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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烈對流系統對飛航安全之影響 

--以2008年梅雨鋒面伴隨中尺度渦旋個案為例  

林得恩 林裕豐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 

摘要 

    劇烈對流系統所伴隨的亂流、閃電、雷暴、強陣風或風切等天氣現象，是飛行中最

危險的潛在因素。然而，我們對於其發生的環境條件特徵與對流結構特性，至今瞭解仍

相當有限，以致於在預報診斷及守視掌握上仍面臨嚴竣挑戰。因此，本文將利用美國國

家環境預報中心(NCEP/DOE) Reanalysis基本網格分析資料，探討2008年6月4-5日梅雨梅

鋒面伴隨中尺度對流系統(MCS)及中尺度渦旋(MCV)對台灣南部地區造成劇烈對流性降

水之天氣綜觀環境特徵。藉由氣象量場診斷，分析台灣南部地區劇烈對流生成與誘發機

制，以提供飛航安全作業面臨劇烈天氣變化時之因應及防範作為。 

    由初步的分析結果顯示，此期間台灣附近及南海地區受到滯留鋒面影響，低層風場

呈現一顯著風場切變之環境，期間鋒面有一中尺度渦旋生成於台灣海峽海部，此渦旋環

流中心的第一、四象限伴隨較劇烈之MCS發展，該對流系統於6月5日移入台灣南部地區，

並造成當日南部沿海地區日累積降雨量高達229亳米現象。分析顯示此中尺度渦旋南面

有一低層噴流存在，持續將南海一帶之暖、濕空氣帶入至氣旋南側及東南側，該區為一

輻合區，同時高層之輻散明顯增強，配合中高層的槽線系統移入，中低層位渦(PV)增強，

造成對流系統發展，是個案中MCS發展的重要激發機制。由水氣收支診斷顯示，水平方

向的水氣通量輻合為供應個案系統發展的主要水氣來源；另外，由渦度收支診斷分析則

顯示，渦度之增加主要來自於水平之風切渦度輻合作用(水平渦度平流作用則為負貢獻)。 

關鍵字:中尺度對流系統(MCS)、中尺度渦旋(MCV) 

一、前言 

隨著科技的進步，航空技術一日千里，除了人員訓練的質與量提升，航空器本身的

安全設計更是大幅度躍進。然而，在今日飛行過程中所遭遇的大氣環境，並未有所改變，

甚至有些特殊的危險天氣，更嚴重威脅現今高性能飛機的飛航安全，突顯出航空氣象對

飛機操作和飛航安全的重要性。其中劇烈對流所伴隨之亂流、閃電、雷暴、強陣風或風

切等天氣現象，更是飛行中最危險的潛在因素。因此瞭解劇烈天氣發生的潛在環境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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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因子，對於確保飛航安全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在台灣地區，每年五、六月春末夏初時，為冬季東北季風與夏季西南季風的轉換期，

是為「梅雨季」。此時，副熱帶太平洋高壓與大陸移動性高壓提供有利鋒生的運動變形

場，形成自日本向西南延伸經台灣至華南附近的鋒面，稱為「梅雨鋒面」。梅雨鋒面和

中緯度鋒面的不同點在於它的水平溫度梯度很小，但是濕度、相當位溫水平梯度很大，

而且低對流層存在明顯的風切線。梅雨鋒面是一個綜觀尺度的現象，但造成豪大雨的主

要天氣系統卻是中尺度對流系統（Chen，1992）。在此時期，伴隨梅雨鋒面的組織性中

尺度對流系統經常在華南地區生成之後沿著鋒面東移，並導致所經地區的豪大雨發生，

造成嚴重災害。Fang(1985)指出伴隨梅雨鋒面或鋒面低壓之有組織且生命期持久的中尺

度對流系統(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 MCS)是造成豪大雨及暴洪發生的最主要原因。

