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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台灣地理位置特殊地形複雜，山地多平地少，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地理位
置越往山區其降雨強度有增加之趨勢，本研究彙集南台灣北隘寮溪中阿禮、三地門、
屏東三站測站 44 年來(1965~2009) 最大一日暴雨量之降雨資料，分析每個測站之最大
一日暴雨量分佈適合度檢定與

檢定。其結果顯示：測站之最大一日暴雨量分佈皆為

極端值一型分佈，而進 5 年降雨量強度有增加之趨勢。經由比較得知：山區最大一日
暴雨量>平地區最大一日暴雨量。
關鍵詞：皮爾遜分布、最大一日暴雨量、重現期分析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地形有 60%皆為山區，而人只在
40%平地區作探討與研究，然而忽略山區
降雨量的重要性，使得人對山區降雨型態
不解，根據中央氣象局雨量資料，近 5 年
來平均降雨強度呈現向上升趨勢，使得南
部地區洪旱災格外嚴重；2009 年 88 風災

感到恐慌。本研究探討山區與平地區降雨
量，利用中央氣象局直屬阿禮、三地門、
屏東等 3 個測站，統計至 1965 年至 2009
年間之最大一日暴雨量來，針對雨量分佈
類型進行分析研究，期能藉由了解山區與
平地降雨特性(謝惠如，2011)，對於日後
進行降雨預測與提供防災工程設計上作為
參考依據。

帶來超大暴雨量，因這風災的破壞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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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材料及方法
2.1地區概況
隘寮溪主要由南北兩大支流匯合而

式中 為重現期為 之水文量大小；
為水文資料之平均值； 為水文資料之標準

成如圖 1，北隘寮溪發源於知本主山（2368

偏差； 稱為頻率因子。

公尺）附近的巴尤泡池（Bayu），源流稱

一般工程水文分析上，是以水文紀錄之平

為巴尤溪；南隘寮溪發源於北太武山（3092

均值 代替 值，而以水文紀錄之標準偏差

公尺）
；南北兩溪蜿蜒向西流（順向谷）至

代替 值

三地門附近會合，出山谷沿西北像流到屏

2.2資料序列之選擇

東縣里港鄉磚子附近匯入荖濃溪，全長約
90 公里，流域面積約 340.25 平方公里，涵
蓋屏東縣霧台鄉、三地鄉、鹽埔鄉、高樹
鄉、里港鄉及內埔鄉（少數）
。本溪北與濁
口溪，南與林邊溪支流庫瓦魯斯
（Kuwarus）溪、萊社（Rai）溪為鄰；本
溪再進入屏東平原之後，即分成很多支流
形成沖積扇。本溪在三地門附近流出山地
進入屏東平原之前，河流呈顯著的成育地

選用方法可分為三大類；為全部紀錄
選用法，與一般頻率分析方法不同，此法
僅水力發電之延時曲線選用(林維明，
2007)。再者為年最大值選用法，以每年選
一極端值，取擇客觀值一年內連續發生數
次罕見事件，常易忽略其他重要事件。最
後為超過一定量選用法，考慮水文事件之
大小順序，不論發生時間。
2.3特異值檢測及處理

形，在滑走坡（堆積坡）坡面呈平狀，成
為段丘，瑪家山地文化園區，即是段丘地
形。在氣候上屬於熱帶氣候型態，年平均
溫度為攝氏 24.7 度，年溫差大，氣候溫
暖，以 6 及 7 月份之氣溫最高，最低氣溫
則出現在 12 月份，隘寮溪集水區年平均
降雨量約為 275mm。
資料整理
水文紀錄資料因受集水區水文與地文環境
之影響，有其特殊之統計性質。某特定重
現期水文量之大小，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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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顯偏離同一測站與其他觀測值
所呈現之趨勢，而趨勢範圍稱之為高特異
值門檻值與低特異值門檻值，門檻外之人
為造成誤差及為刪除。
依據偏態係數 分成三種；若

