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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11豪雨事件氣象分析 

 

摘要 

2017 年的「1011 豪雨事件」是台灣地區自 10 月 11 日起連續五

日的豪雨事件，是一個典型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應所引起北部及東部

豪雨的案例。本次豪雨事件，在台灣北部及東部地區因為連續豪雨導

致低窪地區積淹水、山區土石流及道路坍方等災害發生。由於豪雨的

範圍相當的廣且累積雨量也相當的大，降雨規模在 13 日午夜達到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豪雨水災應變啟動的標準。本文針對此次豪雨事件進

行天氣類型與降雨特性的分析，同時也相較於過去 1992-2013年所發

生的熱帶氣旋與東北季風共伴所導致的台灣極端降雨事件。分析結果

顯示，在台灣秋冬季極端強降雨事件中，此類型天氣(熱帶氣旋與東

北季風共伴)所佔的比例相當的高，說明除了一般熟知的颱風梅雨天

氣類型外，這種天氣也是台灣防洪工作須嚴防的重點。 

 

于宜強、林欣弘、李宗融、朱容練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氣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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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11豪雨事件概述 

「1011豪雨事件」為 2017年 10月 11日至 10月 15日連續五日

因為卡努颱風的外圍環流與北方大陸冷高壓南下引進的東北季風在

台灣附近海域產生共伴效應所導致的豪雨事件，其中又以 13日至 14

日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及屏東縣山區

接連出現超大豪雨的降雨最為劇烈(當日雨量警示狀況如圖 1)。本次

豪雨經濟部於 11日就成立應變小組開始因應，13日隨著雨量快速累

積於晚間 21時將應變小組提升為經濟部二級開設，並於同日晚間 23

時 30 分再度提升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隨著卡努颱風持續

的西行，台灣地區的降雨於 15 日開始逐漸趨緩，且災情已控制亦無

擴大情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在 15 日 13 時 30 分撤除，經濟部應變

小組也隨後在 16日 6時解編。 

整場豪雨事件，台灣的防災單位針對 6 個縣市(30 鄉鎮市)發布

淹水警戒；4 個縣市(26 鄉鎮市)發布 229 條紅色土石流警戒；6 縣市

(25 鄉鎮市)197 條黃色土石流警戒；1 條中央管河川(淡水河)的水位

警戒。水庫蓄水量也快速增加，翡翠水庫、直潭壩、石門水庫、集

集攔河堰、牡丹水庫等五座水庫實施調節性排洪。在本次豪雨事件

發生前基隆市新山水庫、石門水庫因水庫水位接近下限，水利署曾

經發布基隆、桃園發布水情稍緊的綠燈，也在本次豪雨結束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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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情燈號調降回正常的藍燈。本次豪雨事件造成全台 6 個縣市共計

57 處積淹水災情傳出，全臺停電達 22,314 戶，新北市、宜蘭縣、花

蓮縣及台東縣等 4 縣市預防性疏散撤離共計 376 人，所幸全台並無

人傷亡。 

 

圖 1: 台灣地區 10 月 13 日 23 時 50 分雨量示警分布圖，達大豪雨縣市為新北

市、台北市、宜蘭縣。其中台北市北投區及宜蘭縣大同鄉達超大豪雨。 

 

二、 綜觀天氣分析 

根據台灣氣候歷史資料分析，台灣地區進入九月份後，就開始受

北方的大陸冷氣團影響，風向將轉為東北風。每當大陸冷氣團南下，

台灣地區東北季風將會增強，也使得台灣地區的溫度逐步下降。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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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台灣地區受太平洋高壓持續影響，直到 10 月上旬台灣北部地

區才開始感受到東北風所帶來的涼意。不過，此時西北太平洋至南海

的海面上，熱帶擾動的天氣系統仍持續活耀的發展，使得豐沛的水氣

可以從南方海面上傳送至台灣的東方海面，也使得 9月底以後宜蘭、

花蓮及台東地區就開始降雨不斷。 

10 月 11 日菲律賓東方海面一個熱帶擾動快速發展起來，增強為

熱帶性低氣壓，低壓中心緩慢地向北移動至巴士海峽東方，此時中國

北方的大陸冷氣團(中心氣壓已達 1040 百帕)也開始向南移動。12 日

熱帶性低壓的強度持續增強，晚間 20 時熱帶性低壓已增強至輕度颱

風的等級，命名為卡努，編號為今年第 21 號颱風，暴風圈也擴大至

100 公里。台灣地區正好位於大陸冷氣團與颱風之間，冷高壓所帶來

的東北風與卡努颱風的外圍環流剛好在台灣東北部海面發生合流現

象，根據過去 Chen et al.(2013)與龔等人(2014)的研究指出，秋季當颱

風與東北季風南北夾擊台灣地區時，容易在北部或東部地區產生豪雨

事件。13 日當颱風通過呂宋島移入南海，大陸冷高壓也開始東移出

海。此時的東北季風與颱風外圍環流共伴效應正逐漸加強。14 日隨著

颱風逐漸地西行，共伴效應所產生的降雨區也開始由北向南移動。東

北季風與颱風外圍環流的共伴效應直到 15 日颱風移至香港附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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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開始逐漸減弱。上述台灣地區綜觀天氣的變化如圖 2 所示。