MCS內部氣流結構(前側上升氣流與後方下沉氣流)較一般積雲對流胞持續更長的生命

期、有組織性的線狀發展排列特徵，且常發現有中尺度渦旋(Mesoscale Convective Vortex, 

MCV)伴隨於MCS 中。 

2008年6月4日至5日期間，梅雨鋒滯留於台灣地區，其所伴隨之MCS亦觀測到MCV

伴隨其中，該有組織之對流胞由海面移入台灣南部地區，並造成豪大雨之劇烈天氣。本

文將透過資料診斷分析，探討當時大氣綜觀環境所呈現的特徵現象。使用資料為美國國

家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 Department of Energy, 

NCEP/DOE) Reanalysis經緯度網格分析場資料。該資料水平經緯度網格解析度為1.0° × 

1.0°，垂直有26層，每日有四筆(分別為0000、0600、1200及1800 UTC)；藉由氣象量場的

診斷分析，分析台灣南部地區劇烈對流之降水過程與誘發機制，以提供飛航作業面臨劇

烈天氣變化時之因應及防範作為。 

二、綜觀環境概述 

由海平面氣壓及風場分佈(圖1)顯示，6月4日至5日期間，台灣附近存在一滯留鋒，

該鋒面由日本南方海面向西南延伸經台灣地區至大陸華南沿海一帶。由6月 5日0000 

UTC時氣壓場可以分析出位於鋒面帶上有一中尺度低壓形成於海峽南部地區。 

由6月4日1700 UTC至5日000 UTC逐時之紅外線衛星雲圖(圖2)顯示，自4日1700 UTC

位於海峽南部地區開始有對流雲系形成，該對流雲系隨時間逐漸增強，並朝台灣地區接

近，至2100 UTC該對流系統前緣已移至台灣南部沿海，且該MCS組織發展完整，呈東北

-西南條狀分佈，2200 UTC該組織性之對流前緣雲系已移入台灣南部地區，此時雲系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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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展，至5日0000 UTC時達到最強，並持續移入台灣地區。由5日0000 UTC至0900 UTC

每三小時連續的可見光衛星雲圖(圖3)可以清楚看見，位於強對流雲系後方之雲系呈氣旋

式分佈(箭頭處)，氣旋環流中心清晰可見(但在紅外線雲圖中不易辨識出)，該雲系發展厚

度較淺，其移動方向跟隨在強對流雲系之後方(亦即朝台灣地區移動)。該氣旋式之雲系

結構於對流雲系移入台灣減弱後亦隨之減弱(0900 UTC)。由整合雷達回波圖(圖4)可以發

現，位於海峽上之回波呈勾狀分佈，該勾狀結構於前緣回波持續進入台灣南部陸地後逐

漸破壞。若配合可見光雲圖(圖3)可以發現，強降水回波分佈於氣旋環流中心東側(一、

四象限)，該區域雲系發展較為厚實，伴隨較強之降水現象，西側降水則明顯偏弱，多

為層狀雲系分佈；位於環流中心東側較強之對流組織則是直接朝台灣地區移入，並於當

日造成南部地區出現最大之日累積降雨量達229毫米(圖5)。 

 

圖1  2008年6月(a) 4日及 (b) 5日0000 UTC海平面氣壓（實線，間距為3hPa）及1000 hPa的風埸（全、半桿

風標分別表示5、2.5 1 −sm ）。 
 

06/04/1700 UTC 06/04/1800 UTC 06/04/2000 UTC

06/04/2100 UTC 06/04/2200 UTC 06/04/2300 UTC 06/05/0000 UTC

06/04/1900 UTC

圖2  2008年6月4日1700 UTC至5日0000 UTC每小時連續之紅外線衛星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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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08年6月5日0000 UTC至0900 UTC每三小時連續之可見光雲圖(箭頭處為氣旋環流雲系)。 

 

圖4  2008年6月5日0000 UTC至0900 UTC每三小時連續之整合雷達回波圖(dBZ)。 

 

 

圖5  2008年6月5日台灣地區日累積雨量分佈圖。 

由6月4日0000 UTC分析圖(圖6)顯示，此時低層925 hPa及850 hPa位於大陸廣東沿海地

區均可分析出一微弱之封閉低壓環流(圖6a、b)，由925 hPa之水氣輻合場及850 hPa之相當

位溫場可以分析該低壓區具有暖、濕之大氣環境特徵；在500hPa有一短槽伴隨正渦度位

於低壓系統上方，300 hPa槽線雖並不明顯，但該區域為一微弱的輻散場。由低層至高層

各量場分析顯示，此時之低壓系統適位於一有利低壓加深(或對流發展)之大氣環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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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5日0000 UTC(圖7)，該低壓系統移向東移至台灣海峽南部，由高度場及風場分佈顯

示，該低壓系統有略為增強，中低層(925-850 hPa)氣旋式環流更為明顯；同時經由925 hPa

水氣輻合場分析可以發現，該低壓環流的東-東南側有較強之輻合，且該區為西南風，

且風速相對較大，低壓南側之西南風場順勢將南海地區較暖溼的空氣帶入該輻合區內，

使得相當位溫明顯增加(圖7b)，而500 hPa的短槽伴隨正渦度亦隨之移入，高層300 hPa該

區的輻散強度明顯增加，系統在垂直方向的偶合條件相當配合，此現象可以初步說明為

何在低壓系統的東側至東南側一帶有較強之對流組織發展(低壓系統的西至西北側則無

上述條件配合)。 

綜合量場分析顯示，6月4日至5日期間適逢一梅雨鋒面滯留於台灣地區附近，伴隨

梅雨鋒面上的MCS，朝台灣海峽南部及台灣南部地區移入；在MCS生成位置後方(即MCS

之西南方)之層狀雲系區域內可以清楚觀測及分析出一MCV生成，並跟隨MCS移動進入

台灣地區。由地面至高層大氣提供對流有利發展的環境條件，使得MCS得以持續發展。 

 

