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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暖化正加速所有水文作用的循環，而水文作用的改變，導致

災害風險的升高，往往造成重大的環境災害。臺灣原本就已經比其他國

家面對更嚴峻的水資源問題及災害，這樣加速的水文作用讓此現象更加

劇烈，特別是在極端降雨事件方面，近年來已帶走許多寶貴的生命與財

產的損失。本文整理數個臺灣現有的研究及資料，說明在面臨全球暖化

的情況之下，目前及未來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問題。包含了颱風的強度及

頻率的增加或行進速度的減緩，都很可能造成更強的降雨，致使降雨逕

流過程的改變與隨之而來的土砂災害。這個議題對於位於颱風廊道中的

臺灣是無法逃避的。面對這些災害，我們必須充實基礎觀測技術與加強

防災能力來因應無法預測的未來。

關鍵詞：颱風、極端降雨、逕流、輸砂、崩塌、水文地形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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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所引發的全球暖化已經引起了全球

人民的關注，IPCC(聯合國氣候變遷跨政府組織)指出：在2100年以前，

全球氣溫將依二氧化碳排放程度而增加1.5-6.0℃(IPCC,2013)，臺灣則

增加2.0-3.0℃(許晃雄等，2011)。暖化現象直覺地預期將會影響地球

系統，而且可能會帶來「突發且不可逆轉」的衝擊。因此，IPCC或相關

組織對此議題的提醒有增無減。其中對於水文循環，包含降雨、蒸發、

逕流這類與溫度相關的作用，更是對水資源、水文地形災害有著莫大的

影響。以降雨為例，IPCC指出現今全球尺度的降雨總量雖無明顯增減，

但溫度升高導致大氣水汽增加與熱力不穩定導致降雨極端化的證據卻日

益明確，顯示全球水文循環正在加速，雖然在區域尺度由於受到降雨空

間不均與人為干擾(例如:水庫建設及引水)的影響，其河溪流量的變化

證據有待釐清。但，GCM (Global Circulation Model) 模式及觀測資

料分析指出，亞洲季風區受到颱風影響在中國(Liu et al., 2005)、印

度(Goswami et al.,2006)、日本(Fujibe et al.,2005) 等地區，這些

地區同時也是人口稠密區域，已有極端降雨增加的趨勢。當然，洪水威

脅也會隨之增加。且目前研究也指出臺灣的降雨也有極端化之情形(Liu 

et al.,2009)。

臺灣，如同其它西太平洋島嶼，位處颱風必經的廊道，同時位於

板塊交界處，有著快速的抬升速率與陡峭的地形。因此颱風所攜帶的豪

雨往往導致許多水文地形災害，如：山崩、土石流等土砂災害與下游低

窪地區的洪澇災害。舉例而言，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五日內的降雨達

2,500 mm，造成673人死亡，26人失蹤，以及195億元的經濟損失(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2009)。不僅說明了集水區經營管理的難度，其連帶的

泥沙濁流也對河川生態、水利工程造成很大的威脅。簡言之，臺灣對於

氣候變遷下的降雨影響是十分敏感。歷史經驗已清楚地告訴我們：因颱

風所導致的山崩與洪水造成平均每年15億新臺幣的損失，應該由國家層

級的專責單位負責。

歷史發展上，這些突發的災害除了變得更加極端以外，其範圍和

歷史發展上，這些突發的災害除了變得更加極端以外，其範圍和尺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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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過去有很大的差異，目前臺灣的土砂災害從以往的單一災害類型轉變

