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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影響河川寬度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許多因子難以量化，可以利用 GIS 工具直

接分析出量化數據的因子，被用來進行複線性迴歸分析。本研究選定台灣西部部分

中央管河川大甲溪、朴子溪、頭前溪等三個流域執行地文判釋相關資料分析，每條

河川選擇至少 75 個控制點，從衛星影像、地形圖或斷面資料讀取實際的河川寬度

數據，並進行 GIS 作業取得地表覆蓋率、河川坡度、地形高程、上游集水區面積等

四種單變數的數據，再進行寬度的複線性迴歸分析，以求得經驗公式的係數。複變

數分析成果發現，集水區面積有正相關，覆蓋率有負相關，其他因子影響不顯著。 

關鍵字：河寬推估、河寬判釋、複迴歸分析 

Empirical Formula of Multiple Liniar Regression of the 
River Width in the Western Taiwan  

Hui-Ming Hsieh1   Ya-Xin Li2   Pin-Han Li3   Ling Ding3 

ABSTRACT 

The river width wa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and many factors of which are difficult to  

quantify. The quantified factors by using GIS tools to directly analyze could be used for execut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geography data of the Dajia Creek, Pouzu Creek, and 

Toucian Creek in western Taiwan will b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by ArcGIS to obtain some 
information related with river width. The least 75 selected points in each creek were used to produce 
the measured data of river bed width from reading satellite images or topography diagrams. The 
multiple variables regression analysis will be used to analyse those data and find the coefficients of 
experience equations.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multiple variables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catchment 
area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river width, the coverage rate of land area have the inverse correl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other factors is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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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河川寬度的形成，是常年降雨在地表

形成流路後，呈現容納洪水流通時沖刷淤

積的自然現象，常會隨著洪水量大小而調

整，越下游河寬應該越大，以能容納其他

支流流量的匯入與排送，所以河寬應與該

點以上的集水面積有關；在上游陡坡時水

流急促，所需河寬較小，下游緩坡時所需

河寬較大，來容納洪水量，因此河川坡度

也是一個可能影響河寬的因素；地質條件

也會影響泥砂量來源及大小，相對也左右

河川寬度的大小，然而地質條件是較難量

化的數據；近幾十年台灣河川中下游均以

堤防保護，也造成河寬發展的侷限，如有

河寬穩定的公式，則可以加以檢驗，並與

上游量測河寬資料作比較。除了上述因子

以外，其他地文參數如覆蓋率、中值粒

徑、水文參數如年降雨量、計畫洪水量等

也可能是影響穩定河寬的重要因素，本文

將利用 GIS 求得或實際量測得到可以量

化的數據，做複變數的經驗公式分析。 

本研究進行台灣西部中央管河川大

甲溪、朴子溪、頭前溪之大斷面測量、地

形高程 DTM、河川坡度、斷面上游集水

面積、水保局上游子集水區控制點、

1/25000 數化地形圖、衛星影像等相關資

料之蒐集與整理，每條河川選擇至少 75

個控制點，從衛星影像、地形圖、數化河

川圖或斷面資料擷取實際的河川寬度數

據，並繪製控制點之河道寬度線，提供

GIS 做線長度的萃取。依流域別分為三

組，進行河寬與較易從 GIS 取得資訊的地

表覆蓋率、河川坡度、地形坡度、上游集

水面積等變數的數據整理，可由此量化的

影響因子進行河寬推估可能關係式的複

迴歸分析，求得各變數相關的係數值，並

提出建議公式或相關方向的結論。 

二、文獻探討 

河寬的估算方法，相關的研究文獻可

整理為下列幾個類別： 

1. 利用遙測影像軟體分析河寬變化 

RivWidth 是一套分析遙測影像的軟

體，從上游到下游河川寬度並非線性遞

增，以這個軟體使用河川影像遮罩圖可以

分析各河川河寬變化的趨勢曲線(Tamlin

等，2008)。 

2. 從河相學觀點計算穩定河寬 

河川型態分類可從流域特性、主流特

性、縱橫剖面特性、泥沙運移特性等四大

類探討，其中主流特性又分為平面型態、

水力幾何型態、斷面河型三種，而縱橫剖

面特性又分為縱剖面型態、橫斷面穩定分

析、槽偏量、計畫河道型態變化等幾個部

份，而泥沙運移特性又分為流量變化情

形、水流含砂量、河川整治、建槽流量推

估、穩定河寬理論(如 Parker 公式及 Bray

公式)等幾部分。逢甲大學許盈松(2007)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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荖濃溪河川的特性到穩定河寬做河相學相

