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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雙瞳-藤原效應現象的模擬和觀察 

摘要:  

台灣夏秋雨季常有颱風侵襲，甚至有雙颱同時影響的歷史紀錄，對於雙

颱的產生和本身的交互作用，一直是引人注意的話題。本實驗的目的為利用

自然界的重力和科氏力所產生穩定的兩個水漩渦，模擬兩個颱風的交互作

用，並利用紅墨水來增加觀察的便利性，探索藤原效應的理論。 

由於器材的簡易特性,所以隨時都可操作,讓我們體會到複雜的原理可

用簡單的器材進行了解。對於實驗所得結論，除了和理論刎合之外,當中有

關水位高低和漩渦形成關係,孔徑大小變化對兩漩渦之間的拉扯,牽引,結合

的影響,更可以進一步深究。 

壹、研究動機: 

2006 年 9 月在看氣象報告時，播報員說台灣附近發生了三個颱風，可能

會引起藤原效應，而使颱風的威力增強，看到這個報導後，突然間對藤原效應這

個名詞感到興趣，所以上網查了相關資料；兩個颱風靠近到一段距離後就會破壞

彼此結構形成一個雨帶或是合成一個更強的颱風，就稱為藤原效應，而颱風是發

源於熱帶海洋的低氣壓，其中心的氣流是上升的，而周圍的氣流是呈逆時鐘方向

向內流入。至於為什麼會呈逆時鐘向內流入而形成漩渦狀？原來是因為科氏力所

造成的結果，什麼是科氏力？科氏力是指北半球運動的物體受到地球自轉的影響

而向右偏，本來向中心流入空氣再受到向右偏的力量牽引使得空氣呈逆時鐘方向

向內流入而使得颱風的中心呈現颱風眼的現象。 

 

   科氏力的影響除了颱風會形成颱風眼外，亦會對其他運動的物體造成影響，

例如在洗完澡後把蓋子拔去時，水亦會呈逆時鐘方向向內流入而造成水漩渦。看

到以上這些資料後我突然靈機一動，如果用水來模擬空氣來看藤原效應，是否就

可以很清楚的了解藤原效應，所以我們幾個同學就去請教老師，是否可以以水流

來模擬空氣，以水漩渦模擬颱風？根據老師的說法其實這個想法是可行的只是其

中有許多的異同之處： 

1.空氣是經常流動的，而靜止的水是否一樣會流動。根據布朗運動的說法靜

止的水其內的水分子一樣是流動的，所以以水模擬空氣其實是可以的，其

中的差別只在於水的黏滯係數比較大，而空氣的黏滯係數比較小，另外，

大氣和液體壓力的內部狀況也頗類似。 

2.颱風的中心氣流是上升的，周圍空氣是呈逆時鐘方向向內流入，而水漩渦

的中心水流是下降的，周圍水流也是呈逆時鐘方向向內流入，既然是考慮

藤原效應的影響，所以垂直方向的流動其實並不重要，而周圍水平方向受

離心力(科氏力)影響的氣流才是考慮重點，所以以水漩渦模擬颱風其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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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行。 

貳、研究目的：用兩個水漩渦來模擬颱風，觀察水漩渦水分子流動的情形。 

參、研究設備及器材： 

    1.四個長方體箱子    2.水管           3.鑽孔設備 

    4.油性筆            5.長尺           6.膠帶 

    7.去漬油            8.紅色打印水     9.數位相機 

   10.滴管             11.隔板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水漩渦的製作 

1.找一個長方體容器，長: 84.5cm 寬:45.5cm 高:16cm，在其底座中央處挖一

個直徑 1.3cm 的小洞。如下圖(一) 

2.小洞貼上膠帶，桶子裝水約 9.5 cm 高，把膠帶撕掉並滴上紅色打印水觀察

水漩渦的形成。 

3.水漩渦形成時，觀察水分子的流動情形，測量水漩渦形成時，大約離底面幾

公分處?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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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兩個水漩渦的製作 

1.找一個方形容器長 84.5cm.寬 45.5cm.高 16cm，在長方體容器的底部處挖八

個直徑 1.3cm 的小洞，使二個小洞相距 15cm，30cm 和 60cm 。如下圖(二) 

