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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溪懸移質輸砂量推估模式建置研究 

張力文(1)  蔡淑芬(2)  林昭遠(3) 

摘  要 

清水溪集水區自 921 大地震後，震鬆原本脆弱地質，每逢颱風暴雨，洪水挾帶大量泥砂，

易危及下游地區之保全對象。本研究利用網格式合理化法(Grid Rational Algorithm for Predicting 
Hydrograph, GRAPH) 模擬清水溪集水區逕流歷線，並配合懸移質實測紀錄，以逐時之流量推

估暴雨期間河川懸移質輸砂量。結果顯示在高流量（重現期距大於 5 年)下，實測與推估之懸

移質輸砂量有較高的符合度（誤差約 10%）；中流量(重現期距 3~4 年)之模擬結果較差（誤差

30%~50%），顯示本模式適合於高流量下懸移質輸砂量之推估，流量愈大所推估之誤差愈小。

研究成果可供颱洪期間防災預警及保育治理對策研擬之參考。 

(關鍵詞：網格式合理化法、降雨-逕流模式、懸移質輸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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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logic condition in Chingshui watershed has become more fragile after 
Chi-Chi earthquake. Lots of sediments transported by the torrential floods during the 
following typhoon seasons cause huge hazards which threaten the protected targets 
located at the downstream areas. However, the suspend load has its uncertainties and 
difficult to measure during typhoon event. Alternatively, the indirect estimation of 
suspend load, which applicable provide early response and handling of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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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should be proposed. This study, a hydrologic model (Grid Rational 
Algorithm for Predicting Hydrograph, GRAPH)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runoff 
hydrograph in Chingshui watershed. Moreover, the suspended load during the 
typhoon and/or heavy rainfall event would be estimated from hourly discharge and 
compared with measure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vents with high peak flow 
(return period greater than 5 years) perform better consistency in suspended load 
estimation (about 10% errors); while the events with medium peak flow (return 
period: 3-4 years) showing errors within the range of 30% to 50%.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model was suitable to estimate suspended load under high peak flow. 
The higher peak flow it was, the more accurate it has. The results could be as a 
referenc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pre warning, and strategy making. 

(Keywords: GRAPH, Rainfall-runoff model, Suspended load) 

前言 

清水溪流域上游山區地形陡峭，且岩性

多為砂、頁岩，質軟脆弱而節理特別發達，

一旦受雨水或地下水之侵蝕，頁岩軟化即沿

傾斜之層面滑落至河道，增加水流之泥砂含

量。自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後，震鬆原本脆

弱地質，每遇颱風暴雨侵襲，流域內山坡土

砂產量驚人，大量土砂下移，不僅造成橋梁

中斷、河道土石淤積、河床變動異位外，更

形成多處的堰塞湖地形，使上游水位驟增，

淹沒上游兩岸設施，一旦堰塞湖潰決又形成

大規模之土石流或洪水，嚴重危及下游橋

梁、河防設施及沿岸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歷次災害中尤以 90 年桃芝風災、93 年

七二水災、97 年卡玫基、鳳凰、辛樂克、薔

蜜等接連數個颱風及 98年莫拉克颱風災害最

為嚴重(水利署，2010)。在水砂運移的過程，

易衍生許多坡地災害，其發生極為快速，崩

塌分布區位遼闊且零散、土砂量體有其不確

性，難以預先調查及判斷，如何即早提供災

害防治之應變處理，將是重要的課題。 

國內泥砂觀測作業多以人工採樣方式，

處理上不但費時，且採樣時間受天候狀況限

制，造成颱洪期間的泥砂資料採集困難，無

法有效掌握泥砂運移時機。因此，本研究以

清水溪桶頭(2)上游之集水區為研究範圍，利

用網格式合理化法(GRAPH) 模擬清水溪集

水區逕流歷線，配合懸移質實測紀錄，以逐

時之流量推估暴雨期間河川懸移質輸砂量，

並建置 α 及 β 迴歸式，結合河川流量與懸移

質輸砂量率定曲線，藉以推估測站無紀錄時

之流量及懸移質輸砂量，供颱洪期間防災預

警及保育治理對策研擬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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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區與材料 

1.地理位置 

清水溪位於台灣中部地區，為濁水溪流

域(濁水溪為台灣第一大之河川)上游支流，

主流上游為阿里山溪，發源於阿里山脈北麓

的大塔山，東南隔萬歲山與曾文溪為鄰，南

鄰八掌溪溪流域，西以平頂山高原為界，流

域呈狹長形，面積約 421.5 平方公里。流域跨

越南投、嘉義、雲林三縣，包括嘉義縣之阿

里山鄉及梅山鄉，南投縣之竹山鎮，雲林縣

之古坑鄉，斗六市及林內鄉等 6 個鄉鎮市。

集水區主流全長約 46 公里，河床平均坡度約

為 1/58，為急流河川，流域內主要支流由上

游至下游有石鼓盤溪、阿里山溪、生毛樹溪、

加走寮溪等。 

清水流域位處於中低緯度之交，屬於亞

熱帶氣候。冬季時受大陸性冷氣團籠罩，東

北季風盛行，因中央山脈阻隔，故雨量較少；

夏季西南風、雷雨及颱風吹襲，雨量豐沛，

雨季主要集中在 5~9 月的颱風季節，全年平

均雨量約為 2,690mm，降雨天數約佔全年

2/3，降雨頻繁，屬於夏季多雨，冬季少雨之

氣候型態。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所建置之雨量站及流

量站分布位置(圖 1)，及其記錄年限完整性，

採用對研究區域具有較佳代表性之桶頭(2)、

大埔、草嶺(2)、樟腦寮(2)、大湖山、樂野、

水山、東埔及內茅埔(2)等九站之雨量資料，

經地理統計之反距離權重法內差分析集水區

雨量之空間分布。 

 

