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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每當颱風來襲時，經常在短時間內降下超大量與

高降雨強度之豪雨，如此短時間且集中降雨的特性常

造成臺灣許多災害，並導致複合性的災害之發生。因

此如何即時且有效率地進行淹水預警及雨量預報，讓

防災應變人員能即早進行決策判斷，在臺灣是一重要

課題。本課題利用監測數據進行即時洪水演算，掌握

流域之逕流、水位、淹水、暴潮、沖淤等狀況，藉以

提供平時減災與應變預警參考，全面提升洪水災害防

治科技水準。平台主要提供三個功能 (1)未來三日實驗

預報（對象：防災人員，時機：情資研判，產品：判

斷未來三天之雨量、水位、淹水可能性）、(2)歷史洪

災境況重演（對象：研究人員，時機：減災研究，產

品：重建歷史洪災境況與歷程，探討歷史災害特性）、

(3)極端條件洪水模擬（對象：研究人員，時機：風險

管理，產品：線上洪水模擬工具，使用者可自定條件

進行操作）。

前言

洪水災害除導致相當嚴重之經濟損失外，對於

民眾生命安全更是一大威脅，政府長久以來已投入大

量的研發能量與治理經費進行水患治理。整體而言，

臺灣洪水災害的致災主要原因可分為自然因素及人文

經濟社會因素兩類，使得水患之治理成為相當複雜之

分工過程。流域從河流源頭、上游、中游、下游至河

口，事權跨越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主管機關（經濟

部、環保署、農委會、內政部、財政部及各級地方政

府），各區段所衍生的問題互相關聯且交叉影響。因

此，必須以流域為單元先進行各項即時監測資訊的整

合，再以流域整合型治理模擬與預報模式模擬流域內

各項水情的變化，配合災害風險管理的概念，才能達

成完善的流域治理目標。洪水災害防治科技自防災國

家型科技計畫與強化方案陸續推行下，至今已累積相

當成果，目前正朝向流域整體為考量的跨領域整合規

劃，滿足災害防救白皮書、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

委員會以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等需求，提升洪水災害

防治科技。課題二的主要目標，乃是利用監測資料配

合模式計算以掌握流域之逕流量、洪水位、全流域河

道水位、暴潮、溢堤處流量、淹水區域及局部河道水

理與動床沖淤等狀況，並於平時進行減災方案的研擬

及颱風期間應變時的災害境況模擬預警，以期能從傳

統水患治理提升至全方位之綜合治理。

本課題分為「靜態資訊展示」與「動態即時模

擬」兩大平台，靜態平台部分則針對課題規劃歷程、

發展流程圖、使用模式與服務對象，進行詳細說明，

並提供氣象局、水利署、颱洪中心、NCDR等部會的

成果報告書下載（圖 1）。動態平台分成「未來三日實

驗預報」、「歷史洪災境況重現」及「極端條件洪水模

擬」三部分。「未來三日實驗預報」經由氣象局未來三

日雨量預報，模擬淹水與河道水位警戒，提供災時參

考相關資訊。「歷史洪災境況重現」整理歷史洪災事件

造成的損失與重點災害，且針對歷史洪災事件重現淹

水境況。「極端條件洪水模擬」提供使用者自行輸入時

間、事件及模式，進行立即模擬。

課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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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三日實驗預報

本功能如圖 3所示由左而右分為三個子功能 (1)過

去與未來三日累積雨量、(2)未來 1、3、6小時淹水警戒

(3)臺灣主要河流未來 72小時最高水位模擬運算結果。

預報未來 1、3、6小時之淹水鄉鎮
使用定量降水預報（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所預報之未來三日雨量結合水利署所提供 1、3、
6小時之淹水警戒值，標示出未來淹水鄉鎮，示意圖如圖
5，水利署淹水警戒定義如下：

一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

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有 70%機率已開始積淹水。

二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

雨，其轄內易淹水村里有 70%機率三小時內開始積淹水。

圖 1   課題二平台靜態資訊展示

課題二平台的首頁如圖 2所示，連接網址為

http://140.110.27.125/flood/index.aspx。該首頁簡潔清楚

地說明了本課題的定位、目標與未來三日實驗預報、

歷史洪災情況重現、極端條件洪水模擬三大功能及每

一個功能使用對象、時機與產品特性。

圖 2   課題二平台首頁圖

圖 3   未來三日實驗預報

圖 4   過去與未來三日雨量之展示

過去與未來三日雨量之展示

該功能展示未來與過去三日雨量，未來三日累積雨量

使用為定量降水預報（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Forecasts； 
QPF），其資料來源為颱洪中心 [6]。過去三日累積雨量使用

