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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鄉鎮之動態淹水警戒值的建置與測試 

 

摘要 

臺灣西南沿海鄉鎮，多位在地勢平坦的感潮河段內，淹水成因易

受沿海潮位影響。為使淹水預警訊息能反應此類水文特性，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災防科技中心)於 2020 年開發適合沿海鄉鎮

的動態淹水警戒值預警技術，並於 2021 年完成建置「海岸淹水預警

(https://watch.ncdr.nat.gov.tw/watch_coastalflood)」展示系統，進行作

業化測試。動態淹水警戒值，是透過聯合風險分析(Copula Analysis)

方法，建置可考量潮位和雨量淹水風險因子的警戒值。動態淹水警戒

值的預警特性是，淹水門檻值會隨著潮位變化，當沿海潮位增高時，

淹水門檻值會降低，反之亦然。當動態淹水警戒值完成設定後，本預

警系統即可透過天氣與海象預報系統提供的雨量和潮位資訊，提供未

來 48 小時內的淹水預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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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研究使用聯合風險分析方法，依據沿海鄉鎮淹水特性，建置複

合式雨量-潮位淹水預警指標(以下簡稱動態淹水指標)。由於沿海鄉鎮

區域排水能力多與沿海潮位有關[1-3]，若僅使用雨量作為淹水指標，

劃分沿海鄉鎮淹水風險等級，常導致誤判情形。本研究以發生在臺灣

西南沿海鄉鎮的淹水事件為樣本，透過聯合風險分析方法[4-5]，建置

能表示區域淹水警戒值、雨量和沿海潮位之間的相關公式。此淹水警

戒值的表示式，可透過多種雨量和沿海潮位組合表示相同淹水風險情

境。例如，當沿海潮位增高時，達淹水門檻所需的雨量強度會降低。 

動態淹水警戒值的應用方式，與僅使用雨量作為淹水指標的預警

方式相似。例如，雨量淹水指標，搭配雨量預報產品，產製淹水預警

訊息；沿海鄉鎮動態淹水指標，則搭配雨量和暴潮聯合預報產品，提

供未來 48 小時內的淹水預警訊息。本研究以三場歷史颱風事件和今

年 8 月發生在臺灣西南沿海的豪雨致災事件為例，說明動態淹水警戒

值的應用情形。 

動態淹水警戒值預警成果，已初步展示在災防科技中心的天氣監

測網頁 WATCH 上，提供雲林、嘉義和高雄部分沿海鄉鎮的淹水預

警。後續，將持續完善此展示平台與預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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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動態淹水警戒值預警流程  

動態淹水警戒值預警方法的作業流程，如圖1所示。首先，運用

大氣模式WRF (Weather Research Forecasting)進行系集預報作業，評

估颱風動態和可能的降雨分布。接著，將各系集成員預報的海面風場

和氣壓場，作為暴潮模式POM (Princeton Ocean Model)的驅動力，模

擬臺灣周圍海域的暴潮動態。同時，暴潮模式系統亦可考慮天文潮的

運動，透過全球天文潮預報模式TPXO 6.2 (TOPEX/POSEIDON)推算

的天文潮，作為暴潮模式的水位邊界條件而得。詳細的颱風-暴潮聯

合預報系統介紹與預報效能評估，請參見[6]。最後，各系集成員提

供的預報雨量和暴潮，即可輸入動態淹水警戒值轉換公式，評估沿海

鄉鎮淹水風險。 

 
圖 1  沿海與非沿海鄉鎮淹水預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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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態淹水警戒值設定方式 

沿海鄉鎮的動態淹水警戒值 設定方是可表示為 

  +           (1) 

其中， 和 分別是潮位和雨量淹水因子 和 的時序分

布圖， 為相關係數， 為背景參考值。 

（二） 關聯結構相關係數 

關聯結構(Copula)是聯合風險分析方法，是用來表示兩個以上的

隨機變數(例如，雨量和沿海水位)與應變數(例如，淹水事件)之間的

對應關係，已被廣泛應用在天然災害風險分析領域[4]。用來表示關

聯結構的函數種類很多，最受歡迎的類別為阿基米德關聯結構

(Archimedean copulas)，包括Clayton、Frank和Gumbel三種函數[5]。

這類型函數的優點是可以將雙變數之間的相關性，僅用一個參數表

達，此相關參數稱為τ(Kendall’s tau)。因此，聯合風險分析方法得到

的相關參數τ，即是本研究用來建置動態淹水警戒值之相關係數 的

參考依據。 

用來分析多變數的關聯結構的分析工具有很多，例如，Matlab [7]