 

圖 1. 清水溪集水區流域雨量、流量站位置分布圖 
Fig 1 Hydrologic stations located nearby Chingshui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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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材料 

流量資料係採用桶頭(2)站，依最大瞬時

流量高低選取 1990~2009 年間之颱風暴雨場

次，分別為 1990 楊希颱風、1992 寶莉颱風、

1996 賀伯颱風、2001 納莉颱風、2005 海棠颱

風、2005 泰利颱風、2006/6/9 暴雨、2007 柯

羅莎、2008 卡玫基、2008 鳳凰、2008 辛樂克、

2008 薔蜜、2009 莫拉克颱風等十三場歷史颱

風暴雨事件，其洪峰流量分布如圖 2。數值高

程、電子地圖、及衛星影像等相關 GIS 圖資

所採用資料資訊如表 1。 

 

圖 2. 桶頭(2)流量站歷年最大瞬時流量 
Fig 2 The annual maximum discharge of 

Tung-Tou(2) station 

表 1. 基本圖資種類與來源 

Table 1 Types and sources of the used data. 

圖資/資料 解析度 年分 來源 用途 

DEM 40m x 40m 

, 5m x 5m 

1986、2004 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內政部地政司 

地形分析 

電子地圖 1/25000 2001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水系分布 

衛星影像 30m x 30m 1990~2009 美國地質調查所 逕流係數 

水文站 時資料 1980~2013 經濟部水利署 降雨逕流分析 

懸移質 日資料 1980~2013 經濟部水利署 輸砂量分析 

3.研究流程 

基於合理化公式可用於推估逕流歷線的

前提下，本研究利用集水區及鄰近雨量站歷

年暴雨事件之雨量資料，以地理統計之反距

離權重法，推估集水區內時雨量之空間分

布。另利用衛星影像資料，求得常態化差異

植生指標(NDVI)，經由線性反向配置後，推

得初始逕流係數C0值，並考慮降雨時集水區

逕流係數之時變性，利用等集流時間之概

念，劃分出等集流時間匯流面積，克服合理

化公式在應用上集水區面積須小於 1,000 公

頃之限制，建立清水溪集水區之逕流係數動

態分布模式，模擬歷年暴雨產生之逕流歷

線。運用基流分離的概念處理實測流量數據

得直接逕流量資料，以推求洪峰到達時間修

正係數(α)、洪峰流量修正係數(β)進行模擬校

正，將所得結果進行統計迴歸，配合河川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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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懸移質資料，以逐時之逕流量推估暴雨期

間河川懸移質輸砂量 (圖 3)。 

 

圖 3. 研究流程 

Fig 3 Flowchart of the study 

研究模式架構 

本研究分析方法主要分為四部份，一、

以 DEM 數值地形進行相關地形分析、水系網

萃取等；二、以雨量資料進行降雨特性分析；

三、以流量資料配合雨量進行動態降雨-逕流

模式之模擬分析；四、以 α 及 β 值迴歸方程

式配合懸移質實測紀錄進行河川懸移質輸砂

量之推估。 

周文杰(2004)以合理化公式理論基礎，加

以延伸應用為合理化公式-逕流歷線修正

式，運用 GIS 量化集水區逕流歷線計算基

準，模擬集水區基礎水文分析，稱為網格式

合 理 化 法 (Grid Rational Algorithm for 

Predicting Hydrograph, GRAPH)，其計算式一

般表示如下： 

𝐸𝐸𝑝𝑝 = 𝐶𝐼𝐼𝐴 

式中，𝐸𝐸𝑝𝑝為洪峰流量(立方公尺/秒)、𝐶為

逕流係數(無單位)、 𝐼𝐼為降雨強度(mm/hr)、𝐴

為集水區面積(公頃)。 

合理化公式為 Kuichling(1889)所推演之

經驗式，其基本假設如下： 

(1) 整個降雨延時（𝑡）中，降雨強度為一

定值； 

(2) 降雨延時（𝑡𝑟）等於或大於集流時間

（𝑡𝑐）； 

(3) 降雨均勻分布於集水區內（空間分布

之均勻性）； 

(4) 降雨強度與其產生逕流之發生機率相

同。即尖峰流量之重現期距與平均降

雨強度或降雨事件之重現期距相同； 

(5) 集水區中任何延時或頻率年降雨，其

逕流係數為定值； 

(6) 集水區為線性系統。即降雨與尖峰流

量之間為線性關係。 

然王如意等(1993)歸納出上述假設中三

點不合理處： 

(1) 集水區之集流時間並非是固定不變； 

(2) 降雨事件發生之機率與其相應洪峰流

量之發生機率並不相同； 

(3) 不同降雨事件的逕流係數值不應相

同。 

因此合理化公式雖然簡單且方便使用，

但使用時往往因集水區之氣象、地文因子而

異，難以決定而影響其推估結果，因此在使

用此公式時，需考慮二項重要因素：集流時

間與逕流係數決定是否合理為一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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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降雨-逕流模式分析模式係屬推估

