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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0610 豪雨災害應變談災害天氣的氣象服務
于宜強 李宗融 龔楚媖 王安翔 張智昇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摘

要

2012 年 0610 豪雨事件歸因於西南季風的增強，伴隨梅雨鋒面的通過，導
致台灣北部嚴重的淹水與中南部山區的坡地災害發生。行政院於 6 月 11 日起針
對豪雨災情啟動中央災害變中心作業，應變中心共開設了 6 天。主要災情可以分
為二類，一為西南氣流引發之中南部山區坡地崩塌與土石流；另一為梅雨鋒面通
過時引起北台灣尤其是桃園地區嚴重的淹水。共造成 7 人死亡，近百處的道路坍
塌、毀損中斷，188 間學校受災，農損高達 5 億元以上。
檢視防災作為與氣象資料提供，以現行的氣象作業與預報資訊提供仍無法滿
足地區，期望利用預報雨量值操作防災作為的需求。由於台灣地區地理條件複
雜，各地方的災害特性不盡相同。地方政府應該商請在地的防災協力團隊，針對
災害性天氣進行研究，了解當地致災的天氣類型，劃定出不同天氣型態地區風險
的熱區，加強防災準備與佈署。另外，根據近年災害事件分析，短延時暴雨已成
為都會區防災的弱點，經常災害發生後災情傳出才有救災作為，喪失防災先機。
以目前科技發展短延時暴雨的幾乎沒有預報能力，僅能透過加強地區觀測來彌補
預報能力之不足。透過在地災害天氣知識的提升與小區域氣象觀測與預報能力的
建構，強化災害性天氣的氣象服務，提高地區防災的機動性，方能確保民眾生命
財產之安全。
關鍵字: 災害管理、豪雨、防災
市、新北市與桃園縣等地)大範圍淹

一、前言
每年五、六月為台灣地區的梅雨

水。行政院亦於 6 月 11 日起針對豪雨

季，每當西南季風增強，同時梅雨鋒

災情啟動中央災害變中心作業，應變

面通過台灣地區，經常導致台灣地區

中心共開設了 6 天。主要災情可以分

豪雨的發生。2012 年 6 月 10 日西南

為二類，一為西南氣流引發之中南部

季風增強並影響台灣地區，同時於 6

山區坡地崩塌與土石流；另一為梅雨

月 12 日晚間梅雨鋒面自北往南通過台

鋒面通過時引起北台灣尤其是桃園地

灣地區，西南季風與梅雨鋒面造成台

區嚴重的淹水。共造成 7 人死亡，近

灣地區連日豪雨，連日豪雨易導致中

百處的道路坍塌、毀損中斷，188 間

南部山區坡地災害與北台灣(包括台北

學校受災，農損高達 5 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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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整場氣象事件， 6 月初赤道

災、整備、應變、復原，亦可分成災

地區 MJO 的通過，導致南海地區西南

前、災中及災後的防災作為。在每一

季風再次增強並影響台灣附近海域，

個階段的行動中，都需要氣象資訊的

期間鋒面於 6 月 12 日晚間快速通過台

服務才可準確且有效的達成工作的目

灣北部地區並於 6 月 16 日再次北抬影

的。

響台灣地區，豪雨連續影響台灣地區

就減災而言，一般多以防護工程

超過五天以上。分析降雨特性與災害

手段提高地區抗災的能力，例如興建

之關聯，發現北部地區淹水災害的發

堤防、分洪道、蓄洪池等。在氣候變

生，歸因於鋒面通過時所引發的短延

遷的衝擊下，屢屢發生破紀錄的豪雨

時強降雨。中南部坡地災害則導因於

災情，說明了工程手段並非萬能。近

西南季風增強所引發的長延時豪雨。

年，我國也藉由國土脆弱度分析與調

我國災害應變最有效的手段為

查、地區防災計畫的研擬、防災教育

「撤離」
。台灣地狹人稠，類似國外災

的推動與不斷的演練來提升防災能力

前大規模撤離工作並不容易進行。如

達到減災的效果。但是，全國各地區

何精準的撤離災區最少的人數，確保

地理特性不同，災害發生的類型亦不

民眾生命安全，是目前災害應變與災

同，減災的手段也必須針對地區特性

害預警最高目標。要達此目標，必須

有所不同。其中，內政部與國科會積

仰賴精準氣象預報資訊進行災區預

極推動防災地圖的製做與推廣，就是

劃。本次應變期間，災區預劃的預警

利用地區地理條件與氣象特性，訂定

性撤離與災中緊急撤離人數共計 8 千

出全國每個鄉鎮淹水與坡地防災不同

多人，因為長延時所導致坡地災害的

延時的警戒雨量值。提供各地區在災

預警與實際發生之比對準確率較高，

害來臨時，透過與量的監測與防災計

但北部地區淹水預警因為氣象預報之

畫的執行，減少人命的傷亡。

誤差導致延後預警近 6 小時。根據過

在整備階段，啟動此階段的工

去定量降雨研究了解梅雨期間準確度

作，多為氣象災害事件即將來臨之

明顯偏低，如何利用配合防災操作之

前，例如氣象局針對颱風發布海上颱

氣象服務作為，彌補預警資訊之不

風警報階段，中央政府立即啟動中央

足，提升災害應變作為，為目前可以

層級的應變中心，針對氣象情資與可

持續努力之方向。

能發生災害的地區，通令進行物資裝
備檢查與避難安置場所之準備，重要
設施與住家防災能力提升與避災作為

二、防災過程與氣象資訊
根據災害管理的理論(如圖一)，我

的啟動。同時，針對高災害潛勢地區

們可以把防災作為分成四個階段減

的弱勢族群進行預防性測離，與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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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外道路崩塌造成交通不便地區進行

