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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降雨指數 (TRI) 的建立
與其分析應用
1

The Construction of TCCIP Taiwan
Rainfall Index (TRI) and its Applications
洪致文*
Chih-wen Hung
Abstract
A TCCIP Taiwan Rainfall Index (hereafter TRI), the longest rainfall index in the
Taiwan meteorological history, is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The TRI is based on the
long-term rich data from observational stations in Taiwan. More than 1,500 stations
are used including observation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the conventional weather
stations, the newly acquired Taiwan Rainfall Data (from 51 different sources,
including the major contributors as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and Taiwan Power Company), and Central Weather Bureau’s automatic
rainfall station data. The TRIs have daily and monthly versions. The longest index
starts from 1885 and ends in 2010. Similar to the well-known“All India Monsoon
Rainfall Index”, the TRIs represent the variations of Taiwan rainfalls and can be
used for many different research purposes.
Using the TRI, the long-term rainfall variability in Taiwan is studied.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ere more rain in 1920-1960s, less rain in 1960-1990s, and more rain
again after mid-1990s (especially after 2000) with respect to the long-term
climatology. These decadal variations are found in both yearly sum of rainfall amount
and the number of extreme events. This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decadal to
inter-decadal variations of rainfalls in each natural season.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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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rain is highly correlated to the 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 (2) the spring rain
and autumn rain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and (3) the decadal variations of rainfalls
between Mei-yu (May-June) and early summer season (July-August) are related to the
global temperature change in which the long-term warming trend is removed.
Keywords: rainfall, climate, rainfall index, Taiwan.

摘

要

臺灣降雨指數 (TCCIP Taiwan Rainfall Index，簡稱 TRI) 的建立，是臺灣氣
象科學觀測史上，首度整合最多降雨資料所彙整成的最長雨量指數。本研究使用
臺灣超過一千五百站的雨量觀測數據，包含清代觀測、氣象局綜觀測站、新收集
之臺灣降雨資料庫 (來自五十一個不同來源，主要為水利署、農田水利會、臺電
等之資料)，與近年氣象局自動雨量站的觀測數據，分成日與月尺度，以類似國
際上著名「印度季風降雨指數」方式，提供研究者一個方便處理且具有區域整體
降雨特色的雨量觀測指標，適合應用在各領域的相關研究中。
本研究並以這 TRI 指數做臺灣雨量長期變化的初步分析，發現過去一百多
年臺灣整體年總雨量的變化，大致呈現日本時代中後期 (1920 年至戰後 1960 年
間) 雨量較多，1960-1990 年雨量較少，1990 年代中期後 (特別是 2000 年後) 又
開始明顯增加的變化。這樣的長期年代際變化趨勢，除了呈現在年總值上，也出
現在極端降雨的個案發生次數上，值得政府單位參考。此外，各季節的分析則顯
示，春雨與北太平洋年代際震盪有正相關，秋雨與春雨有明顯負相關，另梅雨季
(五、六月) 至夏季前期 (七、八月) 的雨量年代際變化，則與全球的溫度去掉長
期暖化趨勢後的變動有關。
關鍵字：
關鍵字：降雨、
降雨、氣候、
氣候、降雨指數、
降雨指數、臺灣