關水力參數如寬深比、槽偏量、蜿蜒度等

的探討，其研究發現除了某些斷面外，大

部分現況河寬都大於穩定河寬。 

3. 基於物理機制推導的寬度公式 

一個新的理論公式被推導出來(Noah

等，2005)： 

W = [α (α+ 2)2/3]3/8Q3/8S–3/16n3/8，其中α

是 width-to-depth ratio，為可調參數，W

是穩定河寬，Q 是流量，S 是能量坡降，

n 是曼寧 n 值，不同河川套用不同的α

值。該論文比較以往的公式及新發展公式

差異性及與測量資料的符合程度。 

4. 利用測量原理估計河寬 

利用測量原理，建一座橋橫過河流的

河寬推估有七個步驟(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1999)：(1).選擇一個遠方的點

A(如樹)，(2).在你的位置設置立竿標記

B，(3).沿著河岸平行走約 40M，立竿標

記此點為 C，(4).繼續平行河岸走約 20 公

尺，立竿標記為 D，(5).背對河岸走直到

看到 C 與 A 再同一線上，立竿標記為 E，

(6).量 D 與 E 的距離，(7).利用等角三角形

邊長等比例的關係求得河寬。 

5. 利用數值模式調整河寬 

利用數值模式如 GSTARS(Molinas 

and Yang, 1986)調整河寬：使用最小功率

法計算每一個斷面的能量值，為了使能量

值能變小使河床穩定，加入計算調整河寬

的功能，可以使沖淤範圍除了深度方向沖

淤以外，增加了寬度方向的沖刷。 

6. 流量、砂濃度及縱坡度迴歸河寬公式 

Yellow River institute of Hydraulic 

research 利用流量、砂濃度及河川縱坡度

迴歸平衡河寬公式及平面型狀 (Zhang 

Min 等，2007)，但通常代表的流量大小

就很難決定，砂濃度更是很難在高流量的

時候測得，例如上游無水文站的地方，實

際使用時沒有這些量測數據時，就無法推

估河寬的數值了。 

複迴歸分析（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 利 用 OLS （ ordinary least 

squares）來做多元迴歸，可能是複雜公式

研究中最常用的統計分析方法。利用此法

的基本條件是應變項為一個分數型的變

項（等距尺度測量的變項），而自變項之

測量尺度則無特別的限制。當自變項為類

別變項時，我們可依類別數（k）建構 k-1

個數值為 0 與 1 之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來代表不同之類別。因此，如

果能適當的使用的話，複迴歸分析是一相

當有力的工具。葉惠中、鄭克聲(1999)曾

提到簡單克利金空間內插法是複迴歸分

析的一種演化成果，都有求解矩陣的步

驟，對一個有多次表現值的隨機變域來

講，與複線性迴歸完全相同。張孟孔(2002)

曾用複迴歸分析進行碎石級配料最大乾

密度經驗公式分析，得到台東及高屏等地

區的四個經驗式。林信榕、江正凱(2001)

也用複迴歸分析進行「教師對資訊科技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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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學看法」依變項公式迴歸，公式有

10 個變項，其中資訊素養與學校支持度、

資訊環境、教學網站與在職訓練、經費補

助、學習成效、任教年資、及使用電腦教

學的經驗等七個變項皆達統計顯著水

準。

三、研究方法 

1. 量取河川寬度的方法 

(1) 使用河川大斷量測量判讀 

水由地表面沿著坡度往下流動的過

程中，由於位能及其挾帶的動能與物質，

對流經的河床與兩岸，進行不同侵蝕、搬

運、推積等作用來雕塑地表，河流並從源

頭一開始逐漸擴張及分支，形成了河川的

主流跟支流。在許多流域中，有著無數的

河流分支，也形成不同的河寬。 

河川寬度使用大斷面資料判讀，可以

在子集水區範圍內看到大斷面分佈，做為

河川寬度判讀的參考。大斷面測量並非每

年實施，有時是某些工程需要時加以測

量，以利規劃及設計使用。因此將歷年大

斷面測量之左右樁座標及斷面連線佈設

於 GIS 圖面可幫助河川寬度的判讀。本研

究利用 NETSTARS 模式(Lee 等，2003)

