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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測站長期觀測數據分析之臺灣各季節降水垂直分布 

氣候特徵 

洪致文* 施明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8 日收稿；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0 日定稿) 

摘  要 

不同於過往區域降水研究僅在水平空間上討論地區性的降水分布，本研究利用各海拔高度

的降水觀測資料，聚焦於臺灣各地區在不同時節和不同海拔高度的降水資訊。藉由這些分析，

可瞭解除了地區降水的平均分布外，亦可知其在時間和垂直空間上的分布特徵以及相關的形成

機制，並為後續研究提供參考。 

分析結果顯示，梅雨季時的臺灣西北部，滯留鋒附近的劇烈中尺度對流系統向西移入陸

地，會在平地至高山形成強降水。夏季時雖然颱風也帶來廣泛性的強降水，然而另一降水來源

的熱對流系統卻偏好發展於較低海拔高度，使得兩者的貢獻加總後，夏季降水量隨海拔高度上

升而漸增，但高山地區降水卻又減少。西南部整體降水情況與西北部類似，降水主要集中在梅

雨季和夏季，不同之處在於西南部位於西南季風的迎風面，因此該地區雨季整體降水量比其他

地區更多。此外，夏季時除了颱風本身可為西南部各海拔高度帶來強降水，颱風環流和西南季

風形成的暖濕西南氣流也會在迎風面山坡造成災害性強降水，然而高山地區卻因為可降水含量

不足，因此雨水相對減少，使得夏季降水量極值主要出現在海拔2000 m以下區域。 

東半部的降水多集中在夏季至秋季，形成與西半部明顯不同的降水季節特徵。梅雨季時儘

管滯留鋒也會為東北部各海拔高度帶來明顯降水，然而由於位處鋒面對流系統移入路徑的背風

側，因此旺盛對流系統不易發展而較少強降水。夏季時由於東北部位於西南季風的背風側，因

此熱對流系統也較不易發展，然而該地區位於侵臺颱風的前線，颱風可為各海拔高度帶來強降

水，補充夏季時的雨量來源。秋季由於環境風場漸轉為東北季風，季風本身或與颱風形成的共

伴效應會在蘭陽平原的迎風面山坡帶來可觀降水，然而高山由於可降水含量下降，使得整體降

水量高值集中在海拔2000 m以下地區。東南部與東北部的情況類似，卻因為整體地勢高度較為

低矮，地形抬升作用造成降水的效果較不理想，以及並非如東北部般位於東北季風的直接迎風

面，因此整體降水量比起東北部較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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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類歷史上，水資源的取得是促成一

個文明出現的重要因素，而降水的變化往

往也是決定文明興盛或衰敗的關鍵(Haug 

et al. 2003)。由於降水在時間和空間尺度

的影響層面廣大，降水量的多寡更會直接

造成洪旱災害事件，形成對社會與經濟，

尤其是農業生產的重大影響，因此降水的

長期變遷無疑是全球暖化下最受各界關注

的議題(Meehl et al. 2000; Hsu and Chen 

2002; Hung and Shih 2019)。臺灣位處的東

亞地區常年受到季風吹拂，且島中央由趨

近南北向的險峻山脈橫貫，來自海洋的潮

濕大氣受到地形阻隔而沿著山脈迎風坡抬

升冷卻，飽和凝結後進而在迎風面產生大

量的地形降水(Britannica 2020)，因此對

臺灣而言地形降水佔了相當大的降水貢獻

比重。此外，來自梅雨季的梅雨鋒面以及

夏、秋季颱風和熱對流系統的降水貢獻，

島上年降水量相當豐沛且幾乎一年四季皆

有降水發生，有時日累積降水量甚可超過

100 mm (Chen et al. 2007; Xu et al. 2009)。 

儘管臺灣全年皆有降水機會，其卻有

著明顯時間及空間分布差異，且各季節造

成降水的主要天氣系統也不盡相同。以降

水時間分布特徵來看，除了位於冬季東北

季風迎風面的北部以外，臺灣其他地區多

有較為明顯的乾季和雨季分別。雨季通常

始於5月至6月的梅雨季，期間降水主要由

在臺灣附近徘徊的梅雨鋒面貢獻(Yeh and 

Chen 1998)。時序進入夏季，臺灣的主要

降水來源轉為由熱對流系統、颱風及伴隨

而來的西南氣流提供，盡可能地為全臺各

地水庫儲滿用水以渡過接續而來的乾季。

降水空間分布方面，相對於盛行風迎風面

的潮濕多雨，背風側地區往往天氣相對穩

定且乾燥，尤其臺灣山脈地勢多高聳險

峻，更加突顯迎風和背風側的地形降水量

差異。此外，高聳的山脈地形也可能使不

同海拔高度地區的降水出現差異。徐等

(2006)指出當高山地區超過一定海拔高度

後，由於引致地形降水的氣流向上推進力

量減弱，使得高海拔地區的降水不增反

減，該現象在他們分析高雄和屏東地區降

水特性的研究中得到了驗證。  

儘管雨季時各類天氣系統可為臺灣帶

來豐沛降水，以緩解中、南部在冬季乾期

時的用水不足窘境，然而梅雨及颱風往往

在短時間內帶來高強度降水，大量雨水落

於陡峭的地形上也經常導致洪澇和土石流

(Lin et al. 2002)。當梅雨鋒面接近時，由

https://journals.ametsoc.org/view/journals/clim/34/12/JCLI-D-20-0999.1.xml#bib6
https://journals.ametsoc.org/view/journals/clim/34/12/JCLI-D-20-0999.1.xml#bib39
https://journals.ametsoc.org/view/journals/wefo/22/5/waf1033_1.xml#i1520-0434-22-5-981-Yeh1
https://journals.ametsoc.org/view/journals/wefo/22/5/waf1033_1.xml#i1520-0434-22-5-981-Ye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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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周遭大氣處於極為不穩定的狀態且有豐