前

言

在過去的臺灣氣候變遷研究中，除了氣溫長期變化 (Hung 2009)，雨量的長期變遷無疑是全球暖
化下最受各界關注的議題 (Hsu and Chen 2002; Meehl et al. 2000)，因為降雨的多少影響到洪旱的災害
事件，各種時間、空間尺度的影響層面廣大。但是，雨量的極端、多重時間尺度變異、區域空間差異
等特性，卻是許多研究在處理降雨資料上非常大的問題。對於非氣象學界的研究者而言，要處理這些
繁雜的時間與空間雨量資料相當困難，要如何選取適當的雨量記錄來配合文史、經濟、疾病、生態等
各面相的研究也是莫衷一是。因此，有些研究簡單挑選少數氣象局長期觀測的綜觀測站數據加以分析，
有些選擇空間分布上最近的雨量測站資料處理，但若要整體的以臺灣地區的降雨狀況來做探討，則面
臨如何整合，如何一體描述臺灣降雨特性的難題。
本研究透過國科會推動之「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Project，簡稱 TCCIP1)，收集了臺灣過去超過一百年的各式雨量測站紀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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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超過一千五百站的各時代雨量數據，統整為一方便使用的「臺灣降雨指數」(TCCIP Taiwan Rainfall
Index，簡稱 TRI) 提供外界使用。這份指數，保留了雨量只有正值而無負值的基本統計特性，讓使用
者可以視其需要自行處理距平 (anomaly) 問題；而為了因應不同需求與目的，本研究也設計出四種不
同的指數提供使用者選擇。以日資料與月資料分別處理成的 TRI-d (TRI-daily 之簡稱) 與 TRI-m
(TRI-monthly 之簡稱)，是以較嚴苛的數據長度條件篩選測站後，加以計算出的臺灣降雨百年指數 (起
迄時間為 1901-2000 年)。至於 TRI-dex (TRI-daily extend 之簡稱) 與 TRI-mex (TRI-monthly extend 之簡
稱) 指數，則是以較寬鬆的資料長度條件篩選後，納入清代資料與近年的觀測數據，將臺灣降雨紀錄
往前與往後延伸 (並可持續更新)，所計算出的臺灣長期日與月降雨指數 (目前的月指數起迄時間為
1885-2010 年，後續可每年增長)。
臺灣降雨指數 (TRI) 的建立，是臺灣超過一百二十年的氣象科學觀測史上，首度整合最多降雨資
料所彙整成的長期雨量數據，以類似國際上著名印度季風降雨指數 (All-India Monsoon Rainfall Index)
方式 (Parthasarathy, Munot, and Kothawale 1995)，提供研究者一個方便處理且具有區域降雨特色的雨量
觀測數據。此指數的建立，將可替後續相關的氣候變遷研究提供更多發展的可能性。

原始雨量觀測資料收集
原始雨量觀測資料收集
綜觀臺灣百年來的降雨資料，中央氣象局 (Central Weather Bureau) 所屬綜觀氣象站之觀測數據是
過去學界最常使用者。該資料有嚴謹的觀測程序，可信度佳且品質穩定，但缺點是山區的觀測數據較
為缺乏，且分布上不均。綜觀氣象站之資料少數幾站起自十九世紀末的日本統治初期，但數位化之數
據多起自 1950 年，本島測站總數也僅二十餘站。近年來，中央氣象局致力於建構自動氣象站的觀測網，
補足綜觀氣象站涵蓋面不足的缺憾，但該資料起始時間為 1987 年，多數測站要到 1990 年代中後期才
陸續建置，故雖屬相當連續之近代雨量觀測數據，站數較多 (數百站) 分布亦廣，但整體資料時間較
短，至今僅二十餘年。為了提供百年氣候變遷的研究需要，本研究透過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簡稱 NCDR) 徵集各單位之數據，新增過去較少
被使用的雨量觀測資料，來源涵蓋 51 個單位 2 的雨量觀測，主要以經濟部水利署、各地之農田水利會
與臺灣電力公司所轄的雨量資料量最多，部分數據觀測時間起自 1900 年，故可彌補過去研究上早期雨
量資料涵蓋面不廣的問題。由於此次新增的這上千站雨量資料，需要更多謹慎的處理才能使用，故以
下以「臺灣雨量測站資料」(Taiwan Rainfall Data，簡稱 TRD) 來表示這組新徵集之歷史資料。此外，
本研究也重新將清代的臺灣雨量紙本資料數位化，加入數據資料庫內，提供可將臺灣降雨月資料回推
至 1885 年的首度嘗試。
為了瞭解各測站雨量資料的缺漏情形與逐年可使用的資料量，以下就各主要降雨資料的數據長
短先做一個初步的整理，並且概述資料狀況。

