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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長時間河川低流統計資料特徵化臺灣南部流域消退特性之研究
高于婷
摘

葉信富* 李振誥

要 臺灣地形起伏變化高與降雨量空間分布差異很大，以致造成水資源分佈不均勻，近年來受氣候變遷

影響，區域性乾濕季變化更加明顯，雨量集中在夏季，尤其以臺灣南部地區乾濕季差異最大，乾季面臨嚴重
缺水問題。在枯水期，地下水為補注河川的重要來源，因此瞭解地下水與河川流量之間的儲存-排出關係日益
重要。本研究採用低流分析之消退曲線建立河川流量與地下水之間儲存-排出關係，該方法的優點僅需取得流
量資料。在低流分析中排除降雨與蒸發散的影響，僅與集水區內所儲存的水有關聯，因此消退曲線參數化後
可以對集水區表現其消退特性。本研究以臺灣南部流域為例，以長時間連續河川資料統計集水區特徵，比較
Vogel and Kroll (1992) 與 Brutsaert (2008) 兩種模式對臺灣南部流域消退特性表現之差異性，進而量化臺灣南
部地下水儲存量，結果顯示東港溪流域的潮州測站最低地下水儲存量為顯著下降趨勢，應要實施相關防範措
施。

關鍵詞：河川流量、低流、消退曲線、地下水儲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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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aiwan is due to severe topography change and
unevenly distributed rainfall. Recently, climate change has resulted more apparent wet and dry seasons in the region.
Because water deficit problems are more severe in the dry season, which is in the low flow period, groundwater is the
main source of recharging streams. Thus, kno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water and stream drainage-storag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recession curve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amflow and groundwater storage-drainage. The advantage of low flow analysis is that it only requires streamflow
data. We exclude precipitation and evapotranspiration in low flow analysis that is only related to river basin water.
Thus, the recession curve is characterized to display basin drainage behavior. In this study, we use southern Taiwan
streamflow data covering a long-term period to analyze basin characteristics. The differences of drainage behaviors
are compared using the Vogel & Kroll (1992) and Brutsaert (2008) methods. Furthermore, the groundwater storage in
the south of Taiwan is quantif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aozhou station in the Donggang River Basin has a significantly decreasing trend. Chaozhou station should implement precautionary measures.
Key Words : Streamflow, low flow, recession curve, storage.

一、前

言

題也面臨極大的考驗 (Wada et al., 2010；Famiglietti et al.,
2011)。在全球水資源分配中，地下水儲存量遠大於大氣水與

在全球水資源中，97%為海洋中的鹹水，僅 3%為淡水資

土壤水儲存量，由於水資源中儲存量顯著的差異，因此如何有

源，我們主要所能取得使用的淡水資源為地下水資源，但其僅

效評估地下水儲存量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Werner and Gleeson,

占全球淡水資源的 22% (Pimentel et al., 2004)，由於地表上水

2012)。上述所提及全球性水資源所面臨的問題，臺灣也有相

源有限且分佈不均，因此地下水在水資源管理利用上佔有相當

同的狀況，臺灣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高達 2,500 公厘，約

重要的地位。從過去百年至近年來，地下水耗竭不斷在持續增

為全世界年平均降雨量的 2.5 倍 (經濟部水利署，2013)，但由

加，同時也造成海平面的上升，地下水的消耗產生許多地質災

於臺灣地形起伏變化大且降雨量分佈不均，降雨空間以山區降

害，如地層下陷及海水入侵。另外，灌溉農業與糧食安全等問

雨多於平地；北部降雨多於南部，造成水資源時間與空間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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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與逕流量攔蓄利用率低等問題。再加上近年來，臺灣受到

析中，Brutsaert (2008) 以低門檻概念方法進行消退曲線參數

氣候變遷的影響，乾濕季日趨分明，造成濕季雨量更加集中，

化以瞭解研究區域之集水區水文特徵行為，而 Vogel and Kroll

乾季缺水問題日益嚴重，因此臺灣所面臨水資源的問題，同樣

(1992) 以較簡單河川與地下水概念模型定義出集水區特徵，

也是全球水資源面對的狀況。河川流量為人民賴以為生的水資

本研究中應用上述二者的方法對臺灣南部流域進行消退曲線

源與生活息息相關，水資源缺乏直接影響農業、工業與民生等

參數化評估參數化結果，瞭解臺灣南部地區水文特性，進而量

用水，因此河川流量在水資源管理佔有重要的地位，而枯水期

化地下水儲存量。

地下水為補注河川的主要來源，在進行水資源管理時，所需水
文資料取得不易且受限於空間分佈，例如，地下水位站與降雨
量站觀測等，單一測站無法代表集水區水文狀況，因此本研究