的人命傷亡高於淹水，常常颱風遠離

物資補充(以七天以上物資為原則)。

後引進的西南風也會導致二次災害的

應變過程階段，因為氣象預報仍

發生，天氣資訊有效掌握，攸關呼工

存在不確定性，在此過程中不斷提供

作人員安危的重要資訊。

最新的氣象情資與可能發生的災害地

災害管理作為中所需要的情資其

區，並與當地聯繫快速積極反應在災

實就是在進行災害風險的掌握，從過

害發生前進行小規模撤離作為，達到

去的災害經驗告訴我們，風險最大的

有效避災的原則。透過地區防災單位

來源就在預報的不確定。並不是說預

的災害查報，加派支援兵力與機具有

報不能有錯，而是預報資訊的變動的

效支援地區搶險、搶災、救難等行動。

速度不能比應變反應的速度快，我們

復原階段，針對已發生災害地區

才能掌握風險降低傷亡的風險。

進行公共生活設施的復原工作。由於
台灣地區多山，坡地災害發生所造成

圖一: 災害管理的四個階段與防災作為
NCDR 的研究，季風肇始後梅雨鋒面

三、0610 豪雨事件
每年五、六月為台灣地區的梅雨

通過台灣地區，經常導致台灣地區豪

季，同時此時也正是亞洲西南季風增

雨的發生(張智昇等，2009)。2012 年

強的時候，每當南海地區西南季風肇

西南季風於 5 月中旬發生肇始，但強

始 以 後 ( 許 晃 雄 ， 2003 ； 鄒 治 華 等

度並未持續呈現消消長長，直到 2012

2002)，台灣地區容易發生豪雨。根據

年 6 月 10 日起西南季風又再次增強並

401

影響台灣地區。同時，6 月 12 日晚間

析降雨特性與天氣系統之關聯(如圖

亦有一到梅雨鋒面自北往南通過台灣

2)，台灣地區豪雨以 10~12 日最為嚴

地區。10 日起影響台灣地區的西南季

重，上述期間亦是西南季風最強的時

風已造成中南部地區連日豪雨發生，

候，主要發生的位置中部山區(台中山

中南部山區雨勢更超過大豪雨甚至超

區與南投北部山區)與南部山區(阿里

大豪雨的等級。由於山區雨量多已超

山、高屏山區)。另外，因為 11 日晚

過坡地災害警戒值，行政院警急啟動

間鋒面開始南下，北部地區降雨顯

豪雨水災應變中心。12 日晚間梅雨鋒

著。北部降雨導致新北市與桃園地區

面比氣象局預測提早近 8 小時抵達台

淹水災害的發生有關，歸因於鋒面通

灣北部地區，造成北台灣地區(包括基

過時所引發的短延時強降雨。中南部

隆、新北市、北市及桃園淹水)，尤其

坡地災害則導因於西南季風增強所引

是桃園與新北市大範圍淹水。10 日起

發的長延時豪雨。

行政院中央災害變中心共開設了 6
天，主要災情可以分為二類，一為西

四、豪雨應變之氣象服務

南氣流引發之中南部山區坡地崩塌與

在整個應變過程中，由於非颱風

土石流；另一為梅雨鋒面通過時引起

陸警期間，氣象局無法提供縣市定量

北台灣尤其是桃園地區嚴重的淹水。

降雨預報資訊，我們只能透過氣象局

共造成 7 人死亡，近百處的道路坍塌、

豪雨特報，了解未來可能降雨的區域

毀損中斷，188 間學校受災，農損高

與大小。台灣地區由於幅員不大，無

達 5 億元以上。

法進行如中國或美國大規模撤離的防

分析整場氣象事件， 6 月初赤道

災作為。因此，地區防災單位與民眾

地區 MJO 的通過，導致南海地區西南

都希望能夠提供準確的定量降雨資

季風再次增強並影響台灣附近海域，

訊，作為應變過程的工作指導依據。

期間鋒面於 6 月 11 日晚間快速通過台

目前定量降雨都必須依賴數值預報模

灣北部地區並於 6 月 16 日再次北抬影

式方能獲得，但是根據過去研究颱風

響台灣地區，豪雨連續影響台灣地區

期間定量降雨準確率的技術得分約為

超過五天以上。利用 NCEP 分析場(空

0.5，梅雨季豪雨事件準確率的技術得

間解析度 0.5°) 850hPa 的水氣通量了

分約為 0.2，其中仍存在相當大的不確

解台灣附近西南季風增強的狀態，西

定性。以目前的氣象發展技術，梅雨

南風自 9 日開始增強，10 日起西南風

季期間無法有信心的提供小區域雨量

的強風主軸自南海通過巴士海峽到台

預報產品。對防災應變而言，倘若無

灣東部海面，這樣的天氣配置維持到

詳細的預報亦是無法進行防災的操

12 日鋒面南下後西南季風才減弱。分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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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氣象資訊高度的需求下，地

氣象雷達，無法進行雙都卜勒雷達風

區政府應該商請在地的防災協力團隊

場的監測。防災建設並非完全由中央

進行災害性天氣的研究，針對地區性

負責，地區政府可以配合建置小區域 X

災害特性，分析出致災的天氣類型，

波段雷達網，雖然 X 波段雷達在暴雨

標訂出不同天氣型態下所在地可能致

期間容易衰減。但是，也可以於事件

災降雨的風險區，建立小區域氣象天

發生前觀測到積雲發展與小區域風場

氣型態風險地圖，配合天氣型態的變

資訊，可以作為系統移動方向的研判

化訂定當下可能災害風險最高的熱

依據。對暴雨即時發生的階段，就可

區，提前進行防災操作。

以啟動防災應變作為。觀測的三維風

由於致災的天氣多半是因為伴隨

場資料亦可以提供地區政府團隊進行

強烈中小尺度天氣系統，強降雨事件

數值模擬預報，強化後續氣象資料的

多為隨機發生，經常導致預報失敗。

提供與應變研判作為。

因此，僅能依賴即時觀測守視補強預

氣象作業是由上而下，從氣象觀

報之不足。以 7 月 24 日南台灣地區午

測、資料處理、氣象分析到氣象預報

後雷陣雨事件為例，當天中央氣象局

有一系列的 SOP，但是氣象服務則必

並未針對南台灣發布任何豪大雨特

須由下而上，從使用者的需求出發，

報，下午 13 時 30 分南台灣沿海地區

了解使用者如何使用氣象資料並有何

開始發生午後暴雨，永康站 14 時~15

作為。如何滿足防災作為的氣象服

時累積雨量達 95 釐米破歷史紀錄，當

務，才是防災目前迫切的需求。因此，

日行政院災防辦公室在台南進行防災

推動氣象監測與預報的在地化，才能

防評，進行雨量訊息測試，發現第一

提升防災氣象服務的品質。

筆強降雨訊息傳出約為 2 點 10 分，此
時台南市區已有多處積水。事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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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0610 豪雨事件與影響天氣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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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路徑預報不確定性校驗法
於氣象防災風險管理之應用
張智昇

于宜強

氣象災害防治組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摘

要

颱風降雨分佈與其移動路徑有著密不可分之關係，基於颱風防災應變任務之需求，若能預先
掌握影響颱風移動之大氣演變趨勢，便能儘早設定各種不同颱風降雨情境進行淹水與坡地等災害
研判。
本文運用美國環境預報中心（NCEP）與中央氣象局之日常作業化即時全球模式預報場（00~96
小時）資料，針對高層（300 hPa）、中層（500 hPa）及低層（850 hPa）進行綜觀形勢之分析，
以掌握綜觀形勢與颱風移動趨勢之不確定。除可了解數值模式客觀預報資料之可用度外，更能將
其不確定性之負面訊息轉化為對防災工作所欠缺之風險情境管理，於應變過程中建構更為周全之
事前防災、減災及避災作為。

關鍵字：全球模式、颱風降雨

405

鄉鎮降雨規模推估方法之研究
李宗融、于宜強、龔楚媖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摘

要

台灣獨特的地理位置、陡峭的地形與人口稠密的地理特性，是全球災害發生的高風險地區
(World Bank，2005)。根據內政部公布之「台灣天然災害損失統計」資料，其中多數人員傷亡與
經濟損失是因颱風災害所導致，其次是豪雨事件與地震災害。顯見颱風是造成台灣地區最主要經
濟與人命損失的天然災害。莫拉克颱風(2009)，破紀錄的降雨、摧枯拉朽的破壞台灣南部與東南
部的都會與山林。災後除了重建與復原外，災害規模也是一個持續被關注的議題。
災害規模的設定是一連串上游至下游的整合研究，其中包含降雨、淹水、坡地，再到後續地
區災害脆弱性、關鍵基礎設施、地區防災能力等等的串接分析。由於台灣的災害事件多起因於颱
風或豪雨引發的強降雨；再者在災害應變與操作上，雨量的監測與應用都是災害判定的領先因子。
因此，本研究針對颱風事件的降雨規模進行初步研究與分析。
本研究利用 3 種降雨指標來定義降雨規模，分別是 1) 氣象局的超大豪雨標準 2) 11 個降雨指
標 3) RSI(Rainfall Scale Index)。其中 RSI 能夠標準化不同延時的降雨強度以及凸顯極端強降雨訊
號，另外在小區域與即時應用方面明顯優於其他兩個降雨指標。因此，RSI 因子在降雨規模的分
級以及即時監測應用都是相當好的參考與輔助工具。在鄉鎮降雨規模設定的應用方面，利用 RSI
的特性來濾除弱的降雨訊號，標準化可能致災的降雨訊息。初步將降雨規模分為 5 級，分別為藍
(RSI 權重函數小於０)，黃(RSI 權重函數介於０~0.4)，橙(RSI 權重函數介於 0.4~0.8)，紅(RSI 權重
函數介於 0.8~1.0)與黑(RSI 權重函數大於 1.0)。搭配歷史個案的測試與分析，初步發現透過降雨
規模，可將單純雨量的資訊轉化為防災操作的訊號，並有助於後續與災害規模之間的整體評估與
探討。

一、

模」的議題。

前言

分析目前的災害預警與災後分析作業，均

台灣獨特的地理位置、陡峭的地形與人口

未深入針對災害程度量化進行探討。參考國外

稠密的地理特性，是全球災害發生的高風險地

有關於災害規模定義的文獻，多半以受災害影

區(World Bank，2005)。根據內政部公布之「台

響的人口、經濟損失或受災面積做為規模劃分

灣天然災害損失統計」資料，其中多數人員傷

的依據(Fischer,2003a,b；Sheehan and Hewitt, in

亡與經濟損失是因颱風災害所導致，其次是豪

Smith 2006)。然而考量台灣災害的多樣與複雜

雨事件與地震災害。顯見颱風是造成台灣地區

性，上述國外針對災害規模的設定與描述，並

最主要經濟與人命損失的天然災害事件。莫拉

無法直接套用於台灣的災害事件。
「災害規模」

克(2009)颱風，以催估拉朽之勢，狂襲台灣南

的設定，必須針對台灣地區的災害特性，進行

部與東南部的城市與山林。超過 3000 毫米的

一連串上游至下游的整合研究，並可以利用於

降雨量。引發的淹水與坡地災害更是史上之劇。

應變與防災準備操作的災害規模設定與描述。

莫拉克災後，除了重建與復原等工作外，也衍

其中包含降雨、淹水、坡地以及地區災害脆弱

生了如何在災害應變的過程中，提供「災害規

性、關鍵基礎設施、地區防災能力與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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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24 小時延時雨量、平均日降雨、最大 3 小