(一
一) 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與自動雨量站數據
本研究使用的中央氣象局資料，包含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之日資料與月資料，以及中央氣象局
自動雨量站日資料。在此必須說明的是，綜觀氣象站之日資料與月資料的數據年代長短差別，係來自

76

於不少測站早年僅有數位化之月資料留存，日資料部分雖有紙本記錄，但並未整理。目前氣象局已著
手將這些早期之紙本日資料數據化處理，未來將可補足資料缺漏狀況。
本研究目前掌握之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日與月雨量資料，共有 32 站，分別為：淡水、鞍部、
臺北、竹子湖、基隆、彭佳嶼、花蓮、蘇澳、宜蘭、東吉島、澎湖、臺南、高雄、嘉義、臺中、阿里
山、大武、玉山、新竹、恆春、成功、蘭嶼、日月潭、臺東、梧棲、馬祖、金門、墾丁、七股、板橋
與五分山以及永康，其中墾丁、五分山無資料，故刪除 2 站，共掌握 30 站。不過，後續處理 TRI 指
數時，為了強調本島的降雨特性，離島站將不使用。
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月雨量資料長度，最早的起自 1897 年，目前徵集到的資料止於 2010 年共
114 年。這些測站當中，臺北、臺中、臺南、恆春以及澎湖是日本治臺最早設立的五處測候所，加上
後續新增的臺東及花蓮，大致構成這份數據的早期情況。整體而言，氣象局綜觀測站的觀測，在 1930
年後站數顯著增加，1950 年之後全數測站資料較為完整。至於日資料的部分，由於早期部分測站僅有
月資料而無日資料，故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月與日資料長度略有不同。目前掌握到的綜觀氣象站日
雨量資料長度最長為 1897 年至 2010 年共 114 年，去除無資料的墾丁與五分山站，共掌握 30 站。在氣
象局的測站歷史中，有少數測站曾經短暫出現過，例如金六結、鹿林山、北埔…等，因這些測站出現
時間短暫，資料亦無延續性，故不收錄至資料庫內使用。
至於中央氣象局近年來建置的自動雨量站，其日雨量觀測最早始於 1987 年，目前掌握至 2010 年
(共 24 年)。這一共 401 個的自動雨量站位置分布涵蓋全臺，雖然山區資料依舊較少，但沿著主要山脈
的周邊均有測站，相當值得收錄使用。這些自動雨量站在建置初期的 1987 年至 1992 年間，站數均不
滿 100 站，1992 年後測站數穩定上升，1998 年後自動觀測站數超過 300 站。由於指數計算上有月資料
的製作需要，故使用上該月有無資料的判斷，是以該月當中日雨量資料有超過 20 天有值時才加以計
算，並將該月歸類於有月資料的月份，反之則視為該月資料遺失。