沛的水汽供應，臺灣時常遭遇中小尺度深

對流系統的影響，形成劇烈天氣現象而引

致災害(Charlier 2018)，因此每年準確地

預測梅雨降水量對於防災準備以及水資源

分配至為重要(Yim et al. 2015)。此外，夏

季午後發展旺盛的熱對流系統產生短延時

強降水、強風和雷擊(吳等 2016)，以及颱

風和西南氣流帶來可觀降水量，也都經常

導致臺灣各地出現重大災情(Chen and 

Chen 2003)。 

由於臺灣的地勢險峻，加上位於東亞

季風區，多樣的天氣系統輔以地勢的影

響，面積不大的島嶼在同一時間點，不同

地區可擁有截然不同的天氣表現。事實上

早在日本時代，科學家就理解到臺灣險峻

多山的地形能夠為垂直向大氣分析提供良

好的先天基礎。根據洪(2010)，當時出於

太平洋戰爭時期作戰飛機飛航及天氣研判

之目的，便利用臺灣該地理特性開始進行

大氣垂直觀測。由於當時大氣垂直觀測設

備不足又耗費龐大，為求得臺灣本島大氣

垂直剖面資訊，於是利用臺灣的高海拔山

岳特性，分別在1941年與1943年設立了日

月潭測候所與新高山測候所(今玉山氣象

站)，將臺灣西部的臺南、日月潭、阿里

山與新高山連成一氣提供大氣垂直狀況的

資訊。當時的新高山測候所位於二戰後重

測為海拔3850 m的玉山北峰，對於舊時的

航空技術而言，如此高度已足夠滿足飛行

所需資訊。至於北臺灣也有由臺北、竹子

湖測候所(今竹子湖氣象站，1937年開始

觀測)與臺北觀測所大屯山出張所(今鞍部

氣象站，1935年設立)，建構成屬於北臺

灣的大氣垂直剖面觀測網。 

為了清楚掌握各地區的天氣狀態，百

年來臺灣已建置了一套高空間密度的天氣

觀測網，除了有人員操作嚴謹觀測程序的

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外，更有為數眾多

的雨量站、自動氣象站補足觀測空間密度

上的不足之處。鑒於臺灣的氣象觀測網在

時間以及空間上有著優勢，過往研究區域

降水特徵時，科學家們多利用臺灣各處的

氣象觀測資料進行分析。Yen and Chen 

(2000)利用15座設於海岸的測站長期觀測

資料，分析並討論臺灣各地區的季節降水

特徵，然而這些分析的測站皆位於平地，

因此僅能反映臺灣的部分降水情況。為了

將平地以及山區的降水資訊納入，洪

(2012)蒐集全臺各地不同海拔高度，總數

逾1500座降水觀測站的資料，整合成一具

備區域整體降水特色的降水量觀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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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降雨指數」(TCCIP Taiwan Rainfall 

Index，簡稱TRI)。TRI指數將臺灣視為整

體一致來描述百年來每日的降水情況，儘

管該方法對於學界而言具有方便探討的優

點，卻也使得空間區域降水的差異被抹

除。Henny et al. (2021)也利用全臺各地不

同海拔高度的降水觀測資料，研究極端降

水在不同地區和季節的特徵以及長期變化

趨勢。儘管該研究的方法允許區域性探

討，其中自然也涵蓋不同海拔高度的降水

訊息，然而其結果在空間面向的呈現卻僅

限於水平方向，而缺乏垂直方向的細節分

析。事實上，仍有部分研究觸及垂直向空

間的降水特徵討論，Kao et al. (2013)探究

臺灣平地和山區降水的時間和空間變化特

性，雖各自詳細說明了不同降水特性之間

的關係，然而僅由海拔高度1000 m來區分

平地和山區測站，在垂直空間解析度方面

仍顯得不足。 

考慮到過去甚少研究詳細探討臺灣不

同海拔高度的降水特徵，以及中央氣象局

已建置了完整氣象觀測網，因此在測站總

數、空間分布密度，以及遍布不同海拔高

度方面均有著優勢，本研究便充分利用這

些特點，輔以其他不同單位的降水觀測資

料，以地理分區的方式探討臺灣不同海拔

高度的降水隨季節變化之特徵，並討論造

成這些降水特徵的天氣系統與可能機制。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將在第二節說明，第三

節將分別在水平及垂直空間上詳述降水隨

時間的分布特徵並討論其成因，最後將在

第四節總結分析成果。 

二、研究資料與方法 

綜觀臺灣百年來的降水資料，中央氣

象局所屬綜觀氣象站之觀測數據是學界最

常使用者。雖然綜觀氣象站具有嚴謹的觀

測程序，其產出之資料可信度佳且品質穩

定，然而自19世紀末的日本時代初期至

今，綜觀氣象站總數僅逾30個，以全臺氣

象觀測網密度而言仍顯不足。有鑑於此，

中央氣象局於1987年後開始致力於建置自

動氣象站的觀測網，以補足綜觀氣象站涵

蓋面不足的缺憾(洪 2012)。除了中央氣象

局綜觀氣象站和自動觀測站以外，另透過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

畫(TCCIP)，取得地方農田水利會所轄及

其他事業單位有長期觀測的降水量日尺度

資料(至2015年)，盡可能補足中央氣象局

觀測站在空間和時間上缺乏資料的部分。

透過結合上述單位的觀測資料，本研究建

構出臺灣自1897年至2021年間不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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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及海拔高度，總數1654個測站的日尺

