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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園中東大門向東南方望去，山群間有一排流動的雲，那是東眼山上的「雲瀑」美景。
為何東眼山會出現如此奇景？利用自製雲霧的方式來證實山上易形成雲霧的大氣條件，再透
過搜集資料及踏查東眼山，調查其大氣條件、地理位置及生態。探究東眼山為何得天獨厚能
出現如此美麗的雲瀑，發現東眼山林相、溫度、濕度使得雲霧容易形成，其山勢走向使得冬
季東北季風能順勢帶入，讓雲霧流動而為雲瀑，以上的探究結果再以自製東眼山模型，並在
模擬雲瀑形成的大氣條件下呈現出來。

壹、 研究動機
在學習六年級自然課〈天氣變化〉單元的課程時，自然老師不但教我們認識水如何形成
雲霧，還實際到校園中觀察天空中的雲(圖 1)。就在我們抬頭朝校園東大門的東南方望去時，
看到一整排流動的雲霧正爬過山頭，好像是空中的海浪襲捲而來，十分壯觀，自然老師說那
就是「東眼山的雲瀑！」(圖 2)哇～要形成像瀑布一樣不斷流動的雲，這樣大量的雲是如何
被製造出來的？為什麼在別的山看不到這美麗的雲瀑？東眼山有什麼特殊的條件能造就這樣
的奇景呢？我們何其幸運可以在學校看到雲瀑的美景，當然要好好探究它形成的原因。

(圖 1)校園中可以觀察各種雲的種類

(圖 2)校園東南方觀察到壯麗的雲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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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一、 搜集東眼山及桃園市各項氣候因素資料，分析雪山山脈北段易形成雲霧的原因。
二、 自製雲霧實驗以研究山上易出現雲霧的條件。
三、 調查東眼山山勢走向、林相，分析資料與雲瀑形成之間是否有關聯？
四、 綜合上述各項研究，再自製東眼山模型模擬出雲瀑流動。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硬體:溫度計、風速計、類單相機、單筒望遠鏡、雙筒望遠鏡、打氣筒、壓力表、計時
器、造霧器。
軟體: Excel 軟體、WINDY APP、Peak Finder APP、AR 山地圖 APP
如圖 3 與圖 4 所呈現。

(圖 3)模擬雲霧形成條件的設備

(圖 4)東眼山雲瀑模型

肆、 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確認研究目標雲瀑與東眼山的方位
先利用 Peak Finder 與 AR 山地圖 APP 確認雲瀑產生的山脈是否為雪山山脈餘脈東眼山的
方位（圖 5）
，因受限於交通工具及測量工具，因此利用「WINDY 氣象站資訊」的網站（圖 6）
來記錄東眼山與桃園地區氣候資訊，包括溫度、濕度、風向、風速、氣壓等項目。
（再加入氣
象局資料的陳述）
，並朝校園東大門運用風速儀監測風向變化(圖 7)，從數據中顯示東眼山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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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後季風方向轉為東北季風，2018 年與 2019 年月平均溫度也從九月後持續降低。(圖 8)

(圖 5)確認雲瀑與東眼山的方位 Peak
Finder

(圖 6)運用 WINDY 氣象站資訊收集風向資料

2018復興站月平均溫度
每年九月溫度隨著季風轉為東北方向
月平均溫度開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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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以風速儀監測風向變化

(圖 8) 復興站月平均氣溫資訊收集

我們從 WINDY 氣象站資訊收集與紀錄中發現每年九月到隔年的二月，每月都有十次以上
風向轉為東北方向，雲瀑出現的次數也隨之增多，九月至十一月出現十次以上的紀錄，隔年
三月由於冷暖氣團鋒面抗衡的關係，於是更難觀察到雲瀑了(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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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觀測東北季風與雲瀑出現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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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當月出現的
天數比例
九月轉東北
季風
三月準備進
入梅雨季節

再以土壤與水模擬建構海陸風小模型，以燈源模擬日照，當溫度上升時，陸地吸熱產生
上升氣流，中間的線香煙由水吹往土壤形成海風，反推冬季時風向由陸地吹向海洋，實際的
情形則是秋冬高氣壓將季風由西伯利亞平原吹向了太平洋，並再因科氏力以順時針方向帶入
台灣，於是產生了東北季風。(圖 9、圖 10)

