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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14 年下半年起至 2015 年，臺灣各地陸續出現缺水情形，某些地區民生用 

水甚至罕見的宣布三階限水措施。本文將分析這持續長達半年以上的乾旱事件，此次

的乾旱事件地理範圍極廣，幾乎涵括臺灣所有西部縣市，以北部新北市板新特區、林

口、桃園市與南部高雄市水情最為嚴峻。除乾旱事件的敘述、天氣狀況與大尺度環流

場等災因分析外，亦討論相關單位因應乾旱的措施所造成的社會衝擊。此次乾旱事件

於今年梅雨鋒面的來臨後逐漸趨緩，文章亦呈現乾旱監測指標之變化，並探討其適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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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於 2014 年 9 月~2015 年 5 月間，歷經長達

9 個月的乾旱事件，其影響層面涵蓋自最初的農業、

工業，及至後期的民生用水；嚴重程度僅次於

2002/2003 年的乾旱事件。主管機關於乾旱期間召開多

次抗旱應變會議，並罕見的提升至中央災害應變層級，

協調跨部會協商用水調度等相關水資源應變問題。其

後受惠於 5 月之梅雨鋒面，水庫蓄水量趨於穩定後，

結束此次乾旱事件。 

有鑑於此，本文將闡述此次乾旱事件的發生始末

以及應變過程，並分析造成乾旱的大氣因素，最後則

是討論。 

 

二、乾旱事件描述 

如圖 1 所示，因 2014 下半年各區的水庫入庫流

量偏低，經濟部水利署評估秋冬季水情狀況之後，部

分地區進入一階限水。而為因應水情不佳導致一階限

水區域逐漸擴大的情勢，經濟部成立旱災應變小組，

著手進行農業用水調度的協調作業。考量一期稻作用

水在即，加上供水情勢日益緊張，應變小組先後公告

了多處農地停灌措施。並達成春節期間穩定供水之短

期目標。 

然而 2015 年的春季降雨不如預期，全臺主要水

庫蓄水量均較歷年同期低，用水調度需有更進一步之

作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旋即於二月底成立，並宣布

全臺八區二階限水的措施。三月份全臺除東北部地區

及翡翠水庫集水區降雨偏多外，其餘各地降雨多為歷

史同期平均值之 20%~40%之間。抗旱至此，總計停灌

面積達四萬三千多公頃，為近十年來之最(圖 2)。 

四月份水情持續惡化，石門與曾文水庫水位均於

下限水位之下，其中又以石門水庫之水情最為嚴峻。

為此，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針對桃園、林口以及板新地

區實施供五停二的第三階段限水措施。所幸五月初的

四波鋒面通過臺灣，帶來豐沛雨量，各水庫集水區均

有顯著降雨，水庫蓄水量逐漸提升，歷時九個月之旱

災應變受惠於五月上旬的降雨終於結束。 

 

