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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探源芮哈 Rziha 公式到檢視集流時間
黃彥碩[1] 楊佳寧[2]
摘

要

鄒青穎[3] 陳樹群[4]*

長期以來，芮哈 Rziha 公式的原始文獻不但遍尋不著，也不曾在世界主流水文領域被引用，卻在

日本萌芽，在台灣結果，成為具法律位階的集流時間公式。本文藉由日本、德國、奧地利文獻的深入考證，釐
清 1996 年以來台灣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中持續出現的 Rziha 公式，其實與 Rziha 無關，應正名為巴伐利亞 (Bavaria) 慣用公式。而在 2014 年版水土保持手冊中曾經與 Rziha 公式一同出現的 Kraven 公式，其實與 Kraven
無關，也不是公式，而是 Rziha 提出的一組數據。從未出現過的 Rziha 公式與 Kraven 公式，凸顯了台灣早年
學界疏於文獻考證，且過於信任權威而未探究學理。此外，隨著學理的精進，集流時間已不再需要區域性的
經驗公式，而需由運動波理論探求集流時間的基本形態，並與數值地形結合發展新一階段的演算模式。本文
藉由探究 Rziha 公式，反思學術研究態度，同時建議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僅應言明技術原則與行為準則，將日新
月異的公式或數值納入水土保持手冊。

關鍵詞：集流時間、芮哈公式、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From Exploring the Source of the Rziha Formula to Evaluating
Time of Concentration
Yen-Shuo Huang[1]

Chia-Ning Yang[2]

Ching-Ying Tsou[3] Su-Chin Chen[4]*

ABSTRACT The Rziha formula has long been a puzzle. Adopted as the formula to estimate the time of concentration
in the legal Regulation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SWC) in Taiwan, its source could never be identified, nor
has it ever been cited in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hydrological circles, except in Japa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source
documents from Japan, Germany, and Austria to uncover the story behind the formula; his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it bears no association to Rziha, but should instead be called the Bavarian (Bayern) conventional formula. The Kraven
formula, which appeared alongside the Rziha formula in the 2014 Handbook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has no
connection to Kraven but is instead a set of data proposed by Rziha. These two ghost formulas have long been neglected
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which instead practiced blind obedience to the authority of Taiwanese academia. With the
advance of hydrological theories, practitioners need no longer rely on empirical formulas but can estimate time of
concentration using the kinematic wave model or numerical simulation combined with digital terrain models. Reflecting on the attitude of academic research, the RSWC is recommended to include only guiding principles and reserve the
ever-changing formulas for the Handbook.
Key Words: Time of concentration, Rziha formula, Regulation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一、前

言

然界不會有真實的時空均勻降雨情況，但以規劃設計而言，
仍可視為可被接受的假設前提。但集流時間由定義到推演過

計算小集水區的天然流量，最常使用合理化公式

程，充滿了模糊空間，交雜著許多經驗及理論法則，各有不

(Q=CiA)，然而使用合理化公式的前提是均勻降雨且降雨延

同的假設條件及見解，也已在各種論壇及期刊上被充分討論

時必須大於等於集流時間。集流時間與合理化公式也就成了

(Singh, 2001; Beven, 2020)。二十世紀初至今，已有至少超過

一體的兩面，缺一不可。合理化公式可以由運動波理論推導

50 條的集流時間公式發表於學術期刊及專業叢書。台灣更

而來 (Eagleson, 1970)，屬於理論公式，較無爭議性，只是自

將集流時間公式納入官方法律位階的「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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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但具爭議的是，該規範收錄且建議使用集流公式

流流動長度之估算，在開發坡面不得大於一百公尺，在集水

中唯一沒有文獻出處的芮哈 (Rziha) 公式，更從未討論該公

區不得大於三百公尺，超過部分併入流下時間計算之。

式在理論上的正確性以及適用範圍。由於水土保持開發計畫
多數小於 100 ha 的小集水區，故常使用合理化公式與集流

然而芮哈 (Rziha) 公式卻未曾在西方水文教科書或主

時間公式來進行簡易的水文演算，因此在納入規範前，原須

流研究期刊中被提及。二十世紀早期的水文水理著作諸如

針對兩公式的正確性進行嚴格的審視，特別是極具爭議性的

Mead (1904, 1919)、Linsley (1949)、Chow (1964) 等，皆未記

集流時間公式。陳樹群 (1999) 曾收集檢視全球的集流時間

載 Rziha 公式。Singh (1976, 2001)在其對集流時間與運動波

公式以發展適合台灣的集流時間公式。經漫長資料彙整，發

理論的回顧文章中也未提及 Rziha 公式。香港特別行政區發

現所有集流時間都能找到原始文獻出處，唯獨芮哈 (Rziha)