(圖 10)證明夏季風向由海洋吹向陸地
於是反過來證明冬季季風風向由陸地吹向海洋

(圖 9)建構海陸風小模型，以燈源模擬夏季日照

師生實際踏查發現東眼山主要以柳杉、杉木等人工林為主，種植面積達數百公頃，林相
整齊優美，其樟科、殼斗科等天然闊葉樹也分布林間（圖 11、圖 12），植物種類繁多於是推
論植物的蒸散作用使得東眼山上有豐富的水蒸氣，加上位處中海拔的山區，所以林間之動植
物生態完整又豐富（組圖 13），師生共同觀察到的有台北樹蛙、福建大頭蛙(古氏赤蛙）、拉
都希氏赤蛙、盤古蟾蜍、扁背形馬陸、無霸勾蜓、鼎脈蜻蜓、蚰蜒、尺蠖蛾幼蟲等。到訪東
眼山，除了感受到森林的鬱鬱蒼蒼，還可以呼吸到林間乾淨新鮮的空氣。先前搜集資料即發
現東眼山的濕度相當高，水氣豐沛對於植物生長助益甚大，連帶著吸引低中階食物鏈的動物
入住，才形成東眼山豐富且多樣的生態，也正因濕度高，水蒸氣吸附住山林間的懸浮粒子，
再加上柳杉林芬多精好似將空氣梳洗了一番，進入東眼山就能馬上感受東眼山的清新。

（圖 11）東眼山的柳杉

（圖 12）：實際觀察東眼山林相與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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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東眼山豐富的生態（鍬形蟲、樹蛙、蜻蜓、石龍子、赤腹松鼠、扁背形馬陸……）
資料來源參考：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上河文化網站
照片來源 : 師生攝影提供
二、壓力差與雲霧凝結的延遲時間之探究
我們之前學過水蒸氣遇冷凝結後就可形成雲霧，而大量的雲霧需要大量的水蒸氣，依前
項資料分析，東眼山的濕度相對於平地而言較高，山上的溫度依資料分析相對較低，所以形
成雲霧凝結的機會相當高。依據資料分析我們也發現山上的氣壓比較低，假設以理想氣體方
程式（PV=nRT）來解釋，可知道當海拔越高，氣壓越下降溫度也會越低，所以，我們決定以
減壓的方式來試著製造雲霧，較能貼近實際情形。推論海拔的高度差構成壓力差，會讓溫度
降低，於是我們運用寶特瓶裡固定體積以此為控制變因維持不變，再操作氣體加壓與洩壓間
的壓力變化為操作變因，觀察並記錄氣壓差造成水凝結的延遲時間與溫度變化。研究時發現
當壓力差愈高，雲霧凝結的延遲時間愈長，當瓶內壓力差到達 40 PSI 時，洩壓產生的雲霧可
維持 125 秒，約 2 分鐘以上。(圖 14)。
驗證假設，假設山腰上的大氣壓力比平地上還要小，相對減壓雲霧產生的實驗中，先將
寶特瓶的空氣加壓模擬山下的氣壓，再進行洩壓。我們觀察到當壓力忽然減壓時溫度會降，
而解寶特瓶裡的水蒸氣將會瞬間產生雲霧。造成所產生的雲霧延遲時間與海拔壓力差成正相
關的趨勢。所以我們以壓力差為操作變因，當實驗中壓力差值越大產生的凝結雲霧的延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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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就越長，並利用 Secchi Disk 來量化記錄雲霧延遲時間(圖 15)。
雲霧維持時間與壓差正相關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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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壓力差愈高雲霧凝結的延遲時間愈長

(圖 15)相對減壓雲霧產生實驗利用 Secchi
Disk 來量化記錄雲霧延遲時間

三、調查東眼山山勢走向、林相
東眼山位於雪山山脈尾稜，海拔 1212 公尺，因為從石門水庫阿姆坪眺望過去，伴隨著
清晨的日出於是山形就好像「向東方張開的大眼睛」而得名。師生運用 Google 地圖仔細研究
東眼山與雪山山脈之走勢，發現為東北—西南向，所以當秋天季風開始轉為東北季風時，東
北季風可以由台灣東北方順著雪山山脈進入台灣西部（圖 16），且因台灣東北方較無高山阻
擋，東北季風的強度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與干擾，根據先前的各項氣象資料分析，得知東眼
山在秋冬之際大多吹東北季風，我們在早自習時間持續觀察東眼山出現雲瀑的季節也恰巧在
秋冬之際，因此東北季風在東眼山雲瀑中扮演著讓雲霧流動的重要角色，而我們就進一步去
探究東北季風之迎風面及背風面的溫度差是否也是造就壯闊雲瀑的條件之一。