為複合災害類型。例如：強降雨在山區易造成山崩，在平地區造成淹

水，同時這些災害也可能破壞維生基礎設施，包含油電氣管路、供水電

廠、道路系統，也對農業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造成經濟及人員的損

失。當我們面臨這種情境時，最應該去瞭解的是：過去到目前的變化狀

況，設定未來的情境，評估需要的防救災策略並實地演練，以因應不確

定的未來動態變化。所以，本文介紹在臺灣面對降雨趨向極端的情況

下，逕流及輸砂的改變，與目前所遭受到的災害損失，希望能對未來國

家發展的藍圖，提供一個值得參考的基礎。

二、改變中的極端降雨

在全球暖化下，大氣中的水汽含量受到熱力及動力影響，大致以

氣溫每升高1℃則水汽含量增加7%的程度來變化(Trenberth,1998)，但

實際觀測到極端降雨的增加的速度卻可能超過於此，這可能是受到大

氣動力系統持續提供外在水汽所導致，也因此降雨強度在近年的觀測

資料中似乎有漸次增高的趨勢。在臺灣，颱風降雨約佔全年降雨量的

30-50%，為主要來源之一，而颱風特性的改變 (範圍、停留時間、路徑

) 勢必影響到臺灣的降雨量。

近50年的暖化增溫是個不爭的事實。雖然對全球熱帶氣旋的強度

與頻率的影響仍有些爭議。這個問題，仍待更多的理論與觀測研究以及

更長的時間來加以證實。但，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侵襲臺灣颱風個

數，隨全球增溫而有增多的現象，且颱風登陸後行進速度變慢，指停

留陸地的時間更長，此現象會增長臺灣暴露在洪水風險的時間(Hsu et 

al.,2013)。從過去40年以來，颱風降雨比起非颱風降雨的頻率及強度

顯著地增加20%-30% (Tu et al.,2013)。且最強1%的降雨也隨氣溫增高

1℃而增加69.5% (Huang et al.,2014)。以下用五個測站作為代表來說

明臺灣雨量的變化狀況，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總雨量在臺北、花蓮、

阿里山有增加的趨勢，但臺南、臺中的總量變化不明顯。然而，颱風季

的總降雨時數卻是全臺一致地減少，換言之，降雨強度就有明顯的增強

趨勢，證實了降雨比過去更加的集中的趨勢。在區域差異面上，中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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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降雨強度的增幅比其他地區特別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山區降雨總

量與降雨強度是同時增加的，且比平地測站增幅大。颱風對臺灣的水資

源而言，是不可或缺地存在，若沒有溼季的颱風強降雨，我們將在緊接

而來的乾季面臨乾旱；同時颱風卻又被視為雙面刃，颱風所誘發的山崩

與高濁度的河水經常破壞基礎維生措施以及一系列的災害，還有洪水後

所帶來的衛生與疾病問題，特別是在中南部地區與山區遇到的問題最為

嚴重。臺灣面對豐富卻不友善的水資源以及水資源經營的問題卻一直沒

有良好的整體方針。

圖1 五個代表性測站颱風季(7月至11月)累積降雨(上)、降雨延時(中)、平
均降雨強度(下)。                                       (Kao et al., 2011)