布的研究 (Fugro Scott Wilson Joint Venture, 2013) 蒐集了香

公式遍尋不著，最後僅能缺漏該公式的文獻。當時唯一可以

港、美國、英國、澳洲、法國、台灣、中國及加拿大等八地

得知的線索是該公式係由日本引入的德國公式，最後在台灣

官方設計指引中，使用的集流時間公式，其中只有台灣「水

進入教學課堂及「水土保持手冊」，廣被學界及實務界使用，

土保持手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 使用了 Rziha 公式

並且自 1996 年起收錄於「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專業技師

及 Kraven 公式。最近 Beven (2020) 回顧了集流時間一詞的

及審查委員在進行水土保持計畫相關規劃、設計與審查時，

定義與演變，認定 Kirpich (1940) 是第一個將集流時間以主

對規範內諸多不合時宜的公式曾多有質疑，其中最被大家所

渠道長度、集水區坡度迴歸成經驗公式的學者，並被各國學

提及的即是芮哈 (Rziha) 公式，近年來甚至在網路上撰文探

者廣泛引用，但通篇文章也未提及 Rziha 公式。且諸多回顧

究芮哈 (Rziha) 公式 (皇焰朔，2020)。本研究乃由各國圖書

集流時間的文獻皆沒有提到 Rziha 公式 (Grimaldi et al.,

館的古籍資料及跨域網路系統尋找答案，初步發現井口昌平

2012；Azizian, 2018；Michailidi et al., 2018)。陳樹群 (1999)

(1957) 有部分芮哈 (Rziha) 公式的起源說明，本研究由此抽

分析台灣高強度降雨應有的集流時間公式基本形態，收錄全

絲剝繭，攜手合作試圖揭開謎團。本文作者們在不同時空背

球 39 個集流時間公式，其中雖包含 Rziha 公式，但卻是唯

景，運用不同的語文專長，蒐尋德國、奧地利、日本當地圖

一無法列出原始文獻的公式，僅能得知這是一個由日本傳到

書期刊文獻過濾彙整，透過網路交換訊息，探索芮哈 (Rziha)

台灣的德國公式。鎌田萬 (1977) 在其博士論文中亦直言，

公式的出處，釐清事件始末，以便將一個不存在的公式回歸

日本以外其他國家的文獻中並沒有描述所謂的 Rziha 公式。

其歷史原位。本文旨在藉由探索芮哈 (Rziha) 公式的源頭真

Rziha 公式為何不曾出現在西方文獻？又為何能出現在

相，以此作為日後學術研究的鑑鏡，同時也從集流時間理論

日本專業書籍？又是何時傳入台灣成為法規？這些是本文

出發，回顧相關文獻，說明小集水區集流時間公式應具有的

探究的主要問題。研究過程中，發現一篇由韓國作者 Yoo et

基本形態。

al. (2019) 分析集流時間的論文，首次引用了 Rziha (1876) 公
式的原始文獻。本研究尋根究底由德國取得該文獻「鐵路下
部結構和上層建築 (Rziha, 1876)」的電子檔案 (圖 1)，卻發

二、芮哈 Rziha 公式之謎

現作者雖為 Rziha，但書中並無該公式，反而發現該書第 195

芮哈 (Rziha) 公式自 1996 年第一版到 2020 年最新修訂

頁第三點 (圖 1(b)) 是在日本及台灣頗為盛行的 Kraven 表

版的「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0) 都一

(表 1)。但 Rziha 公式仍呈現謎團，在某些方面也顯示 Yoo et

直被收錄在第 19 條 (集流時間)，顯見這個公式一直來被肯

al. (2019) 未認真考究原始文獻，但這也是一般學者在引用

定為具有法律位階的重要性。

文獻時的通病。本研究將 Rziha (1876) 第 194-195 頁的內容

第十九條

轉載如下 (圖 1(b))：

集流時間 (tc) 指逕流自集水區最遠一點到達一定地點

(1) 豪雨之最大雨量強度可概估為 0.016 mm/s。(註：對

所需時間，一般為流入時間與流下時間之和。其計算公式如

應之小時雨量為 57.6 mm/hr，遠低於台灣的設計雨

下：tc=t1+t2；t1=l/v。式中，tc：集流時間，t1：流入時間 (雨

量)

水經地表面由集水區邊界流至河道所需時間)，t2：流下時間

(2) 對於土質或滲透性土壤，估計流出量為降雨量的 0.4

(雨水流經河道由上游至下游所需時間)，l：漫地流流動長度，

至 0.5 倍，而對於石質土壤，估計為 0.8 至 0.9 倍。

v：漫地流流速 (一般採用 0.3 至 0.6 公尺/秒)。 流下速度之

(註：即合理化公式中逕流係數 C 的概念)。

估算，於人工整治後之規則河段，應根據各河斷面、坡度、

(3) 河谷中水流的速度與河谷的坡度相關，可以概估坡

粗糙係數、洪峰流量之大小，依曼寧公式計算；天然河段得

度大於 10 ‰時為 3.5 m/s；坡度 10 ‰至 5 ‰時為 3.0

採用下列芮哈 (Rziha) 經驗公式估算：芮哈 (Rziha) 公式：

m/s；坡度小於 5 ‰時為 2.12 m/s。(註：這在日本被

t2=L/W
其中，

(1)

