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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標準化地下水與降雨指數法評估高屏溪流域之乾旱特性
葉信富[1]* 張家富[1]
摘

李哲瑋[2] 李振誥[1]

要 近年來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臺灣面臨嚴重的缺水危機，且因降雨型態的改變，使得乾旱現象愈趨

明顯，間接影響地下水的補注。因此，本研究以高屏溪流域作為研究區域，選定 6 個地下水位站及鄰近 6 個
雨量站之長時間監測資料，利用標準化地下水指數評估法 (Standardised Groundwater Index, SGI) 與標準化雨
量指數評估法 (Standardised Precipitation Index, SPI) 分析該區域乾旱特性。本研究分析高屏溪流域 1997 年至
2014 年地下水位與雨量資料，結果顯示，2003 年至 2005 年為高屏溪流域之連續乾旱年，且由 2014 年的趨勢
判斷高屏溪流域乾旱之嚴重程度有逐漸上升的趨勢。另外，透過計算 SGI 和 SPI 兩者間的交互相關函數分析
其最大交互相關函數 (qmax)，結果顯示 qmax 與乾旱事件持續的時間為正相關，並得知 qmax 越大發生乾旱事件
持續的時間越長，反之當 qmax 越小則持續時間越短。且由研究結果發現 qmax 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差異性，位於
旗山溪與荖濃溪所處各測站之 qmax 較小，而位於隘寮溪以下測站之 qmax 呈現較大之情形，所以未來若隘寮溪
以下之區域發生乾旱事件，本研究推估其乾旱的持續時間也會相對較長。本研究結果亦可提供未來高屏溪流
域水資源管理參考。

關鍵詞：標準化地下水指數、標準化雨量指數、交互相關函數、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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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has been facing severe water crises in recent years owing to the effects of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Changes in precipitation patterns have also made the drought phenomeno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directly affecting groundwater recharge. He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long-term monitoring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tudy area of the Kaoping River Basin. Specifically, data from six selected groundwater level stations and six
precipitation stations in the vicinity were collected between 1997 and 2014. The standardized groundwater index
(SGI) and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SPI) were then used to analyze the region’s drought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revealed continuous droughts occurred in the river basin from 2003 to 2005. The trend for 2014 further indicated the drought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would worsen in terms of severity. After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ross
correlation function between the SGI and the SPI,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identified between the maximum cross
correlation function (qmax)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drought event. The larger the qmax value, the longer the duration of
the drought, and vice versa. The study also found the qmax value varied with geographical locations: it was smaller for
the various measuring stations located along the Qishan and Laonong rivers, but tended to be larger for stations located beyond the Ailiao River. Thus, this study reckoned if a drought event were to occur in the latter area in the future, its duration would be relatively longer.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uld also serve as future reference for 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the Kaoping River Basin.
Key Words : Standardized groundwater index,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Cross correlations, Drought.

一、前

言

內影響全球穩定最迫切的危機之一 (楊偉甫，2015)。近年來
全球各地旱災頻傳，包含中國、巴西、美國和印度等地，臺灣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報告於 2015 年 1 月指出，缺水危

也不例外。乾旱是無法避免的自然現象，然而若要確立發生乾

機已經成為國安威脅的問題之一，並將「水危機」列為 10 年

旱的起始點及結束時間是十分困難的 (Dracup et al.,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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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u et al., 2004)，只能以乾旱的嚴重程度來判斷明顯的乾旱時

2014)，但臺灣的降雨量在時間及空間上的分配極不平均，且

期，輕微的乾旱事件會影響農業生計、民生用水，嚴重則影響

又嚴重依賴颱風降雨，其全年降雨時間集中於 7 月至 10 月。

社會經濟發展、甚至威脅到公共衛生安全 (Sheffield and Wood,

加上地形起伏變化大、河川短促流急，河川水量保持不易，80%

2008; Mishra and Singh, 2010; Mussa et al., 2015)。乾旱事件的

的降雨量透過蒸發或河川逕流流入海洋，僅 20%成為可利用

發生為一連串複雜、緩慢且長時間的過程，為了瞭解各區域之

之水資源，結果造成臺灣可使用之水量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

乾旱特性，透過分析原始資料，如降雨量及氣溫資料等等，制

(楊偉甫，2015)。近年來臺灣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及降雨型態

定一套乾旱指標來定義一乾旱事件的發生始末及嚴重程度

的改變，使得濕季雨量更加集中，造成豐越豐、枯越枯的極端

(Tallaksen and van Lanen, 2004; van Lanen et al., 2013; Sohrabi
et al., 2015)。到目前為止，已經發展超過 100 種乾旱指標法來