度降水量觀測資訊，並使用經過月平均後

的數據，協助分析和交叉比較不同地區各

海拔高度的降水氣候特徵，以理解其中的

特徵差異。 

由於大氣環境以及地形起伏複雜，臺

灣不同地區之間擁有多樣的氣候特徵，本

研究依照各地不同的氣候特徵，將臺灣劃

分為四個地理區域並個別進行細部分析。

考量到臺灣中央山脈縱貫本島的東北-西

南方向，使得島上約略可以山脈分為東、

西兩側。在山脈高聳的地勢阻隔以及不同

季節盛行風的吹拂下，臺灣東、西半部的

氣候特徵往往有著明顯差異，因此若將臺

灣全島視為單一區塊來分析，東、西半部

兩個地區內各自的氣候特徵便會顯得不清

楚。為了解決該疑慮，本研究以山脈的陵

線將臺灣先分為東部及西部兩個區域，之

後再沿著北回歸線(23.5°N)將島嶼分為南

部和北部，最終形成四個不同的地理分

區。圖1呈現不同分區內的降水觀測站位

置，以及各分區的相對位置：NW區為西

北部，SW區為西南部，NE區為東北部，

而SE區則定為東南部。 

雖然臺灣已擁有高空間密度的氣象觀 

測網，然而圖1也清楚顯示絕大多數的測

站位於人口稠密且地勢相對平坦的西半部

(NW和SW區)，在人口相對稀少且地勢較

險峻的東半部(NE和SE區)，站點數量則

明顯較少。儘管氣象觀測站的數量呈現東

西不均的情況，然而以空間密度而言兩地

並無太大差異，且均有覆蓋各區域內的

低、中、高海拔地區，足以證明臺灣氣象

觀測網產出的降水資料在區域研究方面仍

有相當可信賴度。 

為了更清楚呈現該降水資料在時間以

及垂直空間上的分布，圖2a統計臺灣每年

以及每年各季有觀測數據的測站總數，可

得知無論是全年或是季節統計，地面降水

觀測站數量在1980年代前為穩定增加，並

自1987年自動氣象站加入降水觀測網後測

站數量快速上升。儘管於2000年左右有觀

測數據的測站數量達最高值後開始下跌，

然而整體仍維持約400個以上的站點數

量。測站的垂直空間分布方面，圖2b與圖

2c分別呈現測站在各地區內的海拔高度分

布以及各海拔高度區間內有觀測數據的測

站總數，可得知絕大多數測站分布於高度

500 m以下的低海拔地區，而海拔1000 m

以上的測站數量已相當稀少，海拔3000 m

以上的高山測站更是屈指可數，然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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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a)西北部(NW 區)、(b)西南部(SW 區)、(c)東北部(NE 區)及(d)東南部(SE 區)區域內各降

水觀測站的地理位置。 

為高海拔地區降水情況的參考依據已然足

夠。 

除了降水量分析以外，為了得知臺灣

本島陸上以及周邊地區的季節環境風場， 

本研究也取得全臺各地中央氣象局綜觀氣

象站和自動觀測站的風速及風向觀測日尺

度資料，建構出百年來臺灣地表觀測風場

資料庫，並將各測站的風速與風向數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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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灣降水觀測資料(a)每年和每年各季有觀測數據的測站總數、(b)各地區有觀測數據的測站

海拔高度分布及(c)各地區不同海拔高度區間有觀測數據的測站總數。 

間內插至對應網格點上，用以描繪島上的

季節風場資訊。此外，也透過歐洲中期天

氣預報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

Range Weather Forecasts ， 簡 稱

ECMWF)，取得1950年至2021年ECMWF 

Reanalysis v5 (簡稱ERA5) 1000 hPa氣壓層

的u、v風場月尺度重分析資料(Hersbach 

et al. 2020)，其資料擁有0.25°高空間解析



一一二年一月 洪致文      施明甫 8 

 

度優勢，可清楚呈現臺灣周邊地區的環境

風場細節資訊。 

三、臺灣降水的時空分布特徵 

(一) 臺灣降水的水平空間與時間分布 

為了同時理解降水在空間及時間上的

分布特徵，除了藉由定義臺灣各地理分區

的界線以將水平空間做更細節的劃分，在

時間區段的分配方面，本研究以自然季節

(洪 2009)的概念，將一年分為春季(2月至

4月)、梅雨季(5月至6月)、夏季(7月至8

月，颱風季前期)、秋季(9月至10月，颱

風季後期)以及冬季(11月至1月)，並計算

全年及上述各自然季節累積降水量的1897

年至2021年氣候平均值，結果呈現於圖

3。 

以全年的累積降水量而言(圖3a)，臺

灣的降水主要集中於山區，尤其在北部山

區出現最大值，而西南部與蘭陽平原南側

的迎風面也有不少降水。若將臺灣降水空

間分布以不同自然季節觀之，春季(圖3b)

時的春雨明顯集中於北部，尤其在基隆與

北海岸一帶出現最大值。降水隨著愈往南

方移動而逐漸遞減，在西南部地區達到最

小值。進入雨季後，受到梅雨季(圖3c)滯

留鋒面徘迴的影響，全臺皆有發生降水的

可能，在迎風面的西部山區降水情況更是

明顯。夏季(圖3d)以及部份的秋季(圖3e)

除了區域性的午後熱對流降水以外，全臺

皆可能受到颱風影響而有強降水發生的機

率，尤其當颱風北上遠離時，伴隨而來的

西南氣流更時常在西南部迎風面造成大量

降水。秋季(圖3e)由於環境風場逐漸轉為

東北風，搭配上蘭陽平原特殊的地理環

境，形成完美的迎風面並在該地引發大量

降水。此外，花東縱谷北段的迎風面也有

較其他處更多的降水情況。冬季 (圖3f)

時，因受東北季風影響，迎風面的東北部

是發生降水的主要地區；相反地，整個西

半部，尤其是嘉南平原一帶，在整個冬季

幾乎呈現乾燥少雨狀態。 

(二) 臺灣降水的垂直空間與時間分布 

儘管上述討論將臺灣在不同自然季節

期間各地區降水的水平空間特徵清楚呈

現，也可得知山區降水多明顯高於平地地

區，然而在垂直向空間的降水資訊細節仍

然不足。有鑑於此，圖4將劃分的臺灣四

大區域內各降水觀測站的全年累積降水量

進行1897年至2021年氣候平均，並依測站

海拔高度，由低海拔排列至高海拔的方式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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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a)全年、(b)春季(2 月至 4 月)、(c)梅雨季(5 月至 6 月)、(d)夏季(7 月至 8 月)、(e)秋季(9

月至 10 月)及(f)冬季(11 月至 1 月)累積降水量的氣候平均值(單位：mm)，地形等高線間隔

為 500 m。 

一般認知上，臺灣平地地區的降水量

多要明顯小於山區的降水量，然而詳細探

究各地區的分析結果後，發現降水量和海

拔高度並非皆為線性關係。以西北部(圖

4a)而言，儘管在約500 m以下高度的降水

量隨著海拔高度上升而增加，並在約500 

m至1500 m處維持一個高峰，直到海拔高

度拉升至約1500 m以上時，降水量才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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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高度而增加，然而在約2000 m達到降水