和R語言[8]數學軟體。本研究使用R語言所建置的數學分析工具，找

出臺灣西南沿海鄉鎮發生的淹水事件與致災因子(雨量和潮位)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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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聯結構。應用方法與操作流程，包含觀測資料的初步統計特性分

析、使用卡方適合度檢定找出最適合之關聯結構、計算關聯結構相關

參數、使用蒙地卡羅模擬法產製不同風險組合資訊、資料輸出並製圖

等。關於進一步的說明，讀者可參閱[9-11]。 

資料分類的方式，本研究以臺灣西南沿海鄉鎮的淹水事件為樣

本，依不同集水區的雨量站和鄰近沿海潮位站作為採樣分類。例如，

雲林縣的四湖雨量站和箔子寮潮位站觀測到的雨量和潮位，代表影響

四湖鄉的淹水風險因子；嘉義縣的鰲鼓雨量站和東石潮位站的觀測雨

量和潮位，用來分析東石鄉的淹水風險；高雄市的高雄雨量站和潮位

站觀測，用來分析愛河流域所屬行政區的淹水特性等。 

資料採樣的方式，我們以最大時雨量為中心，紀錄前後3小時內

的時雨量和水位，如圖2的藍色圓點所示。由於，計算淹水事件的關

聯結構時，雨量和水位的數值需介在0和1之間。因此，我們將雨量和

水位分別除以它們的最大值，其中，最大時雨量Rmax為110毫米，最

大沿海水位ηmax為2.2公尺。 

關聯結構Copula的選取方式，我們以R 語言平台上內建的模組

BiCopSelect進行分析，得到法蘭克關聯結構(Frank copula)為最佳適合

函數，如圖2的曲線所示。圖2中的曲線，為法蘭克函數的等值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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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淹水風險相同的等值線，說明相同淹水風險的事件，可由不同的雨

量和潮位組合而成。當沿海潮位增高時，雨量的淹水門檻值會降低，

反之亦然。同時，造成淹水事件的雨量和潮位組合，以位在等值線內

圈的組合出現機率最高，外圈的組合出現機率最低。 

（三） 應用案例 

動態淹水警戒值預警方法，如圖 3a-c 所示。紅色線表示的是動態

淹水警戒值在時間上的變化情形，藍色柱狀圖表示的是 1 小時累積雨

量的時序變化圖；當雨量(藍色柱狀圖)超越警戒值(紅線)時，則發布

淹水警戒。由於，紅色線所表示的動態淹水警戒值能反映沿海潮位的

影響，且波動的相位與沿海潮位相反，因此，當沿海潮位升高時，淹

水警戒值會降低。 

本研究分別以凡那比(2010)、莫蘭蒂(2016)、卡玫基(2008)三場颱

風事件，說明動態淹水警戒值在高雄市愛河流域的應用結果。 

凡那比(2010)颱風造成的淹水事件，若依據傳統雨量淹水門檻值

的預警方式，1 小時累積雨量未達 60 毫米的情況下，不會發布淹水

預警訊息。但是，若依據本研究建置之動態淹水警戒值，凡那比颱風

事件的降雨(3a；藍色柱狀圖)情況，有達發布淹水警戒的條件(圖 3a；

紅線)，而實際也有發生淹水情形(圖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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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蘭蒂(2016)和卡玫基(2008)颱風事件，互為對照案例。兩場颱風