逕流歷線之網格式合理化法，是利用等集流

時間之概念，計算每一網格之集流時間，分

析任一網格至集水區出口之集流時間差，劃

分出每一集流時間線內之匯流面積，克服合

理化公式在應用上集水區面積須小於 1,000

公頃之限制，配合時雨量資料及合理化公式-

逕流歷線修正式模擬歷年暴雨產生之逕流歷

線，其建置包括多項集水區計算理論(周文

杰，2004)： 

1. 集水區劃分 

實用上劃分集水區宜以集水區之出流口

為劃分依據，針對要整治或處理的區位，動

態劃分出流口之集水區範圍供規劃參考(林

昭遠等，1999)。本研究利用流向及遞迴演算

法搜尋上游動態劃分集水區範圍(林文賜，

2002)，以清水溪之頭桶(2)流量站為出口點，

根據地形模擬排水流向，向上游自動追蹤流

經該點之所有排水區位，再劃分出集水區範

圍。 

2. 集流時間之計算 

集流時間為雨水由集水區最遠處流至出

口所需時間，一般採用分段估算法計算之，

也就是集流時間是漫地流時間（雨水經地表

面由集水區邊界流至河道所需時間）與渠流

時間（雨水流經河道時點由上游至下游設計

位置所需時間）之和(水土保持手冊，2005)，

即𝑡𝑐 = 𝑡0 + 𝑡′，式中，𝑡𝑐為集流時間（hr）；

𝑡0為漫地流時間（hr）；𝑡′為渠流時間（hr）。 

集流時間𝑡0之估算採用坡面長度除以漫

地流速度，坡面長度係由集水區最遠端流至

渠道之距離，而漫地流流速一般採用「水土

保持手冊」建議之經驗數值 0.3~0.6m/sec，其

值可依集水區之地表坡度、植被等現況推

算。渠流時間𝑡′，依 Rziha 公式計算(廖依玲，

2003)，即 

t′ =
l
v
 

v = 72(
h
l
)0.6 

式中，l：河道長度(km)；v：流下速度

(km/hr)；h：河道縱斷面高程差(km)。 

3. 等集流時間線 

等集流時間線乃是將集水區內雨水流至

控制點之時間予以均分化，將集水區內具有

相同匯流時間點予以連接，可劃分出許多具

有相同集流時間之區域（圖 4），假設區域內

為均勻降雨，以每小時為單位，即每一集流

時間線的時間間隔為 1 小時，則每小時產生

的逕流量估算如下 (Shaw，1994)： 

t=1, Q1 = 1
360

C1I1A1 

t=2,  Q2 = 1
360

(C1I1A2 + C2I2A1) 

t=3,  Q2 = 1
360

(C1I1A3 + C2I2A2 + C3I3A1) 

  

t=n, Qn = 1
360

∑ CiIiAn−i+1
n
i=1  

式中， t 為每一時間間隔（hr）；Q 為

逕流量（cms）；C 為逕流係數；I 為降雨強

度（mm/hr）；A 為每一集流時間線內之集

水區面積（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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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等集流時間線概念示意圖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isochrones of 
concentration time 

4. 逕流係數之推估 

(1) 初始逕流係數 

逕流係數的定義原為集水區中洪峰流量

於集流時間內對平均降雨強度之比值，其決

定合理化公式計算結果是否合理之重要因

素，亦是反應出該集水區逕流特性的重要參

考依據。但因集水區的逕流，受地形、土壤、

水文、植生等因子的影響，會造成不同的逕

流現象，產生不同的逕流係數，且逕流係數

本身又隨臨前水分情況及非均勻降雨特性而

改變，為準確求得集水區逕流係數，需掌握

集水區每一網格逕流係數之空間分布。本研

究採分布模式求算集水區逕流係數之空間變

化，以遙測衛星影像之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

(NDVI)之方法來考慮地表特性，具有全面概

括及量化簡便之優點，可做為推估集水區逕

流係數分布之基礎。NDVI 為一標準常態化之

指標，其計算方法如下所示（ Justice et 

al.,1985）： 

NDVI =
NIR − RED
NIR + RED

 

式中，NIR代表近紅外光波段；RED代表

紅光波段，此式值域介於 -1 至 1 之間，小於

零之值通常表示非植生如雲層、建物等；而

介於 0~1 之值越高表示地表植物越茂盛植生

覆蓋佳。為配合逕流係數之合理值域(0~1)，

即當土壤狀況愈不良，植生量愈低，所對應

的逕流係數愈大的條件下，將 NDVI 線性反

向配置為初始逕流係數(Lin et el.,2002)，其公

式為： 

C0 =
(1 − NDVI)