二、研究區域概述

選擇國際間常用的 Vogel and Kroll (1992) 與 Brutsaert (2008)

本研究區域為臺灣南部流域，包含有嘉義縣 (市)、台南

兩種低流分析方法，此方法排除降雨以及蒸發散的影響，且僅

市、高雄市、與屏東縣等縣市以及主要河川八掌溪、急水溪、

需要取得能代表研究區域空間的流量測站資料，探討長時間下

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高屏溪、東港溪以及林邊溪等，年

低流期間臺灣南部地區水文特徵行為，做為水資源管理參考，

平均氣溫在 22℃至 26℃之間，年平均降雨量約有 2,000 公厘，

提升水資源規劃與利用效率。本研究以臺灣南部地區為研究區

乾濕季分明，雨量集中在 5 月至 10 月豐水期，11 月至 4 月為

域，臺灣南部乾濕季顯著，濕季降雨與乾季降雨比例高達 9:1

枯水期，常造成臺灣南部河川缺水乾涸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2013)，因此本研究探討臺灣南部地下水資源

2013)。本研究以低流時期河川流量評估集水區退水時間後，

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最後以統計方式探討最低地下水儲存量

藉由定量的退水時間特徵化研究區域水文儲水特性。

的變化趨勢。

在選擇流量測站有兩個標準，首先測站必須為長時間下資

低流分析廣泛應用於特徵化集水區水文特性，可以推估水

料連續的測站，長時間下資料連續的測站才可以完整顯示集水

文參數與最低地下水儲存量，Brutsaert and Nieber (1977) 首先

區流域水文特徵。因此，在本研究中所選取資料時間長度至少

提出以低門檻方法 (lower envelope) 針對六個集水區分析流

40 年以上。其次，所選取的測站不能受到人工設施影響，受

量特性，參數化集水區河川流量消退曲線，研究結果顯示參數

影響的測站無法表現研究區域水文行為。經過篩選後，臺灣南

化後，低流分析結果可應用在無流量測站區域。Vogel and Kroll

部流域有六個測站符合上述兩標準，分別為八掌溪流域-常盤

(1992) 提出簡單河川與地下水相互關係之概念模型，評估 23

橋測站、鹽水溪流域-新市測站、二仁溪流域-崇德橋測站、高

個 Massachusetts 集水區在低流時期下的特徵，研究結果顯示，

屏溪流域-荖濃測站、東港溪流域-潮州測站以及林邊溪流域-

低流統計結果與集水區面積、集水區坡度與基流消退常數有高

新埤測站等六個測站，各測站資料如流域、站名以及地文因子

度相關。Szilagyi et al. (1998) 以 Brutsaert and Nieber (1977) 提

列於表 1，地理位置如圖 1 所示。

出的低流分析法，推估集水區飽和水力傳導係數與平均含水層
厚度，發現參數之模型不受到研究區域複雜度影響。Wittenberg
(1999) 以低流分析季節性消退曲線對降雨的反應，結果顯示
消退曲線沒有顯著受到季節的影響。Tague and Grant (2004)
利用 Brutsaert and Nieber (1977) 提出 Boussinesq 方程解析的
低流分析方法，以美國地質調查所 (U.S Geological Survey) 長
期每日河川流量資料推估夏季河川流量、消退特徵與冬季補注
時間，結果指出較陡集水區與水系密度較高的集水區退水時間
較短，且冬季退水速度較慢。Brutsaert (2008) 觀察每年最低
河川流量推估集水區最低地下水儲存量，研究結果顯示低流統
計結果與集水區面積、集水區高程與集水區長度有高度相關。
Sugita and Brutsaert (2009) 提出假設基流隨著時間以指數衰
退，在排除蒸發散與降雨影響後河川流量與最低地下水儲存量
呈線性關係，以 Kanto 北部區域的四個集水區流量測站觀測過
去 40 年基流與最低地下水儲存量之間關係與趨勢，結果顯示
研究區域若是需水量固定，未來短時間內不會有缺水危機。由
於集水區水文特徵重要性，Troch et al. (2013) 統整多種低流分
析 方 法 ， 提 供 水 文 背 景 資 訊 。 Stoelzle et al. (2013) 以
Brutsaert、Vogel and Kroll 與 Kirchner 三種消退分析方法和三
種參數化方式對冪次儲存-排出模型結果比較集水區消退特
徵，集水區的特徵決定消退行為，但由於多種分析與參數化方