準備程度等等的串接分析。
由於台灣的災害事件多起因於颱風或豪

時延時雨量、最大 12 小時延時雨量、最大 48

雨引發的強降雨。在過去的颱洪災害事件中，

小時延時雨量、最大 72 小時延時雨量，共 11

雨量資料的蒐整相對完整。再者，在災害應變

種可能與災害相關的降雨指標。此 11 個降雨

與操作上，雨量的監測與應用都是災害判定的

指標可以描述不同延時雨量強度以及分布廣

領先因子。因此，本研究優先針對氣象事件的

度等特性。分析 11 個指標與災害的相關性發

降雨規模進行討論，後續則是分別針對淹水、

現(林沛練等，2011)，以最大 6 小時、最大 12

坡地等災害量化進行分析，最後則是針對災害

小時以及最大 72 小時延時雨量這 3 個指標表

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搭配地區防災能力、關

現最佳。這 3 個因子包含了致災降雨在不同延

鍵基礎設施與應變準備程度等進行「災害規模」

時與空間上的特性，在規模分級上，透過指標

整體的評估與探討。

的排序，也提供了參考的依據。唯獨，同一指
標內雨量值的變化並非線性，規模級距的設定

二、

上仍有待改進。由於降雨指標的分析，均以整

降雨規模的設定方法

場事件的降雨為基底，需待事件過後，才能將

台灣地區颱風引發的災害如淹水、崩塌及

不同指標降雨的值與過去歷史事件進行比對。

土石流等，皆起因於降雨。因此，如何將降雨

因此降雨指標在即時(real-time)應用的能力上

的資訊轉化為事件的降雨規模是相當重要的

是較薄弱的。
方法 3 則是 RSI(Rainfall scale Index)，其

工作。本文分別針對 1)氣象局定義的豪大雨等
級標準；2)11 個颱風降雨指標(周仲島，2009）

公式如下:

3)RSI(Rainfall Scale Index)因子(李宗融等，

RSI＝ ∑ r

2011)，討論不同的降雨規模量化方法之應用

w

性及其優缺點。

r

w
r

(1)
/ r

r

r
r

r
r

,w
,w

0
(2)
0

其中 r 為雨量值，w 為該雨量值的權重值。r

方法 1，為傳統氣象定義，過去的降雨規
模的描述也多以此法為基準。在量化降雨規模

為雨量權重的門檻值，r

的方式，本研究係採用分區(北、中、南、東)

值。由上式(1)(2)了解，RSI 因子可應用於不同

與分日累積超越豪大雨標準門檻次數的方式。

延時的雨量值，另外在時間與空間上都具有累

最後針對 1992~2010 年的個案進行排序。然而，

加的特性。透過權重函數的設定，當雨量小於

在雨量的時間尺度上，僅以總雨量的角度切入，

雨量權重門檻值時權重為 0，可以濾除小於門

不同延時降雨的特性無法充分顯現。在空間尺

檻值降雨的訊號；反之當雨量接近或是超越歷

度上，利用分區的方式，呈現出區域的變化進

史極大值時權重越大，藉此強化較為極端或是

而定義出規模。但在規模量化的部分，以累積

可能致災的降雨訊號。由上述分析可知，透過

超越門檻值次數的方式呈現，但是在超越此門

權重函數w ，除了可將小雨的雜訊濾除，還

檻後的降雨，降雨大小的鑑別度隨即喪失，也

可將可能致災的降雨訊號進行標準化。而其中

缺乏量化降雨規模級距的依歸。

的關鍵就在於門檻值的設定。

方法 2 是參考國科會「颱風降雨致災指標」

則為歷史雨量最大

由前文分析可知，RSI 可以應用於不同延

（周仲島 2009）研究成果。分別定義了：最

時的降雨。因此在門檻值的設定上，也需因”

大總雨量、颱風整場平均降雨、前五大降雨量

時”制宜。由於 RSI 主要的目的在於反應出可

平均、最大時雨量、最大 6 小時延時雨量及最

能致災的降雨訊號，因此廣泛應用於災害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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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中的降雨警戒值無疑是門檻值最佳的解

分析 RSI 的特性，權重函數提供了相當理

答。但礙於不同災害的特性以及災害預警的操

想的規模量化依歸，除了濾除未達降雨警戒的

作，降雨警戒值的最小發布單位為鄉鎮，而且

雨量訊號外，權重函數及代表雨量值在門檻值

並非全台 358 鄉鎮皆有警戒值。舉例來說，淹

(w

水有 1、3、6、12 與 24 小時的降雨警戒值，

時也具有反應超越歷史降雨極值訊號的能力

但僅限於沿海等鄉鎮；坡地災害則僅有 24 小

((w

時的降雨警戒值，且僅止於山區的鄉鎮區。為

月 19 日 19 時的 6 小時累積雨量與權重函數的

滿足 RSI 於區域的空間尺度與即時應用的特

分布。由圖中可以發現，６小時的累積降雨主

性，遂將上述警戒值進行網格化與補遺的動作。

要集中在高雄市的平地(約 600 毫米)與屏東縣

以 6 小時降雨警戒值為例，警戒值在 1992~2010

的山區(約 700 毫米)，經由 RSI 的轉化，權重

年各網格 6 小時排序的百分比分布如圖 1 所示。

值分別為皆達 0.8，屏東山區更有部分接近歷

圖中空白處則是無降雨警戒值。分析警戒值的

史極大值。這兩個高權重的區域，同時也是凡

分布(圖 2)，多數的淹水警戒值落在 1992~2010

那比颱風的主要災害位置。顯見透過 RSI 的分

年歷史雨量排序的前 0.1%~0.5%之間。因此，

析，可以快速地將雨量的訊息，轉化為經過標

無降雨警戒值的位置以歷史雨量排序的 0.3%

準化後的「降雨規模」訊息，同時與災害發生

訂定之。

的訊息息息相關。

0)與歷史極值(w

1)間的百分比。同

1))。圖 3 分別是凡那比颱風(2010)於 9

綜合比較此三種降雨規模的量化方法，三

行政院於本年度頒定之警戒燈號規定分

者都是以雨量作為降雨規模計算的出發點，其

別為：1 級(綠)、2 級(黃)、3 級(橙)、4 級(紅)。

中方法 1 為傳統氣象定義，過去的降雨規模也

依據此規定，將權重函數分為 4 級。當權種函

多以此法為基準。然而，從過去的災害經驗可

數小於０時為１級；0~0.4 為 2 級；0.4~0.8 為

知，豪大雨的定義與災害的關係並不顯著。方

3 級；0.8~1.0 則為 4 級。圖 4 為凡那比颱風侵

法 2 嘗試將致災的降雨特性，以不同延時長度

台期間，高雄市左營區的平均時雨量歷線與不

與分布廣度等共 11 個降雨指標分別對颱風降

同延時 RSI 權重值的變化曲線。圖中顯示，凡

雨特性進行描述。分析結果，6 小時、12 小時

那比颱風於左營區的平均時雨量最大近 100 毫

與 72 小時延時降雨最大值等 3 個因子與災害

米，雨量分布呈現類似常態分佈的曲線。分析

指標的相關性最佳。在降雨規模量化的方面，

5 個延時的 RSI 權重值曲線發現，在最大時雨

透過降雨事件的排序，所以在規模分級上缺乏

量出現前的兩個小時，１小時延時雨量的「降

參考的門檻。此外，即時的監測應用也是本法

雨規模(RSI 權重值)」已達 2 級(黃色)；在最大

所無法滿足的。方法 3，RSI 因子充分利用門

時雨量出現前的 1 個小時，3 小時延時雨量的

檻值與權重函數的設定，將降雨進行「標準化」

「降雨規模(RSI 權重值)」出現黃色訊號；最

分析，有助於將降雨資訊轉化為與歷史降雨資

大時雨量出現時，1 小時與 3 小時的降雨規模

料的相對規模。另外，在小區域尺度與即時應

同時達到 3 級(橙色)。在最大時雨量出現後的

用的優點，都是其他兩種方法所不具有的。因

3 小時，6 小時的訊號就達到 4 級(紅色警戒)。

此，在後續降雨規模的分級與應用上將以 RSI

12 小時與 24 小時的訊號則是延遲的時間較長。

為主。

分析上述結果，針對淹水災害，1、3、6 小時
延時的降雨規模是較為適用的。以凡那比的例

三、

子來說，1 小時的降雨規模提供領先的訊號。

降雨規模的量化與應用

當降雨持續且增強，1 小時與 3 小時的降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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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訊號同時出現，且提升警戒的級別。6 小時

五、

的訊號在最大時雨量出現的 3 小時達到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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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況下，是相對複雜的。由於台灣的災害均

Rodriguez, H., Quarantelli, E.I. and Dynes,

起因於降雨，雨量資料相對其它災害物理量是

R.R., Handbook of Disaster Research,

單純且完整的。因此本研究優先針對降雨規模

Springer, New York, NY, 234-257.