氣候改變中的山地集水區降雨-逕流-輸砂之動態關係

133

三、逕流對降雨型態改變的反應

目前眾多的全球或區域大氣模式在經過20-30年的努力後，對於降

雨的改變有長足的進展與基本的掌握，但對於全球河川逕流量的瞭解卻

顯得非常缺乏，主要是河川流量的測站不足，且資料長度、品質、人為

擾動等外部影響因素過多所致，如：水利設施的干擾，皆導致全球河川

逕流的變化趨勢無法釐清，也讓逕流對降雨改變的變化不易被察覺。而

人口的成長及都市化也是造成洪水嚴重程度增加的原因，人口越稠密的

地方，其環境脆弱度也相對提高。換言之，人口越密集區越無法承受災

害。為了和降雨相比，我們把河川逕流量的體積除以集水區的面積，轉

換為深度單位，方便做不同區域間的比較。整體而言，臺灣長期年平

均河川流量約為2,172 mm，其中溼季的流量占全年的75%，而北東中南

各地區乾季流量比例分別為32%、29%、25%、12%。造成南部乾季流量比

例低的原因是從北方來的東北季風無法到達此處。這也意味著南部溼季

流量極為集中，也說明我們目前情況所遭遇到威脅，在南部地區將更為

嚴重。

目前觀測降雨及流量的改變用圖2說明：在1970-2010的極端日雨

量從約100 mm增加至250 mm；相對的，流量則從100 mm增加至350 mm，

流量的增幅(250 mm)比降雨(150 mm)增加更多。對應到我們熟悉的經

驗，臺灣2000年之後所遭遇的極端颱風降雨確實是較多，例如：納莉 

(2001)、莫拉克(2009)、梅姬(2010)，可是這些颱風所帶來的洪水量卻

是不斷的屢創新高，考驗我們基礎設施的極限。我們更可從極端的降雨

和逕流量的分析看到，當降雨增加時流量反應的程度。圖3指出1990-

2010期間其極端降雨相較於1970-1990期間約增加18-30%。然而，流量

在1990-2010期間卻比1970-1990期間增加了23-68%，顯示流量對降雨的

反應並不是單純的線性關係。如果用出水比例(流量/雨量)作為流量對

雨量反應的指標，可以看出隨著降雨增加其出水比例也明顯隨之提高。

換句話說，在相同的集水區與相同的臨前降雨條件，小雨或長延時的

綿綿細雨有足夠的時間緩慢下滲，所以大部分的雨水都可以被儲存在地

下；相反地，大雨造成集水區土壤含水量飽和或是降雨強度大於入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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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導致多餘的雨水無法下滲直接形成地表逕流往河川匯集，因此大事

件中後期的降水幾乎直接貢獻至河川中，讓河川流量迅速提升，這種爆

發式的山洪對防洪工程是一項艱困的考驗。

圖2 16個降雨測站及28個山地集水區的空間分布。(b)和(c)分別是平均日雨量
及平均日流量的時間序列。(Huang et al., 2014)

圖3 極端降雨與逕流的變化。(a)降雨與逕流的變化，藍色的三角形與圓形分
別代表降雨和流量在1991-2010與1971-1990之間相對變化，紅色的三角形與圓
形則分別代表溫度增加0.5度情境下，降雨和流量與現在的相對變化。(b)顯示
1971-1990(綠)、1991-2010(藍)、增溫情境(紅)下，降雨99.0-99.9的百分位
數所對應到的出水比例。                               (Huang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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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揚的河川輸砂

高強度的降雨同時也是輸砂最主要的驅動力，莫拉克颱風是一個

很典型的例子(圖4)，三日內在高屏溪帶來1,675 mm豪雨，造成超過

400人死亡，同時也造成3,856處山崩，其總面積高達116 km2，所產生

的土砂更高達534 Mm3。在這場事件當中，高屏溪送出~700 Mt(密度以

1.62~2.56 t/m3計，應輸出264-432 Mm3)的土方量(圖4b)，在兩日內就

送出當年的90%年輸砂量，更超過長期平均的30倍(圖4a)。這些大量的

土砂混合著河水造成河川水流的密度大增，形成所謂的土砂濁流或異重

流，這樣的濁流形式，不僅會快速改變河床形貌、水庫淤積、到了下游

更可能會沿著河床底部入海，破壞海底電纜等威脅。

圖4 高屏溪的流量、含砂濃度與年輸砂量。(a)年輸砂量；(b)2009年日輸砂
量；(c)流量和含砂濃度關係。                            (Lee et al., 2015)

圖5 極端流量和輸砂產量前後期的變化。圖a是極端逕流增揚的變化、圖b則是
極端輸砂量增揚的量。                                   (Lee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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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釋集水區的輸砂對流量的回應，我們以高屏溪流量和含砂