圖 1 研究區域流量測站位置

式，產生多種變異參數，造成具體集水區特性模糊。在低流分

Fig.1 Location of streamflow gauging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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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
dS
 K L7
dt
dt

三、研究方法
1.低流分析模式-Brutsaert method

(6)

式中，yL7 為單位面積每年 7 天平均最低河川流量 (LT-1)。

Brutsaert (2008) 定義低流為河川流量在一段時期中排除

在本研究中集水區最低地下水儲存量趨勢相當重要，藉由

降雨以及蒸發散的影響，在這段期間，水文系統中的河川流量

最低地下水儲存量的趨勢可以顯示出流域未來是否會面臨水

僅與集水區中含水層排水量相關，此時水文低流分析方程式最

資源短缺的問題。
為了得到最低地下水儲存量的趨勢，必須先考慮集水區退

常以指數衰退型式表示，描述河川流量與初始流量隨著時間變

水時間常數 K，本研究採用 Brutsaert (2008) 提出以低門檻

化的指數關係，如式 (1) 所示。

Q  Q0e



(lower envelope) 的方式定義集水區退水時間常數，該研究提

t
K

出以百分之五資料點為門檻值所做的迴歸，確保所得的消退曲

(1)

線為最低流量，在低流分析中為了確保所選取的資料排除降雨

式中，Q 為河川流量 (L3T-1)，Q0 為任意所選取初始時間的河

的影響，因此 Brutsaert 方法對於流量資料選取的標準如下：

川流量 (L3T-1)，K 為集水區退水時間常數 (T)。

(1) 流量變化為零或是正值又或是有奇異點發生時須與以

Brutsaert and Nieder (1977) 提出以冪次關係表示水文低

排除。

流分析方程式，描述河川流量變化與流量之間的冪次關係，並

(2) 流量變化為零或是正後三點資料點與主要事件發生後

且在本研究中以此關係式特徵化集水區流域水文特性。

dQ
 aQb
dt

四點資料點須刪除。
(3) 流量變化為或是正前兩點資料點排除。

(2)

(4) 當流量為缺水連續資料時，若是突然有較大流量變化需
刪除。

3 -1

式中，Q 為河川流量 (L T )，a 與 b 為水文特徵常數 (-)，常
數 a 與 b 即可用來特徵化集水區流域水文行為。

2. 低流分析模式-Vogel and Kroll method

由於在低流分析中，排除降雨、蒸發散以及其他輸入因子

Vogel and Kroll (1992) 提出假設河川與地下水之間為線

影響，因此依照質量守恆定律，水文系統中集水區儲存量僅與

性關係，如圖 2 所示。以式 (7) 流量方程式進行低流分析。

河川流量相關，可用下方積分公式表示。


S   y dt

(3)

t

理論地下水位面

式中，S 為單位集水區面積儲存水量 (LT-1)，y 為單位面積河
川流量 (LT-1)，根據式 (1) 與 (3) 可得地下水儲存量與集水

自由水位面

S  Ky

地下水位

區排水關係。
(4)

D

根據式 (4) 可以表達單位時間下地下水儲水量變化與集水區
河川流量呈現一線性關係，另以式 (5) 所示。

Dc

dS
dy
 Kk
dt
dt

河川
不透水層
B

(5)

圖 2 地下水與河川呈線性關係示意圖

由於每天的河川流量有很高的變化性，因此該研究採用最低 7

Fig.2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water and
river

天平均流量表示低流時期最低地下水儲存量。

表 1 流量測站地文因子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Table 1

Topography factor of streamflow gauging stations
集水區河川級序數

集水區平均高程
(m)

常盤橋

4

309

22547

0.31

0.05

98.34

新市

4

49

29402

0.14

0.06

143.4

二仁溪

崇德橋

4

89

38553

0.36

0.25

138.3

高屏溪

荖濃

5

1833

99211

0.70

0.08

803.0

No.