 

圖 2：東亞地面天氣圖，(a)10 月 12 日 08 時；(b)10 月 13 日 08 時；(c)10 月 14

日 08 時；(d)10 月 15 日 08 時。(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三、 雨量分析 

本次降雨事件的名稱定為「1011 豪雨事件」是因為 10 月 11 日就

開始發生豪雨，以經濟部水利署啟動防災應變作業開始日作為命名。

根據 11 日至 15 日共計 120 小時台灣地區降雨累積的分析(如圖 3)，

這五日主要的累積降雨多發生在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及屏東縣泰

武鄉山區等地。五日總累積降雨的排名以屏東縣泰武鄉西大武山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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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總累積雨量為 1371.5 毫米為最大；其次為宜蘭三星鄉、大同鄉雨量

分別為 1,175 毫米、1,090 毫米；其他台東縣富里鄉、太麻里鄉及延平

鄉等五日總累積雨量也均破千。由於北部地區受颱風外圍與東北季風

共伴效應的影響時間比較早，宜蘭縣三星鄉清水雨量站(本事件總累

積雨量排名第二)在 11 日傍晚 18 時就開始出現明顯雨勢。屏東縣泰

武鄉西大武山站的明顯雨勢延遲至 13 日上午 8 時才開始。 

 

圖 3：10 月 11 日至 15 日(共計 120 小時)台灣地區累積降雨分析。(資料來源台

灣地區雨量觀測站，災防科技中心分析繪製) 

圖 4 為 10 月 12 日至 15 日豪雨示警圖，12 日降雨以北部地區為

主，達豪雨等級的縣市有新北市、台北市與宜蘭縣，其中宜蘭縣大同

鄉達大豪雨等級。13 日主要降雨區除了原來的新北市、台北市、宜蘭

縣外，花蓮縣、台東縣及屏東縣山區都出現豪雨等級的雨勢。14 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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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豪雨的區域向南移動，主要降雨以花蓮縣、台東縣及屏東縣為主，

宜蘭縣、新北市及台北市雨勢降至豪雨等級。15 日花蓮縣、台東縣及

屏東縣降雨雖然持續，由於東北季風與颱風共伴效應的減弱，降雨強

度明顯減弱。  

 

圖 4：10 月 12 日至 15 日台灣地區日降雨警示圖，黃色為 80-200 毫米，大雨等

級；橙色為 200-350 毫米，豪雨等級；紅色為 350-500 毫米，大豪雨等

級；桃紅色為超過 500 毫米，超大豪雨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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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011豪雨事件」的降雨特性，五日整場累積降雨主要分布

於東部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縣等三個縣，上述縣市共有五個雨量站

超過 1,000毫米的雨量(如圖 3)。本次事件的雨量觀測資料中，雨量

累積第一名的雨量站並不在上述縣市內，而是出現在屏東縣泰武鄉的

西大武山站，由於該站址設置在屏東縣與台東縣交界的大武山的陵線

附近，因此來自台東方向的降雨系統可以在西大武山站觀測到降雨訊

號。本次豪雨事件中， 24小時累積雨量最大是出現在屏東縣泰武鄉

西大武山站，西大武山站於 15 日凌晨 9 時 10 分測得 24 小時累積雨

量高達 755.5毫米；其次是台東太麻里金針山站於 15日上午 8時 20

分測得累積雨量達 651 毫米；第三名為 13 日 21 時 30 分宜蘭大同鄉

土場測得 607毫米的雨量；第四名為日 14日 4時 50分台北市北投區

竹仔湖測得 592 毫米的雨量。在短延時強降雨的分析(降雨延時小於

6小時)，最大時雨量出現在台東縣卑南鄉知本雨量站，知本雨量站於

15 日零時 20 分測得最大時雨量為 98.5 毫米；第二名、第三名時雨

量出現在台東縣分別為東河鄉都蘭(97 毫米，發生於 14 日 3 時 20

分)、卑南鄉射馬干(94.5毫米，發生於 14日 11時)，其次則為宜蘭

縣員山鄉福山植物園(89 毫米，14 日 10 時 50 分)、宜蘭縣大同鄉芃

芃(89 毫米，12 日 12 時 50 分)及台東縣太麻里鄉金針山(89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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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12時 50分)。三小時累積降雨量最高的前四名也都出現在台東