> 0.4，先

檢測高特異值，再檢測低特異值。若

<

0.4，先檢測低特異值，再檢測高特異值。
若

介於±0.4 之間< 0.4，同時進行高、低

特異值之檢測，若有高、低特異值，先處
理低特異值，再處理高特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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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統計機率分佈之介紹
2.4.1統計之參數
平均值
描述觀測樣本之中間趨勢

：2.515517

：1.432788

：0.802853

：0.189269

：0.010328

：0.001308

資料來源：有記錄地區重現期距洪峰流量
(1)

分析-高屏溪流域為例
為組別發生機率，可以利用 P 與原發生

標準差

機率求得

描述觀測樣本之分散特性

為利用發生機率與資料數利用下列公
(2)

式求得：

偏態係數
描述觀測樣本之對稱特性

卡方檢定利用下列公式求得：
(3)

(8)

(4)

：為組別中的數量
2.5.2 對數皮爾遜三型分布(LPT3 )
頻率分析通式

2.5分佈模組
2.5.1皮爾遜三型分布(PT3 )
由於重現期在預設中未求得，所以必須利
用

由於重現期在預設中未求得，所以必須利
用

值反算回去。利用下列公式求得：

值反算回去。利用下列公式求得：
(9)
(5)
2.5.3 極端值一型分布(EV1)
頻率分析通式

：偏態系數
t 利用下列公式求得：

(10)
(6)

三、結果與討論
3.1降雨量分析
分別針對屏東、三地門、阿禮等三個
(7)

測站之雨量資料，依最大一日暴雨量進行

151

《學術天地》
應用頻率分析法對於阿禮、三地門、屏東雨量分佈類型之分析探討

頻率分析(包括常態分布、皮爾遜第三分

表 1.屏東測站適合度分析

佈、對數皮爾遜第三分佈及極端值第一類
型分佈)，並依標準差檢定法來選定最適合
之機率分佈模式，分析結果及建議使用模
式如表 1~6，結果顯示，屏東測站(下游)

表 2.屏東雨量站一日暴雨量
各機率分佈結果表

以對極端值第一類型分佈為最適合之機率
分佈模式；三地門測站(中游)以對皮爾遜
第三分佈為最適合之機率分佈模式；阿禮
測站(上游)以對極端值第一類型分佈為最
適合之機率分佈模式；顯示降雨特性依地
形而有所差異。整理屏東、三地門、阿禮
等三個測站之最大一日暴雨量及一日暴雨

表 3.三地門測站適合度分析

量各機率重現期分析如表 2、4、6、7 所示，
由於八八風災來於屏東測站所觀測的雨
量，其重現期距達 180 年。

表 4.三地門雨量站一日暴雨量
各機率分佈結果表

3.2近年雨量趨勢
分別針對屏東、三地門、阿禮等三個
測站之雨量資料，探討近 5 年雨量是否有
變大的趨勢如表 8 所示，信心區間 95%下
屏東測站近 5 年平均雨量 490.5(mm)>最大
雨量 372.1(mm)；信心區間 95%下三地門
測站近 5 年平均雨量 658.8(mm)>最大雨量
489.9(mm)；信心區間 95%下三地門測站
近 5 年平均雨量 987.3(mm)>最大雨量
697.8(mm)，由於八八風災之影響，使得近
5 年雨量已產生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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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阿禮測站適合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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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阿禮雨量站一日暴雨量
各機率分佈結果表

起 5 年前雨量多了起來；使三地門站最大
一日暴雨量重現期 74.7 年，與在 95%信心
區間下，近 5 年平均雨量 658.8 (mm)遠超
過信心區間最大雨量 489.9 (mm)，因此研
判近 5 年雨量比起 5 年前雨量多了起來；
使屏東縣最大一日暴雨量重現期 98.0 年，
與在 95%信心區間下，近 5 年平均雨量

表 7.最大一日暴雨量重現期分析

987.3 (mm) 遠 超 過 信 心 區 間 最 大 雨 量
697.8 (mm)，因此研判近 5 年雨量比起 5
年前雨量多了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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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 年，與在 95%信心區間下，近 5 年
平均雨量 490.5(mm)遠超過信心區間最大
雨量 372.1(mm)，因此研判近 5 年雨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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