量峰值後，更高海拔高度處的降水量卻反

而略微減少。西南部(圖4b)的降水量與海

拔高度關係呈現出不同的結果，在約1000 

m以下的低海拔地區，降水量大致隨著海

拔高度上升而增多，並在約1000 m處達到

峰值。然而在更高海拔地區的降水量卻有

些滑落，直到約1800 m以上的高度降水量

才緩緩回升，並在約2500 m以上的山區大

致維持平穩，不再隨海拔高度上升而明顯

變動。東北部(圖4c)的降水量與海拔高度

關係較為特殊，雖然降水量極值出現在約

500 m的低海拔高度處，但該高度以上的

降水量卻是大量且持續減少，直到約2500 

m的高度後才略回升並持續到高海拔地

區。與其他地區相比，東南部(圖4e)的降

水量與海拔高度關係較為單純。降水量在

低海拔地區隨高度上升並在接近1000 m處

達到峰值，此後降水量隨海拔高度繼續攀

升而些微下降，惟東南部整體的地勢高度

較低，在缺乏高山測站的情況下少了海拔

1700 m以上的降水資訊。 

鑒於許多地區的全年累積降水量與海拔高

度呈現非線性關係，後續將類似分析方法

以不同自然季節呈現，以理解各地區在不

同時間的降水量與海拔高度關係，相

 

圖 4 臺灣(a)西北部(NW 區)、(b)西南部(SW 區)、(c)東北部(NE 區)及(d)東南部(SE 區)區域內各降

水觀測站全年累積降水量隨海拔高度變化的氣候平均值(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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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結果呈現於圖5。整體而言，臺灣南部

有著明顯的乾季和雨季分別，然而在北部

該差異大幅縮小，其降水量在一年之中的

變化幅度較為緩和。細看臺灣各地區的季

節累積降水量隨海拔高度變化，西北部

(圖5a)在春季和梅雨季時，降水量大致隨

海拔高度上升而持續增多，惟降水量增幅

僅在低海拔地區較高，其在500 m以上的

高度便明顯趨緩。夏季時的情況略有不

同，降水量在約500 m處達到最高，更高

海拔處則變成大略持平，但在超過1200 m

以上的高度則逐漸下降些許。秋季與冬季

兩者的結果較為類似，降水量皆為隨海拔

高度快速上升並在約500 m處達到峰值，

此後降水量轉變為隨海拔高度上升而略微

減少，直至高於海拔約1300 m後才回升。 

春季時，西南部(圖5b)中低海拔以下

地區的降水量隨著海拔高度上升而穩定增

加，並在約1800 m達到最大降水量後呈現

持平狀態。梅雨季和夏季時的降水型態略

有變化，降水量先是隨高度快速增加並在

約1000 m處達到最大值後出現不增反降的

情況，該下降持續到1800 m高度處才停止

並略回升，直到更高海拔的2500 m以上地

區才大致轉為持平狀態。值得注

 

圖 5 臺灣(a)西北部(NW 區)、(b)西南部(SW 區)、(c)東北部(NE 區)以及(d)東南部(SE 區)內各降水

觀測站的春季、梅雨季、夏季、秋季以及冬季累積降水量隨海拔高度變化的氣候平均值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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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圖5b中可見春季和梅雨季兩季節

的累積降水量數值差異極大，若以氣候的

角度觀之，該結果清楚標示著臺灣雨季來

臨的時間點。秋季的降水量隨海拔高度變

化特徵與先前在春季所見的結果類似，兩

季節較明顯的不同處在於，秋季時接近平

地的低海拔地區降水量隨海拔高度快速增

加，而在春季時則是呈現持續且緩和的上

升。冬季時的結果與梅雨季和夏季有些類

似，但出現降水高峰、減緩及回升的海拔

高度皆明顯較低，顯見冬季和雨季時期的

降水機制完全不同。此外，秋季和冬季間

降水量的大幅減少也清楚地說明著臺灣西

南部雨季的結束和乾季的到來。  

東北部(圖5c)在春季時，降水量在低

海拔處隨高度上升而快速增加，並在約

300 m至1200 m間維持降水高點，此後降

水量在更高海拔地區先是略為滑落，接著

維持平穩甚至些微上升。梅雨季時的結果

與春季類似，然而維持降水高點的海拔高

度範圍較廣，且在更高海拔地區的降水減

緩情形更輕微。夏季時的降水情況與其他

季節明顯不同，降水量在靠近平地的低海

拔地區先是隨高度上升而快速增加，此後

降水量增加幅度趨緩，並持續到最高海拔

的測站位置為止。秋季和冬季兩季節的降

水量與海拔高度關係頗為類似，除了累積

降水量的絕對數值差異以外，該兩個季節

的降水特性皆是平地較多，之後降水量在

海拔高度約100 m至200 m之間迅速減少，

而後又隨高度上升而快速增加，並在約

500 m處達到峰值降水量後，轉而隨著海

拔高度上升而迅速下跌，直至約2500 m以

上的海拔高度才緩步回升。值得留意的

是，臺灣其他地區雨季的降水量高峰期多

出現在梅雨季或颱風活躍的夏季，然而東

北部地區的降水高峰期卻明顯出現在秋

季，顯見該地區在地理環境上的獨特性，

使得傳統氣候認知的臺灣雨季高峰期發生

改變。 

除了累積降水量的絕對數值差異以

外，東南部(圖5d)在乾季和雨季，各自期

間內的各季節降水量隨海拔高度變化特徵

皆頗為相似。在相對少雨的冬季和春季

時，降水量在平地為一高值，隨著海拔高

度提升後，降水量卻隨高度而下降，直至

海拔高度約300 m處轉為隨高度上升而增

加，並在約1000 m以上高度維持平穩降水

量。在較多雨的梅雨季、夏季和秋季時，

海拔高度500 m以下的低海拔地區，除了

梅雨季時在接近平地處有些降水量小波動

以外，降水為隨高度上升而逐漸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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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維持平穩(秋季)或些微下降(梅雨季及夏

