[總降雨

量]／[降水網格數]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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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 
(5.5a)                        (5.5b) 

 
(5.5c) 

 
(5.5d)                        (5.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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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f) 

 
(5.5g)                        (5.5h) 

 
(5.5i)                        (5.5j) 

 

上列(5.5)圖組為各組實驗 18小時的 Hovmöller diagram，(h1000_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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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山高 1000公尺，水平風速 20m/s，風向為東風，各組實驗名稱

依此類推)，橫軸為 x方向距離(km)，垂直軸為時間(hr)，等值線為每

小時降水量(mm)，此 x-t圖計算區域為(x =0km~800km，y =6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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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a) Fr =0.435 (Uen =5m/s)       (5.6b) Fr =0.869 (Uen =10m/s)  

 
 
(5.6c) Fr =1.304 (Uen =15m/s)      (5.6d) Fr =1.739 (Uen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Nw=0.0115s-1)時，風向為東北風，山脈高度為

1000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氣流線在 z 

=0.2km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實黑線為

地形等值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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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e) Fr =0.217 (Uen =5m/s)       (5.6f) Fr =0.435 (Uen =10m/s) 

 
 
(5.6g) Fr =0.652 (Uen =15m/s)      (5.6h) Fr =0.869 (Uen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Nw=0.0115s-1)時，風向為東北風，山脈高度為

2000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氣流線在 z 

=0.2km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實黑線為

地形等值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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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i) Fr =0.145 (Uen =5m/s)       (5.6j) Fr =0.289 (Uen =10m/s) 

 
 
(5.6k) Fr =0.435 (Uen =15m/s)      (5.6l) Fr =0.579 (Uen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Nw=0.0115s-1)時，風向為東北風，山脈高度為

3000公尺時，當氣流在不同 Fr 數的情況下，第 18小時氣流線在 z 

=0.2km的變化情形，橫軸與縱軸分別為 x方向與 y方向。實黑線為

地形等值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7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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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a) Fr =0.435 (Uen =5m/s)       (5.7b) Fr =0.869 (Uen =10m/s) 

           
 
(5.7c) Fr =1.304 (Uen =15m/s)      (5.7d) Fr =1.739 (Uen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1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佈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量，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實黑線為地形等值

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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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e) Fr =0.217 (Uen =5m/s)      (5.7f) Fr =0.435 (Uen =10m/s) 

          
 
(5.7g) Fr =0.652 (Uen =15m/s)     (5.7h) Fr =0.869 (Uen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2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佈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量，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實黑線為地形等值

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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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i) Fr =0.145 (Uen =5m/s)       (5.7j) Fr =0.289 (Uen =10m/s) 

          
 
(5.7k) Fr =0.435 (Uen =15m/s)     (5.7l) Fr =0.579 (Uen =20m/s) 

  

圖示為模擬秋雨季節在不同的 Fr 數情況下，在山脈高度 3000公尺

時，18小時累積降水之水平分佈與 z =0.2km的水平風向量圖。紅色

箭頭代表水平風向量，色階為累積降水量(mm)。實黑線為地形等值

線，最外圍高度從 200m開始，地形等值線間隔為 7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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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為計算秋雨季節在東北風的情況下，18小時地形降水的降水

效率(LSPE)隨風速大小的變化。 ][
][

qvCONV
PsLSP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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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為計算網格點平均降水隨風速不同的趨勢變化，即以[總降雨

量]／[降水網格數]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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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  
 
(5.10a)                        (5.10b) 

 
 
(5.10c)                         (5.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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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e)                        (5.10f) 

 
(5.10g)                        (5.10h) 

 

上列(5.10)圖組為各組實驗 18小時的Hovmöller diagram，(h1000_en15

代表山高 1000公尺，水平風速 15m/s，風向為東北風，各組實驗名

稱依此類推)，橫軸為 x方向距離(km)，垂直軸為時間(hr)，等值線為

每小時降水量(mm)，山脊位於 x=460km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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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a)                          (6.1b) 

    
(6.1c)                          (6.1d) 

    
圖組(6.1)為 Chen and Lin (2005a)定義降水移動型態 I～IV之示意圖，

圖中 C代表對流降水，S為層狀降水，N代表沒有雲系的生成。空心

箭頭代表降雨擴展之方向，實心箭頭代表冷空氣擴展之方向。(資料

來源：取自 Chen and Lin, 200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