2
 

式中，C0代表初始逕流係數；NDVI 為常

態化差異植生指數。 

(2) 逕流係數之動態模式 

逕流係數實際上與空間、時間之變動有

關，可由下式得知： 

𝐶 =
𝑅𝑅𝑓
𝑃

=
(𝑃 − 𝐼𝐼′)/𝑡

𝑃/𝑡
=
𝐼𝐼 − 𝑓
𝐼𝐼

= 𝐹𝐹(𝐼𝐼, 𝑓, 𝑡) 

式中，𝑅𝑅𝑓 為逕流量（mm）；𝑃 為降雨

量（mm）；𝐼𝐼′為入滲量（mm）；𝑡 為降雨延

時（hr）；𝐼𝐼 為降雨強度（mm/hr）；𝑓 為入

滲率（mm/hr）。 

逕流係數與入滲率有關，而影響入滲之

因子繁多且彼此互為因果，難以於現地逐一

量測。若以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為基礎，計

算每一網格之初始逕流係數𝐶0，配合降雨時

間，建立逕流係數𝐶於暴雨時期之動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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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因 NDVI 量測的植生生長狀況可間接反

應區域內入滲量的變化；另則影像資料獲得

的快速簡便可利於往後暴雨即時監測系統之

逕流歷線推估。已知逕流係數𝐶與入滲率有

關 ， 亦 為 時 間 的 函 數 ， 本 研 究 採 用

Horton(1937)入滲公式，推導入滲率在降雨延

時內為一動態式(圖 5)： 

𝑓 = 𝑓𝑐 + (𝑓0 − 𝑓𝑐)𝑒−𝑘𝑒𝑒 

式中，𝑓 為入滲率（mm/hr）；𝑡 為降雨

時間（hr）；𝑓𝑐  為穩定狀態後的入滲率

（mm/hr）；𝑓0 為最初入滲率（mm/hr）；𝑘 為

衰減常數。 

 
圖 5. 標準入滲曲線圖 

Fig 5 Typical infiltration curve 

在降雨初期時，土壤之入滲能力高，隨

降雨時間增長，土壤之入滲能力逐漸下降，𝐶

值則隨降雨時間增長而變大，兩者之關係可

加入時間( t )因子，基於此假說，假設𝐶值於

暴雨期間之變化，其與降雨延時之關係，與

入滲曲線圖相似，亦為指數函數，惟其係隨

降雨持續時間而遞增，代入起始或邊界條件

條件，t =0 , C =0；t ≒∞,C ≒1.0，即逕流係

數於降雨初期為零，降雨時間愈久𝐶 可趨近

於 1.0，建置逕流係數隨時間變化之動態模式

如下式 

𝐶 = 1 − 𝑒−𝐶0𝑒𝑒 

式中，𝐶 為逕流係數； 𝐶0 為初始逕流

係數； 𝑡 為降雨時間（hr）。 

由圖 6 可知不同的初始𝐶值，隨時間變化

的曲率也不同，初始值愈大，逕流係數變動

曲線愈陡峭，即地表植生覆蓋愈差，入滲愈

差，逕流係數愈快速趨於一穩定值，降雨所

產生之地表逕流量也愈快速排出。 

 
圖 6. 逕流係數變動模式曲線圖(周文杰，

2004) 
Fig 6 Variation curves for different initial 

runoff coefficient 

5. 逕流歷線之動態推估 

本研究沿用 GRAPH 的基本觀念，以等

集流時間線之觀念，克服合理化公式中，集

水區面積須小於 1,000 公頃之基本假設，將降

雨強度分布、初始逕流係數分布與等集流時

間線觀念下之集水區面積，配合隨時間變化

之變動模式，代入合理化公式-逕流歷線修正

式，推估逕流歷線。 

河川流量站的紀錄數據，為地表逕流、

中間流及地下水流三者之總和，直接逕流部

份需將紀錄數據扣除基流量後才能應用(謝平

城，2008)。颱風侵台通常發生在 5 至 10 月，

此期間亦為台灣的豐水期，因此，本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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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豐水期的最小時流量，視為基流量來分