（圖 16）Google 地圖觀看東眼山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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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製東眼山模型模擬出雲瀑如何流動
因為季風在九月後至隔年二月轉為東北季風，再加上西伯利亞的冷氣團影響，所以桃園
復興站九月至十月之間月平均溫度大約下降 5。C。由於雪山山脈高度差的關係，高度海拔 400M
氣象復興站的氣壓為 950hpa 左右，那麼雪山山脈北段中的東眼山氣壓與溫度將會更低。於是
我們師生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建構出一個小山模型(圖 17)，並於迎風面以超音波造霧器建構出
半山腰容易形成雲霧的條件，再以微型風扇模擬東北季風，當雲越過模型山鋒時，以溫度感
測器量測並記錄室內溫度、迎風面溫度與背風面溫度(每次實驗均操作三次以上並求平均值)
(圖 20)發現溫差會達 1~2。C，利用 WINDY 氣象站資訊再次記錄迎風區域東眼山與背風區域桃
園市之間的溫度差(圖 21)。由於實際兩方的溫度差異造成冷空氣可以更明顯地向下產生對流，
背風面的溫度較高讓東眼山西部的空氣想上，背風面吹來的風溫度較低如同開啟冰箱一樣，
冷空氣貼著小山帶著模擬雲霧向下吹來，如此的雲瀑模型證明了東眼山擁有生成雲瀑的基礎
條件，也同樣驗證了 WINDY 氣象站的溫差資訊，比對中央氣象局氣象站的資訊，東眼山相較
於桃園市日平均溫度大約低攝氏 3~5 度，而且濕度也比較高。若當天季風方向轉為西北時，
我們則無法觀測到雲瀑的產生。(圖 22)

(圖 17)自製雪山山脈模型模擬出雲瀑流動。

(圖 18)由於迎風與背風的溫溼度差異造成冷空氣明顯地
向下產生了雲瀑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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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東眼山與桃園市之間的溫度差

(圖 22)以 WINDY 氣象站的資訊紀錄東眼山與桃園市
風向、溫溼度差異與觀察雲瀑出現的紀錄表格

伍、 研究結果
運用 AR 山地圖 APP 確認雲瀑產生的山脈就是雪山山脈餘脈-東眼山的方位，再利用「WINDY
氣象站資訊」的網站來記錄東眼山與桃園地區氣候資訊，包括溫度、濕度、風向、風速、氣
壓等項目。從數據中顯示東眼山從九月後季風方向轉為東北季風，年平均溫度也從九月後持
續降低，由海陸風的小模型來驗證陸地與海洋之間季風的轉換是雲瀑產生的關鍵因素之一。
理想氣體方程式（PV=nRT）可用來解釋雲霧凝結的延遲時間，當海拔越高，氣壓越下降，
溫度也會越低，所以運用寶特瓶裡固定體積以此為控制變因在進行氣體的加壓與洩壓，發現
當壓力差愈高雲霧凝結的延遲時間愈長。

運用 Google 地圖探究東眼山的地理位置與山勢走向，發現東眼山之走勢為東北—西南向，
所以當秋天季風開始轉為東北方向時，東北季風可以順著東眼山而上，因此東北季風與雪山
山脈北段餘脈的走勢，在東眼山山頂雲瀑形成中扮演著讓雲霧順勢流動的重要角色。
由於西伯利亞的冷氣團影響，季風在九月後至隔年二月多轉為東北季風，所以桃園復興
站溫度從九月至十月之間月平均溫度大約開始下降 5。C，為了模擬平地與東眼山高度差的關
係。先建構小山模型，能以造霧器模擬出半山腰容易形成雲霧的條件，此外運用微型風扇模
擬東北季風，明顯可以觀察到微型雲瀑越過小山模型後對流而下的有趣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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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論
當每年進入到秋季，季風風向轉為東北季風時，東眼山上完整的柳杉林造林增加了濕度，
附近的石門水庫也提供了相當多的水氣，所以水蒸氣隨著季風由迎風面經過低處時，遇上阿
姆坪與石門水庫附近擁有的豐沛的水氣(這一方面我們運用造霧器模擬出來雲霧)，加上東眼
山上完整的林相，透過大量植物維管束的蒸散作用，一方面增加了水蒸氣產生的條件，另一
方面也提升雲霧形成所需的高濕度條件。以理想氣體方程式（PV=nRT）解釋，可知道當海拔
越高，氣壓越下降，溫度也會越低，所以透過減壓的方式來試著製造季風越過東眼山造成雲
霧的現象較能貼近雲瀑產生的實際情形。
然而實驗限制部分:一、無法隨時於東眼山附近監測溫溼度、氣壓，必須透過 WINDY 氣象
站或是復興氣象站等監測的數據進行分析。二、每年九月台灣入秋後，東北季風的出現讓西
伯利亞乾冷的空氣越過北部的雪山山脈，雖然可以運用風速儀監測風向變化，但只能運用早
自習時間監測。三、雲瀑能以望遠鏡與單眼相機觀察與紀錄，但如果遇到雨天或是高氣壓則
雲瀑現象將無法出現，當然還有隨著東北季風挾帶而來的空氣汙染等霾害的問題。