濃度之間的關係來說明(圖4c)。在莫拉克颱風之前，特定流量下的含砂

濃度較低(關係斜率較緩)；在颱風之後，因為集水區內崩塌提供給鄰近

河道輸砂材料，因此在特定流量下的含砂濃度較高(關係斜率較陡)；在

2010年，雖然斜率已經恢復到颱風來之前的狀態，颱風對含砂濃度的影

響仍持續著，因為颱風造成的土砂來源仍持續供給。可以看出土砂供應

量對流量含砂濃度關係有重要的影響。換言之，一次的災難性事件可能

會有持續多年的影響。而當這些極端事件的發生頻率越來越高，越來越

成為常態時，會引發的連鎖效應與變化就非常值得我們深思。在前面章

節提到逕流量比降雨的增幅更高，我們採用相同的研究取徑進行輸砂對

流量的反應，圖5說明了流量增加時，輸砂量的反應情況，需要注意這

裡的河流不是前述山地集水區，取而代之的是下游16個主要流域。由於

流域面積大且有人為設施影響，因此流量的增幅(6.5%-37.0%)並不如山

地集水區，但仍比降雨增幅高。相對逕流而言，輸砂量的增幅是62%-

94%。降雨所引發的連鎖效應是持續擴大的。此降雨-逕流-輸砂的增揚

現象是因為臺灣的豐富土砂供應來源，這些土砂來自於新生崩塌地或是

在坡腳與河岸處。這些不穩定的土砂其實隱藏了許多不確定性的災害。

五、從降雨開始的連鎖反應

高強度降雨導致山區邊坡土壤的孔隙水壓上升，剪切力下降，超

過一定閾值後，土壤間摩擦力將不足以支撐上層物質而發生崩塌。崩塌

後的物質受重力影響，往低處移動，或被河水沖刷，帶往下游。這一連

串的反應因為空間的複雜與反應時間的先後而難以被實際量化，因為確

切崩塌地實際的發生區、堆積區的位置不容易被確認、以及堆積後受河

流沖刷等動態過程也難以被觀察。有鑑於此，我們將這一連串過程以圖

6的概念表示(Teng et al.,2016)，藉以描述整個集水區的狀態。受到

降雨引發地崩塌地，暫時儲存在土砂儲存庫中等待被河水帶往下游，取

代實際上崩塌物質需要被運移、堆積等複雜的概念。多考慮崩塌對輸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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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的限制，將有助於更準確地估計高度變異的輸砂，另外，沉積物在

集水區內存量的變化可以提供給相關單位作為集水區土砂治理的參考依

據。

圖7是以曾文水庫自2005至2014年作為模擬的範例，按照土砂儲存

量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2005-2008)因為受到較少颱風事件影響，

土砂儲存量平均厚度為12mm/km2，這個時期颱風降雨強度偏強(見圖7降

雨)，但是受到土砂儲存量的供應限制，導致輸砂量低於長期平均；第

二期(2009-2012)受到莫拉克颱風的影響，大量的崩塌使得平均土砂儲

存量達到49 mm/km2，相對應的輸砂量明顯高於長期平均；到了第三期

(2013-2014)，土砂儲存量慢慢在遞減，平均為30 mm/km2，該時期颱風

降雨相對少(見圖7降雨)，但受到充足的土砂儲存量供應，導致第三期

的輸砂量也比長期平均高。綜合上述，透過模擬集水區的土砂儲存量，

能有效的了解可能潛在輸砂量，進而量化下游水庫或河道可能受到土砂

災害的影響程度。

圖6 集水區的降雨-逕流-輸砂過程。                      (Teng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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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文地形災害：從歷史到未來

從降雨開始的連鎖反應帶給我們許多不寒而慄的災害，這些災害

多半是突發且耗時復原的，更讓我們難以因應。災害威脅到我們的生命

與財產，但往往事過境遷後就被人遺忘。下文整理過去颱風降雨所致的

災害損失，並記錄個別的水文地形災害，與災害加劇後的情境，以收前

車之鑑之效。

(一)災害損失

圖8為全臺颱風單日最大降雨和災害損失關係 (資料取自於行政院

農委會，統計2006-2014年各行政區農、林、漁、牧的經濟損失，計算

圖7 曾文水庫集水區降雨輸砂模式模擬結果。圖片的上半部是曾文水庫觀測
的雨量(淺藍色)、流量(深藍色)以及相對應之颱風事件；圖片中段部分是崩
塌土砂在邊坡堆積的總量(或在模式中稱為「土砂儲存庫」)，圖中的黑色實
線為模式最佳模擬值，灰色區域代表模擬的可能範圍上下界，依照沉積物的儲
存量可分三時期：第一期(2005-2008)、第二期(2009-2012)、第三期(2013-
2014)；下半部分是模式模擬上述三個時期之沉積物輸出(黑色虛線)與長期平
均(紅色虛線) 。                                       (Teng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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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總和作為總經濟損失)。資料顯示，颱風降雨越高則經濟損失更多，