 

圖6  6月4日0000 UTC之(a)925 hPa水氣輻合場(陰影部份，單位 114  10 −−− skgg )、風埸及高度場，(b) 850 hPa

相當位溫(陰影部份，單位K)、風埸及高度場，(c) 500 hPa渦度(陰影部份，單位 1510 −− s )、風埸及高度場，

(d)300 hPa輻散場(陰影部份，單位 1510 −− s )、風埸及高度場。(風場單位為 1 −sm ；高度場單位為g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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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同圖5，但為6月5日0000 UTC時各層量場分佈情況。 

 

三、分析結果與討論 

(一)、MCS生成與發展機制 

梅雨季豪雨發生時，在低層之梅雨鋒面南側經常伴隨有低層噴流(LLJ) 出現。

Chen(1982)與林(1999)研究認為低層噴流，提供有利天氣系統發展的環境條件，且低層噴

流位於潛在不穩定的大氣中，對MCS的生成經常扮演提供舉升機制的重要角色。

Akiyama(1975)強調梅雨鋒面上豪雨發生時，其南側的低層噴流進入鋒面區，造成水平水

氣通量的強烈輻合。在台灣和大陸華南地區，梅雨鋒面南側的低層噴流也都被認為是暖

濕空氣的輸送帶和促使豪雨發生的重要因子(Chen et al.1994）。Jou and Deng（1992）利

用雙都卜勒雷達資料分析TAMEX IOP13個案，發現在梅雨鋒面前一公里高度有明顯西南

低層噴流存在，風速可達20 1−ms ；此低層噴流在鋒面上所造成強烈輻合是對流的重要激

發機制。 

然而在本個案中，由850 hPa低層噴流分佈顯示(圖8) 6月4日及5日0000 UTC均有一噴

流條自台灣東南部外海向西南延伸經過台灣南部及其外海地區至南海一帶。另外，藉由

分析4日1200 UTC及5日0000 UTC 700 hPa風場、位渦場及垂直速度場分佈(圖9)可以發現，

4日1200 UTC位於海峽南部地區已有氣旋式環流存在(即MCV)，該渦旋於5日0000 UTC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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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增強，此期間位渦值明顯增加，且渦旋南側之西南風速亦隨之增強(即LLJ增強)，局

部風場輻合增強(圖7a)，使得上升運動分佈範圍增大，強度同時亦增強，且該垂直速度

最大值位於渦旋中心的東南象限(圖9)。藉由選取區域(東經116-120度；北緯20-23度)平均

渦度及垂直速度時間-高度剖面分析(圖10)，可見該區域最大渦度出現時間為5日0000 

UTC，最大值發生於850 hPa高度，正渦度向上伸展至400 hPa。然而，由垂直速度場分佈

可以發現，最大之垂直速度發生在4日0600 UTC，時間出現在最大渦度值之前，顯示強

對流區先移入該區，對流出現在最大渦度移動方向的前緣。最大渦度區仍有垂直運動伴

隨，但其值相對較弱。 

圖8  6月4及5日0000 UTC之850 hPa風速大於10
1−ms 區域分佈。 

 

(a) (b)

圖9  2008年6月(a) 4日1200 UTC及(b) 5日0000 UTC之700 hPa風埸（ 1 −sm ）、位渦(等值線，間距為1PVu；

1PVu 121610 −−−= smKkg )及垂直速度（陰影區，間距為0.2 Pa s-1）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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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2008年6月3日0000 UTC至6日1800 UTC逐時位於台灣上游區域平均(東經116-120度；北緯20-23度)相對