稱為 Kraven 表，在台灣被稱為 Kraven 公式，但事
實上與 Kraven 完全無關，也沒有 Kraven 這個人，

W=72(H/L)0.6 (km/hr)
(2)
式中，t2：流下時間 (小時)，W：流下速度 (公里/小時)，

(4) 在降水期間雨水會被土壤所吸收，且降雨範圍不會

H：溪流縱斷面高程差 (公里)，L：溪流長度 (公里)。 漫地

覆蓋整個集水區，因此越長的山谷入滲量越大，流

應正名為 Rziha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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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越低，這樣的關係可以直接反應成降雨強度與山

長 3 至 8 km 的山谷：0.0065 mm/s (註：23.4 mm/hr)

谷長度的如下計算方式：(註：19 世紀對於集水區面

長 8 至 12 km 的山谷：0.0050 mm/s (註：18.0 mm/hr)

積較難以計算，故以山谷長度代表集水區的大小)。

長 12 至 15 km 的山谷：0.0035 mm/s (註：12.6 mm/hr)

長 3 km 的山谷：0.0080 mm/s (註：28.8 mm/hr)

長 15 至 18 km 的山谷：0.0030 mm/s (註：10.8 mm/hr)

圖 1 (a) Eisenbahn-Unter-Und Oberbau (Vol. 1)封面及 (b) 第 195 頁的內容 (Rziha, 1876)
Fig.1 (a) Book cover of Eisenbahn-Unter-Und Oberbau (Vol. 1). (b) Content of p.195 (Rziha, 1876)

既然 Rziha 公式首先出自日本，那麼日本學者應該也會

為何排除其他公式，僅將 Rziha 公式單獨納入水土保持技術

提出相同的疑問。本研究蒐尋日文文獻後發現，原來井口昌

規範，尚未找著公文書札等文獻，但依常態應是由行政院農

平 (1957) 也發出相同的質疑，並已大致釐清了這個謎團。

業委員會主導，召集專家學者共同討論決定之。

井口昌平 (1957) 曾嘗試整理 Rziha 公式的來源，他認為該

物部長穗 (1933) 同時提到所謂的 Kraven 表 (表 1)，

式在日本流傳的關鍵，在於 1933 年物部長穗 (1933) 在所著

卻沒有記述推導過程，也沒有提及適用條件。2005 年出版的

「水理學」教科書中，納入了 Rziha 公式，其後日本許多教

「水土保持手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 在集流時間除

科書及手冊也都跟進。

了 Rziha 公式外，也加入了 Kraven 公式，但已屏除 Kirpich

1979 年以前，台灣的水土保持相關業務主要由中國農

公式。即便表 1 的數值從未以公式形式存在，但在台灣仍稱

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簡稱農復會) 負責推動，由於接受美援

為 Kraven 公式而非表。所幸 2017 年的「水土保持手冊」(行

的影響，許多公式及觀念都來自美國。其後因美援停止，農

政院農業委員會，2017) 已將 Kraven 公式刪除。

復會於 1979 年改組成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 (簡稱農發

表 1 Kraven 表(Rziha, 1876; 物部長穗，1933)

會)，然當初對「水土保持手冊」進行的第二次修訂(行政院

Table 1

農業發展委員會，1981)仍受美方影響，在集流時間係採用

Kraven table (Rziha, 1876; Mononobe, 1933)

H/L

1/100以上

1/100~1/200

1/200以下

Kirpich 公式。但在 1980 年代左右，台灣的水土保持界出現

W (m/sec)

3.5

3.0

2.1

微妙變化，留日的學者及赴日交流的政府官員漸成主流，基

W (km/hr)

12.6

10.8

7.6

於小集水區水文公式的缺乏，也開始引進日本觀念及公式，
當然包括這個極為簡易且方便使用的 Rziha 公式。首先正式

本研究查考物部長穗「水理學」1933 年的電子掃描檔及

出版是 1984 年的部編大學用書「森林水文學」(陳信雄，

1937 年的紙本古籍，發現二個版本都在 p.353~p.355 寫到

1984)，在第九章的逕流與水文歷線中詳細介紹了許多洪水

Kraven 表及 Rziha 式 (圖 2)。物部推薦二者為「極為簡單且

逕流的計算方法，其中也包含了 Rziha 公式，但並未特別推

相當有效的概算法」，並使用埼玉縣荒川上游集水面積 930

薦。該書的內容極為扎實且豐富，及至今日仍是一部值得細

km2 的流域為例，說明從 Rziha 式推算集流時間再代入合理

細品讀的巨著。緊接著在 1992 年出版的「水土保持手冊」

化公式計算的結果，與實測流量相近。但無從得知是與何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2) 在「逕流量之估計」仍保留

頻率年的流量相比較。物部著書中引用了許多歐美公式，且

Kirpich 公式，但在「水文分析」中則大量使用來自日本的公

在卷末附有人名索引，但這兩個人名均未在索引中出現，也

式，如物部公式、角屋睦公式及 Rziha 公式等。至於 1996 年

沒有標示年代及出處，只註明來自德國。物部長穗當年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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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閱讀過原始文獻，將 Kraven 表及 Rziha 式同時放入教