(二
二) 清代觀測數據
清代臺灣的氣象觀測紀錄，較持續的當屬光緒十一年 (1885 年) 前後開始，基隆、淡水、安平、
打狗 (今高雄) 等四處稅關以及漁翁島 (澎湖西嶼)、南岬 (今鵝鑾鼻) 二燈塔開始實施的氣象觀測。這
一連串在清代開啟的稅關與燈塔兼辦氣象測報，與當時英國在遠東的勢力發展有絕大關係。因為在清
朝光緒年間，大清的海關總稅務司是由英國人所主管，特別是赫德 (Sir Robert Hart) 在清國的海關服
務近半世紀，開創大清許多的海關制度，也促成沿岸燈塔與稅關的創制。臺灣這幾處清代開啟的氣象
觀測地點，其實都與赫德有關。因為當英國的皇家學會促成香港觀象台 (今之香港天文台) 於 1883 年
夏成立後，首任的台長杜貝克 (Sir W. Doberck) 就是在赫德的大力支持下，由該台提供觀測儀器與技
術指導，要求清國各沿岸燈塔開始氣象觀測以維航海安全所展開。這個全面開啟大清國沿岸通商港口
氣象紀錄的決定，讓東亞地區正式步入科學氣象觀測紀錄時代，也是今人研究東亞沿岸地區氣候百年
變化時，能有科學數據資料加以分析的初始源頭 (洪致文 2007)。這份清代的觀測資料中，臺灣地區
關於雨量的部分，在日本統治初期的《臺灣氣象報文第二》內有記載 (臺灣總督府臺北測候所 1904)，
但過去並未被數位化使用。本研究重新將這些數據整理，但因總數過少，中間亦有許多月份資料軼失，
故僅使用在 TRI-mex 的指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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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必須特別加以說明的是，在臺灣由清國割讓給日本後，這些清代開始的稅關與燈塔氣象觀測
因政局關係多一度停止而中斷。不過，在英國駐日大使請求臺灣總督府重啟觀測以維航海安全之後，
各地陸續開始向香港氣象台做每日二次的氣象通訊，這包含漁翁島燈臺逐月傳送的氣象月報。此外，
法國駐日大使也同樣要求臺灣總督府向上海徐家匯氣象台報告氣象情報，因此在日本領臺的戰事穩定
之後，這些觀測地點都慢慢恢復氣象測報。所以，
《臺灣氣象報文第二》內記載的這幾處觀測地點數據，
多還延續到日本統治初期 (臺灣總督府臺北測候所 1904)。故在 TRI-mex 指數計算時，這些延續的紀
錄也一併加入。

(三
三) 臺灣雨量測站資料
臺灣雨量測站資料 (TRD)
本次透過 NCDR 徵集 51 個單位 2 所匯集成的「臺灣雨量測站資料」(Taiwan Rainfall Data，簡稱
TRD)，原始數據均為日資料，年代起自 1900 年，至 2010 年止共 111 年，總站數為 1,497 站。由於這
份資料的數據量極大，應用上必須處理的程序也相當複雜，故在取得原始數據後，本研究依照以下步
驟進行：
a、
、刪除缺乏測站資訊之測站：
刪除缺乏測站資訊之測站：獲得之 TRD 原始資料共有 1,497 站，經查發現其中 14 站缺乏測站
資訊 (經度、緯度或高度位置資料)，故剔除這些測站後，獲得完整測站資訊之測站共有 1,483 站。
b、
、刪除無數據資料之測站：
刪除無數據資料之測站：1,483 站中，只有站名站號但無觀測數據資料的測站有 217 站，故刪
除這些有名無實之測站後，有資料之測站數減為 1,266 站。
c、
、刪除經緯度錯誤與資料錯誤或不齊之測站：
刪除經緯度錯誤與資料錯誤或不齊之測站：1,266 站中，發現火燒寮測站資料實為十日累積雨
量而非日雨量，故在日資料處理時刪除該站，而臺中港、池上、外傘頂測站，其經緯度錯標至海上，
因 TRD 資料的正確經緯度無法從資料提供者處獲得，故只能刪除，剩下可用的 1,262 站。
經緯度重複測站之處理：
d、
、經緯度重複測站之處理
：在剩下的 1,262 站中，研究發現有 146 站有經緯度重複問題。不少經
緯度重複的測站，起因於單位名稱或直屬單位的更迭，導致重新改變站名或站號，因此經過一一比對，
有的測站以合併成一站的方式來解決；有些則因其中一站的數據長度非常短 (可能是測試性質之測
站)，故刪除極短測站而保留較長紀錄一站的方式處理。在交叉比對後，146 站中經緯度兩兩相同的有
134 站 (即 67 組)，三站經緯度相同的有 12 站 (即 4 組)。在一一考慮各組測站地理位置、資料長度、
資料重疊情形後，分別將各組合併或刪除該組其中一站，最後的處理結果是：經緯度兩兩重複之測站
(67 組)，兩站合併成一站的有 49 組 (從 98 站併為 49 站)，刪除一站而保留一站的有 18 組 (從 36 站併
為 18 站)；而三站經緯度重複的 4 組，則合併為 4 站。
上述的統整過程，簡單於圖 1 中呈現。在經此處理後，TRD 資料庫內的臺灣雨量站共有 1,187 站
(經緯度無重複 1,116 站+三站重複合併為一站之 4 站+兩站重複合併為一站之 49 站+兩站重複刪除一站
保留一站之 18 站=1,187 站)，日雨量資料長度起自 1900 年，至 2010 年底止共 111 年。在指數製作時，
利用日資料處理製作出月資料加以使用，但該月有無資料的判斷，是以該月當中日雨量資料有超過 20
天有值時才加以計算，並將該月歸類於有資料的月份並依此製作為月資料，反之則視為該月資料遺失。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這些測站的總數雖多，但並非在一百多年間的數據都是完整而無缺漏的。整體
而言，1900 至 1920 年間的測站數最少 (約 20 站)，1931 年增至 150 站，1930 至 1960 年測站數逐漸增
至 500 站左右，但在 1975 年後許多測站資料開始短缺，2002-2003 年後快速減少。TRD 資料在近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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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少，似乎與以往呈報的政策改變而不再統整匯報至氣象局有關，但本研究透過 NCDR 向各單位徵
詢此份延續資料超過一年餘，仍無法獲得近年之數據，故分析上 TRI-m 與 TRI-d 指數僅著重於二十世
紀一百年間臺灣雨量資料的重整，指數設計上以 1901-2000 年的數據來製作，但另提供一組以較長時
間數據為目的所製作出的 TRI-mex 與 TRI-dex 指數，以氣象局自動雨量站新增的觀測密度，彌補 TRD
這項 2002-2003 年後數據快速減少的缺憾。