析。 

6. GRAPH 校正模擬 

網格式合理化法(GRAPH)已被前人廣泛

應用於台灣各集水區，因集水區地文、水文

特性不一，在模式為清水流與不考慮臨前降

雨、滲流及降雨損失之假設下，須以校正係

數 α、β 進行修正。 

(1) α 校正係數 

集流時間與集水區形狀大小、坡面、河

川網路等地文因子及降雨強度、降雨量等水

文因子有關，且集流時間因降雨強度增大、

洪峰前累積雨量愈大，流量增大而縮短，因

此集流時間會隨降雨強度大小具有時變性而

造成模擬時洪峰到達時間之誤差，故須以洪

峰到達時間校正係數(α)進行校正，修正流量

歷線之洪峰到達時間，進而可反應出集水區

內之地文特性。 

α 為調整洪峰到達時間之係數，可顯示集

水區內水源涵養之能力，α 與 1 之值差的愈

多，代表逕流歷線中實測洪峰與推估洪峰差

距愈大，亦與雨峰差距愈大，集水區內之涵

養水源能力愈佳。若 α<1，乃代表推估洪峰到

達時間較實測洪峰為快，其原因可分為兩

種，一為因實際量測流量值是以每小時為單

位，不易精確量測到真實洪峰到達時間點及

流量值；另一原因乃是集流時間估算之誤差

所致。 

(2) β 校正係數 

β 為調整洪峰流量之係數，其值越高，表

示模式所推算之洪峰流量遠小於實測流量，

需加以調整修正。由於降雨-逕流模式推估是

以清水流為建立模式之假設，且一般流量之

量測是以水位率定而得，當含砂濃度大時，

流量(水位)也跟著變大，若水中含砂量愈高，

模式所推估與實測流量相較之下，明顯降

低。故 β 值可作為河道輸砂之重要指標。 

此外，β 值較小亦有可能為集水區內河道

阻塞所造成，由於地震觸發山區山崩，崩落

之土石即堆積於山腹或山谷中，形成天然的

堰塞湖。當山區降雨強度大或延時長超過引

發堰塞湖之崩潰時，飽涵水分之泥砂即可形

成高含砂水流，所以當模式在前期降雨所推

估之 β 值較小時，除了涵養水源佳外，亦可

能為山崩阻塞河道之警訊指標。 

7. 模式校驗 

為探討模式所模擬之結果與觀測水文現

象之密合度，在水文模擬過程中，宜將模式

模擬值與實測值作一最適度檢定 (Test of 

goodness-of-fit) (王如意、易任，1999)，本研

究以效率係數 CE (coefficient of efficiency)、

洪峰值誤差EQp(error of peak discharge)及洪

峰值到達時刻誤差𝐸𝐸𝐸𝐸𝑝𝑝(error of time to peak 

discharge)為模式校驗之標準。效率係數目前

常 用 於 評 估測 水 文 模式 效 率 (Nayak et 

al.,2005)，而在水文模擬過程中，洪峰流量與

洪峰到達時刻為洪水歷線重要的特性，因

此，模擬之逕流歷線以上述三項標準作為校

驗模式模擬結果之優劣。各項計算式分述如

下： 

(1) 效率係數(CE) 

CE = 1 −
∑ [𝐸𝐸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𝑖) − 𝐸𝐸𝑒𝑒𝑜𝑜𝑒𝑒(𝑖)]2𝑛
𝑖=1

∑ [𝐸𝐸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𝑖) − 𝐸𝐸�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𝑖)]2𝑛
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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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𝐸𝐸𝑜𝑜𝑜𝑜𝑜𝑜為觀測流量(cms)；𝐸𝐸𝑒𝑒𝑜𝑜𝑒𝑒為模

式推估流量(cms)；𝐸𝐸�𝑜𝑜𝑜𝑜𝑜𝑜為觀測流量平均值

(cms)。當 CE 值愈趨近於 1 時，表示模擬結

果與觀測資料愈密合，精確度愈高，愈小表

示資料密合度差，負值則表示兩相比資料之

趨勢呈反比。 

(2) 洪峰值誤差(𝐸𝐸𝐸𝐸𝑝𝑝) 

𝐸𝐸𝐸𝐸𝑝𝑝(%) =
𝐸𝐸𝑝𝑝,est − 𝐸𝐸𝑝𝑝,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𝐸𝐸𝑝𝑝,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100% 

式中，𝐸𝐸𝑝𝑝,𝑒𝑒𝑜𝑜𝑒𝑒 為模式推估之洪峰流量

(cms)；𝐸𝐸𝑝𝑝,𝑜𝑜𝑜𝑜𝑜𝑜為觀測之洪峰流量(cms)。當𝐸𝐸𝐸𝐸𝑝𝑝
為正值時，表示模式所推估之洪峰值大於觀

測之洪峰值，反之，所推估之洪峰值小於觀

測之洪峰值。 

(3) 洪峰值到達時刻誤差(𝐸𝐸𝐸𝐸𝑝𝑝) 

𝐸𝐸𝐸𝐸𝑝𝑝 = 𝐸𝐸𝑝𝑝,𝑒𝑒𝑜𝑜𝑒𝑒 − 𝐸𝐸𝑝𝑝,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式中，𝐸𝐸𝑝𝑝,𝑒𝑒𝑜𝑜𝑒𝑒為推估之洪峰到達時刻(hr)；