縣，最高為太麻里鄉金針山於 15 日 1 時 20 分測得的 210 毫米雨量

(各延時強降雨排序如表 1)，均為打破各縣市的歷史雨量紀錄。 

本次降雨的天氣類型是熱帶氣旋與東北季風共伴效應所造成，加

上台灣東部地形提供水氣抬升與阻擋的機制，降雨的型態多以長時間

累積大量降雨為主。豪雨期間台灣地區的淹水災情特性與短延時強降

雨所造成的快速淹水不甚相似，多以低窪地區的積淹水為主。由於山

區降雨量在長時間累積下相當可觀，新北市、宜蘭縣、花蓮縣與台東

縣的坡地土水均達飽合，水保局也針對上述四縣市發布紅色土石流警

戒。尤其新北市與宜蘭縣降雨時間較長的縣市，均有零星坡地災害或

道路崩塌的災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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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11 豪雨事件各延時累積降雨量排序表(資料時間：10 月 11 日 00 時

至 16 日 0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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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的特性討論 

本次「1011 豪雨事件」主要是由卡努颱風所誘發的。根據卡努颱

風的路徑圖(如圖 5)顯示，颱風在菲律賓呂宋島的東北方海面形成，

隨後穿過呂宋島北部陸地，於 13 日進入南海海域後向海南島方向前

進。台灣地區主要的強降雨是發生在 13-14 日，也就是颱風緩慢西行

通過東沙島南方海面的期間。此時是卡努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效應最

強的時間，卡努颱風外圍環流與東北季風共伴效應時序的結果如圖 6。

13-14 日在台灣東部海面，颱風外圍引進的東南風與大陸冷氣團所帶

來的東北風產生合流作用，兩股氣流引進豐沛水氣再透過台灣東部地

形的抬升與阻擋才導致東部地區降雨不斷。 

 

圖 5：2017 年卡努颱風(編號 20 號)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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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極端降雨事件(2015，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分析與

整理，1992-2013年期間因為熱帶氣旋與東北季風共伴，導致台灣地

區發生極端降雨的事件共有 12 場，另外 2009 年 10 月 5-6 日芭瑪颱

風在台灣海峽南部海面時，也因為外圍環流與東北季風共伴影響，導

致宜蘭縣、花蓮縣出現極端降雨，由於芭瑪發布過短暫的海上颱風警

報，因此分類在熱帶氣旋天氣類型之中。上述 13 場發生台灣地區極

端降雨的熱帶氣旋與東北季風共伴事件中，多發生在 9月至 12月份，

正值台灣的秋冬季節。統計台灣秋冬季期間的極端降雨的發生也多與

此類天氣有關，以宜蘭地區為例，1992-2013 年間 24 小時累積降雨

的極端事件中，前 15 名內有 5 次是因為熱帶氣旋與東北季風共伴天

氣類型所造成，約占 33%的比例。發生短延時強降雨極端事件中(3小

時及 6 小時延時降雨)，因為熱帶氣旋與東北季風共伴的天氣類型所

導致極端降雨也約占 33%的比率。倘若僅考慮秋冬季節(10月份以後)，

宜蘭地區因為熱帶氣旋與東北季風共伴所導致的極端降雨事件，在 24

小時累積降雨與短延時強降雨的比率分別為 71%與 76%。此天氣類型

為秋冬季節，引起台灣北部與東北部極端降雨的主要原因。 

雖然颱風是誘發本類型豪雨事件的主因，上述 13 場極端降雨事

件中，有 3場豪雨事件的熱帶氣旋未達颱風等級(為熱帶低壓)，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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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與東北季風產生共伴效應。根據龔等人(2014)研究指出，在東北季

風隨大陸冷高壓南下影響台灣地區的同時，熱帶氣旋只要位於菲律賓

呂宋島東岸至南海北側地區(可向西延伸至海南島附近)，都有機會與

東北季風產生共伴效應，導致台灣北部或東部極端降雨的事件。 

圖 6：卡努颱風與東北季風共伴時序圖 

 

五、 結語 

秋冬季節大陸冷氣團開始影響台灣地區，就是颱風季進入尾聲的

階段。這個季節生成於西北太平洋的颱風，多以偏低緯度的位置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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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賓，而較少直接侵襲台灣地區。倘若此時與東北季風巧遇並發生共

伴效應，例如過去的芭瑪颱風(2009)與梅姬颱風(2010)事件都是台灣

防災史上著名因為熱帶氣旋與東北季風共伴，導致極端降雨災害事件

的典型案例，本次「1011 豪雨事件」再次看出極端降雨事件分類中熱

帶氣旋與東北季風共伴的天氣類型是台灣防洪工作需嚴防的類型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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