柒、 結論
含有豐沛水氣的雲霧，翻越雪山山脈山稜線往另一端傾瀉而下的狀況被稱為是「雲的
瀑布」
，雲瀑一般會在比較高海拔的山區才有機會可以見到，但東眼山因林相、地利之便與季
風的方向，僅僅 900 至 1212 公尺的海拔高度便可見到非常壯觀的雲瀑，實屬難得。而由實驗
驗證東眼山的雲瀑大多出現在 9 月至隔年 2 月之間。
大部分人想到山區，都是出現與動植物有關的印象，很少人會注意到山區雲霧的狀況。
其實，山區的雲霧對動植物、人們的生活而言，可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們生活所需
的淡水資源，一部分正是這些變化萬千的雲霧水循環所提供的。季風的方向轉換還有市區與
山頂間的溫差、壓力差，最終透過實際操作與研究季風方向、東眼山的林相與山勢走向來探
究雲瀑產生的有利條件。未來延伸部分:水分子的凝結會依附空氣中的塵埃對於空氣與水源的
淨化都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讓我們隨著季風一同探究大氣中有趣的雲瀑現象!一同好好欣賞
與守護這美好的生態與環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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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502
此作品的研究主題清楚有聚焦，能經由設計簡易實驗展現對
科學原理的理解，並自製簡單的模型來示意所觀測到的現象。參
賽成員展現出團體合作精神，所有成員對於作品都大致理解且都
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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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摘要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由校園東大門向東南方望去，山群間有一排
流動的雲，那是東眼山上的「雲瀑」美景。但為
何東眼山會出現如此奇景？利用自製雲霧的方
式來證實山上易形成雲霧的大氣條件，再透過搜

硬體:溫度計、風速計、類單眼相機、打氣筒與
壓力表、計時器、造霧器。(圖 2、圖 3)
軟體: Excel 軟體、WINDY APP、AR 山地圖 APP

集資料及實地踏查東眼山，調查其大氣條件、地
理位置及生態，探究東眼山為何得天獨能出現雲
瀑，發現東眼山的林相、溫度、濕度使得雲霧容
易形成，其山勢使得冬季東北季風順勢帶入雲霧
而為雲瀑，以上的探究結果以自製東眼山模型，
並在模擬雲瀑形成的大氣條件下呈現出來。
▲(圖 2)模擬雲霧形成條件的設備 ▲(圖 3)東眼山雲瀑模型

壹、研究動機
在學習六上自然課〈天氣變化〉的課程中，
我們認識了水如何形成雲霧，還實際到校園中觀
察天空中的雲。當我們抬頭朝著校園東大門的東
南方望去時，看到一整排流動的雲霧正爬過山頭，
好像是空中的海浪襲捲而來，十分的壯觀，自然
老師說那就是「東眼山的雲瀑！」
(圖 1)。
若要形成像瀑布一樣不斷流動的雲，這樣

肆、研究方法及過程
一、確認研究目標:雲瀑與東眼山的方位
先利用 AR 山地圖 APP 確認雲瀑產生的山脈是否
為雪山山脈餘脈東眼山的方位（圖 4）
，因為受限
於交通工具及測量工具，因此利用「WINDY 氣象
站資訊」的網站來記錄東眼山與桃園地區氣候資
訊，包括風速、溫度、濕度、風向、風速、氣壓
等項目。

大量的雲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呢？為什麼在別
的山看不到這樣美麗的雲瀑？東眼山有什麼特
殊的條件能造就這樣的奇景呢？我們何其幸運
可以在學校看到雲瀑的美景，當然要好好探究它
形成的原因。

