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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近年來區域水文時空變化之不確定性，造成水資源供應已有無可避免的風險。再加

上全球氣候變遷對於未來降雨時空分布的影響，區域性公共用水與農業用水的缺水

風險將進一步升高，故本研究進行區域水資源供應風險規畫評估，並提出適當的公

共用水與農業用缺水風險的回應計畫。

本計畫針對石門地區的水資源供應系統與分區配水單元，建置其水資源供應配水模

型，在同時考量長期操作及乾旱時期操作之條件下，配合區域水文及氣候變遷之影

響分析，進行不同天然流量變化下的石門地區水資源供應模擬，模擬結果以超越機

率分布的形式呈現，將有助於了解不同天然流量變化下之系統缺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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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The current water supply system under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ing

of the regional hydrologic uncertainty has faced high shortage risk

recently. Furthermore, the future global climate change will makes the

shortage risk worse for public and agricultural water demands. Therefore,

the risk analysis of regional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s evaluated in

this project and the response plans for the possible shortage of the

public and agricultural water demands are also provided.

In this project, the current water supply systems of Shihmen Reservoir in

the northern Taiwan are modeled for the shortage risk analysis. The

regional hydrology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and climate change analysis

for study area are made to synthesize a great number of patterns of the

future rainfall quantities and river flow quantities. Considering the

long-term operation and draught period operation simultaneously, the

supply shortages of the Shihmen Reservoir under different patterns of

river flow quantities are simulated and the exceedance probability,

supply shortage risk,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shortage simulation

results.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temporal-and spatial change in regional

hydrologic characteristics,the supply of water resources faces some

unavoidable risks,while the future global climate change affec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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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的：

本計畫目標為在考量氣候變遷影響下，建立乾旱應變規則，以停灌休耕與加強灌溉

管理作為乾旱時期應變之主要方案，根據此乾旱應變規則，評估石門水庫之供水風

險。主要目的在蒐集降尺度分析相關文獻，並發展適合台灣地區的統計降尺度模式

，透過降尺度模式繁衍氣候變遷下之石門集水區降雨量，再透過降雨逕流模式得到

合成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合成流量，此合成流量為水資源調配分析之基礎，可作為日

後進行氣候變遷下農業用水衝擊分析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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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氣候變遷降尺度分析文獻蒐集：根據石門地區相關降尺度的文獻收集

1.

大尺度氣候因子主成份分析:選取的大尺度因子資料因網格點路不同,利用主成分

分析合成單點已作條件機率氣候繁衍

2.

大尺度氣候因子與GCM模式選取：NCEP提供大尺度因子歷史資料 IPCC提供GCM在大

尺度未來資料,在GCM模式選取利用AR4中提中常用,再利用GCM個模式與NCEP在分析

資料作卡方適合度檢定

3.

條件機率氣候繁衍降尺度模式建立：提出利用氣候繁衍降尺度模式(Conditional

weather generation downscaling,CWGDM),利用大和小尺度因子歷史資料求得累

積條件機率後,然後再從其區間中和成小子度因子(雨量)之數值

4.

降雨逕流模式建立:利用GWLF(Generalized Watershed Loading Function)利用合

成出的雨量去做石門地區水文資料模擬建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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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以條件氣候繁衍降尺度模式繁衍100組數據，根據這100組繪製合成雨量90%信

賴區間(超越機率5%~95%)之範圍。計算方面，先將年份之歷史資料依據不同月份進

行分組，在各自計算各月之平均值，而標準偏差則以各月之分組數據計算標準偏差

。結果顯示，除七月外，其他「各月日平均雨量」與「各月日標準偏差」氣候變遷

皆有降低之趨勢，豐水期降低幅度較大，枯水期降低幅度較小。地表逕流部分，在

石門水庫集水區以1988~2000共13年作為檢定年案例，2001~2008年共8年作為驗證案

例，以試誤法進行參數檢定，其檢定年和驗證年之結果顯示歷年日流量模擬值與觀

測值非常接近，其相關係數各高達0.87和0.83，顯示GWLF確可有效推估流量變化趨

勢。 

 

  

 

- 5 -

http://www.coa.gov.tw


六、結論：

結論

1. 本計畫以條件機率氣候繁衍降尺度模式(CWGDM)進行石門地區氣候變遷降尺度分

析，以「海平面壓力」作為雨量預測因子，採用鄰近台灣地區的多個網格點，並透

過主成分分析降維後進行分析。分析結果除七月外，其他「各月日平均雨量」與「

各月日標準偏差」氣候變遷後皆有降低之趨勢，豐水期降低幅度較大，枯水期降低

幅度較小，「日降雨機率」氣候變遷前後之差異則較小。

2. 本計劃所使用的GWLF地表逕流模式經由石門區域的檢定與驗證 結果顯示本模式

確可合理提供石門水庫集水區之流量模擬。

建議

1. 本計劃目前著重於石門水庫集水區降雨量的統計尺度模擬，未來可以提供其他區

域做統計降尺度模擬及分析，也可以進一步提供後續對於研究區域氣候變遷的衝擊

評估。

2. 本計劃利用系統動力學理論所建立的系統動力模式方便於多議題整合分析，未來

可以考量水質等其他議題，探討氣候變遷下對各種水資源議題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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