𝐸𝐸𝑝𝑝,𝑜𝑜𝑜𝑜𝑜𝑜為實測之洪峰到達時刻(hr)。ETp值愈

小，表示模式所推估之洪峰到達時刻愈準確。 

結果與討論 

1. 集水區降雨-逕流模式 

以合理化公式-逕流歷線修正式配合 α、β

校正係數建置降雨逕流模式，對研究樣區歷

次颱風暴雨事件，進行逕流歷線推估及修

正，並以效率係數(CE)、洪峰值誤差(EQp)、

洪峰值到達時刻誤差(ETp)校驗模擬結果之優

劣。模擬結果分別如圖 7~圖 19，模式檢算成

果如表 2。 

分析桶頭(2)站 52 年來流量資料並以對

數皮爾森第三類分布法推算重現期，將流量

區分成高、中、低三類，重現期大於 5 年為

高流量、3~4 年為中流量、2 年以下為低流量，

所推估暴雨場次，以高洪峰流量之模擬結果

較佳，效率係數介於 0.56~0.89；中洪峰流量

次之，效率係數介於 0.54~0.83，惟賀伯颱風

因帶來強大雨量，使水流夾砂量極大，β 值校

正後，亦較其他颱風暴雨事件之 β 值大，導

致逕流歷線模擬較差。 

以雨型而言，單峰型暴雨之模擬結果較

優於多峰型暴雨。多峰型暴雨之模擬結果效

率係數 CE 介於 0.36~0.77 之間，平均模擬結

果較不理想，則因模式假設未考慮中間流、

地下水流等因素，導致退水段時退水曲線斜

率過陡，推估之退水段流量遠比實際退水段

退得快。 

整體結果顯示，模擬歷線較實測歷線易

反應前期降雨、後期零星降雨及隨紊亂的雨

型而起伏，可能因集水區地形特性及模式敏

感性等因素，導致模擬結果與實測流量有所

差異。模擬之流量隨雨型起伏，模式效率係

數有愈低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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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楊希颱風(1990/8/19)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7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Yancy 

圖 8. 寶莉颱風(1992/8/30)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8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Polly 

  
圖 9. 賀伯颱風(1996/8/1)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9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Herb 

圖 10. 納莉颱風(2001/9/17)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10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Nari 

  
圖 11. 海棠颱風(2005/7/19)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11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Haitang 

圖 12. 泰利颱風(2005/9/1)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12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Ta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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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0609 暴雨(2006/6/9)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13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0609 
Rainstorm 

圖 14. 柯羅莎颱風(2007/10/6)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14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Krosa 

  
圖 15. 卡玫基颱風(2008/7/18)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15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Kalmaegi 

圖 16. 凰鳳颱風(2008/7/28)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16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Fung-Wong 

  
圖 17. 辛樂克颱風(2008/9/14)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17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Sinlaku 

圖 18. 薔蜜颱風(2008/9/29)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18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Jang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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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莫拉克颱風(2009/8/9)流量歷線模擬結果 

Fig 19 Hydrograph Simulation of the Typhoon 
Morakot 

 

由於 1999 年 9 月 21 日發生 921 大地震

（規模 7.3），草嶺堀沓山發生走山現象，崩

落之土石阻塞清水溪，而在上游形成天然的

堰塞湖，至 2001 年桃芝颱風以及 2004 年敏

督利颱風(七二水災)帶來大量土石已將堰塞

湖填平，2005 年海棠、泰利等颱風帶來洪水

更造成此湖崩潰。由於 1999~2005 年間地形

地貌發生極大變動，因此扣除 2001 年納莉、

2005 年海棠、及泰利颱風場次進行分析，由

圖 20、21 可知，α 與最大降雨強度成負相關，

β 與洪峰流量成正相關，決定係數(R2)不高，

主要原因乃降雨強度較高時，易引發山區崩

塌、植被裸露，洪峰流量受地表覆蓋因子等

影響所導致。 

由圖 22、23 可知，α 值差的愈多，表示

逕流歷線中實測洪峰與推估洪峰差距愈大，

顯示集水區內之涵養水源能力愈佳；β 值越

高，表示模式所推算之洪峰流量遠小於實測

流量，亦代表水流含砂濃度愈高，可作為河

道輸砂之重要指標。 

 

圖 20. α 值與最大降雨強度關係圖 

Fig 20 Relationship between α-value and 
maximum rainfall intensity 

 

圖 21. β 值與洪峰流量關係圖 

Fig 21 Relationship between β-value and 

peak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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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擬成果檢算表 

Table 2 Summary of each simulated storm hydrograph. 
颱風/暴雨

名稱 
楊希 寶莉 賀伯 納莉 海棠 泰利 

0609 
暴雨 

柯羅莎 卡玫基 鳳凰 辛樂克 薔蜜 莫拉克 

日期 1990/8/19 1992/8/30 1996/8/1 2001/9/17 2005/7/19 2005/9/1 2006/6/9 2007/10/6 2008/7/18 2008/7/28 2008/9/14 2008/9/29 2009/8/9 

頻率年 4.2 3.1 13.5 2.9 4.6 2.6 7.9 3.2 10.2 1.1 2.5 2.8 14.5 

洪峰流量

(cms) 
1866.2 1635.73 4537.58 1596.1 1960.96 1544.63 2808.67 1644.21 3464.53 1240.36 1523.36 1579.03 4868.88 

洪峰到達

時間(hr) 
22 23 26 23 53 37 35 20 29 19 64 28 99 

流量分類 中流量 中流量 高流量 中流量 中流量 中流量 高流量 中流量 高流量 低流量 中流量 中流量 高流量 

雨型 多峰 多峰 單峰 多峰 多峰 多峰 單峰 單峰 單峰 多峰 單峰 單峰 單峰 

最大降雨

強度

(mm/hr) 
33.41 37.69 65.54 63.09 30.42 51.24 61.77 52.59 84.96 35.16 37.65 45.61 74.29 