流係數相乘，得到最大流量。值得注意的是，Hofmann (1899)

科書中，顯然另有德文書籍同時介紹該兩概念。

明確指出，如此計算得到的會是過往從未發生的極端高流量

物部在其水理學的自序中說明 1921 年起即開始收集文

值，故實務上通常只取其 1/2–1/3。

獻準備著書，井口昌平 (1957) 認為，該公式的由來應是

德國水利工程技術手冊第四版 (Bubendey, 1911) 及第

1911 年德國萊比錫出版的水利工程技術手冊第四版 (Bu-

五版 (Gerhardt et al., 1923) 都有一段文字描述：「這些速度

bendey, 1911)。Bubendey (1911) 把當時所有描述降雨逕流關

可由不同方法計算得知，例如上述 Rziha 提供的數據，或巴

係的研究都納入手冊中。如今我們所熟知的 (2) 式，在該手

伐利亞慣用的公式

20sin

/

」，其中 ≡ arc tan

/

冊中以類似的形式出現，但並不叫 Rziha 公式，而叫「巴伐

。」(圖 4(b))。也就是說，Bubendey (1911) 交代了兩件事，

利亞 (Bavaria) 慣用公式」，(註：Bavaria (德文：Bayern) 在

一為巴伐利亞慣用公式，另一為 Rziha 數據。書中所說的

現代指稱巴伐利亞州 (行政單位)，但回到文章的年代，當時

「Rziha 提供的數據」，則出自 1876 年出版自奧地利維也納

巴伐利亞地區屬於是德意志帝國底下的巴伐利亞邦國 (Kö-

的「鐵路下部結構和上層建築 (Rziha, 1876)」(圖 1)。第五版

nigreich Bayern)，日後也發展為現代德國的一個邦/州 (Bun-

(Gerhardt et al., 1923) 第 774 及 776 頁內容見圖 4。另外在

desland)。而這些作者在名稱上不約而同都只使用 Bayern 一

書中也以範例示範公式的使用方式：

詞，應有刻意指稱「地區」而非「行政單位」的意味。)書中

「Rziha 所提供的數據不適用大於 550 km2 的面積降雨

對巴伐利亞慣用公式的引用來源，是 1899 年的「德國營建

區，因為在任何情況下，該面積將對應於明顯大於 15 至 18

學報」(圖 3(a))，一篇名為「計算小河道的最大洪水量」 (Hof-

km 的谷長。5.5 km2 的區域的山谷長不到 3 km。根據 Rziha

mann, 1899)的編輯介紹，作者名稱略為 H.，井口推測為該期

的說法，這種情況下會產生降雨強度 0.008 mm/s 的流量

刊的編輯 Albert Hofmann。這也是本研究對巴伐利亞慣用公
式能追查到的最早文獻。井口昌平 (1957) 是在東京大學工
學部的土木圖書室裡找到 1899 年的 Deutsche Bauzeitung(德
國營建學報)，本研究則在慕尼黑工業大學圖書館內查到該
學報 (圖 3)。

m/s

1,000,000 m /km

5.5 km

44 m /

s 。」 (Gerhardt et al., 1923 p.783)。由 Gerhardt et al. (1923)
的說明可知 Rziha 數據只適用 3 – 18 km 的山谷，面積介於
5.5 km2 至 550 km2 之間的集水區，當然更不可能適用於台灣
的小集水區。德國水利工程技術手冊第五版 (Gerhardt et al.,

該篇文章先依巴伐利亞的水文條件，給出降雨延時及降
雨強度的經驗式，但接著未經推導，即給出河床坡度為 時，
河道內流速 W 可用「

.

20sin

/

」來近似 (圖 3(b))。

Bubendey (1911) 引用時指出，式中指數 2/3 為誤繕，應為
3/5 才對，井口昌平 (1957) 也同意此說法。1899 年的這篇
文章介紹當年德國巴伐利亞地區如何計算集水區的最大洪
水量，即先估計集水區出口的最大流速，由坡長除以流速得
到集流時間，將時間代入降雨延時－強度的經驗公式得到降

1923) 也將巴伐利亞慣用公式與 Rziha 數據做了比較：
「根據巴伐利亞慣用公式

20sin

/

， 若 sin =

0.008 (範例中給定的平均坡度)，河道中流速僅為 1.10 m/s，
而根據 Rziha 數據，坡度為 8 ‰時，預期流速為 3 m/s。兩種
假設之間的巨大差異部分可由以下事實來解釋：對於相同的
平均河床坡度，但平均流速卻完全不同，乃取決於它是流經
自然河川還是人工渠道。」(Gerhardt et al., 1923 p.785) 此處
的評論已隱含未考慮河床粗糙度所可能造成流速的偏差。