季)。此外，東南部與西南部一樣有著較

明顯的乾季和雨季之分別，較大的不同在

於經歷夏季的豐沛降水後，西南部入秋後

降水量大幅減少，而東南部的秋季則是維

持高點，甚至為一年之中發生最多降水的

季節，顯見縱使兩地在季節上有類似的氣

候特徵，地理環境的差異仍造成降水細節

上的不同。 

為了更清楚地呈現臺灣各地在一年中

不同時節的降水量與海拔高度關係，本研

究將各地區範圍內的降水測站以海拔高度

500 m作為分組間隔，並將各組的測站降

水量平均值以氣候平均年循環方式呈現於

圖6。此外，為了比較臺灣東、西半部的

降水隨高度變化特徵之差異，將西北部

(NW區)與西南部(SW區)合併成西半部

(NW+SW區)，東北部(NE區)與東南部(SE

區)合併成東半部(NE+SE區)，各自呈現

合併後區域內降水量隨海拔高度變化的年

循環特徵。 

從降水量的時間分布來看，臺灣西半

部(圖6a)主要發生降水的時間分別是5月

至6月的梅雨季以及7月至8月的夏季，且

兩主要降水期之間有一相對降水空檔。此

外，除了4月至9月期間降水較多以外，其

餘時節的降水量明顯較少。整體而言，西

半部一年之中的主要降水期呈現明顯雙峰

特徵，然而該兩個主要降水期在垂直向空

間卻有著不同的降水分布特性。梅雨季時

的降水量隨海拔高度上升而增加，且維持

在高值至最高海拔高度測站處，儘管在

2500 m至3000 m的高海拔地區降水量略微

下降，然而與其他高度觀測所得的降水量

數值差異不算太大。夏季時的降水量垂直

分布則有些不同，雖然在2000 m至2500 m

以下海拔高度的降水特性與梅雨季時類

似，但在更高的2500 m至3500 m則出現一

處明顯少雨區，直到3500 m至4000 m的高

海拔地區降水量才又增多。 

將臺灣西半部拆分成西北部與西南部

後個別分析，得知西北部(圖6b)的主要降

水期與西半部整體結果類似，皆為集中於

5月至6月的梅雨季以及7月至8月的夏季。

梅雨季時降水量基本上隨海拔高度上升而

增加，儘管在2500 m至3000 m區間出現小

幅降低，但在更高海拔地區的降水量又再

度增多。夏季時的結果有些不同，降水量

隨海拔高度上升而增加的情況止於海拔約

2500 m的高度，更高的山區降水量則呈現

反轉結果。 

西南部(圖6c)的降水時間分布也是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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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灣(a)西半部(NW+SW 區)、(b)西北部(NW 區)、(c)西南部(SW 區)、(d)東半部(NE+SE 區)、

(e)東北部(NE 區)及(f)東南部(SE 區)區域內，各高度組別的降水觀測站平均累積降水量的

氣候平均值年循環(單位：mm)。 

現雙峰特徵，分別在5月至6月的梅雨季以

及7月至8月的夏季出現降水高峰期，然而

整體降水量比起西北部明顯多了許多。梅

雨季時降水量隨海拔高度上升而快速增

加，並在1500 m至2000 m的區間出現降水

量極值，儘管降水在更高一些的2000 m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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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m區間有些緩和，但在更高海拔的山

區卻又再度增加。夏季時降水量也是隨海

拔高度上升而快速增加，並在約2000 m至

2500 m區間以下的各海拔高度區間出現相

當驚人的降水量，經常為該地區山坡地帶

來致災性豪雨事件，然而大量降水的情況

並沒有延續至高海拔地區，儘管高山降水

量與其他地區相近海拔高度相比仍然相當

可觀。 

從降水時間分布來看，臺灣東半部

(圖6d)的雨季也是始於5月的梅雨季，然

而與西半部10月後就漸漸進入乾季的情況

不同，東半部直到12月仍有不少降水量，

其乾季與西半部相比也較為潮濕。另一個

與西半部明顯差異之處在於，相較於西半

部的雙峰降水年循環分布，東半部則是呈

現降水集中於7月至10月間的單峰分布。

在該主要降水期，降水的垂直向空間分布

顯示2000 m以下的低至中海拔地區降水量

隨高度上升逐漸增多，然而在該高度以上

的區域，降水量轉為隨高度上升逐漸趨

少，直到3500 m至4000 m的高海拔處才出

現一微弱的降水量反轉。 

如同西半部的分析方法，將臺灣東半

部拆分成東北部與東南部後個別分析，可

知東北部(圖6e)降水始於5月的梅雨季，

大部分集中發生在夏季至初冬期間，並在

秋季時達到降水量峰值。與西半部相比，

東北部梅雨季的降水量相對較少，並平均

分布於各海拔高度區間。夏季時降水量隨

海拔高度上升逐漸增多，並在1500 m至

2000 m的區段達到最高，而後再隨高度上

升逐漸減少。秋季時的大量降水是東北部

與臺灣其他地區迥異之處，該季節降水主

要分布於海拔2000 m以下的山坡地且高山

地區未見大量降水，並在500 m至1000 m

和1500 m至2000 m兩個高度區段各自形成

降水量極值。進入11月的初冬後，降水情

況仍然明顯並且持續到12月左右，然而發

生較多降水的海拔高度卻逐漸遞減，代表

初冬時該地區的降水多發生在低海拔地

區。 

東南部(圖6f)的降水時空特徵與東北

部頗為類似，於5月的梅雨季以及隨後的

夏季逐漸增多，並在秋季時1000 m至1500 

m的高度區段出現最高降水量。然而東南

部的降水特徵並不全然與東北部相同，兩

地區主要差異之處在於東南部整體降水量

比起東北部少了許多，也不似東北部在初

冬時仍出現一定程度的降水。此外，由於

東南部整體的地勢高度較為低矮，因此缺

乏高海拔地區的降水資訊，然而藉由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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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降水量極值出現在1000 m至1500 m的