流域

測站

1

八掌溪

2

鹽水溪

3
4

集水區主流長度
(m)

集水區平均坡度
(m/m)

集水區主流坡度
(m/m)

集水區面積
(km2)

5

東港溪

潮州

5

233

28848

0.25

0.06

178.5

6

林邊溪

新埤

5

692

36815

0.49

0.10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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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0 Kbt

(7)

式中，Q0 為初始河川流量 (L3T-1)，Kb 為基流消退常數 (-)，
本研究欲比較上述 Brutsaert (2008) 低流分析模式，因此由式
(1) 可以得到河川流量消退常數與集水區退水時間常數之間
關係，如式 (8) 所示。

K 

1
ln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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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變點檢定
(1) Mann-Whitney-Pettit 檢定法
Mann-Whitney-Pettit (MWP) 檢定法 (Pettit, 1979)
用於評估數列中存在的顯著改變點 (siginificant change
points)，該方法在降雨量的統計中常使用 (Yu et al.,
2006; Ngongondo, 2006)。

(8)

Vogel and Kroll (1992) 以線性回歸方式定義集水區退水時間
常數，以此方式較可以顯示集水區的平均水文行為，Vogel and

(2) Cumulative Deviation 檢定法
Cumulative Deviation (CD) 檢 定 法

(Buishand,

1982)，又稱累積偏差檢定法，用於判斷數列是否具有均
一性 (homogeneity)。

Kroll (1992) 模式對於流量資料選取的標準說明如下：

四、結果與討論

(1) 以三天移動平均減少至增加為範圍。
(2) 水文歷線消退段刪除消退段前端部分資料 (百分之三十
的消退段時間長度)。
(3) 僅接受 Qt  0.7Qt 1 。
本研究整理上述 Vogel and Kroll (1992) 與 Brutsaert (2008)
模式對於流量選取標準，以圖 3 示意圖所示。

1. 低流分析結果
在本研究中選擇 Brutsaert (2008) 與 Vogel and Kroll (1992)
兩種方法，對臺灣南部集水區以低流分析參數化消退曲線，顯
示其與研究區域地文因子之間相關性，Brutsaert (2008) 與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參數化結果由表 2 所示，根據

3. 趨勢檢定

Tague and Grant (2004) 中提及水文特徵常數 a 受到集水區坡

(1) Mann-Kendall 檢定法

度與水系密度影響，集水區主流坡度較陡時較大的水文特徵常

Mann-Kendall (MK) 檢定法是一種無母數統計法，

數 a 值表示退水較快速，由結果顯示水文特徵常數 a 與退水時

由 Kendall tau (τ) 發展而來，可用來檢定兩組資料之間

間 K 之間為逆相關，以 Vogel and Kroll (1992) 方法中之荖濃

的關係 (rank correlation)，此方法優點為在水文資料

集水區為例，最小的水文特徵常數 a 值有最大的 K 值，由於

中，極端值與資料缺漏等問題不會嚴重影響檢定值。

其他五個集水區主流坡度為荖濃集水區主流坡度的 1 至 6 倍，

MK 檢定法判斷趨勢的核心方法，經由比較數列前後數

因此退水時間相較於其他集水區有明顯較長；然而 Brutsaert

值的大小來判定是否有一定程度的趨勢。

(2008) 方法中，荖濃集水區結果顯示退水時間較長，與其他

4. 趨勢斜率檢定
(1) Theil-Sen 推估法
Theil-Sen 推估法 (Theil, 1950 ; Sen, 1968) 常被用
來計算趨勢的斜率，此推估法計算出的斜率值不同於使

五個集水區無明顯區別；水系密度為集水區主流長度與集水區
面積比，水系密度較高時，退水速度亦較快，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的水文特徵常數 a 與水系密度高達 0.9 高度相關，
而 Brutsaert (2008) 模式僅達 0.7 中度相關，因此 Vogel and
Kroll (1992) 方法較適合表示臺灣南部集水區水文特性。