雨強度，再用合理化公式的觀念，透過面積、降雨強度、逕

圖 2 (a) 物部長穗 1937 年版水理學封面 (b) 第 353~354 頁內容 (物部長穗，1933)
Fig.2 (a) Cover of 1937 Hydraulics by Nagaho Mononobe. (b) Content of p. 353-354. (Mononobe,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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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巴伐利亞慣用公式的最早文獻 (a)「德國營建學報」Zur Ermittelung der grössten Hochwasser menge kleiner Wasserläufe,
Deutsche Bauzeitung (b) 第 298 頁的內容 (Hofmann, 1899)
Fig.3 The earliest document of Bavaria conventional formula (a) Zur Ermittelung der grössten Hochwasser menge
kleiner Wasserläufe, Deutsche Bauzeitung. (b) Content of p.298 (Hofmann, 1899)

先不論 Rziha (1876) 所提供的數據是否適用於台灣，因

Köstlin 發表非常類似的數據，此也隱含 Rziha 數據可能有更

其僅能代表局部地域，但他的許多觀念是正確的。例如：地

早起源。在日本，Rziha 建議的數據被誤稱為 Kraven 表，實

表土壤條件不同，逕流係數也會不同；隨著面積的增加，影

則因為 Bubendey (1911) 在手冊中的前後二個句子先後提到

響的降雨強度會降低。Rziha (1876) 同時稱這些數值僅適用

Kaven(後又被誤拼為 Kraven) 和 Rziha。井口並沒有找到

於山區，對於地形平坦的區域，僅採用該數值的一半。對應

Kaven 和這些數值有任何直接關係。本文查考第五版的水利

到山區降雨與平地降雨的特性，也有其正確趨勢，顯見 Rziha

工程技術手冊 (Gerhardt et al., 1923)，第 774 頁末段的內容

是個嚴謹的學者。

完全符合井口的描述 (圖 4(a))；Rziha (1876) 的原著也的確

Bubendey (1911) 評論道，Rziha 的數據並非通用，需隨

沒有 Kraven 表的存在，而就以上的分析，該表應被稱為 Rziha

氣候條件選取不同的值。由此可知早在 100 多年前， Bu-

數據。從以上文獻回顧中得知，「Rziha 數據」和「巴伐利

bendey (1911) 已經提醒數據或公式必須考慮氣候的時空變

亞慣用公式」是截然不同的兩個計算方式，不應該混為一談。

化。然而其後日本及台灣學界移入上述的公式與數據之際，

為了讓讀者了解在日本水文界知名的 Rziha 到底是誰，

卻未探究適用條件。例如：對亞熱帶的台灣而言，這樣的設

井口昌平 (1957) 在文末註記 Rziha 全名為 Franz Ritter von

計降雨強度都偏低，故上述德國公式或奧地利數據並不能適

Rziha，出生於波希米亞 (今天的捷克共和國中西部地區)，

用於台灣。

曾在現今的捷克及奧地利、德國從事鐵道建設，擅長隧道鑽

本研究雖找到 Rziha (1876) 的原著確定 Rziha 數據的出

掘。晚年曾任教於維也納大學，並受封為貴族。

處，但井口昌平 (1957) 發現早在 1868 年，已有另一位作者

圖 4 (a) 德國工程手冊第三部水利工程技術手冊第五版第 774 頁的內容 (b) 第 776 頁的內容(Gerhardt et al., 1923)
Fig.4 (a) Content of p.774 of Der Wasserbau, III. Teil des Handbuchs der Ingenieurwissenschaften, 1. Band: Die
Gewässerkunde, 5. (b) Content of p. 776 (Gerhardt et al.,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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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水利工程技術手冊(Bubendey, 1911)當時已被導