進行討論。過去討論降雨的規模，多以總累積
雨量或延時雨量強度進行切入，本研究利用
RSI 中的權重函數，有效的排除小雨的訊號，
透過權重函數藉以標準化可能致災的降雨訊
號。同時 RSI 還具有區域尺度與即時應用的優
點。配合行政院頒布之警戒燈號規定，本研究
將權重函數分為 4 級，權重函數小時 0 時為 1
級；0~0.4 為 2 級；0.4~0.8 為 3 級；0.8~1.0 則
為 4 級。並增加當權重函數大於 1 時的第 5 級，
藉以凸顯超越歷史極大值的罕見訊號。透過凡
那比颱風的分析可知，透過不同延時的降雨規
模訊號，是足以提供防災應變與災害規模之間
的連結。

409

Disaster

Recovery:

FANAPI 2010091919 6hr Acc Rainfall

25

25

1500

0.9

1200

0.8

24.5

1000

24.5

900

0.7
24

800
700

24

0.6

600

0.5

500
23.5

23.5

400

0.4

300

0.3

200

23

23

150

0.2

100

0.1

22.5

60

22.5

20

0.0

10
22

22
120

120.5

121

121.5

122

120

120.5

121

121.5

122

圖 3(a). 凡那比颱風於 2010 年 9 月 19 日 19 時

圖 1. 6 小時淹水警戒值(門檻值)於 1992~2010

的 6 小時累積雨量分布。

年 6 小時累積雨量排序的百分比分布。
1.5

FANAPI 2010091919 6hr RSI We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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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如圖 1，但為所有百分比值之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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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b). 同圖 3(a).顏色表 6 小時 RSI 權重函數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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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Fanapi 高雄市 左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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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凡那比颱風侵台期間左營區之平均時雨
量(黑長條)與 5 個延時之 RSI 權重曲線。
其中 1 小時為綠色；3 小時為深藍色；6
小時為淺藍色；12 小時為橘色；24 小時
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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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天氣模擬件事之災害衝擊分析
1

1

2

1

1

1

李欣輯 劉俊志 楊昇學 魏曉萍 陳永明 林李耀 葉克家
1
1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交通大學防災中心

摘

2

要

2009年莫拉克颱風夾帶的巨大雨量造成台灣颱風史上最嚴重的災情，經過
「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的調查及統計，經濟總損失近新台幣2仟
億元。然而由於莫拉克颱風為大規模的複合型災害，損失調查及評估的工作相
當費時費力，較難對於災後復原工作提供即時的助益。因此如能針對極端颱風
事件預先進行災害衝擊風險分析，勢必有助於災害減輕之整備工作。故本研究
之目的即依據特定的天氣模擬事件，並利用SOBEK的淹水模擬技術，進行特定
地區進行極端降雨事件可能造成之淹水分析，並依不同土地利用之分類進行各
類極端事件之損失評估，期望藉由災害風險分析的程序，推估可能造成災害衝
擊，進而提供各項有用的防減災調適策略。
關鍵字：極端天氣、淹水模擬、災害衝擊、損失評估

一、 災害衝擊分析

2.

根據 Li et .al. (2008)提出的災害損失分析
架構，可以明確知得損失分析流程，主要分成

莫拉克颱

2. 數 值 高 程 資 料

風之水位

(DEM)：95年由5m

資料。

轉40m之地表資料。

莫拉克颱

3. 土 地 利 用 資 料 ：

（inventory）、脆弱性分析（vulnerability）三

風之潮位

95-96年土地利用資

大類。一般來說災害的損失的計算結果即為這

資料。

料。

3.

災 害 度 分 析 （ hazard ）、 受 體 資 料 分 析

4.

三項的乘績。各別分述如下：

氣候變遷
下之雨量。

(1)危害度分析(hazard)
5.

本研究洪災危害度分析主要是針對區域
的地形、地貌、氣候，以及排水系統、雨量站、
水文站、河川及堤防斷面等現況資料加以蒐集

4. 跨河結構物資料：
橋樑、取水堰

氣候變遷

5. 水庫資料：曾文水

下最大潮

庫、南化水庫、烏

位推估。

山頭水庫
6. 主、支流集水區面

(如表一所示)，所進行的洪災潛勢模擬，透過

積與地理特性資

此模擬結果，可以劃定不同降雨頻率下可能的

料：曾文溪主流、

淹水範圍。

後崛溪、菜寮溪、

表一 本研究基本資料收集

官田溪、區域排水

水文特性

等支流。

1.

莫拉克颱
風之雨量。

地文特性
1. 河道斷面資料：99
年大斷面測量資料

本研究利用 SOBEK 程式，選擇莫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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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受創重最嚴重之曾文溪流域作為模擬示範

的推估。參照莫拉克災後的調查報告(李維森

區(莫拉克累積雨量最大的地區即為曾文溪上

等，2010)，所歸納的模組，主要可分成影響

游之阿里山測站)，同時依據歷史資料及莫拉

人數及財物損失兩大部份，計算結果分述如

克降雨分佈，設計十場不同之極端降雨可能之

下：

淹水事件(圖 1)，藉以分析不同極端事件下可

1.

影響人數：此計算的假設條件為，所有人
口都居住於住宅用地上(實際若不住於住

能之災害衝擊。

宅用地上的人口，則無法估算)，再依據單
位面積人口密度的理論，來推估在淹水範
圍內受影響人數。最後十場極端降雨淹水
事件的影響人數，如圖 7 所示。

圖 1 曾文溪十場極端事件之流量歷線

(2) 受體（inventory）及脆弱性（vulnerability）

圖 2 十場極端淹水事件之影響人數分析

分析

根據圖 2 的分析結果，得知在示範區中，

本研究之受體主要是指受到水災危害之

受淹水影響的總人數最多的事件，除了莫拉克

各類土地利用上之地上物。本文依據國土測繪

事件外，最大的即為 255,715 人 TOP1 事件，

中心於 97 年最新完成之全國土地利用調查結

其次才是 251,354 人 TOP2 事件，其中影響人

果。此圖層共分九大類，在套入淹水模擬結果

數最少者為 TOP9 之 107,458 人。這模擬結果

及土地利用圖層後，再利用 GIS 內建之計算功

顯示無論那一場模擬結果，所受影響的人數都

能，可以擷取淹水模擬圖層及土地利用圖層交

超過十萬人，均可稱為大規模災害事件，因此

集的面積，同時將兩圖層之屬性資料合併，估

相關政府單位可以審視目前的防災能量，在因

算出該算範圍內各類土地利用受淹面積，結果

應未來極端災害威脅下，是否足以承擔 10 萬

得知這十場事件中受創最嚴重的為均農作，其

人甚至上達 25 萬人的防災整備工作，藉以進

次為水產及林地。

行適當的強化或調整。

(3)損失推估

2.

財物損失：財產損的計算包括住宅損失模

藉由上述的危害度分析與受體量推估的

組、農林漁牧損失模組、工商服務損失模

結果，災害衝擊的損失計算，主要是利用地理

組、公用建物損失模組、交通及水利設施

資訊系統，將模擬後的淹水潛勢資料輸出為網

損失模組等結果，其中共包括 27 類不同

格資料，並套疊求得的暴露量資料，即可得知

型態的土地利用。首先十場極端淹水事件

座落於淹水範圍中之不同淹水深度之地上物

模擬計算損失結果，如圖 3 所示。

分佈，再依據各類損失的計算公式，進行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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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說明，最大 6 小時的累積降雨與總損失間有
高度的相關性，可視為關鍵之影響因子。
B. 水文因子分析
依本研究選擇進行分析的重要水文因子
共有總流量、洪峰延時、最大小時流量三項。
最後依據分析的結果得知，總流量及最大小時