化現象，導致乾旱現象愈趨明顯。2015 年上半年，臺灣面臨

分析地區乾旱事件與其他自然現象之間的相關性 (Niemeyer,

秋冬降雨量鮮少，2015 年的春雨亦不足 (周嫦娥，2015)，而

2008)，例如帕爾莫乾旱指數評估法 (Palmer Drought Severity

由於臺灣南部乾濕季分明，濕季降雨與乾季降雨比例高達

Index, PDSI) (Palmer, 1965)、農作物濕潤程度指數評估法

9:1，所以其乾旱程度越往臺灣南部情況越為嚴重。

67 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其主因為 2014 年夏季無颱風侵臺，

(Crop Moisture Index, CMI) (Palmer, 1968)、地面水供給指數評

本研究以臺灣南部高屏溪流域作為研究區域，利用標準化

估 法 (Surface Water Supply Index, SWSI) (Dezman et al.,

地下水指數評估法 (SGI) 分析地下水位資料及標準化雨量指

1982) 、 標 準 化 雨 量 指 數 評 估 法 (Standardised Precipitation

數評估法 (SPI) 分析雨量資料，探討 SGI 與 SPI 兩者之間的

Index, SPI) (McKee et al., 1993) 及標準化蒸發散量指數評估

相關性，最後由 SGI 及 SPI 分析地下水位與雨量資料，其結

法(Standardis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 SPEI)

果瞭解高屏溪流域之乾旱事件的強度與持續時間，並藉由本研

(Vincente-Serrano et al., 2010) 等等，利用不同參數所評估之乾

究之分析結果可提供水資源規劃做為評估之依據。

旱指數，包括氣象、農業及水文資料形態等，應用於探討各地
區之乾旱事件。

二、研究區域概述

其中，最為廣泛應用的方法為 McKee 等人於 1993 年所提
出的標準化雨量指數評估法 (Standardised Precipitation Index,

本研究之研究區域為臺灣南部的高屏溪流域，其發源於中

SPI)，SPI 方法是利用一長時間累積雨量資料做正規化處理，

央山脈及玉山山脈，主要支流為荖濃溪、旗山溪及隘寮溪，其

該方法的優點為以下三點：(1) 其曲線分佈圖易於觀察某事件

中以荖濃溪為最大支流，其流域範圍涵蓋高雄市及屏東縣等行

的發生所以能被廣泛接受與使用；(2) 可用以分析不同時間尺

政區域。整體地勢走向為東北向西南逐漸下降，坡度陡，河流

度下的資料形態；(3) 此方法相對於帕爾莫乾旱指數評估法在

含砂量大。幹流長約 171 公里，整個流域面積廣達 3,265 平方

計算分析上具有易操作性之優點 (Bloomfield and Marchant,

公里，為臺灣流域面積最大的河川。年平均降雨量約 2,500 公

2013)。因帕爾莫乾旱指數評估法是以土壤的濕潤呈度做為分

釐，乾濕季分明，雨量集中在 5 月至 10 月是為豐水期，11 月

析依據，其中考慮的因素不僅是溫度及土壤濕度，還包括較難

至 4 月為枯水期 (經濟部水利署，2014)。本研究選取長時間

測量的蒸發散量，反觀標準化雨量指數評估法，只需考慮降雨

及連續記錄的觀測資料，其雨量資料紀錄達 30 年以上，地下

量的因素。所以全球各區域的氣象型乾旱大多使用 SPI 評估法

水位資料則為 17 年以上，經過挑選後，選出 6 個雨量測站及

做 為 分 析 方 法 ， 例 如 : 加 拿 大 (Quiring and Papakryiakou,

其相鄰之 6 個地下水位測站，其各相對應測站之基本資料及各

2003)、中國 (Wu et al., 2001)、東非 (Ntale and Gan, 2003)、

測站地理位置如圖 1 及表 1 所示。

西班牙 (Lana, 2001)、臺灣 (Shiau, 2006; Chen et al., 2009) 及
美國 (Ji and Peters, 2003) 等。之後，更發展出許多以 SPI 為