用線性回歸 (linear regression) 所求出的斜率，因為取其

在進行低流分析時，為了確保消退曲線排除降雨影響，本

中位數值，所以具有不受極端值影響的特性，分析時經

研究以 Brutsaert (2008) 方法對臺灣南部的流量變化與流量做

常與 MK 檢定法一起使用 (Gocic and Trajkovic, 2013)。

對數圖，百分之五資料點為門檻值以低門檻決定研究區域集水

(a) Brutsaert (2008)

(b) Vogel and Kroll (1992)

圖 3 Brutsaert (2008) 與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選取流量資料示意圖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selecting streamflow data by Brutsaert (2008) and Vogel & Kroll (1992)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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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退水時間，如圖 4 所示。而 Vogel and Kroll (1992) 方法，

表 2 Brutsaert (2008) 與 Vogel and Kroll (1992) 參數化結果

同樣對臺灣南部流量變化與流量做對數圖後以線性迴歸方式

Table 2

決定集水區退水時間，如圖 5 所示。由於臺灣地形變化起伏

The result of parameterization from Brutsaert
(2008) and Vogel & Kroll (1992) methods

高，因此流量變化快速造成選用 Brutsaert (2008) 方法時流量

測站

BRU-a

VOG-a

資料數相較於 Vogel and Kroll (1992) 方法顯著下降，尤其

常盤橋

1.64×10-2

9.92×10-2

1.102

1.041

61

10

Vogel and Kroll (1992) 方法為 Brutsaert (2008) 方法所得的新

新市

2.56×10-2

9.92×10-2

0.418

0.774

39

10

崇德橋

2.86×10-2

1.10×10-1

1.057

0.678

35

9

荖濃

7.85×10-3

1.43×10-2

1.126

1.290

127

70

潮州

1.18×10-2

3.40×10-2

0.860

1.051

85

29

均高於 Vogel and Kroll (1992) 方法，如表 2 所示。結果顯示，

新埤

-2

5.35×10-2

0.884

1.142

50

19

Brutsaert (2008) 與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退水時間常

統計結果

市集水區資料點的 11 倍，這結果可能造成後續研究區域集水
區水文特性分析時的誤差。Brutsaert (2008) 方法退水時間平

1.99×10

BRU-b VOG-b BRU-K VOG-K

66 ±25 25 ± 17

表 3 K 對不同地文因子相關係數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K and topography factor

集水區主流長度 集水區平均坡度 集水區主流坡度
集水區河川級序數 集水區平均高程
(m)
(m)
(m/m)
(m/m)
Brutsaert (2008)
0.666
0.841
0.784
0.662
-0.381
Vogel and Kroll (1992)
0.679
0.917
0.906
0.727
-0.295

集水區面積
(km2)
0.828
0.945

表 4 常數 a 對不同地文因子相關係數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stant a and topography factor

集水區主流長度 集水區平均坡度 集水區主流坡度
集水區河川級序數 集水區平均高程
(m)
(m)
(m/m)
(m/m)
Brutsaert (2008)
-0.712
-0.707
-0.539
-0.527
0.595
Vogel and Kroll (1992)
-0.716
-0.556
-0.37
-0.266
0.826

集水區面積
(km2)
-0.644
-0.542

表 5 常數 b 對不同地文因子相關係數
Table 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stant b and topography factor

集水區主流長度 集水區平均坡度 集水區主流坡度
集水區河川級序數 集水區平均高程
(m)
(m)
(m/m)
(m/m)
Brutsaert (2008)
0.203
0.471
0.403
0.677
0.293
Vogel and Kroll (1992)
0.673
0.616
0.344
0.396
-0.836

(a) 常盤橋

(b) 新市

(c) 崇德橋

(d) 荖濃

(e) 潮州

(f) 新埤

圖 4 Brutsaert (2008) 模式評估臺灣南部集水區流量與流量變化關係
Fig.4 Q versus 

dQ
relationship for southern Taiwan basin by Brutsaert (2008) method
dt

集水區面積
(km2)
0.365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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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分別為 66 ± 25 天與 25 ± 17 天，推測由於低門檻方式確