之ARCVIEW V3.2外掛模組NETSGIS2D

執行此大斷面佈設工作。在一個子集水區

內可能含有數個測量斷面，因此需要參考

這些斷面來繪製子集水區的代表斷面點

及代表斷面線。本研究採用一個子集水區

平均劃設 3 個斷面點及 3 個斷面線的方

式，來判讀河寬及計算其平均值，以代表

此子集水區內的平均河寬，此 3 個斷面點

將依河流的長度四等份來取此 3 個等分

點的位置，再依據這 3 個斷面代表點鄰近

的大斷面來畫這 3 個代表斷面。以 GIS 的

圖徵資料表紀錄這些點及線的子集水區

編號，最後利用 GIS 的長度計量方法及統

計粹取平均法，求得個子集水區的平均判

讀河寬。 

大甲溪、朴子溪、頭前溪等三溪的實

測大斷面資料大都需要向所屬河川局接

洽取得，本研究以最新的斷面測量資料的

測量左右樁座標套入子集水分區如圖 1

所示，可以使用類似 HEC-RAS 或

NETSTARS 模式計算 200 年頻率洪水的

河寬作為計算每一個子集水區平均河寬

的依據，並將實測的平均河寬資料整理入

地文參數表內。頭前溪如根據子集水區上

游集水面積線性相關計算的河寬與實測

河寬的比較如表 1，因為中游實測斷面突

擴與計算數值差異頗大，因此我們發現上

游集水面積並非影響河寬的唯一因子，且

河寬與上游集水面積也並非線性關係可

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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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頭前溪主流各斷面測量河寬與換算河寬比較表 

溪流
斷面

位置

2008/10 實測 對應集水面積換算 

斷面寬度 子集水區編號 換算河寬

（公尺）   （公尺）

頭前

溪 

22 649.74 7 645.348 
33 602.585 14 611.188 
39 554.292 18 582.523 
45 882.737 23 560.055 
48 825.551 27 534.158 

 
圖 1 頭前溪子集水區劃分示意圖 

圖 2 的黑色線段為大甲溪大斷面的

位置，使用 ArcGIS 將大斷面與集水區套

疊，即可看出哪些子集水區是有測量大斷

面的，這些子集水區就是主流上的集水分

區，河道應該較寬以容納支流匯入及上游

集水區進來的水量，在判讀河寬時應參考

大斷面來畫河寬代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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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大甲溪大斷量測量資料與子集水分區套疊圖 

(2) 使用衛星影像判讀 

蒐集大甲溪、朴子溪、頭前溪之

1/25000 地形圖、衛星影像等相關 GIS 電

子檔資料，套入子集水分區資料，由影像

地形判讀在該子集水區內的河段平均寬

度，並將實測的平均河寬資料整理入地文

參數表內提供後續分析使用。 

(3) 利用河川數化圖檔判讀 

蒐集大甲溪、朴子溪、頭前溪之

1/25000 地形圖、衛星影像等相關 GIS 電

子檔資料，套入子集水分區及河川數化圖

資料，由河川的 polygon 判讀在該子集水

區內的河段平均寬度，並將實測的平均河

寬資料整理入地文參數表內提供後續分

析使用。 

2.子集水區劃分方法及計算地文因子 

使用 ArcGIS 的 Terrain Preprocessing

分析功能劃分大甲溪、朴子溪、頭前溪的

子集水分區、溪流及計算分區溪流坡度、

子集水區上游集水面積等。其中頭前溪劃

分成果範例如圖 3 所示，子集水區的資訊

範例如表 2 所示。其中下接子集水區編號

是由 GIS 關係圖去讀取填入，可以利用程

式計算各子集水區上游集水面積，其他數

值 均 使 用 空 間 分 析 模 組 及 Terrain 

Preprocessing 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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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頭前溪子集水區劃分示意圖 

表 2 頭前溪子集水區地文參數表範例 

子集水區編號 1 2 3 4 5 6 7 --
下接子集水區編號 2 0 2 2 3 3 4 --
子集水區面積（公頃） 244 131 687 322 617 295 756 --
子集水區平均坡度（度） 0.5 0.7 0.7 1.1 6.0 0.7 1.2 --
溪流長度（公尺） 4474 2763 8671 3918 7542 4742 7194 --
溪流坡度（度） 0.0 0.0 0.3 0.4 0.8 0.6 0.3 --