三、研究方法

基礎理論，用不同資料形態分析乾旱程度的方法，例如利用水
庫儲存量 (Vincente-Serrano and Lopez-Moreno, 2005)、逕流量
(Shukla and Wood, 2008; Lopez-Moreno et al., 2009; Vidal et al.,
2010) 及土壤濕潤程度 (Sheffield and Wood, 2008; Sheffield et
al., 2009; Vidal et al., 2010) 等，由此可見，乾旱事件的證據可
以在許多水循環的過程中顯現，但是目前卻較少針對水文型乾
旱的研究， Bloomfield and Marchant (2013) 曾探討地下水與
乾旱是否存在相互關係，研究英國南部境內之主要含水層，透

1. 標準化雨量指數評估法 (Standardised Precipitation Index, SPI)
標準化雨量指數評估法 (Standardised Precipitation Index,
SPI)為 McKee et al. (1993) 所提出評估氣象型乾旱事件強度的
指標方法，可利用不同時間長度之累積降雨量進行計算，探討
不同時間長度下乾旱事件強度的分佈及變化，進而瞭解研究區

過 14 口長時間監測之地下水井，利用 SPI 模式，分析地下水

域乾旱事件的強度、頻率及發生週期。其分析方式為假設月平

位長期資料，發展出專門針對地下水乾旱的指標評估法，標準

均雨量資料 (Pi) 為連續，並將 Pi 依分析時間長度 q 進行累

化地下水指數評估法 (Standardised Groundwater Index, SGI)，

加，可得到第 i 年分析時間長度為 q 之累積雨量 Ri,q，如式 (1)

藉由此方法證明乾旱事件的發生會反映在地下水水位的變化

所示。

上，因此也提出對於建立地下水乾旱監測網的必要性。
臺灣地處亞熱帶，雨量充沛平均年降雨量高達 2,500 公
釐，約為全世界年平均降雨量的 2.5 倍 (經濟部水利署，

n

Ri , q = Pi +  Pj
j =1

i = 1,2, , n; j = i − 1, i − 2  , i − ( q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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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i,q 為累積雨量; q 為累積月份數; Pi 為當月月平均雨量;

同程度之乾旱事件。為瞭解該研究區域長時間之乾旱特性，其

Pj 為 Pi 月往前推算 i 或 j 月分之月平均雨量。假設計算 2010

SGI 分析結果可再與 SPI 結果相互比較，由兩者的比較結果中

年 10 月份的 R3 值，則取 2010 年 10 月的月平均雨量與 2010

定義該研究區域之乾旱事件的強度及持續時間。

年 9 月及 8 月之月平均雨量之總和，其總和結果即為 R10,3。而
在評估 SPI 值之前，由於資料統計特性須滿足常態分佈或對數
常態 (log-normal) 分佈，但雨量資料分佈型態近似於 Gamma
分佈，因此以 SPI 分析雨量資料時，須先進行統計分佈型態的
轉換。本研究使用雙參數對數常態 (two-parameter log-normal)
分佈函數進行轉換，將河川流量資料取自然對數後，SPI 可定
義如式 (2) 所示：
SPI q =

Wi ,q − Wi ,q
S w ,q

Wi ,q = ln( Ri ,q )

(2)

(3)

其中，SPIq 為雨量的累積時間長度為 q 之 SPI 值，Wi,q 為取自
然對數後的累積雨量； Wi , q 為平均值；Sw,q 為標準差。經計算
每年 SPI 值後，可將 SPI 值進行分類，可以定義出不同乾旱強
度事件的範圍，如表 2 所示。