為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uantitative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and Segregation Using Multiple Sensor；QPESUMS），其資
料來源為氣象局 [4]，如圖 4所示。

圖 5   預報未來 1、3、6小時淹水之展示



23Vol. 42, No. 5   October 2015  土木水利  第四十二卷  第五期

災害防救專輯

圖 7最右邊圖示中台灣左上角紅色區塊為中港溪

流域，首先點選中港溪流域後，如圖 7所示畫面展示

中港溪流域 125個河道斷面未來 78小時水位變化，模

擬結果每 6小時更新一次，由於一次展示 20組模擬結

果畫面過於複雜，會使相關人員不易參考，故取 20組

模擬結果中每個斷面的最大值進行展示，圖中亦提供

潰堤高度（左、右岸高程取最低點）資訊。

災害回顧

如圖 9所示依據地區收集自 2004年的敏督利颱風

到 2013年的潭美颱風造成的重點災情，其中包含颱風路

徑、災害地區等，如圖 9(a)為敏督利颱風在台中造成的

重點災情，圖 9(b)為潭美颱風在桃園造成的重點災情。
圖 6 預報未來 1、3、6小時淹水之展示中港溪、宜蘭河與高

屏溪三個流域

河道未來 72小時最高水位模擬結果
目前已經完成中港溪、宜蘭河與高屏溪三個流域

[1,3]（圖 6）內河道各斷面未來 78小時水位變化，蒐集

研究區域內的雨量、水位、潮位、土地利用、數值地

形高程、淹水歷程、淹水範圍、衛星圖層、及集水區

範圍等資料，以供模式模擬。結合颱洪中心產生的雨

量預報資料，每日 4次，每次約 20組實驗結果，於研

究區域內進行河道演算模擬。

圖 7   中港溪流域 125個河道斷面未來 78小時水位變化模擬

圖 8 1963 - 2013年間颱風造成的死亡 /失蹤人數以及農林漁
牧損失土資料（單位億元）

歷史洪災境況重演

本功能細分為三個主要子功能：(1)統計數據、(2) 

災害回顧 (3) 情境重現。

統計數據

如圖 8所示收集自 1963年的葛樂禮颱風到 2013年

的康芮颱風造成台灣地區的死亡、失蹤人數以及農林漁

牧損失（億元），其資料來源為氣象局與消防署 [5]。

(a)

圖 9   歷史颱風災害回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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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條件洪水模擬

極端條件洪水模擬使用對象為研究人員，使用時

機為風險管理，提供使用者自行輸入時間、事件及模

式，進行立即模擬（網頁如圖 11），模擬步驟首先選取

模擬事件開始與結束時間，若使用者選擇為未來時間

雨量使用為定量降水預報（QPF），其資料來源為颱洪

中心；若選擇過去時間雨量使用為劇烈天氣監測系統

（QPESUMS），其資料來源為氣象局，第二步驟選擇

運算模式其中包含淹水機率模式、一維河道與二維淹

水深度。模擬結果在淹水機率模式為整場雨量事件全

台灣的淹水機率；一維河道：為整場雨量事件中港溪

與高屏溪河道超越警戒水位；二維淹水深度為整場雨

量事件新北市淹水深度。

情境重現

網頁展示如圖 10所示，10(a)以 Google Map展示

颱風累積雨量，使用者用滑鼠設定查詢位置，10(b)展

示該座標點在該颱風事件期間每一小時的逐時雨量與

過去 24小時的累積雨量以及淹水機率 [2]。

(a)

(b)

圖 10   歷史颱風淹水機率情境重現

結論與討論

本課題分為「動態即時模擬」與「靜態資訊展

示」兩大平台，前者串接不同研究單位模式，整合國

內研發單位成果，利用監測與預報數據進行即時洪水

運算，掌握流域之逕流、淹水、水位、潮位等狀況，

銜接上、中、下游氣象與水文資料，即時進行淹水與

水位模擬與預報，提供研究人員進行洪災預判。後者

彙整歷年防洪減災相關部會之計畫成果，提供防災單

位未來減災規劃參考。該平台使用的資料來源包括氣

象局、災防科技中心、水利署，服務對象為防救災人

員、學界與一般民眾，皆可利用平板電腦、NB，透過

可以上網的環境，判定某場降雨造成該區域之淹水深

度、面積、機率，提供平時減災與應變預警參考，全

面提升洪水災害防救科技水準。

目前平台為初步完成中，資料與模式還需使用後

才能測試其穩定性，目前穩定模擬的模式有限，但是

防災需求面漸增趨勢下，未來如有新產製或研發的模

式建議可以加入該平台，建立更多可以落實應用的防

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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