3. 複迴歸分析方法 

與河寬相關的因子可能包括集水面

積、河川坡度、地形高程、地質條件、覆

蓋率、中值粒徑、年降雨量、計畫洪水量

等，使用 GIS 工具將可以量化的因子算出

量化數據。因此我們從 GIS 子集水區可處

理的資料取出地表覆蓋率、上游子集水區

面積、河川坡度及地表坡度等四項影響因

子，以三條河川的成果數據提供後續複變

數迴歸分析。其中地表覆蓋率是以 NDVI

值推算獲得，其他數據均由畫分子集水區

過程求得。各個影響因子與河寬的關係有

多密切，可以藉由迴歸分析的 R-Squared

值及各項係數大小大略判斷，並給一些重

要性排序。 

複迴歸分析主要有三個步驟：(1).利

用單變項和雙變項分析來檢視各個準備

納入複迴歸分析的變項是否符合 OLS 線

性迴歸分析的基本假定。(2).選定迴歸模

式，並評估所得到的參數估計和適合度檢

定（goodness of fit）。(3).在我們認真考

慮所得到的迴歸分析結果前，應做殘餘值

（residuals）之診斷分析（diagnosis）。

但通常我們是先確定迴歸模式之設定

（specification）是否恰當後，再做深入之

殘餘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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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分析的第一步是一一檢視每個

即將納入迴歸分析模式的變項。首先，我

們必須先確定應變項有足夠的變異

（variability），而且是接近常態分配（迴

歸係數的估計並不要求應變項是常態分

配，但對此估計做假設測定時，則是要求

殘餘值應為常態分配。而應變項離開常態

分配的狀態很遠時，殘餘值不是常態分配

的可能性增大）。其次，各自變項也應該

有適當的變異，並且要瞭解其分配之形狀

和異常的個案（outlying cases；outliers）。 

檢視自變項與應變項間是否為線性

關係的基本作法是看雙變項間之散佈圖

（scatter plot）。進階且比較好的作法是

在控制其他自變項後，再看某一自變項與

應 變 項 間 之 部 分 線 性 關 係 （ partial 

linearity）。線性關係是迴歸分析重要的

假定，而且指的是自變項與應變項間之部

份線性關係。我們並不用太關心自變項間

是否為線性關係，但如對自變項間關係之

設定有誤時，也會導致我們對虛假關係不

適當的控制和解釋上的錯誤。 

探索自變項與應變項間部分線性關

係的方式是在控制其他自變項後，逐一檢

視某一自變項及進一步加入此自變項之

平方後，看看兩個迴歸模式間是否達顯著

之差異。如果是的話，則此自變項與應變

項間之關係並不是線性關係。當發現自變

項與應變項間並非線性關係時，除了將該

自變項之平方加入迴歸分析的方法外，也

可 將 該 自 變 項 做 對 數 轉 換 （ log 

transformation），例如我們常將個人之收

入做對數轉換之處理。究竟如何處理是適

當的，是以理論為基礎。在 SPSS 中，我

們可用 Analyze 內之 Correlate 中的

Bivariate 及 Graphs 中的 Scatter 來得到雙

變項之相關矩陣及散佈圖。部份線性相關

之檢視則需用到 Transform 內的 Compute

來建構一個變項的平方，然後用 Analyze

內之 Regression 中的 Linear 來檢視。 

當我們將這些虛擬變項納入迴歸模

式後，個別虛擬變項的迴歸係數（如果達

統計顯著的話），就是此虛擬變項所代表

之類別與參考類別間在截距上的差距。如

果我們假設此類別變項對應變項的影

響，不只是在截距上的不同，且會有不同

的斜率，也就是與另一自變項間有交互作

用（interaction），我們可以進一步將虛

擬變項與此另一自變項相乘而成另一新

變項（如「男性＊受教育年數」）。我們

可將原來的兩個自變項及此新變項一起

納入迴歸分析中。如果此新變項之迴歸係

數達顯著的話，則其意義是與虛擬變項相

乘之自變項（如受教育年數）對應變項的

影響會因虛擬變項所代表的類別不同（如

性別）而有不同的斜率（即影響力）。如

果我們的迴歸分析是建立在一個因果模

式上，那我們可進行階層式迴歸分析

（hierarchical regression）。看我們研究的

焦點為何，我們可逐一將自變項加入迴歸

模式中，然後看不同階段之迴歸模式的整

體解釋力和各個自變項解釋力的變化。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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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的迴歸分析是要進一步對 residuals 做