文特徵常數 b 與地文因子之間皆無顯著相關，結果如表 5 所

保所選取的資料為低流的部分，然而線性迴歸主要是顯示集水

示。在消退時間分布中，如圖 6 所示，由於荖濃集水區平均高

區平均水文行為，因此所選取資料可能參雜直接逕流或中間流

程、集水區主流長度與集水區面積皆遠大於其他集水區，且

的部分，造成 Brutsaert (2008) 模式退水時間平均高於 Vogel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消退時間與此三個地文因子呈現

and Kroll (1992) 模式。

高度相關，因此消退時間分布在選擇 Vogel and Kroll (1992)

為瞭解消退曲線參數化結果與研究區域地文之間的相關
性，本研究選取河川區河川級序數、集水區平均高程、集水區
主流長度、集水區平均坡度、集水區主流坡度與集水區面積等
地文因子分別對水文特徵常數 a、b 與消退時間 K 做相關性分
析結果如下表 3 至表 5 所示。Brutsaert (2008) 方法中退水時
間對集水區平均高程與集水區面積分別達 0.84 與 0.83 的高度
相關，然而 Vogel and Kroll (1992) 方法達 0.92 與 0.95 高度相
關且也與集水區主流長度有 0.91 高度相關，結果顯示 Vogel
and Kroll (1992) 比 Brutsaert (2008) 方法更能表示臺灣南部集
水區特徵，如表 3 所示。而水文特徵常數 a 與地文因子之間相
關性，由 Tague and Grant (2004) 所提出較大的 a 值表示退水
較快速，由 Vogel and Kroll (1992) 水文特徵常數 a 與集水區
坡度呈現高度相關，即可證為集水區主流坡度較陡造成退水速

圖 6 消退時間分佈

度較快，而 Brutsaert (2008) 方法無法證之，如表 4 所示。水

Fig.6 Distribution of recession time

(a) 常盤橋

(b) 新市

(c) 崇德橋

(d) 荖濃

(e) 潮州

(f) 新埤

圖 5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評估臺灣南部集水區流量與流量變化關係
Fig.5 Q versus 

dQ
relationship for southern Taiwan basin by Vogel and Kroll (1992) method
dt

表 6 臺灣南部流域集水區最低地下水趨勢檢定結果
Table 6

The trend test of groundwater storage in Southern Taiwan basin by Vogel and Kroll (1992) method

流域

測站

趨勢

斜率

八掌溪

常盤橋

3.65

鹽水溪

新市

0.17

二仁溪

崇德橋

高屏溪
東港溪
林邊溪

改變點最低儲存量平均

最低地下水儲存變化量

改變點

改變點前後變化量

0.046

71.3 %

0.001

127.1 %

2.14

0.022

105.9 %

荖濃

-1.39

-0.215

-62.6 %

-

-

-

-

潮州

-4.10

-0.479

-145.0 %

2000

77.15

30.68

-60.2 %

新埤

5.33

0.057

40.3 %

1989

1.70

10.71

530.0 %

前

後

1989

5.04

16.88

-

-

-

-

2004

1.86

4.57

145.7 %

2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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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會產生極端值；反之，雖然 Brutsaert (2008) 模式消退時

時間內最低儲存量平均值的 40.3%至 127.1%，而下降趨勢範

間與集水區平均高程及集水區面積呈現高度相關，但由於臺灣

圍為-62.6%至-145.0%，集水區趨勢線如圖 7 所示。

地形變化劇烈，使得流量變化快速，造成 Brutsaert (2008) 模

本研究分析臺灣南部流量測站其顯著改變點的年份介於

式所選取資料點較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顯著減少，且

1983 年至 2004 年之間，其中高屏溪流域的荖濃測站與東港溪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利用移動平均平滑化流量變化幅

流域的潮州測站在顯著改變點之後最低儲存量比改變點前的

度，因此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較能表示水文特徵常數 a

最低儲存量來的小；八掌溪流域常盤橋測站、二仁溪流域的崇

與退水系統之間關係。

德橋測站與林邊溪流域的新埤測站最低儲存量在顯著改變點
後的最低儲存量較改變點前高；而鹽水溪流域的新市測站以及

2. 地下水儲存量檢定結果

高屏溪的荖濃測站沒有顯著改變點，其中以林邊溪的新埤測站

以上結果顯示 Vogel and Kroll (1992) 低流分析法較適合

在改變點前最低儲存量為 1.70 mm，改變點後最低儲存量上升

描述台灣南部水文特性行為，因此採用 Vogel and Kroll (1992)