圖(二)，圖(三)，圖(四)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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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把每個小洞都貼上膠帶，裝水裝到 9.5cm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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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相距 15cm 兩小洞的膠帶撕去後滴上紅色打印水觀察漩渦的形成情形，測

量水漩渦形成時，大約是底面幾 cm 高處？ 

4.觀察形成兩個水漩渦水分子的流動情形。 

5.把每個小洞都貼上膠帶，裝水裝到 9.5cm 高。 

6.把相距 30cm 兩小洞的膠帶撕去後滴上紅色打印水觀察漩渦的形成情形，測

量水漩渦形成時，大約是底面幾 cm 高處？ 

7.觀察形成兩個水漩渦水分子的流動情形。 

 

三.一大一小兩個水漩渦的製作 

1.找一個方形容器長 84.5cm.寬 45.5cm.高 16cm，在長方體容器的底部處挖四

個直徑 1.3cm 的小洞，另一邊挖四個直徑 2.0cm 的小洞，使二個小洞相距

15cm，30cm 和 60cm 。如下圖(五)，圖(六)，圖(七) 

圖(五): 

 

圖(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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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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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每個小洞都貼上膠帶，裝水裝到 9.5cm 高。 

3.把相距 15cm 兩小洞的膠帶撕去後滴上紅色打印水觀察漩渦的形成情形，測

量水漩渦形成時，大約是底面幾 cm 高處？ 

4.觀察形成兩個水漩渦水分子的流動情形。 

5.把每個小洞都貼上膠帶，裝水裝到 9.5cm 高。 

6.把相距 30cm 兩小洞的膠帶撕去後滴上紅色打印水觀察漩渦的形成情形，測

量水漩渦形成時，大約是底面幾 cm 高處？ 

7.觀察形成兩個水漩渦水分子的流動情形。 

8.把每個小洞都貼上膠帶，裝水裝到 9.5cm 高。 

9. 把相距 60cm 兩小洞的膠帶撕去後滴上紅色打印水觀察漩渦的形成情形，測

量水漩渦形成時，大約是底面幾 cm 高處？ 

10. 觀察形成兩個水漩渦水分子的流動情形。 

四.兩個中間有隔板分開時水漩渦的製作 

 1.找一個方形容器長 84.5cm.寬 45.5cm.高 16cm，在長方體容器的底部處挖八

個直徑 1.3cm 的小洞，使二個小洞相距 15cm，30cm 和 60cm 

2.把每個小洞都貼上膠帶，裝水裝到 9.5cm 高。 

 3.在容器中間加入寬 45.5cm 長 40cm 的隔板。如下圖(八) 

4.把相距 15cm 兩小洞的膠帶撕去後滴上紅色打印水觀察漩渦的形成情形。 

5.在隔板兩邊加以擾動，當隔板兩邊水漩渦均成逆時針轉動時，拿開隔板觀察

兩個水漩渦水分子的流動情形。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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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一個水漩渦形成時,水分子的流動的連續圖。水漩渦形成時離底面 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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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兩個水漩渦相距 15cm 時, 水分子的流動連續圖。水漩渦形成時離底面 6.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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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容器兩個水漩渦相距 15cm 時, 水分子的流動連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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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兩個水漩渦相距 30cm 時, 水分子流動情形的圖。 

 

藤原效應的衛星雲圖 

 
 

四.大小兩水漩渦相距 15cm 時,水分子的流動連續圖。水漩渦形成時離底面 6.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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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小兩水漩渦相距 30cm 時,水分子的流動連續圖。水漩渦形成時離底面 6.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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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大小兩水漩渦相距 60cm 時,水分子的流動連續圖。水漩渦形成時離底面 6.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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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兩個水漩渦相距 15cm 時,中間有隔板分開時水分子的流動連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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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板兩邊水漩渦均成逆時針轉動: 

 
拿開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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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兩邊水漩渦均成逆時針轉動: 

 

2 號水漩渦由逆時鐘方向轉變成順時鐘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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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討論: 