2. 標準化地下水指數評估法 (Standardised Groundwater Index, SGI)
標準化地下水指數評估法 (Standardised Groundwater level Index, SGI) 估地下水乾旱事件強度的指標方法，利用連續
地下水位的變化進行計算，探討乾旱事件強度的分佈及變化，
進而瞭解研究區域乾旱事件的強度、頻率及發生週期。本研究
基於 Bloomfield and Marchant (2013) 所提出的 SGI 方法，分
析台灣高屏溪流域之地下水位，其原始 SGI 理論是以不累積
之原始地下水位做為分析依據，但考量到台灣氣候型態的不

圖 1 研究區域各測站位置

同，若利用不累積形態之地下水位，其 SGI 分析結果僅能觀

Fig.1 Gauging stations of the study area

察出豐枯水期的震盪，而難以判斷該研究區域之乾旱強度及持
續時間。所以本研究參考 McKee (1993) 所提出之 SPI 方法，
結合累積雨量的概念，運用到地下水位上，最後採用累積不同

表 1 各測站基本資料 (經濟部水利署，2014)
Table 1

時間尺度之地下水位資料做為 SGI 之分析資料。其分析方式
為假設月平均地下水位資料 (Lij) 為連續，並將 Lij 依分析時間
長度 q 進行累加，可得到第 i 年分析時間長度為 q 之累積地下
水位 Gi,q，如式 (4) 所示。然而地下水位資料經 SGI 方法計算
後，其 SGI 結果已滿足常態分佈，因此以 SGI 分析地下水位
資 料 時 ， 不 須 進 行 統 計 分 佈 型 態 的 轉 換 (Bloomfield and
Marchant, 2013)，SGI 定義如式 (5) 所示。

Summary information for the 6 rainfall stations
and 6 groundwater monitoring well (Water Resources Agency, 2014)

河川
雨量測站
流域
旗山
屏東
高屏溪 美濃
流域
古夏
三地門
六龜

紀錄年份
1961-2014
1938-2014
1958-2014
1951-2014
1965-2014
1983-2014

紀錄 地下水 井深
紀錄
紀錄年份
年數 水位測站 (m)
年數
54
旗山
27.3 1998-2014 17
77
潮寮
27.0 1997-2014 18
57
美濃
39.1 1997-2014 18
64
新南 114.2 1998-2014 17
50
鹽埔
48.5 1995-2014 18
33
新威
40.1 1998-2014 17

n

Li ,q = Li +  L j
j =1

(4)

i = 1,2, , n; j = i − 1, i − 2  , i − ( q − 1)
SGI q =

Gi − G i
SG

表 2 SPI 強度劃分標準 (McKee et al., 1993)
Table 2

(5)

其中，SGIq 為地下水位的累積時間長度為 q 之 SGI 值，Gi 為
該月月平均地下水位， Gi 為平均值；SG 為標準差。經計算出
每年的 SGI 值後，可依照表 2 之 SPI 分類方式，定義 SGI 不

Drought intensity according to SPI (McKee et
al., 1993)
事件強度
無乾旱
輕度乾旱
中度乾旱
嚴重乾旱
極端乾旱

SPI值範圍
SPI > 0
-1.0 < SPI ≤ 0
-1.5 < SPI ≤ -1.0
-2.0 < SPI ≤ -1.5
SPI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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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乾旱事件之 SPI 與 SGI 分佈級距與其對應之持續時間

3. SPI 與 SGI 之交互相關函數
本研究探討 SPI 時間尺度為 q =1, 2, ..., 12，將時間長度 q
=1 之 SGI 和不同時間尺度的 SPI 做交互相關性分析，交互關
聯性是將兩不同變數 X 與 Y 作旋積，以探討兩變數在不同的
相對位置上的相似程度，經計算得到的交互相關係數越大，其
表示兩者相似程度越高，其運算公式如公式 (6) 所示。本研