為非線性關係，特別是全臺平均最大單日颱風降雨高於100 mm，總災害

損失平均約為新臺幣32億元。在各類別損失中，又以農業損失與颱風

降雨最相關，當颱風單日降雨高於100 mm，農業損失平均為新臺幣1億

元。

在區域差異上，中部與南部的災害損失最為嚴重，其中又以苗

栗、臺中、南投、雲林、高雄損失最多。這是因為這些地區颱風降雨量

較強，同時也是農林漁牧產業發達的縣市。這清楚的指出決策者減緩極

端事件災害相關的成本效益問題。

臺灣中南部地區除了受到極端降雨影響以外，同時也面臨水資源

匱乏或氣候衝擊相關問題。首先，平均降雨量有逐漸減少的趨勢，這讓

原本乾季就少雨的中南部集水區變成更「乾」的情況，連帶著地表水引

水量在1980年以後就逐漸減少。第二，逐漸增加的水庫淤積，導致水庫

的容積減少。因此，在更多人口成長壓力下，抽取地下水的情況變成是

理所當然。我們都知道抽取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導致中南部受到海平

面上升影響又更嚴重，這些對我們造成更嚴重的經濟損失。

特別注意的是，目前評估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災害影響多半是漸進

增加的非線性關係，就猶如圖8中的關係或者目前所使用的GCM模式。但

圖8 最大一日颱風降雨與總經濟損失、農業經濟損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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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自然界的反應是跳躍式變化，這樣子突然跳躍的現象讓我們沒有

足夠的反應時間，損失也類似跳躍式回應。隨著極端事件的頻率與強度

增加，我們無法非常確定下一個階段自然界的跳躍會造成多嚴重的損

失，我們所能夠做的是改變思維，精進觀測系統與基礎資料，以調整我

們的防災策略。

(二)洪水

我們已經知道極端降雨-逕流呈非線性關係，出水比例依降雨量的

增加而變大，且增加幅度沒有趨緩的跡象，這也是說未來的洪水將更具

破壞力。為了解釋極端降雨增加對洪水的影響，在這裡以水文模式模擬

極端降雨增強後的流量作為說明(圖9)。根據Shiu et al.(2012) 的設

定，其最大降雨強度增加為2.17倍的情境(在此案例情境降雨接近莫拉

克颱風的降雨)下，所模擬的水文歷線變化情形。在這裡先定義對人類

有威脅性的流量，設定為重現期為2.33年，這等級的流量所抬高的水位

會漫流至氾濫平原，超過此門檻的流量稱為洪水。

在極端降雨增加情境之下。首先，洪水規模也增加，且增加為

6.61倍。另一方面，洪水發生時間提前，結束時間延後，總洪水期變更

圖9 模擬的歷史及情境降雨對應的水文歷線。黑虛線代表洪水頻率2.33年的流
量，紅虛線代表洪水期開始及結束時間，紅實線代表洪水期持續的時間，藍色
區塊代表洪水量。                                     (Huang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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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也就是說我們面對洪水反應時間縮短。因此，若無法改善洪水預警