圖 3 十場極端淹水事件之總損失

流量與總損失之間有呈現高相關性，而洪峰延

圖 3 中得在十場事件中，總損失的平均金

時則呈現無相關，對損失並無太大影響。其中

額為 136 億，其中損失最大為 TOP1 模擬事件

在總流量及最大小時流量兩因子中，又以最大

之 214 億元，最小的為 TOP9 模擬事件之 74

小時流量相關性較高，其 R 值為 0.95，已達顯

億元。但無論那一場模擬損失結果，除了莫拉

著的水準。因在此水文眾多的分析因子中，本

克事件外(莫拉克總全台總損失近 2000 億元，

文建議可以選擇最大小時流量作為災害衝擊

若平分受創最嚴重的南部五縣市：雲林、台南、

的水文關鍵因子。

高雄、屏東、台東縣市，每縣市的平均損近
350 億元)，相效於過去的台南市地區的災害歷

C. 土地利用

史，連最小的 74 億也已算罕見的嚴重災情。

圖 3 已顯示各事件之總損失值，然若要進
行土地利用因子的影響性分析，則須進一步針

3.災害衝擊關連性分析

對各類土地利用進行損失分析。最後依據前文

所謂關連性分析主要找出造成災害衝擊

計算之各類損失面積及深度結果，可以求得各

主要的關鍵因子。依據前文整體的計算流程，

土地利用上地上物損失(如圖 4 所示)。依據圖

可能影響最後損失的因子相當多，包括：水文

4 的計結果，可以得知在受創的所有土地利用

因子(雨量、水位及潮位)、地文因子(河道斷面、

中，損失最大三種用地依序為工業、住宅及農

流量、高程、集水區面積與地理特性等)、人

業。其中十場事件中工業總損失平均約為 52

類活動(土地利用)因子等，但不一定與損失均

億、住宅總損失平均 22 億、農業總損失為 21

有高度的相關，因此透過相關性分析可以進行

億，三者佔總平均損失之 70%。故在土地利用

篩選出關鍵因子。依據過去的文獻，本文選擇

的分析，工業、住宅及農業為此區重要的關鍵

雨量、流量、洪峰延時、土地利用等，可能與

對象。

損失相關的重要因子進行分析。分述如下：
A. 氣象因子分析
水文因子包括：總雨量、最大 3、6、12、
24、72 小時雨量，文中以最小平方法來計算
十場極端事件降雨因子與損失之關聯性，並取
最小平方法的平方法來評估其相關性。可得知
各事件的總損失值均與不同降雨因子有不錯
的相關性，然而其中又以最大 6 小時的累積降

圖 4 十場極端淹水事件之各類損失

雨為最高，R 值高達 0.88 值已接近顯著。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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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若受災面積及損失兩者結合來看，受

3.極端降雨災害之調適策略

創最嚴重工業損失，損失面積卻只佔總淹

依據上述衝擊分析結果，得知無論那場極
端事件對於本研究選取之曾文溪流域示範區

水面積的 1.7%，損失次高者為純宅住損失，

均會造重大衝擊，其中特別是 TOP1 事件最為

其面積也只佔總淹水面積的 3.2%。

嚴重。本研究再進一步針對這些損失進行關鍵

這結果說明兩件事實，第一在防災資

因子分析，發現影響損失的幾個關鍵因子，在

源有限的短期操作情況下，集中有限能量

氣象條件上主要為
「最大 6 小時累積降雨量」
，

依序先針對工業、其次住宅與農業進行防

在水文條件上則為「最大小時流量」，最後則

災是最有效益策略 ; 第二就長遠的操作

為「土地利用類型」。因此，未來若要針對該

來看，透過土地所有權交易制度進行國土

區極端降雨事件進行調適的策略，上述三項關

利用再分配才是最佳策略，特別是工業及

鍵影響因子則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下分別利用

住宅。只要減少這兩項的損失，就可一勞

這三項因子進行有效的防災應用。

永逸的解決受災問題，單就十場極端事件

(1) 降雨-損失曲線應用於早期預警：前文分析

的平均損失來說，至少可減少 54%的損失，

得知最大 6 小時的累積降雨與總損失間有

約 74 億元，若再考慮末來省去每年面對

高度的相關性，可視為關鍵之影響因子。

不同極端事件的損失，其效益就難以估算

因此最大 6 小時累積降雨與總損失之關系

了。

曲線可用來進行早期之災害預警。

十場平均淹水面積(KM2)

6000

十場平均淹水損失(百萬元)

180
160

5000

損失 百萬元
(
)

120

流量的影響因子分析中，發現最大小時流

100

3000

量與損失的相關性較高達 0.95，並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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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方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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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1000

的水準，因此最大小時流量亦為重要的災
害衝擊關鍵因子。因此依據最大小時流量
與損失的相關曲，可以進行之曾文溪流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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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區滯洪策略__降低洪峰流量 ：在前文

圖 5 淹水面積與損失比較

示範區的敏感度分析。若以莫拉克實際最
大小時流量值所對應的實際損失值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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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s Economics , v.5 n.2,

損失，第三才是佔總損失 15.6 的農作用地。

p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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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颱風季節降雨事件特性之差異
蘇元風1 劉俊志1 鄭克聲2 陳永明1
國家災害科技防救中心1 國立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2

摘

要

氣候變遷是否改變颱風季節降雨特性是近期許多學者所關心的議題。在水文分析的應用
上，經常需要使用時雨量資料進行分析，以了解事件降雨的特性，特別是針對颱風季節的降
雨。動力降尺度資料(例如MRI)提供未來情境下近未來與世紀末的每小時降雨量資料，可應用
於水文分析中探討氣候變遷下事件降雨特性的改變。事件降雨特性為許多水文分析的基礎分
析項目，水文上以三個參數來描述降雨事件，分別是降雨延時、總降雨量與事件間隔時距，
了解這三項參數對於許多水文分析而言相當重要。本中心由日本MRI資料結合WRF模式進行
動力降尺度，產製5公里解析度的時雨量資料，此資料在空間與時間解析度均高於統計降尺度
資料，使得吾人得以探討氣候變遷下事件尺度之降雨特性改變。本研究探討颱風季節之降雨
參數特性，結果顯示相較於基期，台灣南部地區於近未來與世紀末的降雨強度為逐漸增加的
趨勢。
關鍵字：氣候變遷、降雨事件特性
然而過去的動力降尺度資料其空間解析度多為20

一、前言

公里或60公里以上(例如日本MRI)，不是用於台灣地區

近年來極端氣候事件頻傳，例如極端降雨事件或

的集水區尺度，故本研究使用日本MRI資料結合WRF

大乾旱事件等，這些事件是否與氣候變遷有關引起科

模式進行動力降尺度後產製之5公里解析度的時雨量

學家的熱烈討論。過去氣候變遷相關研究，多採用統

資料，利用此高空間-時間解析度之雨量資料探討颱風

計降尺度資料，其資料之時間尺度多為年、季節、或

季節之降雨參數特性之差異。

月，所提供之月降雨改變率等資訊難以實際應用於水

二、資料與方法

文相關研究中。許多水資源與水利規劃設計、水庫供

本研究使用日本氣象廳(Japan Meteorological

水調度而言，了解事件降雨特性是相當重要的工作。
舉例而言，對於降雨逕流演算、水庫入庫流量預報、

Agency, JMA)氣象研究所(Meteorological Research

以及堤防護岸設計規劃等重要水文議題而言，經常需

Institute, MRI)發展之高解析度大氣環流模式於A1B情

要小時降雨量的資料作為分析的基礎[2,3]。

境下所模擬出的氣候推估結果當作初始場及邊界條件，
再以美國大氣研究中心所發展的天氣研究與預報系統

動力降尺度的資料則提供前述問題的一個解決方
案。動力降尺度資料可提供小時之雨量資料，適用於

模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system,

氣候變遷下事件降雨特性評估之研究。事件降雨特性

WRF)進行動力降尺度，產製之降水資料具有5公里的

主要可由三個參數來做描述(圖1)，首先是降雨發生的

空間解析度，時間解析度為小時的資料(往後簡稱為

延時(duration)，即降雨發生所歷經的時間；其次為在

MRI-WRF-5km)。產製之MRI-WRF-5km資料有三個期

此降雨延時內降雨的累積量，即總降雨量(total depth)；

程，分別是基期(1979-2003年)、近未來(2015-2039年)

最後是降雨事件結束到下一次降雨事件發生之間的間

與世紀末(2075-2099年)。為比較MRI-WRF-5km與實際

隔時距(inter-event time)。此三個參數即可完整描述一

觀測資料所計算之統計參數差異，本研究亦收集全台

場降雨事件，如能掌握其統計特性，結合序率暴雨模

灣約84個雨量測站的時雨量資料，其空間分布如圖2

擬模式，即可模擬未來預設年期(近未來與世紀末)之降

所示。

雨歷程。序率暴雨模擬模式所模擬之降雨序列可進一
步應用於後續水文分析的相關應用上[4]，例如頻率分
析、降雨逕流演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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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後，可應用於近未來與世紀末的MRI-WRF資料以計
算降雨參數，並與基期的資料比較而得降雨參數之改
變率(圖3)，此降雨參數改變率即可應用於序率暴雨模
擬模式及後續水文相關之應用。
為利於測站資料與 MRI-WRF-5km 資料之比較，
本研究擷取鄰近測站位置之 MRI-WRF-5km 網格與測

圖 1. 降雨事件特性示意圖

站資料比較，由 84 個測站時雨量以及 MRI-WRF-5km
網格之時雨量資料所計算之三個降雨參數，分別利用
距離平方法比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 IDW)推
估等高線圖以利比較其空間分布特徵。