三、天氣分析 

 此次乾旱自 2014 下半年至 2015 年五月初，延續

近九個月，期間歷經臺灣主要降水的颱風季、春雨與

梅雨季。 

(一)2014 年颱風季降雨不足 

乾旱源於 2014 下半年水庫蓄水量不足。去年颱



風季的侵臺颱風較氣候值偏少(中央氣象局，2014)，

只麥德姆與鳳凰颱風兩個。因缺乏颱風的降雨貢獻，

臺灣各主要水庫蓄水量面臨考驗，如石門水庫在 2014

年十月的累積雨量即低於歷史觀測值(圖 3)。圖中可見，

2014 年 7 月底有一明顯的累積降雨跳躍，此即颱風麥

德姆貢獻而得。之後石門水庫集水區的累積降雨斜率

持續較氣候值低，顯示降雨較歷年不足。此現象直至

2015年5月初受惠於梅雨鋒面，才有具體改善。而2014

年的颱風季(七~九月)海平面氣壓場顯示，臺灣東方海

面呈正距平，颱風亦受其引導迴避向臺灣前進(圖 4)。

該年西北太平洋颱風的所有颱風路徑圖中，颱風亦多

往臺灣南方的菲律賓，或北方的韓國日本前進(圖略)。

圖 5 的 850hPa 水氣通量場亦佐證，臺灣附近的水氣通

量較氣候值偏低，是一偏乾的狀況。 

(二)2015 年春雨量不足 

全臺偏乾的狀況自 2014下半年延續至 2015年。

在冬季，此次乾旱最嚴峻的石門水庫與曾文水庫集水

區本就少雨，主管機關只能寄望春雨能解除旱象。但

圖 6 的春季(二~四月)850hPa 水氣通量場顯示，臺灣周

遭皆處於較氣候值偏乾的狀況，水氣通量的向量為西

風與北風距平，不利於臺灣地區的降水。 

(三)梅雨鋒面 

 自乾旱應變起，臺灣接連主要的降雨季節呈現降

雨不足的情況，臺灣已有部分縣市採行第三階段民生

限水；高雄地區亦準備實施第三階段限水措施。幸而

梅雨鋒面及時到來，於五月上旬建立的四波鋒面系統

為臺灣帶來可觀降雨，各主要水庫蓄水量均顯著地提

升，得以解除此次乾旱警報。圖 7 可見，今年的梅雨

鋒面於五月上旬建立，5/16~5/20 有更明確的西南氣流

系統；相對於氣候值，今年的梅雨鋒面似乎較早肇始。

5/1~5/20 的全臺累積降雨圖中，各主要水庫集水區皆

有 200mm 以上的可觀累積雨量，其貢獻可對照水庫

水位歷線。如石門水庫的水位線變化圖(圖 9)顯示，

2014 下半年水位開始低於上限，此現象延續至 2015

上半年，並在二月水位低於嚴重下限；受惠鋒面降雨，

五月始高於下限值。 

 

四、結果與討論 

 本次自 2014 年持續至 2015 年的乾旱事件，歷時

九個月，其嚴峻程度遍及農、工、民生，應變層級向

上至中央災害應變層級；其程度比擬 2002/2003 乾旱

事件，可謂十年大旱。 

 由天氣現象分析，乾旱起於 2014 年颱風季降雨

不足，2015 年春季降雨又偏少，直至 2015 梅雨季豐

沛雨量才解除旱象。 

應用上而言，此次乾旱事件引起社會輿論諸多探

討。自最初農業停灌休耕激發農民不滿，引發「重工

輕農」議論；補償政策造成部分農民形同被迫休無薪

假等。政府與民間團體提倡節水的工程措施；用水大

戶徵收耗水費；水庫清淤、現有水庫是否足夠需再建

置等議題亦獲得廣大迴響。惟現階段各議題多屬討論

階段，尚未有具體共識或完成立法。 

此次乾旱持續時間久，影響範圍廣，但旱象的宣

告解除卻只需時不到一個月的四波的梅雨鋒面。顯示

臺灣地區的季節更迭重要性。由此可見若能掌握季節

的時序，準確預報，將有助於水資源的調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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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14-2015 年乾旱歷程圖 

 

 

圖 2：歷年乾旱事件停灌面積 

 

 

圖 3：石門水庫集水區 2014 年 6 月 1 日 ~ 2015 年 5 月 20 日與歷史同期累積雨量圖。圖中紅色線代表歷

史同期平均累積值；藍色線代表 2014 年 6 月 1 日 ~ 2015 年 5 月 20 日之累積雨量。 



 

圖 4：2014 年七~九月海平面氣壓場距平值圖。 

 

 

圖 5：2014 年七~九月 850hPa 水氣通量距平值圖。 

 

 

圖 6：2015 年二~四月 850hPa 水氣通量距平值圖。 



 

圖 7：五月 850hPa 風速與風向圖，時間為 pentad。左邊六張為 2015 年，右邊六張為 1981-2010 年氣候值。 

 

 

圖 8：2015 年 5/1~5/20 全臺累積降雨圖。 

 

 

圖 9：石門水庫水位現變化圖。藍色與深紅色分別為 2014 年與 2015 年水位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