渦度(等值線，單位為 1510 −− s )及垂直速度(色階，單位為 1 −sPa ) 之時間-高度分佈。 
 

此外，分析6月3日0000 UTC至6日1800 UTC逐時位於台灣上游區域平均(東經116-120

度；北緯20-23度)之海平面氣壓及風速時間序列可以發現(圖11)，4日0000 UTC該區域之

氣壓開始快速下降，至5日0600 UTC時達到最低 (4日0000 UTC至5日0600 UTC其間氣壓約

下降近3 hPa)，隨後氣壓又快速回升；而在1000 hPa風速變化則與氣壓呈現負相關之分佈，

即風速於4日0000 UTC持續增強至5日0600 UTC達最大(約8.5 1 −sm )，隨後減弱。由於4日

0000 UTC至5日0600 UTC期間MCS逐增強發展，MCS發展至最強期間氣壓值降至最低，

且風速增強至最強。此外，由東沙(46810)探空分析顯示（圖12），個案期間的低層相對

濕度偏高、風場呈現顯著西南氣流，舉升凝結高度(L.C.L)為985 hPa，且當時環境大氣的

對流可用位能（CAPE）數值高達1109 22sm ，有利對流系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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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2008年6月3日0000 UTC至6日1800 UTC逐時位於

台灣上游區域平均(東經116-120度；北緯20-23度)海平

面氣壓(實線，單位為hPa)及1000 hPa風速(虛線，單位

為 1 −sm )時間序列。 

圖12 2008年6月4日1200 UTC東沙(46810)探空測站斜

溫圖。 

然而，藉由分析沿北緯22度，通過東經114至122度之經向風速、相當位溫及位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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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分佈(圖13)，以探討個案MCS所在的環境特徵及其伴隨MCV之垂直結構。結果發現，

4日1200 UTC時MCV中心於約位於東經116度，隨高度約略向東傾斜，其位渦有兩個極大

值分別位於800 hPa及500 hPa，位渦隨高度呈向東傾斜分佈。5日0000 UTC系統之南風風

速增強，位渦最大值位於700 hPa高度，且強度明顯增強，且由相當位溫分佈顯示，此時

近低層之位溫梯度較4日1200 UTC增大，顯示大氣呈現較不穩定之環境，此與林(2010)

研究2005年梅雨鋒面上之MCS發展相似。 

綜合以上分析顯示，位於MCV南側之噴流增強，除扮演傳送水氣之作用外，更適

時提供鋒面上有利之輻合條件，配合低層暖、濕大氣及有利對流發展環境，使得對鋒面

帶上之MCS得以持續生成及發展(圖2及圖4)。 

(a) (b)

 
圖13  2008年6月(a) 4日1200 UTC及(b) 5日0000 UT沿北緯22度，通過東經114至122度之經向風速( 1 −sm )、

相當位溫(白色等值線；間距為K)及位渦(色階，單位為PVu)垂直分佈。 

(二)、水氣收支分析 

   Qian et al.(2004)發現造成長江流域豪雨的水汽來源主要是透過LLJ來進行傳送；另一

方面，在鋒面上的對流潛熱釋放過程，額外增加了大尺度LLJ的中心風速，也增加了水

氣的傳送，這種正回饋過程使得鋒面上的降水得以維持。而Wang(2004)利用双都卜勒雷

達觀測資料，也驗證中低層大氣持續豐沛的水汽傳輸是造成梅雨季連續降雨的必要條

件。由於6月4日至5日期間，鋒面帶上之低壓系統的運動，由大陸沿海移出過程有增強

之趨勢，因此我們將透過計算台灣海峽區域平均(116-1200E；20-230N)之水氣收支來探討

水氣對於MCS發展的貢獻。由水氣方程(1)計算6月5日0000 UTC時之結果(圖14)顯示，水

氣增加的來源主要是由700 hPa以下之中、低層的水平水氣通量輻合作用項(紅線)的貢獻，

其最大值由1000 hPa向上遞減，垂直水氣通量輻合(綠線)與水平水氣通量輻合兩者呈現反

相位之貢獻，而剩餘項作用(藍線)則幾乎都是扮演負貢獻的角色。 

 

其中，為 q 為比濕，u 、 v 分別為x與y方向之水平風分量，ω 則為垂直速度， S 為



第五屆海峽兩岸航空氣象與飛行安全研討會論文集                                    2010.10台北 

 167

非絕熱參數， ρ 為密度。式中(A)項為局部水氣改變量，(B)項為水平水氣通量輻合，(C)

項為垂直水氣通量輻合及(D)為剩餘項。 

(三)、渦度收支分析 

Chen et al.(2008)利用片段位渦(PV)反演研究方法與渦度收支診斷發現鋒面主要受伸

展效應來維持，同時其逐漸向東擴展和緩慢南移則分別和水平平流與傾斜效應有關。而

本研究則是透過渦度方程(2)的計算來討探渦度各項作用在本次個案中的影響。 

 