一. 何謂藤原效應？ 

藤原效應（fujiwhara.effect，又稱雙颱效應），就是當兩個颱風，距

離接近一千公里左右時，產生相互作用，繞著以兩個颱風中心連成的軸線，

以逆時鐘方向旋轉，而旋轉中心位置，則以兩個颱風的強度來決定。 

   一般來說，藤原效應發生時，兩個颱風會產生拉扯，或改變方向，通常

較小的颱風走得快些，較大的走得慢些，有時可能合而為一，由於該現象， 

是由日本氣象學者藤原櫻平在一九二一年發現，故稱為藤原效應。 

二.造成科氏力的原因？ 

      『科氏力』簡單的講法：因地球自西向東轉的緣故，物體在北半球運動時，

將感受一個向右的偏向力；而在南半球運動時，將感受一個向左的偏向力，

此力稱為科氏力（Coriolis  force）。 北半球會向前進方向的右側彎曲，

在南半球則會向前進方向的左側彎曲，為什麼颱風的旋轉方向在北半球是逆

時鐘、在南半球是順時鐘？除了氣壓梯度力和摩擦力之外，地球大氣氣流與

海洋主要是受到科氏力(離心力的分力)的影響而造成的。 

三.颱風如何生成？ 

     颱風的成因，至今仍無法十分確定，但已知它是由熱帶大氣內的擾動發展

而來的。在熱帶海洋上，海面因受太陽直射而使海水溫度升高，海水容易蒸

發成水氣散布在空中，故熱帶海洋上的空氣溫度高、濕度大，這種空氣因溫

度高而膨脹，所以很容易上升，發生對流作用，同時周圍較冷空氣流入補充，

然後再上升，如此循環不已，終必使整個氣柱皆為溫度較高、重量較輕、密

度較小之空氣，這就形成了所謂的「熱帶低壓 」。然而空氣之流動是自高氣

壓流向低氣壓，四周氣壓較高處的空氣必向氣壓較低處流動，因而形成

「風」。也就是使四周空氣加快向漩渦中心流，流入愈快時 ，其風速就愈大；

當近地面最大風速到達或超過每秒 17.2 公尺時，我們就稱它為颱風。 

熱帶性低氣壓是發展於熱帶海洋上的低壓系統，在地面天氣圖上是可繪出封

閉等壓線的環流，至少有一圈。熱帶性低氣壓如能繼續發展，衛星雲圖上可

看到雲區擴大，同時氣壓降低風力增強，當風力增大到每秒 18 公尺時，就

變成一個輕度颱風。一般要在南、北緯 5度以上，才有夠大的科氏力使氣流

形成低氣壓環流。所以颱風要誕生也不容易，必須許多條件配合。 

颱風是一個氣壓很低的低氣壓，氣流以逆時鐘方向向中心旋入，風力從外向

內逐漸增強，到中心附近達到最強，但中心卻是雲量稀少、風力微弱，中心

的中空地區稱為颱風眼。 

  四.兩漩渦交互作用的觀察： 

    ○1 本組發現孔徑若太大，流出水量過大，造成觀測時間不夠充裕，兩個漩渦 

      之間互相影響，比較難以觀測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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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若使用直徑 1.3cm 的兩孔徑，則可觀察出：較弱的漩渦由逆時鐘方向改為  

      順時鐘方向。    

    ○3 由此可推測：當兩颱風互相接近即將合併時，勢必會造成較弱的颱風受較 

      強颱風的影響，而改變旋轉方向。 

柒、結論: 