所謂的 Rziha 公式在沒有經過詳細文獻考證情況下即深

入了日本。井口認為，此公式開始受日本學界注意是在 1920

植日本學界，部分原因可能是在當初缺乏良好研究與翻譯資

年代。久永勇吉 (1926) 發表於日本「土木建築雜誌」的文

源的情況下，若有權威學者從科技水準較高的德國取用資

章中，檢算從北海道至台灣的一百一十多條河川，認為

料，一般日本學者傾向於直接採用。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台

20tan

/

可適用於日本河川。但由現今研究角度而言，似乎

灣，且直到今日仍在來源不明的情況下，容許不適用的外來

缺乏了現地觀測與公式參數間的檢定驗證步驟。久永勇吉

公式持續存在。Rziha 公式雖曾列入日本官方的「河川砂防

/

，以適用

技術基準」，但於 2012 年已做釐清更正。至於台灣卻更進

於巴伐利亞當地的河川」，這可能就是日本學界誤以為巴伐

一步，將其納入具法律位階的的水土保持技術規範，顯示台

利亞慣用公式源自 Rziha 的開始。本研究查考第五版的水利

灣水土保持界在學術研究及規範審議的態度上相對更缺乏

工程技術手冊(Gerhardt et al., 1923)，第 776 頁中有段話先後

嚴謹性。

(1928) 進一步提到「Rziha 求得公式

20sin

提到 Rziha 數據與巴伐利亞慣用公式（圖 4(b)）。也許就是

本研究將回歸正名的巴伐利亞慣用公式與 Rziha 數據進

誤讀了這段話，久永博士才因此將這二者搞混。久永勇吉

行比對，由圖 5 結果顯示兩者差異極大。相鄰的德國巴伐利

(1928) 其實知道 Rziha 公式的不足。他說：「從水理學考量，

亞與奧地利尚且如此，更何況移植到氣候與地文條件完全不

河段的平均流速本不該只以該河段坡度來表達...」也說降雨

同的日本與台灣。這兩者基本上僅是以坡度為函數的地方性

強度、水位、河寬都可能影響流速。但由於實務上取得水位、

流速公式，必須在嚴格的適用條件下方可被使用。但已被全

河寬等有困難，而坡度則從地圖等高線就能簡單取得。因此

球接受的曼寧公式，它的因子包含坡度、水深及河床粗糙度，

他努力從文獻尋找簡單的公式，結果只找到一個僅包含坡度

具有適用性廣的特性。以圖 5 為例，當水力半徑 (hydraulic

的公式，並在誤讀之下寫成了「Rziha 公式」。

radius) R = 0.3 m，粗糙度曼寧 n 值介於 0.015–0.035 之間，

或許是對德文的理解不全，最初引入德文文獻的日本學

曼寧公式即可涵蓋巴伐利亞用公式與 Rziha 數據的變化區

者，將一個德國巴伐利亞的地方公式，誤命名為「Rziha 公

間，同時可以提供更具體的水深與粗糙度等資料，可克服區

式」，又將奧地利山區的 Rziha 數據誤植為「Kraven 表」，

域性公式所可能造成的偏差。

更無視於 Bubendey (1911) 對於地域氣候差異的提醒，硬將
這兩個公式與數據視為適用於日本地區。接著，被日本人尊
稱為二十世紀前期土木工程界第一把交椅的物部長穗，又納
入其所著「水理學」(物部長穗，1933) 教科書中。有了知名
學者物部長穗的背書，其後學者又未認真檢視原文，於是這
兩份資料脫離德國，在日本學界生根萌芽，逐漸壯大。
井口昌平 (1957) 論文發表後三十年，日本學界也逐漸
了解 Rziha 公式的謬誤，但更正的速度並不快。日本「農業
土木手冊」(農業土木學會，1969) 曾經收錄該公式，但在
1989 年版便將該式刪除了。永井明博 (1988) 更稱該式為
「上個時代的經驗公式」，並表示使用該式進行估算會造成
許多問題。日本「水理公式集」(土木學會，1963) 雖說明該
式為「巴伐利亞慣用的公式」，但未註明出處，而 1971 年
版的「水理公式集」 (土木學會，1971)，又稱其為「巴伐利
亞慣用的 Rziha 公式」，所附出處為山本三郎 (1962) 的教
科書。「水理公式集 (2018 年版)」 (土木學會，2018) 則未
再納入該公式。至於官方建設省 (後改為國土交通省) 出版
的「建設省河川砂防技術基準 (案) 同解說 計畫篇」(建設
省河川局與社団法人日本河川協会，1997) 仍收錄 Rziha 公
式及 Kraven 表，並以註釋的方式提到「兩者的由來有爭論，
相關的描述以物部長穗所著的「水理學」為準」，仍然引導

圖 5 巴伐利亞慣用公式、Rziha 數據與曼寧公式的計算比
較
Fig.5 A comparison of Bavaria conventional formula,
Rziha data and Mannings formula

讀者參考未釐清事實的教科書。而「河川砂防技術基準」(國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將集流時間分為流入時間 (t1) 與流

土交通省，2012) 終於盡了釐清的義務，在調查篇提到 Rziha

下時間 (t2)，其流入時間定義為雨水經地表面由集水區邊界

公式時，引用井口昌平 (1957) 並更正說法為「巴伐利亞慣

流至河道所需時間。然而規範建議採用 0.3–0.6 m/s、坡長不

用式」，未再提及 Rziha 字眼，且該公式僅出現在合理化公

大於 300 m，卻沒有文獻出處或實驗結論來支持。而流下時

式集流時間計算的眾「經驗式」之下。根據本研究觀察，日

間在規範中定義為雨水流經河道由上游至下游所需時間，除

本大部分學者仍不了解或不在乎事件的原委，但至少已不再

所謂 Rziha 公式之外，係以曼寧公式來計算。可以理解水土

將其當成重要之公式。

保持技術規範試圖將流入時間 (t1) 視為降雨所引起的非均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52(3), 2021

勻漫地流，而流下時間 ( t2) 則為渠道的均勻流，但兩者的

141

子，但係以地域性迴歸為主，缺乏全面之適用性。

觀念極為不同。既然已假設整個集水區為均勻降雨，其實並

集流時間公式應由經驗公式逐漸朝向完整之坡地水理

無單純的「流下段」，整個渠流段也都在不停接收側流，水

學觀念發展。通常簡化自 Saint-Venant 方程式的運動波理論，

深流速皆往下游遞增，因此當談到集流時間的定義，仍應回

較經驗回歸式具有更嚴謹之水理學基礎，可明確表示水流在

到正統的觀點—「集水區最遠端流動至下游出口點或控制測

坡面上的水深變化及移動距離，為集流時間理論的基礎。

點所需之時間」。另外規範也提及人工整治後之規則河段以
曼寧公式計算；天然河段得採用芮哈 (Rziha) 經驗公式，這

運動波理論 (kinematic wave model) 可以下列方程式表
示：

也背離普世對於曼寧公式適用於天然河段及人工溝渠的認

(3)