說明：臺灣雨量測站 (TRD) 資料處理步驟，灰底部分為刪除之測站，黑底部分為內部處理過程，白底部分為
保留之測站，最終使用 1,187 站。

圖 1 臺灣雨量測站 (TRD) 資料處理流程圖
Fig. 1. The diagram for the processing of the Taiwan Rainfall Data.

臺灣降雨指數 (TRI) 之建立
臺灣的雨量分布，因為受到季風環流影響，存在著地域性的差異。依照本次徵集的雨量氣候數據，
繪製成的全年與各自然季節 (洪致文 2009)，包含冬季 (11-1 月，NDJ)、春季 (2-4 月 FMA)、梅雨季 (5-6
月，MJ)、夏季 (7-8 月，JA，颱風季前期) 以及秋季 (9-10 月 SO，颱風季後期) 雨量氣候值分布呈現
於圖 2 中。在此必須說明的是，季節的區分有非常多的方式，且可依照不同需求加以選取切割，故此
處的自然季節區分，是為了後續對臺灣降雨特徵做科學分析上的切法，並不代表任何約定俗成的「春
夏秋冬」定義。
以全年的降雨量來看，山區的降雨量大，尤其是北部山區有最大值，而西南部與花東縱谷北段的
迎風面也不少。在秋冬季時，臺灣因受東北季風影響，迎風面的北部與東北部區域是下雨的主要地區；
而整個西半部，特別是嘉南平原一帶，在秋冬季幾乎是乾季少降水狀態。然而，到了梅雨與夏季 (包
含一部份秋季)，除了局部地區的午後雷陣雨外，全臺灣都因可能受到颱風影響，而有降雨的可能，故

79

均屬重要的雨季。特別是颱風來襲後，引進西南氣流時更會在西南部迎風面造成大量降雨。此外，若
以較細的自然季節觀之，春雨集中在北部區域，秋雨則是以蘭陽平原的迎風面為主要降水區。