Table 3

The interval value of SPI and SGI against
drought duration

SPI值及SGI值範圍

持續時間

-1.0 < SPI、SGI ≤ 0
-2.0 < SPI、SGI ≤ -1.0
SPI、SGI ≤ -2.0

連續長達12個月以上
連續長達8個月以上
連續長達5個月以上

究透過計算 SGI 與 SPI 兩者間的交互相關係數 Rq，接著以 Rq
和時間長度 q 做相關性分析，由計算結果取該交互相關係數之
最大值 qmax (時間)，qmax 的代表意義為該累積時間長度 q 之
SPI 與 SGI 所呈現的乾旱趨勢及其嚴重程度最為相近，接著從
該累積時間長度 q 之 SPI 與 SGI 分析各站乾旱事件持續時間。
Rq = corr ( X , Y )

cov( X , Y )

σ XσY

=

E [( X − μ X )(Y − μY ) ]

σ XσY

(6)

四、結果與討論
1. SPI 分析結果與 SGI 分析結果

(a) q =1

本研究探討臺灣南部高屏溪流域之乾旱特性，首先評估
區域降雨量與地下水位的相關特性，本研究利用標準化雨量指
數評估法 (SPI) 與修正之標準化地下水指數評估法 (SGI)，以
不同時間長度之累積雨量 (q =1, 2, …, 12)，分析高屏溪流域 6
個雨量及地下水位站之長時間雨量與地下水位資料。結果顯
示，因累積時間長度較短之 SPI 及 SGI 會呈現週期性的震盪，
無法有效評估及判斷乾旱事件的發生，而以累積時間長度較長
的 SPI 及 SGI 結果較容易評估出研究區域乾旱事件，亦能反
映該研究區域之乾旱趨勢 (McKee et al., 1993)，以研究區域之

(b) q =6

六龜雨量測站為例 (如圖 2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累積時間
長度 q 為 1 個月、6 個月及 9 個月時，有顯著規律週期性變化，
若以累積時間長度 q 為 12 個月，即可顯示出乾旱事件之特徵。
因此，本研究以長時間的累積雨量及累積地下水位 (q =
12) 分析高屏溪流域之乾涸強度及其持續時間。然而，並非
SPI 值與 SGI 值呈現負值即視為乾旱事件，本研究定義乾旱事
件的發生需考慮 SPI 與 SGI 之嚴重程度與其乾旱持續時間，
本研究定義一乾旱事件是否發生，其判斷依據為本研究 SPI
及 SGI 所歸納的結果，如表 3 所示。表 3 之 SPI 及 SGI 的乾
旱強度級距，為 McKee et al. (1993) 所提出的強度劃分標準，

(c) q =9

本研究利用 SGI 和不同時間尺度的 SPI 進行交互相關性分
析，其兩者最大交互相關函數 qmax 表示為 SPI 於該 qmax 累積時
間下與 SGI 所呈現的乾旱事件特性最為相近。另以 qmax 做為
累積時間長度之 SPI 進行乾旱持續時間分析，最後經統計分
析歸納出表 3 之結果。由結果得知，高屏溪流域於 2003 年至
2005 年為連續乾旱年，2012 年與 2014 年為顯著乾旱事件，且
2014 年的趨勢判斷其乾旱之嚴重程度有逐漸上升的趨勢，各
站 SGI 分析結果，如圖 3 所示。另外，本研究結果亦顯示，
只有潮寮地下水位站之 SGI 自 2006 年之後皆呈現濕潤程度之
現象，透過檢視該測站之地下水位變化，發現該測站枯水期之
地下水位從 2005 年至目前皆為上升變化趨勢，故本研究評估
該測站 SGI 值在 2006 年為改變時間點，意即 2006 年之前為
乾旱狀態，2006 年之後為濕潤狀態。