檢視後，才報告分析所得到之結果。殘餘

值是指每個個案將其自變項之數值代入

迴歸模式中計算在應變項之預測值，然後

將實際觀察到之值與此預測值相減後所

得到之殘餘。 

在兩兩相關中，Davis (1971)指出相

關係數 R 在 0.7 以上可稱之為「非常強的

相關」(very strong relationship)，0.50 至

0.69 可稱之為「實質相關」( substantial 

relationship)，在 0.30 至 0.49 可稱為「中

度相關」(moderate relationship)，在 0.10 

至 0.29 可 稱 為 「 低 度 相 關 」 (low 

relationship)，在 0.01 至 0.09 可稱為「可

忽略的相關」negligible relationship)。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1. 子集水區劃分及計算地文因子 

在水土保持法規中，集水區為法定權

責範圍，對於水土保持推行極為重要。以

往集水區邊界係由專業人員依地形圖之

等高線劃定，結果常於個人主觀之判定，

無法提供較客觀標準,隨著電腦科技的進

步 ,集水區劃分技術已經成熟也較為精

準，本研究使用 AecGIS 的 Terrain 

Preprocessing 分析功能劃分流域的子集

水分區、溪流及計算分區溪流坡度、子集

水區上游總集水面積等，大甲溪流域子集

水區成果如圖 4 所示，朴子溪流域子集水

區劃分成果如圖 5 所示，頭前溪流域子集

水區劃分成果如圖 3 所示。 

 
圖 4 大甲溪流域子集水區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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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朴子溪流域子集水區關係圖 

2.河川大斷面判讀河寬分析 

大甲溪共取 94 個大斷面，與子集水

區套圖，參考該子集水區內的大斷面及衛

星影像的堤防位置可以判讀及繪出代表

斷面的大小及位置，圖 6 的子集水區編號

108 有 10 大斷面，按照均分法畫 3 個代

表斷面點及 3 條代表斷面線來量取河寬

資料。朴子溪共取 76 個大斷面，圖 7 的

子集水區編號 46 有 10 大斷面，按照均分

法畫 3個代表斷面點及 3條代表斷面線來

量取河寬資料。頭前溪共取 114 個大斷

面，圖 8 的子集水區編號 14 有 10 大斷

面，按照均分法畫 3 個代表斷面點及 3 條

代表斷面線來量取河寬資料。 

 
圖 6 大甲溪大斷面判讀河寬資料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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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朴子溪大斷面判讀河寬資料套疊圖 

 

圖 8 頭前溪大斷面判讀河寬資料套疊圖 

3.衛星影像或河川數化圖判讀河寬分析 

大甲溪劃分為 250 個子集水分區，沒

有斷面測量的子集水區河川寬度，以衛星

影像、河川數化圖與子集水區進行套圖量

取，亦即參考該子集水區內的溪流分析圖

可以判斷及繪出溪流的河寬大小及位

置，也按照均分法畫 3 個代表斷面點及 3

條代表斷面於各子集水區內，範例子集水

區編號 130 之套圖成果如圖 9 所示。朴子

溪劃分為 76 個子集水分區，範例子集水

區編號 48 之套圖成果如圖 10 所示。頭前

溪劃分為 114 個子集水分區，範例子集水

區編號 59 之套圖成果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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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大甲溪衛星影像判讀河寬資料套疊圖 

 
圖 10 朴子溪衛星影像判讀河寬資料套疊圖 

 
圖 11 頭前溪衛星影像判讀河寬資料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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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分析與討論 

1. 各流域子集水區河寬影響因子判讀數

據整理 

本研究以 ArcGIS V9.2 的 3D 地形分

析功能計算出河寬影響因子，包括子集水

區的覆蓋率、河川坡度、地形坡度及此子

集水區之上游集水面積等四項資料。整理

大甲溪流域河寬影響因子及判讀之河寬

依 250 個子集水區編號列表，節錄前 16

個集水區資料如表 3，頭前溪及朴子溪也

整理類似表 3 的資料。整理大甲溪、頭前

溪、朴子溪流域三個流域的所有資料共

440 組代表西部河川特性。 

表 3 大甲溪子集水區河寬影響因子一覽表範例 

子集水區編號 覆蓋率 上游集水面積(Km^2) 河川坡度(o) 地形坡度(o) 判讀河寬(m)
1 0.536 7.680 22.624 35.736 22.78 
2 0.524 4.451 28.466 38.533 19.31 
3 0.504 8.382 28.245 34.910 49.22 
4 0.535 2.826 25.968 34.347 9.23 
5 0.529 2.168 27.613 41.564 17.75 
6 0.501 0.811 17.318 29.969 10.05 
7 0.544 18.752 25.214 34.339 28.76 
8 0.483 8.083 24.842 33.467 47.55 
9 0.523 47.474 16.130 29.161 74.35 