說明：臺灣降雨的長期氣候平均值，左起分別是全年 (Year) 總平均值、冬季 (NDJ，十一至一月)、春季 (FMA，
二至四月)、梅雨季 (MJ，五至六月)、夏季 (JA，七至八月)、秋季 (SO，九至十月) 之數值 (單位 mm)。使
用的測站為本研究製作 TRI-mex 指數時所使用的所有站 (清代測站除外)，氣候平均時間最長為 1897 至 2010
年。臺灣島內的細黑線為粗略勾勒出島內地形以供參考用，並無固定繪製間隔。

圖 2 臺灣雨量氣候圖
Fig. 2. The climatology of Taiwan rainfall.
本研究設計之 TRI 指數，特色是將各站雨量除以某段時期年總雨量的簡單作法，降低各站彼此間
數值範圍的差異，再將這些各站所計算出的時間序列平均成一個總體的臺灣雨量指數。因此，在計算
上，是先將各測站各自的時間序列除以一個氣候平均的年總量，讓其成為一種「類標準化」的數據後，
再將所有測站的時間序列整合平均。因為這種作法並無空間分布上的權重調整，因此並不獨厚山地或
平地站，但卻不失為一種「最能表達臺灣地區降雨一致現象」之指數設計。
在這指數的計算當中，作為分母的年總雨量數值，在 TRI-m 與 TRI-d 指數計算時，是以 196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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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年雨量氣候值為統一標準。選用 1961-1990 年為基底的原因，係參考諸多氣候變遷報告，例如 IPCC
第四次報告 (AR4) 中的 Climate Change 2007 (IPCC 2007)，不管是觀測的分析或未來的模擬，均以此
段時期作為氣候基底，故在探討二十世紀臺灣降雨變化時，此處選擇以國際常用的氣候值基底為標準，
可以廣泛延伸此研究的成果。不過，以獲得較長數據為考量的 TRI-dex 與 TRI-mex 指數，則是以各站
所有全部數據的年總雨量氣候值來計算。在此，我們以中央氣象局的臺南氣象站為例，在圖 3 中說明
計算的過程。以 TRI-m 的計算上，作為分母的氣候基底統一為 1961-1990 年，故圖 3b 的指數數值是除
以這三十年年雨量平均值 (1,533.1 mm) 所得，並且以二十世紀 1901-2000 年的完整百年數據為製作的
目標。至於 TRI-mex 指數，因此站在 1897-2010 年間全部有值，故氣候值基底便是以這全部所有年的
年平均值 (1,736.23 mm) 來計算 (圖 3c)，以容納進更多的氣象數據。當每一個測站都經過這樣計算
後，得出的各測站時間序列，再透過所有相同時間點的平均，便可以獲得過去歷史上每一天或者每一
個月代表臺灣地區降雨狀況的 TRI 指數。在此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之所以設計這樣的方式，是
因為所獲得的原始數據有許多缺漏值，若用傳統的標準化方式，因必須計算出某一段時間的平均值與
標準差才能加以計算，這在有許多缺漏值的狀況下會讓整個計算失去公平性 (例如二十五年的資料
中，剛好有三個冬天月份缺資料，若將所有數據全部放入計算標準差，則會與其他月份的數據代表性
權重不一)。而本研究的方式，是先將所需製作成氣候值的時段內之數據，處理成月平均或日平均氣候
值，再將其累加成年總平均氣候值用以回推計算指數。例如處理月資料時，先將各月的氣候平均值計
算出，有三十年者便以三十年計算，二十七年有資料者便以二十七年計算，算出的各月氣候值累計加
為年總氣候值，再以此值回推計算指數。這樣的過程，可以降低標準化方式算出的結果各月或各日權
重不一的問題。
此外，從這樣的指數設計上，還可以看出，TRI-m 與 TRI-d 是著眼於整個二十世紀臺灣降雨的變
化，故作為分母的氣候基底統一為 1961-1990 年，讓全體二十世紀的臺灣雨量氣候變遷趨勢有統一的
基底來探討各年代的變化，而指數也以一百年 (1901-2000 年) 為這一組完整資料的起迄時間。但以獲
得較長時間序列為目的的 TRI-dex 與 TRI-mex 指數，則是以各測站全部數據計算後的年總雨量氣候值
當成分母，故這部分的指數可以在未來持續不斷的增加。
依照上述 TRI 指數的製作方式，計算出的指數時間序列，不管是將每月的 TRI-m 或 TRI-mex，或
者每日的 TRI-d 或 TRI-dex 指數，任意挑選某年加總計算，得出的數值都將在 1 的上下。因為本研究
的指數設計，隱含的用意即在計算每日或每月雨量佔全年雨量的比例。只不過，每年的年雨量有時多
有時少，故指數呈現上的年總值也會有多有少的差別。但以 TRI-m 與 TRI-d 來說，因為基底是以
1961-1990 年來計算，故若只探討這三十年期間的雨量指數，則年平均值將會是 1。這樣設計的原因，
主要是要讓使用者可以將 TRI 指數用來做各種類似於雨量基本統計特性的計算，故保留相當多可供後
續處裡的空間。以下，將就四種指數分成 TRI-m 與 TRI-d，以及 TRI-d 與 TRI-dex 加以介紹。