洪峰前累

積雨量

(mm) 
317.58 342.71 723.06 440.07 390.46 211.83 331.53 380.08 460.34 220.73 740.42 412.33 1,267.86 

推估洪峰

流量(cms) 
639.27 768.15 1204.57 1611.54 754.36 1441.1 1589.18 1496.58 2528.01 1013.44 1282.22 1667 2575.14 

效率係數

CE 
-0.88 -0.34 -0.04 0.59 0.11 0.49 0.52 0.58 0.7 0.12 0.60 0.84 0.61 

峰值誤差

EQp(﹪) 
-65.74 -53.04 -73.45 0.97 -61.53 -6.70 -43.42 -8.98 -27.03 -18.29 -15.83 5.57 -47.11 

峰值到達

時刻誤差

ETp(hr) 
-3.00 -2.00 2.00 0.00 1.00 -2.00 0 1 0 -1.00 -1.00 0.00 1.00 

α 校正 2.13 1.84 0.5 1 0.5 1.56 1 0.75 1 1.28 1.56 1 0.75 

β 校正 2.01 1.59 5.65 1 3.74 0.96 1.77 1.22 1.37 1.09 1.01 0.94 1.96 

校正洪峰

流量(cms) 
1875.59 1659.64 4584.44 1611.54 1979.33 1533.1 2792.98 1653.96 3461.2 1250.72 1519.09 1567.56 4828.15 

校正後效

率係數 CE 
0.65 0.55 0.56 0.59 0.40 0.77 0.89 0.54 0.64 0.36 0.77 0.83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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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洪峰值到達時刻誤差與 α 值關係圖 

Fig 22 Relationship between error of time to 
peak discharge and α-value 

 

圖 23.峰值誤差與 β 值關係圖 

Fig 23 Relationship between error of peak 
discharge and β-value 

2. 懸移質輸砂量之推估 

考慮河川流量受堰塞湖形成的影響甚

鉅，及颱風暴雨短前期若有挾帶土砂大的暴

雨場次發生，將導致之後幾場颱風事件雖帶

來強大雨量，則因先前颱風場次挾帶大量土

砂往河道下游運移，使之後颱風 β 值偏低，

洪水含砂量有明顯降低。因此，扣除 2001 年

納莉、2005 年海棠、泰利、及 2008 年鳳凰、

辛樂克、薔蜜等颱風事件進行分析，歷次颱

風暴雨事件 α 及 β 校正值分別對最大降雨強

度 Imax (mm/hr)、洪峰前累積雨量 R (mm)、

推估洪峰流量 Qpe (cms)及基流量 Fb (cms)

進行複迴歸分析，其迴歸方程式如下，式中，

𝐼𝐼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為最大降雨強度(mm/hr)；𝑅𝑅 為洪峰前

累積雨量 (mm)；𝐸𝐸𝑝𝑝𝑒𝑒  為未校正洪峰流量

(cms)； 𝐹𝐹𝑜𝑜 為基流量(cms)。將各變數代入 α

及 β 迴歸式計算各事件之 α 及 β 值，重新模

擬歷次颱風事件逕流歷線，發現各暴雨事件

效率係數差異不大，迴歸後各項參數整理如

表 3。 

 

𝛼𝛼 = 1.039 − 2.019 ∗ 10−3 ∗ 𝑅𝑅 + 3.924 ∗ 10−1 ∗ 𝐹𝐹𝑜𝑜                        𝑅𝑅2＝0.915** 

𝛽𝛽 = −1.496 + 1.634 ∗ 10−1 ∗ 𝐼𝐼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3.146 ∗ 10−3 ∗ 𝑅𝑅 − 4.909 ∗ 10−3 ∗ 𝐸𝐸𝑝𝑝𝑒𝑒   𝑅𝑅2＝0.981*** 

表 3. 模擬成果檢算表(α及β採用迴歸式)  

Table 3 Summary of each storm hydrograph simulation (α,β derived from regression analysis) 

颱風/暴雨名稱 楊希 寶莉 賀伯 0609 暴雨 柯羅莎 卡玫基 莫拉克 

日期 1990/8/19 1992/8/30 1996/8/1 2006/6/9 2007/10/6 2008/7/18 2009/8/9 

洪峰流量(cms) 1866.2 1635.73 4537.58 2808.67 1644.21 3464.53 4868.88 

最大降雨強度(mm/hr) 33.41 37.69 65.54 61.77 52.59 84.96 74.29 

洪峰前累積雨量(mm) 317.58 342.71 723.06 331.53 380.08 460.34 12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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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流量(cms) 3.8 4.27 2.42 1.66 1.79 1.72 5.79 