一.利用自然界的重力和離心力產生的科氏力，所產生穩定的兩個水漩渦，模

擬兩個颱風的交互作用，讓我們更加容易了解大自然的現象。 

二.影響颱風路徑的因素很多，其原因是因為空氣的流動，空氣為什麼會流動，

主要原因是溫度，因為各地溫度的不同，造成熱空氣上升冷空氣下降，形成

熱對流現象，因此產生空氣分子多密度大的地區稱之為高氣壓，空氣分子少

密度小的地區稱之為低氣壓，空氣就由高氣壓向低氣壓方向流動，因為科氏

力的影響，使流動的空氣產生了偏向之力，造成逆時鐘旋轉的颱風（研究結

果一）。颱風是強烈熱帶海洋低氣壓，它的移動路徑是受到附近高氣壓的影

響牽引比較重要，所以在判斷移動路徑時，附近高氣壓的走向變的很重要，

而藤原效應是說在兩個或三個颱風互相靠近時，所發生拉扯的現象（研究結

果二），在距離很大時並不明顯（研究結果三），依據本實驗的觀察，當兩水

漩渦互相靠近時其相同影響範圍的水分子會受到兩個漩渦的作用牽引，以致

於觀察到的情形是一個漩渦很完整，另一個漩渦卻因相互作用水分子流動情

形已經變形（研究結果二），其漩渦中心結構並不是如單一漩渦時完整。 

      當兩漩渦相距加大時，兩漩渦中心附近的水流如單一漩渦一樣很完整，

雖然這兩個漩渦的水分子流動已經互相影響，但還是呈現兩完整的漩渦狀

（研究結果三）。 

     就以現象來說，當兩漩渦靠近到某一距離後會互相影響，以致於當中一

個漩渦受到牽引的作用會產生變形，可預測到更近的距離便會合成一個漩

渦，這和藤原效應中的描述當兩個颱風靠近時會彼此拉扯而造成變形，進而

合成一個颱風的敘述是相同的。 

三.在做此實驗時剛開始使用的長方體，高比較大，所以裝水時，水面要降低到

離底部 6.7cm 才會形成漩渦，當用高比較小的長方體容器時，水面不須降低

到離水面如此低的情況便會形成漩渦，或許可將水面高度和漩渦形成時水深

做個定量探討。另外，長方體容器底部的孔徑和水漩渦的強弱亦有關係，所

以可做進一步的探討。 

四.當撕開膠帶的時間在同一時刻，孔徑小產生的漩渦較弱，會被孔徑大的漩渦

干擾而失去逆時鐘旋轉的型態而變成順時鐘旋轉的型態,這種現象值得再做

進一步的探討。 

五.在實驗中發現單一較小孔徑形成漩渦時，如果在容器面積大小、形狀一樣的

條件下時，孔徑愈大愈容易造成逆時針旋轉的漩渦，而孔徑太小時則會受到

剛開始的起始條件影響而造成漩渦有時是逆時針，有時是順時針旋轉，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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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條件包括水面是否從靜止開始，容器是否有傾斜，還有水面的擾動，終究

而言如果實驗的客觀條件容器放置時能夠絕對水平，水面靜止不擾動狀況

下，孔徑的形狀能維持正圓形，容器的面積夠大在這些條件能維持較佳狀況

下容易達到實驗效果。 

六.當容器有隔板隔開時，兩側一號、二號孔，先產生獨立的逆時針漩渦，隔板

拿開後，兩漩渦互相影響，一號孔的漩渦，由逆時鐘方向慢慢轉變成順時鐘

方向旋轉，二號孔的漩渦一直維持逆時鐘方向。由此可推測：當兩颱風互相

接近即將合併時，勢必會造成較弱的颱風受較強颱風的影響，而改變旋轉方

向。 

七.本實驗所得到的結果，只是研究開端，對於 

1.造成可觀察漩渦時水深與容器大小關係 

2.延長觀察時間(如:加大容器使水量增加)是否產生更符合科學的結果等諸

多想法，可進一步得入探討。 

捌、參考資料及其他 

1.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五冊《康軒版》。 

2.奇摩知識《網路》。 

3.任立渝氣象工作室《網路》。 



【評  語】 031725 雙瞳-藤原效應的觀察和模擬 

1.本作品中有關藤原效應之描述與大氣動力過程之說明有許多錯

誤，應加強對文獻與理論的整理。 

2.實驗設計理念不錯，但與科氏力的關係並不正確，並缺乏與大氣實

際發生之雙颱進行比較與討論。 

3.有關雙颱（或雙渦旋）互繞之現象缺乏合理之模擬。 

4.除了距離之因素外，應可加強渦旋大小對彼此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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