10 0.561 13.944 13.312 28.354 37.08 
11 0.512 19.547 18.774 32.634 18.71 
12 0.502 9.046 26.922 38.289 25.43 
13 0.435 6.656 18.325 29.916 29.45 
14 0.444 8.510 27.695 42.020 42.29 
15 0.542 2.688 25.919 34.026 19.51 
16 0.538 11.659 18.973 32.342 47.52 
-- -- -- -- -- --

2. 河寬複變數迴歸分析 

本研究建立線性迴歸相關模型為：

43210 dXcXbXaXyy ++++= ，其中 y 為河寬，

1X 為河川坡度， 2X 為地表坡度， 3X 為

覆蓋率， 1X 為集水區面積，其他為待求

之係數。利用 SPSS 進行複變數迴歸分析。 

以大甲溪之河川坡度、地表坡度、覆

蓋率、集水區面積等四個變數為自變項，

以實測河川寬度為依變項，探討上述四個

自變項於模型中對河川寬度之影響效

果，有效觀察樣本數為 250，分析成果整 

理如表 4 所示。結果顯示，四個解釋

變數中，覆蓋率與集水區面積等兩個變數

均 對 河 川 寬 度 有 顯 著 性 之 影 響

（p<0.01），集水區面積為正向影響，而

覆蓋率為負向之影響效果；整體之迴歸模

式 達 p<0.01 之 顯 著 性 影 響 效 果

（F=28.867），調整後的 R2 為 0.309，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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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質相關。故大甲溪的複迴歸模式建立

如下： 

河川寬度 =800.244 - 1.694×河川坡

度- 0.437×地表坡度 - 1391.505×覆蓋率+ 

2.995×集水區面積 

表 4大甲溪之河川寬度複迴歸分析 

被解釋變

數

解釋變數 

大甲溪之河川寬度 
係數 t 值  

(常數) 800.244 7.491  
河川坡度 -1.694 -0.403  
地表坡度 -0.437 -0.128  
覆蓋率 -1391.505 -5.042 ** 
集水區面積 2.995 5.405 ** 

Adj R2： 0.309  
F 值： 28.867 ** 

** p<0.01 

以朴子溪之河川坡度、地表坡度、覆

蓋率、集水區面積等四個變數為自變項，

以實測河川寬度為依變項，探討上述四個

自變項於模型中對朴子溪河川寬度之影

響效果，有效觀察樣本數為 76，分析成

果整理如表 5 所示。結果顯示，四個解釋

變數中，僅集水區面積一個變數對河川寬

度有顯著性之影響（p<0.01），且集水區

面積為正向之影響效果；整體之迴歸模式

達 p<0.01 之 顯 著 性 影 響 效 果

（F=64.143），調整後的 R2 為 0.771，屬

於非常強的相關。故朴子溪的複迴歸模式

建立如下： 

河川寬度 =82.064 - 9.217×河川坡度

+ 8.202×地表坡度  - 172.193×覆蓋率+ 

2.085×集水區面積 

表 5朴子溪之河川寬度複迴歸分析 

被解釋變

數

解釋變數

朴子溪之河川寬度 
係數 t 值  

(常數) 82.064 0.532  
河川坡度 -9.217 -0.855  
地表坡度 8.202 1.044  
覆蓋率 -172.193 -0.434 
集水區面

積 2.085 
15.608 

** 

Adj R2： 0.771  
F 值： 64.143 ** 

** p<0.01 

以頭前溪之河川坡度、地表坡度、覆

蓋率、集水區面積等四個變數為自變項，

以實測河川寬度為依變項，探討上述四個

自變項於模型中對頭前溪河川寬度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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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效果，有效觀察樣本數為 114，分析成