高度區段而非更高山區判斷，可得知該地

區秋季降水應也主要發生在中低海拔高度

的山坡。 

(三) 臺灣降水的氣候平均垂直分布特徵與

環流風場及可能機制之探討 

藉由上一節的分析，不僅得以一窺臺

灣各地區降水量隨時間的變化情況，也可

得知其在垂直空間上的分布特徵。這些降

水的時空分布特徵存在明顯的季節、地區

與海拔高度差異，其原因主要受到季節性

環境風場大幅轉變的影響，例如季風氣流

在迎風面地形舉升之下誘發對流系統在地

形上發展，或是暖季時熱力作用致使季風

帶來的潮濕大氣不穩定度上升，進而使地

區性的熱對流系統旺盛發展；除此之外，

特定季節內特有的外來天氣系統，例如梅

雨季的滯留鋒與夏、秋季的颱風，也會在

地理環境各異的不同地區帶來截然不同的

降水特徵。為了清楚理解各季節的風場配

置特徵，圖7結合了ERA5的1000 hPa重分

析u、v風場和臺灣本島的地面觀測風速及

風向數據，以1950年至2021年氣候平均方

式，清楚呈現臺灣及周邊地區在各自然季

節期間的環境風場。 

整體而言，臺灣附近的全年平均環境

風場(圖7a)由東北風主導，而在陸上的平

地地區，西半部大部分區域以及東半部皆

以東北風為主，嘉南平原及更南方的高屏

地區則轉為北風甚至西北風，然而山區由

於受到地形的影響風向較為紊亂，且有部

分氣流會跨越中央山脈吹向東半部，在遭

遇該地區的東北風環境風場後逐漸被併

入。春季時(圖7b)環境風場由東北季風主

導，該季節的風場與全年平均結果相當類

似，臺灣平地多數地區吹東北風，僅嘉南

平原為北風而高屏地區轉為西北風。山區

風向則主要受到地形影響，部分越過中央

山脈吹向東半部的氣流最後會併入東北風

的一部份。進入梅雨季(圖7c)後西南季風

逐漸建立，此時的臺灣西部周邊環境風場

轉為南風和西南風，東部周邊環境風場則

轉為東南風。陸上的部份，西半部平地普

遍吹起西南風，風進入山區後受到地形影

響變得較無規則，部分氣流橫跨中央山脈

進入東半部，使得位於背風側的東半部受

到地形以及環境東南風的干擾，氣流較為

紊亂。夏季時(圖7d)西南季風已完全建

立，臺灣周邊的環境風場多為西南風，僅

東北部周邊風向略為偏轉為東南風。西半

部平地地區與梅雨季類似，皆以西南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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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灣與周邊地區(a)全年、(b)春季(2 月至 4 月)、(c)梅雨季(5 月至 6 月)、(d)夏季(7 月至 8

月)、(e)秋季(9 月至 10 月)及(f)冬季(11 月至 1 月)風場的 1950 年至 2021 年氣候平均。 

主，山區也因地形關係風向較為紊亂，惟

跨越中央山脈吹至東半部的氣流較為減

少。東半部由於位於西南季風的背風側，

加上地形相對西半部更為複雜，使得夏季

時風向較無規則。進入秋季後(圖7e)東北

季風又逐漸主導臺灣周邊的環境風場，因

此西半部大部分平地以及東半部的平地皆

以東北風為主，並在嘉南平原及高屏地區

轉為北風或西北風，山區則因為地形的影

響而風向紊亂。冬季(圖7f)時臺灣周邊東

北季風更加強盛，比起秋季時的狀態，兩

者在陸地上的風場相當類似，但冬季時的

氣流走向更為明確，且出現部分氣流越過 

中央山脈吹向東半部，再併入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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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風的情況。 

綜合上述臺灣各季節環境風場的分

析，以及降水的氣候平均垂直空間與時間

分布，以下將透過本研究所分析出之結

果，與前人提出之各種機制綜合討論，分

析各區域內數種能帶來降水的天氣系統是

如何與其地理環境產生影響，最終形成區

域性的降水垂直分布特徵。 

在臺灣西半部的部分，西北部梅雨季

時的降水量比起夏季更多些(圖5a與圖

6b)，滯留鋒伴隨的劇烈中尺度對流系統

由海上向東移入陸地後，發展旺盛的對流

系統為首當其衝的西北部帶來大量強降水

(陳等 2001)，使得平地至山區皆累積可觀

降水量。夏季作為西北部另一個降水高峰

期，主要降水來源為熱對流系統降水以及

颱風，然而整體的降水量比起梅雨季稍少

些。一般而言，颱風的對流旺盛且發展高

度極高，一旦影響臺灣便可在各海拔高度

帶來廣泛性的強降水，然而西北部並非位

處西南季風的迎風側(圖7d)，除了颱風環

流本身帶來的強降水以外，不至於出現颱

風環流與季風加乘後引致的極端降水。熱

對流系統作為夏季的另一主要降水來源，

其成因為強烈日照加熱地表使得大氣不穩

定度提高，容易導致潮濕的空氣發展深對

流系統並形成短延時劇烈降水。然而過去

研究發現，午後熱對流系統最常發生於沿

著山脈走向的迎風面上，而非在較高海拔

的山區(林與郭 1996; 陳等 2001; Lin et al. 

2011; 林等 2012)。對此現象，Jou (1994)

分析發生於北臺灣山區的對流個案，發現

山區對流系統降水所產生的外流與上坡風

形成的輻合作用，有利於對流系統朝較低

海拔地區傳播並增強(Wilson and Schreiber 

1986)。由此可知，夏季熱對流系統對於

高海拔地區的降水貢獻趨於微小，其降水

有明顯的海拔高度侷限性，也使得夏季的

降水量高值集中在海拔2500 m以下的地區

(圖5a與圖6b)。 

由於雨季期間也是西南季風從逐漸建

立到發展成熟的時期，來自西南方溫暖潮

濕的季風帶來大量的水汽(圖7c與圖7d)，

為迎風面的西南部建立發生強降水的良好

條件，也因此儘管該地區主要降水期也是

集中於梅雨季以及夏季，其雨季降水量絕

對數值比起西北部大上許多(圖5b與圖

6c)。西南部梅雨季時的降水情況與西北

部類似，滯留鋒附近的劇烈中尺度對流系

統由海上向東移入陸地後，往往為迎風面

的西南部各海拔地區帶來致災性強降水。

此外，由於梅雨季也是西南季風逐漸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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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當滯留鋒在臺灣上空徘迴時，迎風

面的西南部往往位於鋒面的暖區，而西南

風帶來暖濕的大氣在高度不穩定的環境容

易發展地區性的對流系統。由於這些對流

系統偏好在較低海拔地區發展，因此其降

水主要發生於迎風面的山坡或平地，對於

高山地區的降水貢獻並不顯著。夏季時西

南部除了會直接接收颱風雨帶在各海拔高

度所帶來的大量降水以外，當通過臺灣東

北方海面的颱風漸朝東北遠離時，颱風南

側環流與西南季風加乘形成溫暖潮濕的西

南氣流，會在迎風面的西南部山坡受到地

形強迫抬升後，產生旺盛對流和劇烈降水

並經常導致嚴重災害(俞 1982)。然而西南

氣流造成的強降水似主要集中於海拔2000 

m或2500 m以下的迎風面山坡(圖5b與圖

6c)，對於更高海拔山區的降水貢獻反而

不顯著，推測其應為在相對低海拔地區大

量降水後，使得高山的可降水含量減少所

致。此外，由於西南季風暖濕空氣的吹拂

加上強烈日照加熱地表，西南部在該季節

也時常發生熱對流系統降水。如同西北部

的情況，由於熱對流系統偏好於較低海拔

地區發展，使得其降水主要發生在中海拔

以下的高度，形成西南部夏季降水量極值

集中在2000 m至2500 m以下地區的結果。 

鑒於西南部夏季時的累積降水量位居

全臺之冠，加上該地區的夏季降水型態很

大一部份是由颱風以及緊隨而至的西南氣

流所貢獻，本研究也利用Hung et al. 