知，同時也沒有任何理由對粗糙程度差異頗大的天然河段，

(4)
(3) 式為連續方程式，其中 q 表單寬流量，h 為水深；

採用完全不考慮粗糙度及水深的 Rziha 公式。
本研究建議首先須將 Rziha 公式與 Kraven 表，分別正
名為巴伐利亞慣用公式與 Rziha 數據，但其適用面積、坡度

(4)式則為簡化之動量方程式，α 與 m 為參數，代表單寬流量
q 與水深 h 的關係。一般可用於坡地薄層水流之分析。

及降雨條件等都與台灣不同，實不宜納入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小面積集水區坡面逕流主宰著集水區的集流時間 (角

規範。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內仍有許多外來公式，在無驗證下

屋睦與福島晟，1976)。因此，以單一坡面上之漫地流來探討

被使用，甚至作為致生水土流失法律判決的依據，期待日後

均勻降雨強度 i 與集流時間 tc 之簡化關係時，可先擬定下列

規範修正時，能移除或重新檢視。更重要的是，應釐清哪些

假設：

技術資料可進入法律位階的規範。本研究認為，規範不應含

(1) 僅考慮單位寬度之單一坡面之漫地流流動，坡長為 L。

有絕對性的公式與數據，僅應言明須考量的技術原則與人民

(2) 降雨強度 i 在空間及時間上都為均勻分佈。

須遵守的行為準則。例如：規範可以言明溪畔土地使用須「留

(3) 有效降雨延時大於集流時間。

予溪流沖淤變化的空間」或坡地開發時「不能致生水土流

(4) 坡面沒有入滲情況，即降雨皆以地表逕流形態流出集水

失」，但溪流所需的沖淤變化空間或坡地開發引致的水土流

區。

失的計算方式應具多樣性。公式及數據等計算方式應屬於

此時即可導出坡面出口處的單位寬度流量為 q = iL，若

「水土保持手冊」的範疇，可以公開討論並與時俱進地增修。

包含集水區寬度推演至整個集水區面積 A，則為 Q = iA，但
若第四條件為非飽和狀，表示地表水有入滲情況，當逕流係

三、集流時間公式的基本形態

數為 C 時，就成了我們最常看見的合理化公式

均勻流是指重力在水流方向的分量洽等於河床摩擦力

Q = CiA
(5)
合理化公式最早出自 Mulvany(1851) 對降雨與逕流的

時的力平衡狀況，此時水流沿程之水深及流速均不變。將水

簡易分析。其後 Eagleson (1970) 以運動波方程式將合理化

流流經之長度除以均勻流流速，所得即為水流的流達時間

公式轉換成一理論公式，有著因次平衡 (dimensional homo-

(traveling time, reaching time)。最常見的均勻流流速公式為曼

geneous) 的特性。利用以上四個假設條件求解可得

寧公式與崔西公式，巴伐利亞慣用公式也算是其一，但過於
簡略導致適用性低。只要是以距離除以均勻流速來表示時間

(6)
α
此即為水波沿極限特性線(limi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的觀念都非集流時間 (time of concentration)。常見的集流時

的移動狀況，當移動之距離 x 等於坡面長度 L 時，其所花費

間定義為：(1) 均勻降雨所匯集之水流由集水區最遠端流動

之時間，即為集流時間 tc：
/

至下游出口點或控制測點所需之時間；(2) 有效降雨組體圖
中心至直接逕流歷線退水段反曲點之時間間距；(3) 有效降
雨終止至直接逕流歷線退水段反曲點之時間間距。本研究採
取最具理論基礎且最被學界接受的第一種集流時間之定義，
但由於均勻降雨處於理想狀況，因此僅能適用於小集水區。
至於求解的方法可分為經驗與理論 (半理論) 公式。
由降雨匯集而成之水流，其水深與流速都是距離的函

(7)

若水流為紊流流況，則可用曼寧公式 (Manning’s equation) 推求得到 α 與 m 為：
√

(8)

，

以 (8) 式代入 (7) 式可得：
/

/

/

(9)

數，亦即水深與流速會由集水區上游至出流口下游逐漸增

上式的 為待定係數，而影響集流時間的主要四個因子

加，故為非均勻流 (non-uniform)，因此不論是經驗或是理論

為坡長 L、坡度 S、粗糙度 n 及降雨強度 i。故集流時間與坡

的集流時間公式都沒有水深及流速的因子 (陳樹群，1999；

長 L、曼寧 n 值成正比，而與降雨強度 i 及坡度 S 成反比。

Singh, 1976；Beven, 2020)。由於無法求得均勻流速，當然也

在地理資訊系統及數值模式快速發展下，越來越多精準

無法由水流流經之長度除以流速，來求得集流時間。由於集

的水文水理模式被廣泛使用在集水區及溪流演算，其中決定

流時間求得困難，因此早年都是以坡度及坡長等地文因子進

設計頻率年的方式已不需僅仰賴集流時間經驗公式。但為求

行回歸分析之經驗公式，雖然推求較為簡易，但較不具有物

簡易快速分析小集水區的設計流量，仍應將集流時間導入理

理意義 (王如意等人，1991)，即或有包含降雨特性的水文因

論概念。陳樹群 (1999) 曾發展適合台灣的集流時間理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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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配合敏感度分析發現，當高降雨強度時 (台灣約 25 年