增加至 10.71 mm，改變點前後差異高達 530%，而八掌溪的常

方法結果量化台灣南部地下水儲存量，台灣南部最低地下水儲

盤橋測站與二仁溪的崇德橋測站，改變點前後差異分別為

存量的趨勢檢定顯示六個流域中常盤橋測站、崇德橋測站與新

234.9%與 145.7%；東港溪的潮州測站，在改變點後最低儲存

埤測站為顯著上升趨勢，潮州測站為顯著下降趨勢，而新市測

量下降差異為-60.2%，研究區最低儲存量趨勢改變點，如圖 8

站為不顯著上升趨勢，荖濃測站為不顯著下降趨勢，如表 6

所示。

所示。趨勢斜率檢定中看上升趨勢平均每年改變量範圍為研究

(a) 常盤橋

(b) 新市

(c) 崇德橋

(d) 荖濃

(e) 潮州

(f) 新埤

圖 7 以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評估臺灣南部集水區地下水儲存量趨勢
Fig.7 The trend of lowest groundwater storage in southern Taiwan basin by Vogel and Kroll (1992)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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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集水區內的最低儲存量趨勢檢定結果顯示顯著改

的氣候現象發生。另外，盧孟明 (2012) 等人研究中指出 1980

變點主要發生在 1980 年代以及 2000 年之後，根據許晃雄

年代後，氣溫增加速度顯著增加，近乎是百年趨勢以來的 2

(2012) 提到 1980 年代後，全球平均氣溫快速增加，造成異常

倍。以上研究顯示臺灣氣候在 1980 年代有變化，推測氣候變
化影響臺灣水文狀況因此造成顯著改變點發生在 1980 年代；
范正成 (2013) 指出 2000 年至 2009 年間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
發生頻率顯著增加，在 1970 年至 1999 年之間平均 3 至 4 年發
生一次，然而在 2000 年後平均每年發生一次、在 Tsuang et al.
(1996) 研究結果顯示在 20 世紀中平均每年約 3.3 個颱風，然
而在 Tu et al. (2009) 研究中指出在 2000 年以後颱風頻率增加
至每年平均 5.7 個，颱風頻率的增加造成降雨量大幅度增加，
因此影響最低地下水儲存量的變化。
在本研究 Brutsaert (2008) 與 Vogel and Kroll (1992) 兩種
低流分析模式，其結果顯示 Vogel and Kroll (1992) 方法較適
合描述臺灣南部集水區水文特性行為，因此採用 Vogel and

(a) 常盤橋

Kroll (1992) 量化臺灣南部流域最低地下水儲存量。根據以上
趨勢、斜率以及改變點檢定結果顯示東港溪流域的潮州測站地
最低下水儲存量為顯著下降趨勢，由檢定結果顯示東港溪流域
潮州測站的最低地下水儲存量為顯著下降趨勢，對於東港溪流
域潮州測站區域的地下水資源，應要實施相關防範措施。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長時間河川低流統計資料利用 Brutsaert (2008)
與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特徵化臺灣南部流域六個集水
(b) 崇德橋

區的水文特徵，結果顯示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相關性
較 Brutsaert (2008) 模式高，推測原因為臺灣地形起伏變化
大，使得流量變化快速造成 Brutsaert (2008) 方法較無法顯示
流域特徵，而 Vogel and Kroll (1992) 方法藉由移動平均平滑
化變化幅度，因此較能表現集水區水文特徵常數 a 與流域排水
系統之間關係。另外，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常數 a 與集
水區坡度呈現高度相關，較陡的集水區會造成退水時間較短，
因此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退水時間常數較 Brutsaert
(2008) 短，分別為 25 ± 17 天與 66 ± 25 天，推測其原因為
Brutsaert (2008) 模式選用低門檻的方式確保所選取資料為低

(c) 潮州

流的部分，而 Vogel and Kroll (1992) 模式選用線性迴歸方式
探討集水區平均行為，因此可能參雜直接逕流或是中間流部
分，造成退水時間較短。最後，本研究量化臺灣南部集水區最
低地下水儲存量的結果發現，東港溪流域的最低地下水儲存量
為顯著下降趨勢，應要有防範措施，例如：建立地下水庫、人
工補注或是集水廊道等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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