事件的降雨強度相當，但是莫蘭蒂(2016)和卡玫基(2008)颱風的降雨

時間點，落在不同漲退潮時期。 

若依據傳統雨量淹水警戒值的預警方式，這兩場颱風事件的時雨

量都超過 60 豪米，預警作業皆會發布淹水警戒訊息。但是，實際的

觀測結果顯示，僅莫蘭蒂颱風事件有造成淹水(圖 3e)情形，而卡玫基

颱風則無(圖 3f)。 

若依據本研究開發的動態淹水警戒值預警方法，莫蘭蒂颱風事件

的降雨(圖 3b；藍色柱狀圖)，發生在沿海潮位較高，也就是淹水門檻

值(圖 3b；紅線)較低的情況下，有達發布淹水預警訊息的條件，而實

際也有觀測到淹水情形(圖 3e)。相反地，卡玫基(2008)颱風事件，1

小時的降雨強度雖與莫蘭蒂颱風相近(圖 3c；藍色柱狀圖)，但因沿海

潮位較低，淹水門檻值較高(圖 3c；紅線)，雨量未超過淹水警戒條件，

而實際也沒有淹水發生(圖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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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淹水風險受雨量和潮位影響下的關聯結構分布情形。藍色圓點

為歷史淹水事件的雨量和沿海潮位觀測；紅色圓點為符合法蘭克關聯

結構(Frank Copula)下產製的虛擬淹水事件。其中，最大歷史觀測時雨

量 Rmax為 110 毫米，最大歷史觀測水位高ηmax為 2.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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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雄市愛河流域(圖 d-f)顯示不同颱風事件的淹水點(藍色圓

點)、都市排水渠道(藍線)和地理高程(顏色對照表)的相對位置。動態

淹水警戒值(紅線；圖 a-c)與降雨分布(藍色柱狀圖)的相對分布情形，

當降雨強度(藍色柱狀圖)超越淹水警戒值(紅線)時，表示需發布淹水

警戒。圖 a-c 中的藍線為傳統方法所使用的一級淹水雨量警戒值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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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沿海鄉鎮淹水預警展示平台 

沿海鄉鎮動態淹水警戒值預警成果，目前已建置在災防科技中心

的天氣監測 WATCH 網頁上，如圖 4 所示。 

沿海鄉鎮預警展示平台，共分成三個展示區塊。圖 4 左方(A 區)

展示的是目前有進行預警作業的沿海鄉鎮，包含雲林縣的台西鄉、四

湖鄉、口湖鄉，嘉義的東石鄉、布袋鎮和義竹鄉，高雄市的鹽埕區、

苓雅區和前鎮區；圖 4 右上方(B 區)展示的是動態淹水警戒值和雨量

的時序變化情形，當 1 小時累積雨量超越動態淹水警戒值時，即表示

該區域有淹水風險。其中，橘色的線和柱狀圖，表示的是觀測資料的

應用結果；淡藍色的線和柱狀圖，表示的是預報資料的應用結果。當

沿海鄉鎮有淹水風險時，即會列在圖 4 右下方的表格中(C 區)。 

為檢驗動態淹水警戒值的預警效能，本研究以實際觀測到的雨量

(橘色柱狀圖)和使用實際沿海潮位推算的動態淹水門檻值(橘色線)，

校驗達淹水警戒的鄉鎮，是否有實際發生淹水的情形。圖 5-8 顯示三

場沿海鄉鎮淹水預警展示平台的作業實例，包含 2021 年 8 月 6 日發

生在雲林縣和嘉義縣的淹水事件，以及 2021 年 8 月 1 日發生在高雄

市的淹水事件。這三場淹水事件，皆反應沿海鄉鎮淹水與否，與沿海

潮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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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一，圖 5 顯示雲林縣口湖鄉的淹水感測器記錄到兩個淹水時