(2020)對1950年至2014年間侵臺颱風的分

類，將7月和8月侵臺颱風日數較多的年份

(1961年 、1962年 、1972年 、1990年 、

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以及較少的年

份(1950年、1951年、1954年、1956年、

1957年、1958年、1970年、1983年、1988

年)挑出並個別平均後呈現於圖8。在不考

慮颱風侵臺日數的情況下，1950年至2014

年夏季累積降水量隨海拔高度變化的氣候

平均結果與先前在圖5b所見的結果非常類

似，降水量皆是隨海拔高度上升而快速增

加，直到在海拔約1000 m處達到峰值後，

降水量才隨高度上升而快速減少，並在約

1800 m以上的高度又稍微回升。若將夏季

侵臺颱風日數加以分類後，可得知侵臺颱

風日數的多寡與夏季整體降水量有著非常

明顯的對應關係，顯見颱風對於西南部夏

季降水貢獻的重要程度。儘管整體降水量

在不同分類之間呈現出巨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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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臺灣西南部(SW 區)各降水觀測站的夏季(7 月至 8 月)累積降水量隨海拔高度變化(單位：

mm)。黑線為 1950 年至 2014 年氣候平均值，紅線為颱風侵臺日數較多的年份平均值，藍

線為颱風侵臺日數較少的年份平均值。 

在海拔約1800 m以下高度的降水量垂直分

布特徵則沒有太大不同，意即在該高度以

下地區的降水特性更多是源於西南季風帶

來暖濕大氣發展而來的熱對流系統，其降

水主要發生在較低海拔山坡地。然而降水

量垂直分布特徵在海拔1800 m以上的山區

則出現較多差異，夏季侵臺颱風日數較少

時，高山地區既缺乏來自熱對流系統的降

水貢獻，也缺少颱風為各海拔高度帶來的

廣泛性強降水，因此高山降水量隨高度上

升而略下降；相反地，夏季侵臺颱風日數

較多時，颱風在為各海拔高度帶來豐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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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同時，高山地區也能因此受惠獲得大

量水份。然而高山地區降水量隨高度而增

加的情況止於海拔約2500 m處，這似乎與

前述西南氣流造成的強降水集中於該高度

以下的迎風面山坡，而非更高海拔山區之

情況頗為吻合，也顯示可降水含量對於高

山地區降水的重要性。 

臺灣東半部的部分，東北部降水主要

發生在夏季至初冬期間，並在秋季時達到

降水量峰值(圖5c與圖6e)，如此與西半部

各地區截然不同的降水時間分布特性，主

要與季節環境風場和東北部特殊的地理環

境有關。梅雨季時儘管由西向東移動的劇

烈對流系統仍會為東北部各海拔高度帶來

降水，然而由於東北部位於這些對流系統

移動方向的背風側，強對流系統不易在此

處繼續發展，因此梅雨季時該地區發生豪

雨的機率較西半部為少(王等 1984; 陳與楊 

1988)。夏季時環境風場為溫暖潮濕的西

南風，而東北部位於山脈的背風側(圖

7d)，相對於西半部地區較少出現熱對流

降水，也因為如此，颱風成為該季節主要

的降水貢獻來源。當來自西北太平洋上的

颱風直接或間接影響臺灣時，東半部由於

位處首當其衝的位置，颱風會在東北部各

海拔高度地區帶來廣泛性的強降水。時序

進入秋季和初冬，環境風場逐漸轉為東北

風(圖7e與圖7f)，位於東北部的宜蘭由於

地理環境特殊，容易在秋季時因東北季風

與通過臺灣附近或巴士海峽的颱風產生共

伴效應而發生超大豪雨，以及單純東北季

風帶來的細綿不絕地形降水(林 2018)，皆

使得秋季成為東北部的主要降水期。無論

是颱風和東北季風的共伴效應或是單純東

北季風吹拂，口袋狀地形的蘭陽平原接收

來自東北方的水汽，在平原南側或西南側

的迎風面山坡沿著地形抬升，機械抬升作

用使得大氣在這些地方飽和凝結並帶來大

量的降水。然而共伴效應產生的大量降水

多集中於迎風面的山坡，而非更高海拔的

山區，推測應與在相對低海拔地區的大量

降水致使高山可降水含量減少有關；而單

純東北季風的氣流相對較弱，出現地形降

水的海拔高度較低矮。這些大氣與地形之

間的關係解釋了秋季在500 m至1000 m和

1500 m至2000 m兩個不同海拔高度區間各

自出現降水量高值，且海拔2000 m以上的

降水量遠不如較低海拔地區的情形，以及

初冬時降水主要發生在較低海拔地區的結

果(圖5c與圖6e)。 

東南部的降水特徵與東北部類似，由

於東南部並非位於梅雨滯留鋒移入路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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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迎風面，因此儘管對流系統會帶來降