時間的估計，當我們遭遇更強大洪水威脅，超過目前水理設計的極限，

人們將無法承受如此衝擊。改進預警時間的方法可從預測颱風位置與集

水區尺度降雨空間分佈著手，讓我們有更多的反應時間，例如Huang et 

al.(2012)成功的以颱風路徑估計降雨在集水區空間位置，換算成洪峰

抵達時間。此外，前面提到極端降雨增加淤積問題，這也是洪水更有機

會越過堤防或水庫的風險。在降雨事件持續增加的未來，我們面對又大

又急的洪水災害將比預想的更為嚴峻，工程手段有其極限，因此軟性計

畫如撤離、洪水保險、洪水預警等需要更加精進。

(三)崩塌

崩塌則是臺灣山區最常見的水文地形災害，通常發生於高度高於

200 m且坡度大於20˚之處(Huang et al.,2007)，且有一半機率會一再

發生，通常會花6至10年回復(Kao et al.,2011)。當日雨量超過200 

mm，再加上因全球變遷增加極端降雨機率，臺灣有大面積的山區會暴露

在風險之下。

圖10 崩塌地面積與數量的關係。大圖為單一區塊的崩塌地面積與該面積類別
的崩塌地發生數量的關係。小圖為事件總雨量與產生的總崩塌地面積的關係。      
                                                       (Kao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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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賀伯颱風對臺灣無情的摧殘之後，水土保持局與中央地

質調查所奉獻心力於坡地災害的預警系統。這裡，我們以立霧溪為例，

解釋降雨對崩塌地的影響。基於衛星影像分析崩塌地的數量及面積，在

圖10中，我們可以發現崩塌地數量及面積關係呈冪次關係，當面積越大

發生的數量越小，崩塌地數量由小至大為敏督利、聖帕、鳳凰，崩塌地

面積與降雨量呈正相關。透過經驗關係式，我們可以投影總降雨量推測

崩塌面積，假設立霧溪兩日內降下莫拉克颱風等級的雨量，則崩塌地面

積將會是63 Km2(立霧溪15%集水面積)，這些新生崩塌地將產生更多的

泥沙，增加泥沙儲存庫的泥沙供應，對於淤積問題是一系列的且一段時

間的影響。考慮到正在發生且更加極端的降雨，未來臺灣的水文地形災

害(如崩塌等)威脅將日益增加。

(四)淤積

水庫淤積為臺灣水庫的特色之一，臺灣平均水庫淤積率達3成，在

臺灣高度動態的降雨逕流環境，水庫建造及操作必須有個實際且有效計

畫，來維持下游最小生態需水量，並且提供我們用水。然而，臺灣山地

集水區的高輸砂對維持水庫容量是嚴峻的挑戰。瞬間的崩塌及洪水事件

帶來大量懸浮質及推移質加速水庫淤積，這影響到水庫容量的減少。舉

例而言，1963年建立的石門水庫在隔年(1964)葛樂禮颱風來襲時，立刻

有19 Mm3土石進入(圖11)，讓水庫容量減少6%。40年後，艾利颱風又再

度重演一樣的戲碼，但更進一步的水庫減少幅度變為9%。在2008年時，

只剩下原本67%的水庫容量，有50%損失都來自於1964、2004、2008三場

颱風事件。我們已經知道暖化關聯於極端降雨－逕流－輸砂，可以預見

未來水庫容量減少的速度將超乎想像的快。另一個例子，南臺灣最大的

水庫，曾文水庫也面臨相同的窘境，而且淤積的速度更是石門水庫的8

倍，這是由於曾文水庫集水區的地質是易受侵蝕的泥岩。在2009年，單

一個莫拉克颱風就在五日之內，吞噬14%的水庫容量，相當於過去35年

所有侵蝕的總和。密集的疏浚或可回復部分的水庫容量，但相比於一個

颱風所帶來的輸入量卻是杯水車薪。

淤積問題也出現在東部及中部，這裡舉颱風對太麻里溪及萬大水

庫影響為例(圖12)。東南部有許多著名的溫泉觀光勝地，例如知本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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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土砂淤積和石門(上)、曾文水庫(下)容量的變化時序圖。灰色區域為水
庫容量，黑色線段為累積泥沙淤積量，柱狀圖為該年淤積量。 (Kao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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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金崙溫泉等，在莫拉克颱風雨峰時瞬間引發土石流及土砂，原本