▲(圖 4)確認雲瀑與東眼山的方位

▲(圖 1)校園東南方觀察到壯麗的雲瀑

貳、研究目的

我們從 WINDY 氣象站資訊收集與紀錄中發現每年
九月到隔年的二月，每月都有十次以上風向轉為
東北方向，雲瀑出現的次數也隨之增多，九月至
十一月出現十次以上的紀錄，隔年三月由於冷暖
氣團鋒面抗衡的關係，於是更難觀察到雲瀑了
(表一)。

一、搜集東眼山及桃園區各項氣候因素資料，
分析雪山山脈北段容易形成雲霧的原因，
並實際踏查東眼山。
二、自製雲霧以研究山上易出現雲霧的變因。
三、調查東眼山山勢走向、林相，分析資料與雲
瀑形成是否有關聯？
四、綜合上述各項研究，自製東眼山模型模擬出
雲瀑水循環現象。

(表一)觀測東北季風與雲瀑出現的次數

同時運用風速儀監測風向的變化，確定東眼山從
九月後季風方向轉為東北季風，年平均溫度也從
九月後持續降低。(圖 5)

度也會越低，所以我們決定以減壓的方式來製造雲霧，較
能貼近實際情形。假設海拔的高度差構成壓力差，會讓溫
度降低，那我們將寶特瓶裡的體積的變因先固定，再操作
氣體加壓與洩壓的控制變因，觀察並記錄氣壓差造成水凝
結的延遲時間與溫度變化。研究時發現當壓力差愈高時雲
霧凝結的延遲時間愈長。(圖 9)
假設山腰上的大氣壓力比平地上還要小，在相對減壓
造成雲霧產生的實驗中(圖 10)，我們觀察到當壓力忽然減
壓時溫度會下降，寶特瓶裡的水蒸氣將也會瞬間產生雲霧。
所造成的雲霧延遲時間與海拔壓力差呈現正相關的趨勢。

▲(圖 5)WINDY 氣象站資訊與歷年復興站資訊收集
師生實際踏查發現東眼山主要以柳杉、杉木等
人工林為主，種植面積達數百公頃，林相整齊
優美，其樟科、殼斗科等天然闊葉樹也分布其
間（圖 6、圖 7），植物蒸散作用使得東眼山上
有豐富的水蒸氣，加上位處中海拔的山區，所

▲(圖 9)壓力差愈高雲霧凝結的延遲時間愈長

以林間之動植物生態完整又豐富（組圖 8）。

▲(圖 10)相對減壓雲霧產生實驗利用 Secchi Disk 來量
化記錄雲霧延遲時間

三、調查東眼山山勢走向、林相
東眼山位於雪山山脈尾稜，海拔 1212 公尺，從阿姆
坪眺望，它的山形好似巨人「向東望的大眼睛」而得名。
由於雪山山脈之走勢為東北—西南向，所以秋天開始轉為
東北季風時，東北季風可以順著雪山山脈進入北台灣
如（圖 11），且因台灣東北方較無高山、山脈阻擋，東北
季風的強度可不受太大影響，根據先前的各項氣象資料分
析，東眼山秋冬大多吹東北季風，而東眼山出現雲瀑的季
節也是在秋冬之際，因此東北季風在東眼山雲瀑中扮演著
讓雲霧流動的重要角色。再近看東眼山區的山勢走向大致
為偏東北—西南走向，正好為東北季風進入雪山山脈之迎
風面及背風面。

二、壓力差與雲霧凝結的延遲時間的探究
水蒸氣遇冷凝結後就可形成雲霧，而大量的雲霧需要
大量的水蒸氣，依前項資料分析，東眼山的濕度相對於平
地而言是較高的。擁有大量水蒸氣的條件有了，而山上的
溫度依資料分析也相對較低，所以形成雲霧的機會較高。
資料分析，我們也發現山上的氣壓比較低，以理想氣體方
程式（PV=nRT）解釋，可知道當海拔越高，氣壓越低，溫

▲圖 11：以 Google 地圖觀看雪山山脈與
東眼山的山勢走向（紅標所在為東眼山）

四、自製東眼山山脈模型模擬出雲瀑流動
因為季風在九月後至隔年二月轉為東北季風，是由於
西伯利亞的冷氣團的影響，所以桃園復興站九月至十月之
間月平均溫度大約下降 5。C，加上雪山山脈造成高度差的
關係，高度海拔 400M 氣象復興站的氣壓為 950hpa 左右，
推測雪山山脈北段包含東眼山、塔曼山的氣壓將會更低。
於是我們建構出一個東眼山小模型(圖 12)，並於迎風面以
造霧器建構出半山腰容易形成雲霧的條件，再以微型風扇
模擬東北季風，當雲越過模型山鋒時，以溫度感測器量測
室溫、模型小山迎風面溫度與背風面溫度(圖 13)。利用
WINDY 氣象站資訊進行比對季風風向還有迎風區域東眼山
與背風區域桃園市之間的溫度差(圖 14)。