細考證的情況下即引入日本，其後又因日本權威學者在著作

或 50 年頻率之降雨強度)，降雨強度 i 已收斂集流時間至穩

中採用，而成為日本知名公式。日本學界雖在 1957 年即有

定，因此不再成為集流時間的影響因子。陳樹群與巫仲明

研究試圖澄清，但直至近年才逐漸更正。

(2002) 以一百多組室內均勻降雨渠道實驗求得 值，並將
(9) 式簡化為
0.8023

台灣的情況也類似，由於信任學者權威及缺乏學術求真
精神，未經考證即自日本引進，更讓 Rziha 公式成為法規條

.

(10)

上式中坡長單位為 m，集流時間單位則為 min，但主要
是針對單一坡面。若需考慮集水區的面積或形態，則又有需

文，對學術界及實務界影響甚鉅。本文探究後發現，所謂的
Rziha 公式實為十九世紀末在德國巴伐利亞計算河道流速的
慣用公式，原作者不詳。而所謂的 Kraven 公式實為十九世

許多衍生的變化，例如 Eaton(1954) 等。陳樹群與謝永能

紀後期，Rziha 提及奧地利山區估算河道流速的一組數據，

(2008) 則考慮到台灣小集水區的形態，配合林務試驗所的水

來源或許更早。這兩者在德國、奧地利也僅認定為地方公式

文觀測資料，進一步推導適用於台灣小集水區的集流時間公

與數據，從未被主流水文界所接受。巴伐利亞慣用公式並未

式，並已被納入 2017 年版的「水土保持手冊」(行政院農業

考慮河床粗糙度，而是僅納入坡度及坡長的經驗式，加上降

委員會, 2017)。

雨水文條件又與台灣差異極大，適用的集水區面積也遠大於

集 水 區 降 雨 所 產 生 的 流 況 為 非 均 勻 流 (non-uniform
flow)，它的水深與流速會由上游至下游逐漸增加，當降雨延

台灣的小集水區，因此本研究提出呼籲，將該公式自水土保
持技術規範中刪除。

時大於集流時間後，流況會進入恆定狀態 (steady flow)，此

集流時間公式隨著理論與實務的與時俱進，已逐漸擺脫

時為恆定非均勻水流 (steady and non-uniform flow)。這時由

經驗公式的範疇，它應包含坡度、長度、粗糙度及降雨強度。

集水區遠處匯集至出口處的水流已趨穩定，產生之最大流量
即為合理化公式所推求之流量，匯集之時間即為集流時間。
由運動波理論建立起的集流時間與合理化公式，其計算
遠較動力波理論等簡易，因此成為目前常使用的小集水區水
文公式。值得注意的是，合理化公式假設均勻降雨，其匯集
的波峰不會削減，所以隨著集水面積的增加，流量誤差會不
斷增大，因此僅適用於小集水區。至於面積最大極限並無明

但在台灣高強度降雨的條件，可將影響因子簡化為坡度、長
度及粗糙度。這應是最基本的形態了，缺少任何一個因子都
不足以反應地文特性。期望對巴伐利亞慣用公式與 Rziha 數
據的誤解與誤用，成為今後學術界之殷鑑。同時建議有法律
位階的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僅應言明須考量的技術原則與人
民須遵守的行為準則，不宜納入公式或數據。而水土保持手
冊則須與時俱進，可以引用多樣化的公式與數據，但需謹慎

確分析，但鮮有文獻會超過 100 ha (UDFCD, 2016)，水土保

考證，除以理論為基礎外，亦應具有詳實的實驗與現地驗證

持技術規範將合理化公式的適用面積擴大為 1000 ha，最終

程序。

將導致設計流量過大的缺失。隨著面積的擴大應選擇不同的

誌

水理分析方式，例如三角歷線法或是數值模式。再者，試圖
用集水區出口之單一最大流速值來估算集流時間，忽視集水
區漸變過程的基本觀念偏差，亦容易導致工程過度設計。過
往可能覺得工程設計越保守越安全越好，因此實務上依此規
範做出的設計，往往呈現不符實際觀察經驗的過大值，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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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社會成本。如今民眾對溪流生態保育與土砂平衡的意識
逐漸提升，不符合理論基礎的過度設計也容易成為衝突的導
因。本研究再次強調，有鑑於科學進展快速，新的演算工具
不斷出現，雖欲達成的設計規劃目標即或相同，但計算方法、
公式與模式卻是越來越多元，實不宜在技術規範內限制計算
公式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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