圖 3. 研究流程

圖 2. 雨量測站空間分布
根據氣象局的統計，7月至10月為台灣地區颱風主

三、結果與討論

要發生的期間，本研究亦採用此期間定義為颱風季節，
欲探討颱風季節之降雨事件特性，必須由所蒐集之降

颱風是台灣地區最主要致災的極端降雨事件，本

雨序列資料中定義出降雨事件，決定降雨事件的方式

研究探討颱風季節的降雨事件特性及其於近未來與世

則透過降雨門檻值的設定，此降雨門檻值分為兩個部

紀末的改變。為比較測站觀測資料與MRI-WRF-5km資

份，一為時雨量的門檻、另一為降雨延時的門檻。本

料所計算之參數是否相近，由基期(1979年-2003年)的

研究針對颱風季節所採用的時雨量門檻為2.5mm/hr，

結果，發現由雨量測站資料經過門檻值決定出的降雨

超過此門檻值的降雨才被視為有效降雨；此外降雨延

事件數，主要以東北部以及南部恆春半島為最多(圖4a)，

時需大於8個小時。此外，為決定出獨立降雨事件，必

而MRI-WRF-5km資料所決定出的降雨事件數在空間

須決定相鄰降雨事件間最小連續不降雨時間，亦即若

分布上與測站資料相當接近。由所決定出的降雨事件

降雨停止超過n個小時，後續所發生的降雨事件將視為

統計其平均降雨延時、總降雨量以及事件間隔時距等

另一場獨立降雨事件。過去已有文獻探討此n值之決定，

參數，所計算而得的平均降雨延時，較長延時的區域

例如張守陽(1995)[1]採用2小時，本研究沿用經濟部水

主要位於台灣北部的大雪山山脈與南部桃源、山地門

利署計畫「氣候變遷水文環境風險評估研究」之設定，

一帶(圖5a)。MRI-WRF-5km基期所計算之平均延時在

將n值設定為4小時。

空間分布上能大致掌握其空間分布趨勢，雖然北部長
延時的區域稍微偏移至宜蘭靠近沿岸地區，南部則偏

測站資料與MRI-WRF-5km資料可分別依照門檻
擷取降雨事件，每一場事件可計算其三個降雨特性參

移至屏東恆春地區。值得注意的是，MRI-WRF-5km所

數(延時、總降雨量與間隔時距)，研究中將檢驗由兩資

計算之平均延時比測站資料所算之延時略低(圖5b)，顯

料所計算之參數是否相近，以評估MRI-WRF資料是否

示MRI-WRF-5km資料在重現測站資料特性上仍有進

能重現觀測資料之統計特性。當適當之降雨門檻值決

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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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降雨量的部分，測站資料顯示在北部雪山山脈

謝誌

與南部山區有較大的降雨量(圖6a)，而MRI-WRF-5km

作者感謝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MRI)提供資料，

資料也能大致掌握總降雨量之空間分布特性，唯獨在
在數值上比測站資料低，顯示MRI-WRF-5km資料有低

以及鄭兆尊博士與陳淡容助理產製MRI-WRF-5km資

估此類降雨的情形(圖6b)。

料。

間隔時距所反映之特性與事件數相反，亦即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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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均延時的比較上，顯示未來颱風季節超過8小
時延時的降雨事件，其平均延時將隨時間逐漸下降(圖

10.1007/s10333-011-0271-5.

5c-5d)。另一方面，總降雨量於近未來的趨勢與基期差
異不大，但世紀末則顯示出新竹以南總降雨量是增加
的情形，北部地區則是減少(圖6c-6d)。綜合降雨延時
與總降雨量兩個參數一起比較時，顯示在世紀末降雨
延時降低與總降雨量增加的趨勢，反映出中南部地區
於世紀末之降雨強度(即單位時間內降雨量)是增加的
情形。

四、結論
整體而言，MRI-WRF-5km資料對於第二類降雨(颱
風)之統計參數能大致上能掌握其空間分布特性，唯存
在平均延時較短、總降雨量較低的現象，顯示出
MRI-WRF-5km資料於降雨量的模擬仍有改善的空間，
本研究由水文的觀點，以MRI-WRF-5km的時雨量資料，
探討颱風季節中降雨延時超過八小時的降雨事件之統
計參數特性於氣候變遷下之改變，研究中發現
MRI-WRF-5km資料能大致重現測站資料的空間分布
特性，雖仍存在降雨量低估的問題。在近未來與世紀
末的變化趨勢上，發現世紀末於中南部地區長延時降
雨事件的降雨延時縮短，但總降雨量增加的情形，突
顯出世紀末降雨強度增加的警訊，此警訊應受到重視，
並納入未來防災規劃的思維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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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b)

(c)
(d)
圖 4. 事件數 (a)測站；(b)MRI-WRF-5km 基期；(c)近未來；(d)

(c)
(d)
圖 6. 總降雨量(mm) (a)測站；(b)MRI-WRF-5km 基期；(c)近未

世紀末。

來；(d)世紀末。

(a)

(a)

(b)

(b)

(c)
(d)
圖 5. 降雨延時(小時) (a)測站；(b)MRI-WRF-5km 基期；(c)近

(c)
(d)
圖 7. 事件間隔時距(小時) (a)測站；(b)MRI-WRF-5km 基期；

未來；(d)世紀末。

(c)近未來；(d)世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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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情境下臺灣水文設計之影響評估
江申、蘇元風、朱容練、陳淡容、鄭兆尊、傅金城、葉克家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摘

要

台灣之洪水保護基準之設定基本上均基於雨量頻率分析之結果，其流程大致為: 雨量頻率分
析→頻率年決定→設計降雨→降雨逕流模式→洪水量。由此可知雨量頻率分析之結果將決定洪水
保護基準之設定。近年來許多研究指出氣候變遷下未來降雨之型態及規模均將與過去有所不同，
此結論將直接衝擊現行河川堤防之設計防護標準，並將提高淹水災害之風險。

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 JMA/MRI(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MRI)之氣候模式為一高解析度之大氣環流模式。其提供 1979 年至 2003 年、2015 年至 2039 年及
2075 年至 2099 年三組空間解析度 20 公里，時間長度 25 年之小時降雨資料。1979 至 2003 年之氣
候資料係以觀測海溫作為驅動，並以 IPCC A1B 情境得到 2015 年至 2039 年及 2075 年至 2099 年
之推估值。

本研究擬應用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之 AGCM 推估資料(1979 年至 2003 年、2015 年至 2039
年、2075 年至 2099 年三組 25 年之降雨資料)進行水文頻率分析。研究中以 Bootstrap resampling 之
方式產製資料以進行對降雨資料長度之自然變異性進行分析外，對於 MRI 降雨資料之偏差量校
正方法(Bias correction)方面，使用國科會推動之「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Project, TCCIP) 之＂台灣測站資料數位化、均一
化與網格化＂研究成果，以 1960-2009 之 50 年日降雨網格化資料，(臺灣地區網格數為 3432 點，
空間解析度 5Km)，進行全臺灣空間區位之雨量頻率分析，及資料長度與區間對水文頻率分析結
果影響評估。

此外，MRI(20Km 空間解析度)及 WRF 降尺度(5Km 空間解析度)之原始資料及偏差校正後資
料之雨量頻率分析亦進行評估，冀由此得知未來水文情境之推估結果是否合理。在解析氣候變遷
情境下對臺灣水利工程設計之可能衝擊外，並冀能進一步解讀在有限制之未來氣候變遷情境下之
衝擊量評估結果。
關鍵字：氣候變遷、MRI、Bias Correction、水文頻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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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與台灣稻作損失關聯之探究
朱蘭芬 1 陳永明 1 張靜貞 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 2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1963-2010年颱風與台灣稻作損失的關係，並利用極端值理論估計20、50、
100年之颱風延時降雨之回復期水準，再藉此進一步推算此回復期水準下之稻作損失。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即利用迴歸(傳統、Tobit)之計量方法建構颱風之不同延時
降雨(3、6、9、12、、24、48小時)與稻作損失之關係；第二部分則利用極端值理論模
擬該模型之最適的延時降雨之降雨情況，並推算20、50、100年回復期之延時降雨水準
(情境)，第三部分即結合迴歸與極端值理論的推估結果，推算20、50、100年回復期水
準之稻作損失。
關鍵字：稻作損失、颱風、迴歸、Tobit、極端值理論