(d) q =12

圖 2 SPI 不同時間尺度的累積雨量 (以六龜測站為例)
Fig.2 SPI for Liu-Gui station for accumulation periods q =
1, 6,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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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大交互相關函數
為量化地下水乾旱之情形，本研究利用 SGI 和不同時間
尺度的 SPI 進行交互相關性分析，利用 SGI 與 SPI 之交互相關
係數 Rq 和不同累積時間長度 q 相關性分析結果，如圖 4 所示，
分析 Rq 最大值 qmax，qmax 表示為該累積時間長度 qmax 之 SPImax
與 SGI 所呈現的乾旱趨勢及其嚴重程度最為相近。本研究為
強化 SGI 與乾旱事件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乾旱事件的持續時
間與 qmax 之間的相關性分析，各站 qmax 及乾旱持續時間結果
由表 4 結果顯示，新南及潮寮地下水位測站具有極高的 qmax
值，而兩地下水位站乾旱持續時間分別長達 20 個月及 31 個
月，其餘地下水位站之 qmax 值較小且乾旱持續時間為 6 至 9
個月。因此，本研究透過 qmax 及乾旱持續時間之相關性分析發
現，當 qmax 越大，高屏溪流域的乾旱持續時間也越長，分析結
果如圖 5 所示。並且透過分析結果發現其 qmax 具有地理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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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性，位於旗山溪與荖濃溪所處各測站之 qmax 較小，而位
於隘寮溪以下測站之 qmax 呈現較大之情形，所以未來若隘寮溪
以下之區域發生乾旱事件，本研究推估其乾旱的持續時間也會
相對較長。
表 4 各站 qmax 及乾旱持續時間
Table 4

Value of qmax and drought duration for corresponding sites

雨量站

地下水位站

qmax (月)

三地門
六龜
古夏
屏東
美濃
旗山

鹽埔
新威
新南
潮寮
美濃
旗山

8
4
18
19
6
5

(a) 美濃測站

(b) 測站

(c) 測站

(d) 旗山測站

(e) 潮寮測站

(f) 鹽埔測站

圖 3 高屏溪流域各地下水位測站之 SGI (q = 12)
Fig.3 SGI for each station in Gaoping River Basin for accumulation periods q = 12

乾旱持續時
間 (月)
8
6
20
31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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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的分析結果得知，未來高屏溪流域若發生乾旱事件，位於隘寮
溪以下之區域，其乾旱的持續時間會相對較長，所以透過本研

本研究以雨量指數評估法 (SPI) 與修正之地下水指數評

究瞭解到乾旱事件的發生亦會反映在地下水位的變化上，因此

估法 (SGI) 探討臺灣南部高屏溪流域之乾旱特性，以不同的

利用 SGI 評估法，可瞭解一區域之乾旱事件的發展。本研究

累積時間尺度 ( q =1, 2, …, 12) 分析高屏溪流域之長時間雨

修正前人的研究方法並運用臺灣南部地區，為臺灣在乾旱方面

量資料及地下水位資料。以長時間尺度所分析之結果，能觀察

研究首次採用此方法進行乾旱程度的評估。所以，未來為了更

出該地區的乾旱事件，結果顯示，高屏溪流域於 2003 年至 2005

確切掌握台灣各地區之乾旱情形，建議廣設地下水位監測井，

年為連續乾旱年，且 2012 年與 2014 年為顯著乾旱事件，2014

透過長時間的監測及利用本研究之理論方法，做為因應未來乾

年乾旱現象有趨於嚴重之情形。另外，從 qmax 與乾旱持續時間

旱情形的發生。

(a) 美濃雨量測站與美濃地下水位測站

(b) 古夏雨量測站與新南地下水位測站

(c) 六龜雨量測站與新威地下水位測站

(d) 旗山雨量測站與旗山地下水位測站

(e) 屏東雨量測站與潮寮地下水位測站

(f) 三地門雨量測站與鹽埔地下水位測站

圖 4 高屏溪流域各測站之 SPI 和 SGI 交互相關函數圖
Fig.4 Plots of cross correlation between SGI and SPI for corresponding sites in Gaoping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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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ught (month)

30

R² = 0.863

25
20
15
10
5
0
0

5

10

15

20

qmax(month)

圖 5 qmax 和乾旱時間長度的相關性分析
Fig.5 Plot of correlation between qmax and drought 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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