日平均溫度約再低攝氏 3~5 度，濕度也比較高。若當季風
方向轉為西北時，我們則無法觀測到雲瀑的產生。
(圖 15)

▲(圖 15)以 WINDY 氣象站的資訊紀錄東眼山與桃園市溫溼度、季
風變化與實際觀察雲瀑出現的紀錄表格

陸、討論與實驗限制

▲(圖 12)自製雪山山脈模型模擬出雲瀑流動

▲(圖 13) 模型小山迎風面溫度與背風面溫度

當風向轉為東北季風時加上東眼山的柳杉林造林增加
了濕度，附近的石門水庫也提供了相當多的水氣。所以迎
風面由於地處阿姆坪與石門水庫附近，能擁有豐沛的水氣，
加上山區完整的林相增加植物維管束的蒸散作用，增加產
生水蒸氣的條件，同樣地也提升了高濕度的條件。
實驗限制部分:第一點:無法隨時於東眼山附近監測溫
溼度必須透過 WINDY 氣象站或是復興氣象站等監測的數據
進行分析。第二點:每年九月台灣入秋後，東北季風的出現
讓西伯利亞乾冷的空氣以順時針的方向越過北部的雪山山
脈，雖然可以運用風速儀監測風向變化但只能運用早自習
時間監測。第三點:雲瀑能以望遠鏡與單眼相機觀察與紀錄，
但如果遇到雨天則雲瀑現象將無法出現，當然還有隨著東
北季風挾帶而來的空氣汙染等霾害的問題。

柒、結論

▲(圖 14)紀錄東眼山與桃園市之間的溫度差

伍、研究結果
◎ 運用 AR 山地圖 APP 確認雲瀑產生的山脈就是雪山山
脈餘脈-東眼山的方位，以「WINDY 氣象站資訊」的網站
來記錄東眼山與桃園地區氣候資訊。從數據中顯示東眼山
從九月後季風方向轉為乾冷的東北季風，年平均溫度也從
九月後持續降低。所以大氣中季風的轉換是雲瀑產生的關
鍵因素之一。
◎ 理想氣體方程式（PV=nRT）可用來解釋雲瀑現象，當
海拔越高，氣壓越下降，溫度也會越低，運用寶特瓶裡固
定的體積為控制變因再進行氣體的加壓與洩壓，發現當壓
力差愈高雲霧凝結的延遲時間愈長。
◎ Google 地圖探究東眼山的地理位置與山勢走向，雪山
山脈之走勢為東北—西南向，當季風開始轉為東北方向時，
東北季風可以順著雪山山脈而上，因此東北季風與雪山山
脈的走勢在雲瀑形成中扮演著讓雲霧流動的重要角色。
◎ 由於兩方溫度的差異造成冷空氣明顯地向下產生對流，
如此的雲瀑模型證明了雪山山脈北段有生成雲瀑的條件，
也同樣驗證了 WINDY 氣象站的資訊，東眼山相較於桃園市

含有豐沛水氣的雲霧，翻越雪山山脈山稜線往另一端
傾瀉而下的狀況被稱為是「雲的瀑布」
，雲瀑一般會在比較
高海拔的山區才有機會可以見到，但東眼山因林相、地利
之便與季風的方向，僅僅 900 至 1212 公尺的海拔高度便可
見到非常壯觀的雲瀑，實屬難得。而由實驗驗證東眼山的
雲瀑大多出現在 9 月至隔年 2 月之間。
大部分人想到山區，都是出現與動植物有關的印象，
很少人會注意到山區雲霧的狀況。其實，山區的雲霧對動
植物、人們的生活而言，可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我
們生活所需的淡水資源，一部分正是這些變化萬千的雲霧
水循環所提供的。實驗中我們更運用線香模擬雲霧凝結時
所需的凝結核，發現雲霧產生的現象更為明顯、雲霧延遲
時間也相對的增長。本實驗透過實際操作與研究季風、東
眼山的林相與山勢是如何造就了雲霧產生的良好條件，而
水分子的凝結更會依附空氣中的塵埃對於空氣與水源的淨
化都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讓我們隨著季風一同探究大氣
中有趣的雲瀑現象!一同好好守護這美好的生態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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