水，但降水量與西半部相比仍然少了許多

(圖5d與圖6f)。進入夏季後，東南部與東

北部皆位處西南季風的背風側(圖7d)，因

此相對於西半部地區較少出現熱對流降

水；相反地，由於位於侵臺颱風的前線，

因此無論直接侵臺與否，颱風皆可為東南

部各海拔高度地區帶來可觀降水。秋季時

環境風場逐漸轉為東北風，位處臺灣東側

的東南部接收了許多來自東北方的空氣

(圖7e)，並在該地區順著地形向上爬升而

產生降水，使得秋季仍是該地區一年之中

最主要的降水期。然而由於東南部不似東

北部位於東北季風的直接迎風面，加上地

勢相比其他地區較為低矮，機械抬升作用

致大氣飽和凝結的效果相對不理想，使得

秋季時東南部的降水量比起東北部低上不

少。至於冬季，由於東南部並非位於東北

季風直接迎風面的位置(圖7f)，使得該季

節的降水量比起東北部較少些。 

四、討論與結論 

臺灣的降水時間分布有著明顯的乾季

和濕季之分，冬季降水量較少且雨季時的

雨水集中於梅雨季和夏季落下，然而受到

季節性環境風場以及多山且地勢險峻的地

理特性影響，降水空間分布還存在著明顯

的水平及垂直空間差異。有鑑於此，本研

究沿山脈陵線以及北回歸線，將臺灣區分

成西北部、西南部、東北部以及東南部等

四大地理區域，並探討各區域內不同自然

季節(春季2月至4月、梅雨季5月至6月、

夏季7月至8月、秋季9月至10月、冬季11

月至1月)的降水特徵。 

整體而言，北部並無明顯的乾季和濕

季分別，意味著冬季仍有一定的降水量，

然而南部則明顯較為乾燥，尤其西南部在

該季節鮮少發生大量降水。5月以後，溫

暖潮濕的西南季風逐漸建立，梅雨季滯留

鋒伴隨的中尺度對流系統以及夏季時的熱

對流系統和颱風可為臺灣各地區帶來大量

降水，尤其颱風引入的西南氣流易在迎風

面的西南部產生致災性降水，因而梅雨季

和夏季被視為傳統意義上臺灣的雨季。相

較於外部移入的天氣系統(滯留鋒和颱風)

能為各海拔高度帶來廣泛降水，地區性熱

對流系統偏好在較低海拔的山坡或平地發

展，而西南氣流造成的強降水在高山地區

由於大氣可降水含量減少而有海拔高度侷

限性，皆使得較低海拔地區獲得額外的降

水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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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秋季後環境風場逐漸轉為東北季

風，儘管該季節仍可能遭受颱風影響，西

半部的降水量已逐漸減少；然而對於東半

部尤其東北部而言，秋季至初冬時為一年

之中主要的降水期。由於位處東北季風的

迎風面加上特殊的地理環境，在蘭陽平原

南側及西南側以及花東縱谷北段容易出現

可觀的降水量，若東北季風與颱風產生共

伴效應時，更會在宜蘭地區造成驚人的降

水量，惟高海拔山區受到可降水含量的限

制，強降水多集中發生在較低海拔地區而

未延續至高山。 

藉由以上討論，得以一窺臺灣本島除

了水平空間以外，在垂直空間上降水受到

季風、季節性天氣系統、地形的相互影響

結果，以及形成相關降水特徵的可能機

制。在各季節之中，由海上移入陸地的天

氣系統往往有著劇烈對流結構，能夠為臺

灣各海拔高度地區帶來廣泛性的強降水；

而地區性發展的熱對流降水以及與季風相

關的地形抬升降水則有海拔高度的限制，

較無法為高山地區帶來明顯的降水貢獻。

毫無疑問地，天氣系統的特性以及地形對

其產生的作用是決定一地降水量多寡的主

要因子，然而除了上述地理條件以外，一

些次要的自然因素也會對地區降水產生不

小的影響。根據徐(2015)，來自臺灣海岸

的潮濕空氣沿著地形爬升後，溫度下降飽

和凝結，通常於午後在海拔高度約 1000 

m 至 2500 m 左右的區域形成濃厚雲霧，

該區域是為獨特的山地霧林帶。由於山地

霧林的水文特性能夠充分攔截水平降水，

在乾季時可保存兩倍以上的降水量，並在

雨季時增加 10%的森林蓄水量，皆突顯山

地霧林帶在水土涵養方面的重要性。如此

局地環境影響大氣的情況，或許也可解釋

本研究在分析西北部和西南部降水量垂直

分布時所見，於上述海拔高度區間內出現

降水量再度回升的現象。由此可知，植物

對於一地降水量的垂直分布也會產生深刻

影響，更意味著進行水文分析時，除了單

純以大氣的角度切入以外，綜合考慮其他

面向對降水的貢獻也是必要之事，並提供

未來進行相關研究時一個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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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like previous researches mainly examining regional precipitation in horizontal spa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vertic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precipitation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through analyzing precipitation observation data at various altitudes in Taiwan, 

which provides useful messages for future studies in terms of temporal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regional precipitation as well as related mechanisms. 

During the Meiyu season in the northwest, the stationary front accompanying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s moves westward into the land, leading to heavy precipitation at all altitudes. 

In summer, typhoons bring extensive precipitation to lowland and mountainous areas, while the 

convection system, another main source of precipitation in this season, tends to develop at lower 

altitudes. Hence, the overall summer rainfall increases with height but gradually decreases in 

the mountains. The rainy condition in the southwest i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northwest, which 

also mainly occurs in the Meiyu season and summer. Aside from this similarity, the overall 

rainfall in the southwest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reaches another level as compared to other 

regions since this area is located on the windward side of the summer monsoon. In addition to 

typhoons with considerable precipitation at all altitudes in the southwest, the typhoon-mon-

soon-induced southwesterly flow also causes disastrous precipitation on the windward slopes; 

however, insufficient precipitable water vapor at high altitudes reduces precipitation in the 

http://www.ntnu.edu.tw/ntnu-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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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ains. All these contribute to a typical summer rainfall pattern with extreme values mainly 

seen at lower altitudes below 2000 meters.  

Most of the water precipitates in the eastern coast in summer and fall, showing a huge 

dissimilarity from the western coast. During the Meiyu season, the northeast is on the leeward 

side of the stationary front, which does not benefit frontal convection systems to further develop 

and therefore less frequent heavy precipitation is the result. Although the northeast is also on 

the leeward side of the summer monsoon, this region receives plentiful rainfall from most of 

the invading typhoons due to its location and therefore the tropical cyclone becomes a main 

water source at all altitudes. In fall, since the environmental wind field gradually changes to the 

northeasterly, the northeasterly alone or the accompanied effect with the typhoon brings con-

siderable precipitation on the windward slopes of the Yilan Plain, while most of the rainfall 

restricts at lower altitudes below 2000 meters. The precipitation pattern in the southeast some-

what resembles that in the northeast, yet the uplift effect caused by the topography does not 

effectively produce much precipitation due to the relatively low terrain in the southeast. In ad-

dition, the location of this region is not on the direct windward side of the northeasterly, which 

further creates a relatively unfavorable condition for rain to generate. 

 

Keywords: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precipitation, rainfall, Taiwan rain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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