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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 年西行通過台灣地形之海棠、泰利與龍王颱風三者再台灣附近時路徑受地形影響之反
應有所不同，其中海棠颱風有明顯路徑迴轉之現象。利用中央氣象局非靜力區域模式(NFS)進行
地形模擬實驗，顯示地形引起之似渦旋擾動與颱風行成類似雙渦旋效應，是造成颱風在台灣東部
海面偏折迴轉的主要原因。而是否會有迴轉現象和颱風侵台位置以及綜觀環境、颱風大小強度等
皆有關。

NFS15 公里解析於 7 月 17 日 12UTC 對海棠颱

一、前言

風進行預測結果如圖 1，模式顯示海棠颱風登

2005 年西北太平洋第 5 號海棠颱風在接近

陸前迴轉的路徑，若自 16 日 12UTC 起即將台

花蓮地區時，中心之移動於東部近海發生移速

灣地形設定為海洋面，則模擬路徑顯示在無台

變慢且逆時針打轉一圈後，才於宜蘭縣登陸。

灣地形存在時，颱風將以穩定的方向往西北移

葉等（2005）模擬研究指出海棠颱風的異常路

動。由圖 2 有、無台灣地形產生的低層風場差

徑主要受到台灣地形的影響，地形產生於台灣

異清晰可見由於高山對氣流之阻擋與分流作

西南部的山後似渦旋擾動，雖其強度在風速上

用，使得在地形下游背風處，產生地形引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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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 5ms ，此種類似雙渦旋互繞之現象可能

正渦旋，此渦旋的位置和有地形模擬的正渦度

即為造成海棠颱風在台灣附近打轉之原因。另

區相符，大致上為圖中黑色框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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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移除颱風平均移速 3ms ，似渦旋擾動和