未校正洪峰流量(cms) 639.27 768.15 1204.57 1589.18 1496.58 2528.01 2575.14 

α 1.89 2.02 0.53 1.02 0.97 0.78 0.75 

β 1.82 1.97 5.58 1.84 0.95 1.42 1.99 

迴歸洪峰流量(cms) 1623.5 2131.45 4643.02 2903.28 1403.42 3572.01 4901.9 

迴歸後效率係數 CE 0.48 0.48 0.53 0.9 0.54 0.61 0.80 

許盈松(2003)比較桶頭水位站之長期流

量與懸移輸砂量觀測資料及率定曲線，及 921

地震後流量與懸移質輸砂量觀測資料及率定

曲線，發現 921 地震後河川懸移質輸砂量濃

度較 921 地震前有顯著增加。 

本研究以清水溪桶頭(2)測站 921 地震前

後懸移質輸砂量實測紀錄(資料來源：經濟部

水利署臺灣水文年報，1980~2009)，分別建

立 921 地震前後河川流量與懸移質輸砂量率

定曲線(圖 24)。由圖 24 顯示，水流含砂濃度

隨流量增大而增大，呈乘冪上升趨勢。921

地震以前河川流量與懸移質輸砂量公式為

𝑦 = 0.0073𝑥2.2546，𝑅𝑅2 = 0.7316；921 地震之

後 流 量 與 懸 移 質 輸 砂 量 公 式 為

𝑦 = 0.1068𝑥2.1076，𝑅𝑅2 = 0.8581。由圖 25 曲

線趨勢亦可明顯看出 921 地震後河川懸移質

輸砂量濃度有顯著增加，可見經過 921 地震

影響，集水區內地層表土鬆動，水源涵養能

力降低。 

一般以日平均流量來推估懸移質輸砂

量，與當日最大流量的差異可能很大，故以

日平均流量來推求懸移質輸砂量時，可能造

成極大之誤差(Nayak and González，1997)。

因此，本研究利用網格式合理化法(GRAPH)

配合 α 及 β 回歸式進行集水區逕流歷線之模

擬，並結合 921 地震前後河川流量與懸移質

輸砂量率定曲線，將逐時流量實測值及迴歸

值代入河川流量與懸移質輸砂量公式計算各

颱風暴雨整場事件之河川懸移質輸砂量(表 

4、圖 25)。 

 

圖 24. 河川流量與懸移質輸砂量關係圖 

Fig 24 Relationship between dicharge and 
suspended load 

 
圖 25. 各暴雨事件之懸移質輸砂量 

Fig 25 Suspended load of each storm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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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推估誤差可發現，高流量模擬較佳，

除賀伯颱風外，誤差約 10%，優於中流量之

30~50%，顯示本模式適合於高流量下懸移質

輸砂量之推估，流量愈大所推估之誤差愈小

(圖 26)。 

賀伯颱風 β 校正值高達 5.65，表示清水

溪當時水流含砂量極大，因模式所校正之逕

流歷線上升段過度靈敏，導致校正後模擬結

果不甚理想。 

 

圖 26. 洪峰流量與推估誤差絕對值關係圖 

Fig 26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k discharge 
and absolute error 

表 4. 各暴雨事件懸移質輸砂量之模式估算誤差 

Table 4 Eatimation error of suspended load for each storm event 
颱風/暴雨

名稱 
楊希 寶莉 賀伯 0609 暴雨 柯羅莎 卡玫基 莫拉克 

流量分類 中流量 中流量 高流量 高流量 中流量 高流量 高流量 

雨型 多峰 多峰 單峰 單峰 單峰 單峰 單峰 

實測總流

量(m3) 
51,583  30,735  57,212  54,693  30,791  36,706  114,052  

推估總流

量(m3) 
34,431  30,789  79,123  46,014  20,743  32,583  117,557  

實測懸移

質輸砂量

(Ton) 
2,382,649  1,433,973  7,209,002  16,027,407  6,963,727  11,854,497  51,179,291  

推估懸移

質輸砂量

(Ton) 
1,266,185  1,881,561  11,282,821  14,557,857  3,847,661  13,531,495  55,818,636  

誤差(﹪) -46.86 31.21 56.51 -9.17 -44.75 14.15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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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究分析清水溪桶頭(2)流量測站河川

流量與河川懸移質輸砂量，建置清水溪懸移

質輸砂量推估模式，透過網格式合理化法與 α

及 β 迴歸式，結合河川流量與懸移質輸砂量

率定曲線，藉以推估測站無紀錄時之流量及

懸移質輸砂量。 

研究成果顯示，以高洪峰流量颱風事件

之推估較佳，除賀伯颱風因水流挾砂量極

大，導致校正後模擬結果不甚理想外，其餘

事件之輸砂量誤差平均約 10%；中洪峰流量

颱風事件之輸砂量誤差介於 30%~50%，平均

推估結果較差。以雨型而言，單峰型暴雨之

模擬結果較優於多峰型暴雨，所模擬歷線較

實測歷線易反應前期降雨、後期零星降雨及

隨紊亂的雨型而起伏，可能因集水區地形特

性及模式敏感性等因素。故模擬之流量隨雨

型起伏，模式效率係數有愈低之趨勢。 

未來期透過土砂生產及輸送機制的觀念

加以評估，探討每一颱風場次對於集水區泥

砂產量，求出其具代表性之關係式建置於系

統中，應能提升暴雨逕流歷線模擬之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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