果整理如表 6 所示。結果顯示，四個解釋

變數中，亦僅集水區面積一個變數對河川

寬度有顯著性之影響（p<0.01），且集水

區面積為正向之影響效果；整體之迴歸模

式 達 p<0.01 之 顯 著 性 影 響 效 果

（F=72.423），調整後的 R2 為 0.717，屬

於非常強的相關。故頭前溪的複迴歸模式

建立如下： 

河川寬度 =-21.294 - 4.790×河川坡

度+ 1.128×地表坡度 + 180.257×覆蓋率+ 

1.034×集水區面積 

表 6頭前溪之河川寬度複迴歸分析 

被解釋變

數

解釋變數

頭前溪之河川寬度 
係數 t 值  

(常數) -21.294 -0.144  
河川坡度 -4.790 -1.629  
地表坡度 1.128 0.384  
覆蓋率 180.257 0.713  
集水區面

積 1.034 12.380 
** 

Adj R2： 0.717  
F 值： 72.423 ** 

** p<0.01 

以大甲溪、朴子溪與頭前溪代表西部

河川，其組合之河川坡度、地表坡度、覆

蓋率、集水區面積等四個變數為自變項，

以實測河川寬度為依變項，探討上述四個

自變項於模型中對頭前溪河川寬度之影

響效果，三河川有效觀察樣本數為 440，

分析成果整理如表 7 所示。結果顯示，四

個解釋變數中，以覆蓋率與集水區面積兩

個變數對河川寬度有顯著性之影響

（p<0.01），集水區面積率為正向之影響

效果、覆蓋率對河川寬度為負向的影響；

整體之迴歸模式達 p<0.01 之顯著性影響

效果（F=49.034），調整後的 R2 為 0.304，

屬於實質相關。故西部河川的複迴歸模式

建立如下： 

河川寬度 =258.775 - 1.917×河川坡

度- 0.427×地表坡度 - 269.988×覆蓋率+ 

1.162×集水區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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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西部河川之河川寬度複迴歸分析 

被解釋變

數

解釋變數

西部河川之河川寬度 
係數 t 值  

(常數) 258.775 7.038  
河川坡度 -1.917 -0.614  
地表坡度 -0.427 -0.187  
覆蓋率 -269.988 -3.516 ** 
集水區面

積 1.162 11.068 
** 

Adj R2： 0.304  
F 值： 49.034 ** 

** p<0.01 

四個公式都有正向顯著影響的集水區面積，其乘積係數介於 1.034 至 2.995 之間，

發 現 此 線 性 關 係 的 斜 率 在 各 流 域 間 差 異 極 大 。 如 果 相 關 公 式 修 改 為

4321
0

CCCCCB 集水區面積覆蓋率地表坡度河川坡度 ××××= 的模型，則取自然對數 ln()之後變成：

)ln()ln()ln()ln()ln()ln( 43210 集水區面積覆蓋率地表坡度河川坡度 CCCCCB ++++= ，也符合之

前建立的模型： 43210 dXcXbXaXyy ++++= 型式，可重新做線性複迴歸分析，或許可以

獲得較相近的 C4 值，讓複迴歸公式的可用性更佳。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進行台灣西部中央管河川大

甲溪、朴子溪、頭前溪地文判釋的相關資

料蒐集與分析，每條河川選擇至少 75 個

控制點，從衛星影像、地形圖或斷面資料

讀取實際的河川寬度數據，進行 GIS 作業

取得地表覆蓋率、河川坡度、地形高程、

上游集水區面積等變數資料，利用這四項

共 440 筆資料進行各流域及代表西部河

川的河寬推估可能關係式的複迴歸分

析，求得各變數相關的係數值。本研究之

重要結論與建議整理如下： 

1.由複變數分析發現，整體迴歸式都是

實質相關以上，集水區面積與河寬是

正相關，集水區面積乘積係數介於

1.034 至 2.995 之間，有些流域的覆蓋

率是負相關，其他因子影響不顯著。 

2.此四個線性關係迴歸公式的斜率及常

數在各流域間差異極大，僅能了解關

係的強弱，較難以使用在西部河川的

河寬推估，將來研究可以使用指數關

係式，取 ln()之後再進行線性迴歸，

讓複迴歸公式的可用性更佳。 

3.複迴歸分析建立公式的模型可以再考

慮可取得數據的其他因素進來，如地

質、年平均降雨量等，地質資料的量

化也是一個有待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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