葉等(2005)應用片段位渦反演方法進行診

颱風呈現質點中心互繞，質點中心的距離和似

斷分析(Wu et al, 2004)，顯示造成此時颱風路

渦旋擾動的強度（渦度）大小有關。片段位渦

徑改變之主要原因為位於低層且於颱風中心

反演分析發現副熱帶高壓對海棠駛流主要是

附近之流場。進一歩探討模擬第 7～15 小時由

向西或向北，中心西側的槽線對颱風中心移動

片段位渦反求方法，得到山後似渦旋擾動對海

之影響主要為向北，而在中心折轉時造成向東

棠颱風之導流，結果如圖 3 所示。由圖中可見

折轉之主要機制為颱風本身之環流所致。本研

模擬初期颱風路徑受山後擾動的影響主要是

究利用模擬測試進一步探討地形對颱風產生

往西北向移動，自第 10 小時開始對颱風有往

路徑迴轉之情形。

南偏的分量產生。此時海棠颱風路徑亦開始在
台灣東方近海往南偏折，而模擬颱風持續受到

二、數值模擬與分析

山後似渦旋擾動的影響向西南移動，至第 14
小時導引模擬颱風向西的分量轉變為向東，繼

研究引用中央氣象局非靜力區域模式

而向東北，使模擬颱風路徑產生一逆時針的迴

(NFS)，與中央氣象局作業所得之分析場。

轉。此渦旋擾動至 15 小時後慢慢消失，位渦

分析顯示，此時海棠颱風路徑主要受副熱帶高
壓導引。

海棠、泰利與龍王颱風皆在同年西進侵
台，惟三者在進台灣時行徑之反應並不相同。

若將此地形產生背風擾動的區域取代相

表 1 為此三颱風近台灣時的比較，其分別發生

同範圍但自 16 日 12UTC 起即使用台灣地形設

在七、八、九月，強度大致上相似，七級風暴

定為海洋面之 NFS 模式 17 日 12UTC 初始場，

風半徑龍王最小為 200 公里而海棠最大為 280

也 就是模 擬包 含擾動 渦旋 但無山 存在 之情

公里，速度方面龍王則較另兩颱風為快。由颱

形，圖 4 為此模擬的路徑與無台灣地形亦無擾

風 路徑可 見在 登陸前 颱風 大約都 通過 東經

動渦旋時之比較，顯示山後渦旋擾動造成模擬

124°、北緯 23.5°之位置，但路徑偏折的角度

颱風產生路徑偏折之現象，然而因為沒有台灣

以海棠最大、龍王最小。海棠颱風在登陸前於

地形存在，使得山後此渦旋擾動不易成長，所

東部近海發生迴轉的路徑，泰利颱風雖未見如

以對模擬海棠颱風迴轉的路徑影響不如有地

海棠迴轉現象，但在東部近海出現異常往南偏

形時明顯。

折的路徑。相較於海棠與泰利的異常路徑，龍

因此顯示，當颱風由東接近台灣時，因山

王颱風則快速西行通過台灣地形，並未產生偏

之影響，在山背風面產生似渦旋之擾動，而後

折的現象。在綜觀環境場方面，由三個颱風

此種擾動與颱風產生類似雙窩旋交互作用之

500hPa 高度場中 5880gpm 值比較發現龍王颱

現象，為類似海棠颱風在台灣東側面有異常廽

風較靠近 5880gpm 等高線，副熱帶高壓相對

轉路徑之主要原因。

較強梯度，使得環境駛流增大造成龍王的移速
較快。另一方面由高度圖亦可見海棠颱風強度

三、相對位置敏感性
Yeh and Elsberry(1993a, b)使用原始方程
式模式模擬研究理想流場的環境中地形對颱
風的影響，結果顯示路徑偏移的現象和颱風渦

和大小為三者之最，而龍王則半徑較小。
夫如數常被應用於判斷氣流遇到地形阻
礙物時的氣流運動型態。若使用夫如數探討此
些颱風受地形的影響，
夫如數定義為 Fr=U/NH

旋所處的位置有很大的關係。爲了解為何類似

其中 U 為上游之代表性風速；N 為氣流之

海棠颱風受台灣地形影響，產生路徑迴轉僅發

Brunt-Vaisala 頻率，表浮力大小或大氣穩定度

生在少數個案，應用類似 Yeh and Elsberry 之

大小；H 為氣流所遇山脈之高度。由於山高 H

作法，將模式中台灣地形和植被資料分別向南

為定值，高夫如數與低夫如數之不同，最主要

北移動 1 度，以檢試颱風渦旋和地形的相對位

即在 U 與 N 之不同，颱風接近 U 增加，當一

置改變時對颱風路徑之影響。

般 Fr＞0.5 時，亦即高夫如數時，氣流已有能

圖 5 為地形南北移動(亦即颱風所處的位
置較偏北)的結果，顯示颱風和控制實驗一樣

力爬山，而在低夫如數時(Fr≦0.5)，氣流以繞
山為主(Smolarkiewicz and Rotunno，1989)。

在通過台灣地形前產生迴轉的情形。而地形往

計算結果發現海棠颱風個案之夫如數最

北移則颱風渦旋的位置相對於台灣最南端的

大、泰利次之、龍王最小。顯示海棠颱風氣流

緯度，並未產生迴轉的路徑，而有類似分裂過

較易過山，以致在地形下游背風處易產生似渦

山之情形。這和 Chang et al. (1993)顯示由此位

旋擾動。由 850hPa 山後正渦度區清晰可見海

置侵台最易形成副中心之結果相似。

棠較大、龍王最小，由風場亦可看出地形下游
處海棠颱風個案的風速較大且颱風的半徑亦

四、不同綜觀環境之比較

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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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棠、泰利與龍王颱風近台灣時之比較。
海棠

泰利

龍王

2005/07/12-07/20

2005/08/27-09/02

2005/09/26-10/03

強度

53ms-1

51ms-1

51ms-1

半徑

280km

250km

200km

移速

20～25km/hr

20～25km/hr

25～30km/hr

0.58

0.51

0.42

發生
時間

侵台
路徑

綜觀
環境場

夫如數

850hPa
風場與
渦度場

圖 1 海棠颱風最佳路徑與台灣地形有無之 36 小時模擬路徑圖。

圖 2 7 月 17 日 12UTC 925 hPa 地形差異實驗之渦度場與風場。圖中黑色框表示地形實驗下游背
風處似渦旋擾動取代的範圍。

圖 3 7 月 17 日 12UTC 第 7-15 小時位渦擾動對海棠颱風駛流（925-500hPa）的貢獻。右圖為相
對應模擬颱風路徑圖。

圖 4 在無地形下，若初始場加入圖 2 黑框中之擾動時，颱風 36 小時模擬路徑(藍色)。同中黑
色路徑為無加擾動亦無台灣地形時之颱風 36 小時模擬路徑。

（a）

（b）

圖 5 台灣地形南（a）北（b）移動緯度 1 度時之 72 小時模擬路徑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