其中，為ζ 為相對渦度，u 、 v 分別為x與y方向之水平風分量，ω 則為垂直速度， f 為

科式參數。式中第(A)項為淨局部渦度傾向項，(B)項為輻散項，(C)項為水平渦度平流項，

(D) 項為垂直渦度平流項，(E)項為傾側項及(F)項為行星渦平流項。因行星渦平流項數量

級較其它各項小，故在研究中不列入考量。 

由6月3日0000 UTC至6日1200 UTC區域平均之渦度傾向(圖15)分佈顯示，4日0000 

UTC開始渦度趨勢持續增強，最大之增加率於4日0600 UTC時達到最大，且發生於800 hPa

及500 hPa，5日0000 UTC渦度增加率開始轉為負值，即此時渦度開始減弱(或系統減弱)。

由渦度收支各項分佈顯示(圖16)，在MCS增強發展期間，渦度增加主要貢獻來自於渦度

輻散項(圖16(a))，最大貢獻來約在700 hPa以下，4日1800 UTC有最大值位於近地面層高度。

而水平渦度平流項(圖16(b))則扮演最主要之負的貢獻(除於4日0000 UTC出現正值)，尤其

自4日1200 UTC開始負回饋值持續增強，並於5日0600 UTC達到最大值，約位於900 hPa

高度。傾斜項(圖16(c))在700 hPa以下雖為正值，但其值相對於輻散項明顯較小，而垂直

平流項(圖16(d))在700 hPa高度以下則扮演較弱之負的貢獻。 

  

圖14  6月5日0000 UTC於區域(116-120E；20-23N)水

氣收支垂直剖面。黑色線為局部水氣改變量、紅色

圖15  2008年6月3日0000 UTC至6日1200 UTC區域平

均(平均區域為東經116-120度；北緯20-23度)渦度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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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為水平水氣通量輻合、綠色線為垂直水氣通量輻

合及藍色線為剩餘項。(單位為 13710 −−− ⋅ skgm )。 
之時間-高度分佈(等值線，間距為 -1-5 s 100.2× )。 

 

(a) (b)

(c) (d)

 

圖16  2005年6月3日0000 UTC至6日1200 UTC區域平均(平均區域為東經116-120度；北緯20-23度)渦度收支

時間-高度剖面(a)輻散項、(b)為水平平流項、(c)為垂直平流項及(d)為傾斜項。(各子圖中等值線間距為
-1-5 s 100.2× )。 

 

四、結論 

 飛行起降機場或飛航路線上所伴隨之劇烈對流系統，常常是導致我飛行安全維護

最嚴重的困擾之ㄧ，尤其對其環境條件的特徵與對流結構的特性，至今我們的瞭解仍相

當有限，導致在預報診斷及守視掌握上更大的挑戰。根據氣候資料統計顯示，台灣地區

豪大雨發生頻率的季節分佈，除了伴隨颱風外，主要出現在5、6 月的梅雨季，特別是5 

月中旬至6 月中旬的連續性降水期間，豪大雨的機率更達高峰。梅雨季華南與台灣地區

低層多盛行暖濕西南氣流，大氣環境多具潛在不穩度，若有適當的強迫作用，如鋒面或

低層噴流等系統提供輻合與舉升機制，即可能激發對流性降水發生。 

本文利用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CEP/DOE Reanalysis經緯度網格分析場資料，探討

2008年6月4日至5日梅雨梅鋒面伴隨MCS及MCV對台灣南部地區造成豪大雨劇烈天氣之

綜觀環境特徵。由初步的分析結果顯示，台灣附近及南海地區受到滯留鋒面影響，低層

風場呈現一顯著風場切變之環境，期間鋒面有一MCV生成於台灣海峽南部地區，此渦旋

環流中心的第一、四象限伴隨較劇烈之MCS發展，該對流系統於6月5日移入台灣南部地

區，並造成當日南部沿海地區之強降水事件發生。 

分析顯示此MCV南面有一低層噴流存在，持續將南海一帶之暖、濕空氣帶入至氣

旋南側及東南側，該區為一輻合區，同時高層之輻散明顯增強，配合中高層的槽線系統

移入，中低層位渦(PV)增強，造成對流系統發展，是個案中MCS發展的重要激發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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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氣收支診斷顯示，水平方向的水氣通量輻合為供應個案系統發展的主要水氣來源；

另外，由渦度收支診斷分析則顯示，渦度之增加主要來自於水平之風切渦度輻合作用(水

平渦度平流作用則為負貢獻)。藉由以上氣象量場診斷，讓我們瞭解梅雨季局部地區發

生劇烈對流條件環境特徵與誘發機制，進而提供飛航安全作業面臨劇烈天氣變化時之應

變作為，以確保飛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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