一、 前言
近年來氣候變遷所導致的異常氣候在世界各
地輪番上演，最顯著的例子即是極端降雨發生的
頻率和強度。聯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s ；
IPCC)預測2050年全球暖化對熱帶氣旋所造成的
影響，將間接促使人口與財富的額外損失增加
22-60美元(Pielke et al., 2000)。
根據農業年報顯示近10年(1997-2007)天然災
害所造成的總損失金額約高達1,300億元，平均每
年約118億元；而以1991-2010年統計的資料顯示，
颱風是造成台灣農業損失之主要天然災害，其中
以2009年的莫拉克颱風所造成的損失為最高(約
190億元)、1996年的賀伯颱風次之(約185億元)，
1997年的柯羅莎颱風所造成的損失居第三(約76
億元)。雖然農業僅占國內生產毛額不到2%的比
重，但它是一個國家人民仰賴維生的主要糧食作
物，亦是農業生產與糧食安全的重要指標，一旦
有重大的農損發生，農產品價格亦會產生震盪，
影響所及不僅是農民生活，也涉及國內經濟發展。
因此，當世界各國正視氣候變遷所帶來的各種衝
擊時，瞭解氣象因子與農業災損的關係是推動相
關計畫的第一步。
以往的研究針對作物的生產或損失的研究，
大都著重在作物生長的模擬方式，藉由電腦與數
學的結合來描述作物的生長情況，或者，將作物
生長模型結合地理資訊系統、大氣環流模式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GCM)之氣候預測值針
對氣候敏感度分析及產量的預測。然而，大氣環
流模式是以模擬全球大尺度氣候的平均特徵，其
網格的解析度低，不適用於面積小的地區，儘管
目前亦有降尺度的方法可以彌補大氣環流模式的

不足，但產出資料所費的成本與時間均相當高，
故在使用上是有其限制的。此外，作物模型的模
擬，探討的方向是氣候或氣象與作物生長的物理
性質的影響，對於即時的作物逆境(例如豪雨、強
風等)之極端事件所造成的影響，其評估能力便有
不及與不足的地方。
就時間序列資料而言，迴歸分析是解釋變數
與被解釋變數之間的線性關係與做預測最穩健
(robust)的方法。鑑於台灣農損與氣象資料的完整，
因此，本研究即以此方法來檢視颱風氣象因子與
災損之間的關係，即將氣象因子與災損之貨幣化
關係描述出來，再進一步做預測。

二、 文獻回顧
近幾年有關氣候與農業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
為兩個領域，一是結合氣候預報與作物產量的研
究(Shin et al., 2009、Cantelaube & Terres, 2007、
Kumar, 2004、姚明輝與陳守泓，2009)，二是利用
計量方法推估氣候與作物產量或損失的關係
(Crow et al., 2000、Hansen , 2004、Rajarajeswari &
Muralidharan, 2006、Zhang, 2004)。早期國內有關
農業災害的損失的研究都以美、日等國的損失模
式做為本國實證的損失模型（如蘇夷士，1965；
蘇文生，1976；楊和炳，1980；方明川，1982；
張伯文，1984；蘇文斌、楊和利，1997；鄭孟育，
2002；朱蘭芬等，2007），也實際調查資料建立
損失函數並進一步分析經濟福利的模型（如Gau
與Liu，2002；張本岳、彭作奎，1994）。

三、 研究資料與方法
(一) 研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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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1963-2010年台中、台南、花蓮、
台東四個測站之颱風氣象資料、稻作損失資料來
探討颱風氣象特性與災損之間的關聯性。由於物
價波動會影響損失的實質金額，故分析前先將損
失金額予以平減(以95年的物價水準為基期)，除
去物價波動所造成的影響後再做分析。有關台中、
台南、台東、花蓮四個地區之稻作損失與3、6、9、
12、24、48小時之延時降雨之關係如圖1-31。

(二) 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討1963-2010年颱風與台灣稻作
損失的關係，由於農業統計年報中僅記載稻米有
損失的地區(Truncated的樣本特性)，沒有損失記
載其背後可能有三種意涵：第一是實際的損失為
零，此時利用最小平方法（OLS）即可估計稻米
的損失函數；第二是則是颱風侵襲時並未造成損
失，反倒是其所帶來之雨量可能有益於稻米成長
進而使產出增加，此種負的損失無法觀察到，亦
無法反映在農業年報上，故可以Tobit模型為之。
換句話說，本研究的實証模型將會針對傳統、
Tobit、Truncated三種估計模型分別建構颱風事件
下之不同延時降雨(3、6、9、12、、24、48小時)
與颱風所造成的稻作損失之關係。估計完上述模
型之後，利用AIC準則挑出最適的延時降雨與災
損的模型，再利用極端值論將上述最適模型之延
時降雨的回復其計算出來，進一步計20、50、100
年回復期下之延時降雨水準颱風對稻作損失的影
響程度2。
圖1 嘉義地區稻作損失金額與不同延時降雨之關
係

圖2 台南地區稻作損失金額與不同延時降雨之關
係

1

圖形橫縱軸皆為取自然對數後的結果。橫軸表示
每個颱風事件，橫軸表示每個颱風事件下稻作的損
失金額
2
由於篇幅的限制，理論的部分請自行參考相關文
獻與參考書。

圖3 高雄地區稻作損失金額與不同延時降雨之關
係

四、 估計結果
表1-3為傳統迴歸估計的結果，除了近中心最
大風速外，各解釋變數與被解釋變數之預期符號
皆符合本研究之預期。儘管近中心最大風速的符
號與本研究之預期不符而颱風停留的天數符合預
期本研究預期，但迴歸估計的結果皆不顯著，顯
示在預測時可以忽略該變數。稻作受損的面積對
災損金額的影響相當顯著，而大部分延時降雨對
稻作損失之影響的程度，有隨著延時降雨時數增
加而有增加的現象，顯示延時降雨的延時越長，
對稻作的損失金額越大。
圖4&5分別以不同延時降雨對稻作損失作迴
歸後所得到各係數的顯著性(t-value)。就圖4來看，
在24小時延時降雨之前，降雨量對台南地區稻作
損失之影響程度有遞增的現象，但之後即開始呈
現遞減的現象，顯示24小時的延時降雨對台南地
區稻作損失之影響是最大的。就圖5而言，嘉義、
台南之稻作損失程在12小時延時降雨之前有隨著
降雨量增加而有增加的現象，但之後即為遞減的
情形；高雄地區則以48hr延時降雨對稻作損失的
金額的解釋最為顯著。
由於平減後有考量的物價波動的影響，故估
計結果以平減後的估計結果做為最佳的解釋。另
外，根據表1-3之迴歸推估結果，輔以AIC(與BIC)
準則3判斷，可以發現12小時之延時降雨量對嘉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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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 與 BIC 的值越小，配適的結果愈佳

台南地區稻作損失的最具有解釋力；48小時之延
時降雨對高雄地區之稻作損失解釋力亦最佳。由
於從t-value以及AIC(與BIC)準則皆得出相同的結
果，因此，接下來的迴歸推論即依據此結果。
圖 4 不同延時降雨對原始稻作損失之影響程度
t‐value

3
2
1
0

高雄之迴歸為：
y
e . ∗ area . ∗ 24hr .
表5為極端值理論所模擬出來的極端降雨分
配結果，其中嘉義的位置參數大於台南與高雄，
顯示其極端降雨量的分布之平均值是高於台南、
高雄的而規模參數也是三個地區裡最大的，顯示
嘉義是極端降雨情分布變異最大的。
表 4 嘉義、台南、高雄之極端降雨分布之估計結

3 hr 6 hr 9 hr

12
hr

24
hr

48
hr

果
嘉義
75.42.
位置參數
(12.59)
61.82
規模參數
(10.59)
0.28
形狀參數
(0.17)
註：括號內的值為標準差

嘉義 2.28 2.16 2.16 2.34 2.3 2.12
台南 0.11 2.01 2.21 2.37 2.39 2.25
高雄 1.54 1.62 1.99 1.89 1.98 2.1

t‐value

圖 5 不同延時降雨對平減後稻作損失之影響程度
2.5
2
1.5
1
0.5
0
3 hr 6 hr 9 hr

12
hr

24
hr

嘉義 0.99 1.02 1.14 1.2

48
hr

1.2 1.34

台南 1.65 1.7 1.91 2.05 2.03 1.76
高雄 1.67 1.83 1.99 2.13 2.19 2.23
表4為OLS與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4。由估計
結果顯示嘉義、台南和高雄地區的颱風延時降雨
和稻作損失之迴歸方程式。
嘉義之迴歸為：
3.76

0.12 ∗

12

0.33 ∗

12

台南之迴歸為：
1.98

0.84 ∗

高雄之歸為：
2.33

0.71 ∗

0.33 ∗

24

由於上述迴歸的變數皆以自然對數為之，因此，
迴歸係數表示雨量(或損失面積)每變動一毫米對
於稻作損失金額的影響 0.12-0.33 個單位。估算對
稻作損失影響時，需再將變數還原成原來方程式，
如下：
嘉義之迴歸為：
y
e . ∗ area ∗ 12hr
台南之迴歸為：
y

4

e

.