段，開始淹水時間大約在 8 月 6 日 4:00 AM (藍色箭頭)和 9:00 AM(紅

色箭頭)。紅色箭頭所指的時段，淹水警戒(圖 5 左)與淹水感測器觀測

(圖 5 右)相符。但是，藍色箭頭所指的時段，有觀測到淹水，但是口

湖鄉區域平均雨量未超過動態淹水警戒值。若進一步檢視口湖鄉雨量

站的觀測(圖 6)，發現區域平均雨量(約 30 毫米)，比觀測站的雨量(約

40 毫米)略低。說明雨量在空間解析度的準確度，即雨量觀測誤差，

會影響動態淹水警戒值的預警效能。當雨量觀測誤差較低時，例如紅

色箭頭所指的時段，動態淹水警戒值的預警成果，符合實際淹水情形。 

實例二，圖 6 顯示嘉義縣東石鄉的兩個淹水時段，淹水警戒與淹

水觀測皆相符。尤其，在第二個淹水時段(藍色箭頭指示處)，由於，

降雨發生在滿潮時段，動態淹水警戒值降低，所以，即使當時雨量較

小(大約 20 毫米)，雨量仍超越淹水警戒值，與實際淹水觀測相符。 

實例三，圖 7 顯示高雄市前鎮區的淹水事件比對結果，同樣說明

沿海潮位升高時，區域淹水風險會增加。動態淹水警戒值的設定方

式，可以判別潮位帶來的淹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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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沿海鄉鎮動態淹水警戒值預警展示平台。A 區展示的是有提供

預警的沿海鄉鎮，使用粉紅/灰色，標示有/無淹水風險。B 區展示的

是動態淹水警戒值(曲線)和時雨量(柱狀圖)的分布圖，曲線和柱狀圖

顏色為橘色/藍色時，分別表示追報/預報(hindcast/forecast)。C 區表列

的是將有淹水風險的鄉鎮，以及淹水可能發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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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雲林縣口湖鄉動態淹水預警作業成果(左)和淹水感測器觀測到

的淹水歷程(右)。發生在 2021 年 8 月 6 日的淹水事件，可分成兩個

時段，淹水起始時間，大約分別落在上午 5 點和 9 點 

 

 

圖 6  雲林縣口湖鄉雨量站觀測到的雨量歷程。雨量站分別為口湖工

作站(上)和口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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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嘉義縣東石鄉動態淹水預警作業成果(左)和淹水感測器觀測到

的淹水歷程(右)。發生在 2021 年 8 月 6 日的淹水事件，可分成兩個

時段，淹水起始時間，大約分別落在上午 5 點和 9 點 

 
 
 
 

 

圖 8  高雄市前鎮區動態淹水預警作業成果(左)和淹水感測器觀測到

的淹水歷程(右)。發生在 2021 年 8 月 1 日的淹水事件，淹水起始時

間大約落在上午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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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論 

臺灣西南沿海地勢平坦，是較常發生淹水的區域。同時，也是人

口聚集，都市快速發展的地方。隨著都市發展，滯洪綠地逐漸變少，

當颱風帶來的強降雨降落地表時，都市排水系統的疏洪能力，決定了

區域淹水風險的高低。然而，都市防洪建設有其限度，隨著氣候變遷，

降雨強度超過都市防洪標準的極端降雨事件，幾乎每年都會發生，不

再罕見。因此，如何提供有時效性且準確的預警訊息，做為防災應變

作業參考，是建構韌性城市的要素。 

由於沿海鄉鎮所在的河川集水區小，洪水匯流時間短，淹水模式

系統所需的空間和時間解析度皆高。淹水預警區域所需的準確度，即

是雨量和暴潮預報的主要挑戰來源。例如，愛河流域面積僅 56 平方

公里，集流時間約 1-2 小時。若雨量預報的空間誤差若大於 10 公里，

即意味著雨是下在不同的集水區；又或者，當預報降雨時間誤差大於

2 小時，即意味著洪水匯流至海口時，可能是遇到不同的漲退潮情境，

淹水風險明顯不同。另一方面，高雄愛河流域的都市人口，約 70 萬

人。若短時強降雨是發生在人們上下班通勤時刻，意味著將有很多人

同時暴露在災害風險中。因此，越早提供準確的預警訊息，越能降低

人們暴露在災害的風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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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臺灣西南沿海鄉鎮的水文特性，分析多場歷史淹水事

件；並且，透過聯合風險分析方法，找出淹水事件和區域降雨量及沿

海潮位的關係，建置了複合式雨量-潮位之淹水警戒值，亦即動態淹

水警戒值，並完成多場淹水預警作業測試。測試結果顯示複合式雨量

-潮位之淹水警戒值能反映沿海鄉鎮的淹水特性，在搭配雨量和暴潮

預報資訊的情況下，可提供沿海鄉鎮未來 48 小時的淹水預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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