太麻里溪的堤防限制河道在寬度150-200 m範圍內，但在颱風之後河道

擴展至1,000 m，泥沙越過堤防掩埋周圍的房屋及農田。另一個例子是

廬山溫泉下游的萬大水庫，雖然不確定集集地震所造成的山崩是否為摧

毀廬山的原因，然而，在集集地震之後一系列的颱風後，土砂不斷地進

入庫體，在辛樂克颱風之後，萬大水庫幾乎被淤滿，庫容量只剩原本的

37%。類似以上這種巨量的塊體運動攜帶的豐富礫石及土砂進入河道，

抬高河床的高度，也會增加下游發生洪水的機會。在這個例子中，水庫

圖12颱風所造成的河道淤積。
上圖：太麻里溪於莫拉克颱風後造成的河道淤積。
下圖：萬大水庫在辛樂克颱風過後，庫容僅剩原本的三成。
圖片：施郁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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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大量的土砂移動到下游，但在其他案例，極端流量或許將土砂直接

帶至下游處，土砂破壞人工結構物，如橋樑及管線；淤積可能會抬升水

位超越橋樑的高度並且沖走橋樑。

七、結論與建議

臺灣近年來颱風頻率、強度與行進速度的改變，或多或少反應在

增加的極端降雨量。目前的證據指出臺灣山區的地理特性對於這些改變

十分敏感。高強度降雨帶來更多的逕流量，洪水影響下游的時間提前且

持續時間延長，下游都市對洪水反應時間縮短。高強度降雨也增加崩塌

地與土石流的發生機率，加重臺灣原本固有的水庫及河道淤積問題，道

路、橋樑、維生管線、供水設施被嚴重破壞，導致缺水或者高濁度用水

問題，更造成經濟損失增加。由氣候變遷所驅動的連鎖反應不只帶來災

害會危及人命，同時正在減少我國的水土資源。目前的證據透露出臺灣

正成為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罹難者，因此，臺灣應積極正視此刻所遭遇艱

困的處境。

面對目前的困境，最應該記得的是「千萬不要死於無知」，這句

聯合國所提出的口號。首先，必須改變我們的思維觀念，包含了民眾與

政府。雖然目前所看到極端降雨增加和全球溫度的關係並不一定能通過

統計檢定，但是就如前述自然界的反應是跳躍式或非線性反應，等到觀

測資料發現改變的趨勢明確通過統計時，往往為時已晚，也難以挽回。

因此我們必須對全球暖化有實際作為。

第二，改善觀測系統及基礎資料。了解自然界變化必須透過更準

確與全面性的觀測為基礎。雖然我們過去已經有土石流、流量、雨量、

含砂量等有用的資訊，但必須持續的改進觀測方法以及整合資料解讀，

如此才能夠有良好知識背景來擬定防災策略，例如：雷達降雨估計、洪

水流量資料、含砂濃度資料這些準確度還需要更提升。

第三，提升評估災害能力。對於洪水，我們必須有提早預警的能

力，例如從颱風特徵預測集水區尺度的颱風降雨空間分布，以水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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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洪水可能抵達時間，增加我們的應對能力；臺灣水利署更將此概念

發展「主動式民眾淹水預警系統」，根據各地雨量的觀測數值，當雨量

到達事先設定警戒值時，將主動傳送警戒訊息或廣播與民眾。對於輸砂

則需要理解集水區的土砂收支狀況，以預測極端事件可能的輸砂量對下

游的影響。特別容易有高經濟損失的中南部地區，更應該優先調查集水

區面對土砂災害的抵抗能力且刻不容緩。

第四，擬定調適防災策略，包含了提高新市鎮的自主性，以分擔

核心都市受災壓力，並且串聯防災及救災體系。其他面對措施包含增加

滯洪能力，減少地表逕流產生量，例如增加透水及儲水鋪面、雨水儲留

系統。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降雨-逕流-輸砂一系列災害，我們能

做的就是了解更多，做正確的決定，做實際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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