∗ area

.

.

∗ 12hr

高雄
43.72
(7.87)
43.59
(7.28)
0.46
(0.19)

表6則根據表5之結果去推算20、50、100年之
嘉義、台南12小時延時降雨與高雄24小時延時降
雨之回復期水準。根據嘉義、台南之12小時延時
降雨之回復期水準看來，嘉義之延時降雨的回復
水準大於台南地區。
表 5 嘉義、台南、高雄極端降雨之回復期水準
單 位 :
毫米
嘉義(12hr)
台南(12hr)
高雄(24hr)
365
178
320
20 yr
225

518

100y
666
264
r
註：此為顯著水準 5%下估出的結果

733

50yr

1.00 ∗

台南
53.96
(6.25)
35.92
(4.89)
0.10
(0.15)

520

將此結果帶入迴歸式估算20、50、100年之嘉
義、台南與高雄之稻作損失，即得到表7。根據表
7，我們得知，20年之12小時延時降雨對嘉義、台
南地區之稻作損失之影響介於約25萬元至50萬元
之間；50年之12小時延時降雨則介於31萬元至72
萬元之間；100年之12小時延時降雨則介於36萬元
至92萬元之間。20年之48小時延時降雨對高雄地
區之稻作損失之影響約68萬元；50年48小時延時
降雨對高雄地區之稻作損失之影響約71萬元；100
年48小時延時降雨對高雄地區之稻作損失之影響
約101萬元。
表 6 南部地方 20、50、100 年回復期之災損情況

.

由於樣本的 missing value 或者無法觀察到的樣本
值很少，因此，三種模型的估計結果相似。

嘉義(12hr)
20
yr
50
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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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12hr)

高雄(24hr)

503,704

245,644

684,804

717,604

310,504

714,844

100y
919,084
364,324
1,011,544
r
註：括號內的值為顯著水準 5%下之信賴區間

五、 結論與討論
本文旨在探討1963-2010年颱風與台灣稻作
損失的關係。第一部分即利用迴歸(傳統、Tobit、
Truncated)之計量方法建構颱風之不同延時降雨
(3、6、9、12、、24、48小時)與稻作損失之關係；
第二部分則利用極端值理論模擬該模型之最適的
延時降雨之降雨情況，並推算20、50、100年回復
期之延時降雨水準(情境)，第三部分即結合迴歸
與極端值理論的推估結果，推算20、50、100年回
復期水準之稻作損失。
第一部分的推估結果顯示，近中心最大風速
沒有辦法解釋稻作損失；延降雨量對嘉義、台南、
高雄的稻作損失有正的關係，其中以12小時的延
時降雨量對嘉義、台南的稻作損失最為顯著，而
以24小時的延時降雨量對高雄稻作損失的影響最
顯著。
第二部分的推估結果顯示：12小時延時降雨
量之未來20、50、100年回復期水準是嘉義地區大
於台南地區，分別為365mm、520mm、666mm；高
雄地區之24的延時降雨量之未來20、50、100年回
復期水準分別為320 mm、518 mm、733 mm。
第三部的推估結果顯示：嘉義地區12小時延
降雨之未來20、50、100年回復期水準下之災損分
別為約50、72、92萬元；台南地區12小時延降雨
之未來20、50、100年回復期水準下之災損分別為
約25、31、36萬元；高雄地區48小時延降雨之未
來20、50、100年回復期水準下之災損分別為約68、
71、101萬元。
本研究於推歸迴歸方程式時欲以近中心最大
風速來表示颱風的強度，但推估的結果符號與先
前的預期不符，且係數也不具顯著性，致使推估
災損的結果，可能會有低估的可能。由於颱風事
件所造成稻作損失主要來自於其所帶來的強風以
及不同的延時降雨對稻作倒伏的影響，未來將試
圖再以瞬間最大風速推論之，重新考慮所有颱風
氣象特性對台灣稻作損失之影響，如此的災損結
果才更具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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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嘉義地區稻作損失之迴歸結果(OLS)
i=3 hr
i=6 hr
i=9 hr
3.66
3.65
3.58
截距項
(2.58)
(2.56)
(2.51)
0.06
0.06
0.06
天數
(0.99)
(1.03)
(0.96)
1.00
1.00
1.00
面積
(21.70)
(21.68)
(21.80)
0.03
0.03
0.04
風速
(0.08)
(0.07)
(0.09)
0.09
0.09
0.09
延時雨量(i)
(0.99)
(1.02)
(1.14)
R-squ
0.95
0.95
0.95
Adj R-squ
0.95
0.95
0.95
AIC
1.632
1.634
1.623
BIC
1.861
1.867
1.852

i=12 hr
3.54
(2.49)
0.05
(0.94)
1.00
(21.85)
0.04
(0.10)
0.10
(1.20)
0.95
0.95
1.617
1.846

i=24 hr
3.65
(2.62)
0.05
(0.91)
1.00
(21.85)
0.01
(0.02)
0.09
(1.20)
0.95
0.95
1.619
1.848

i=48 hr
3.66
(2.61)
0.05
(0.87)
1.00
(21.80)
0.01
(0.02)
0.09
(1.34)
0.95
0.95
1.6230
1.852

表 2 台南地區稻作損失之迴歸結果(OLS)
i=3 hr
i=6 hr
2.94
2.76
截距項
(1.77)
(1.63)
0.06
0.07
天數
(0.96)
(0.99)
0.84
0.84
面積
(13.32)
-0.18
-0.16
風速
(-0.48)
0.29
0.28
延時雨量(i)
(1.65)
(1.70)
R-squ
0.86
0.86
Adj R-squ
0.85
0.85
AIC
2.406
2.402
BIC
2.603
2.600

i=9 hr
2.76
(1.65)
0.06
(0.94)
0.84
(13.71)
-0.19
(-0.51)
0.31
(1.91)
0.86
0.85
2.386
2.583

i=12 hr
2.67
(1.62)
0.06
(0.95)
0.85
(13.82)
-0.20
(-0.53)
0.32
(2.05)
0.85
0.85
2.374
2.571

i=24 hr
2.79
(1.70)
0.06
(0.92)
0.85
(13.77)
-0.21
(-0.57)
0.30
(2.03)
0.86
0.85
2.375
2.572

i=48 hr
2.83
(1.69)
0.06
(0.97)
0.84
(13.53)
-0.21
(-0.53)
0.27
(1.76)
0.86
0.85
2.398
2.595

表 3 高雄地區稻作損失之迴歸結果(OLS)
i=3 hr
i=6 hr
平減前
4.96
4.81
截距項
(2.85)
(2.78)
0.09
0.09
天數

i=9 hr
4.64
(2.67)
0.09

i=12 hr
4.57
(2.65)
0.08

i=24 hr
4.67
(2.76)
0.08

i=48 hr
4.74
(2.8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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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風速
延時雨量(i)
R-squ
Adj R-squ
AIC
BIC

(0.87)
0.74
(7.69)
-0.70
(-1.52)
0.25
(1.67)
0.64
0.60
3.097
3.294

(0.85)
0.73
(7.61)
-0.68
(-1.48)
0.26
(1.83)
0.64
0.61
3.084
3.281

(0.84)
0.74
(7.71)
-0.65
(-1.42)
0.27
(1.99)
065
0.61
3.072
3.268

(0.81)
0.74
(7.80)
-0.66
(-1.45)
0.29
(2.13)
0.65
0.62
3.059
3.256

表 7 南部地區 OLS、Tobit 之估計結果(去掉不顯著的變數)
嘉義
台南
OLS
Tobit
OLS
Tobit
3.76
3.76
1.98
1.98
截距
(9.53)
(10.02)
(2.45)
(2.23)
1.00
1.01
0.84
0.84
面積
(24.15)
(25.37)
(16.36)
(16.90)
0.12
0.12
0.33
0.33
時降
(1.63)
(1.69)
(2.19)
(2.26)
降雨
R-squ
0.95
0.86
D-W Test
2.16
2.32
註 1. 嘉義之D , .
1.37；D , .
1.52；
註 2. 台南之 D , .
1.50；D , .
1.59；
註 3. 高雄之之 D , .
1.48；D , .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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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0.74
(7.87)
-0.71
(-1.58)
0.29
(2.19)
0.65
0.62
3.053
3.250

OLS

高雄
Tobit
2.33
(3.24)
0.71
(7.73)
0.33
(2.49)
0.76
1.60

(070)
0.74
(7.85)
-0.73
(-1.64)
0.29
(2.23)
0.66
0.62
3.050
3.246

2.33
(3.35)
0.71
(7.99)
0.33
(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