(一
一) TRI-m 與 TRI-d
如前所述，TRI-m 與 TRI-d 指數的建立，目的是建構一組能夠完整描述臺灣地區二十世紀一百年
的雨量變化指數，方便非氣象研究者能夠快速獲得並加以使用，故這份指數的起迄時間固定在
1901-2000 年的一百年，並且使用固定的 1961-1990 年氣候值當基底，適合讓使用者比較二十世紀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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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a) 臺南站年雨量 (單位 mm)，灰線為 1961～1990 年的平均值，黑線為 1897～2010 年的平
均值。(b) TRI-m，為雨量除以圖 (a) 中灰線值。(c) TRI-mex，為雨量除以圖 (a) 中黑線值。

圖 3 TRI 指數計算流程 (以氣象局臺南站為例)
Fig. 3. The process of making TRI (using CWB Tainan station as an example).
在臺灣的年代際變化。而這兩個指數使用的氣象數據，包含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與 TRD 內之臺灣雨
量測站數據，但不包含清代與近年氣象局新增的自動雨量站觀測。此外，由於外島測站的降雨特性與
本島較為不同，故指數計算時也排除外島測站。至於測站的篩選，是以 1961-1990 年內，資料長度累
計達 20 年 (240 個月) 以上者才加入，故經過此較為嚴苛條件篩選後的資料筆數，比前述整體獲得的
觀測總數要少，但優點是數據可以更嚴謹地作為氣候變遷研究的參考。
TRI-m 與 TRI-d 的數據內，包含 TRD 資料庫的 567 個臺灣雨量測站，以及中央氣象局 19 個綜觀
氣象站，共 586 站，測站位置分布如圖 4 所示。各測站 1901 年至 2000 年的逐月資料情形如圖 5a，黑
色為 TRD 臺灣雨量測站，灰色為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此外，圖 5b 顯示逐月有資料的測站個數，
可見 1900-1920 年代間約有 30 站有資料，1970-1980 年最高峰時約有近 600 站，但 1980 年後測站數逐
漸下降，但仍維持在 400 站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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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使用在 TRI-m 與 TRI-d 指數內的 586 個測站分布，左為 19 個中央氣象
局綜觀氣象站，右為 567 個臺灣雨量測站。

圖 4 TRI-m 與 TRI-d 指數內包含的測站位置圖
Fig. 4. The locations for stations included in TRI-m and TRI-d.

說明：TRI-m 與 TRI-d 內所用的 586 個測站逐年逐月資料缺漏情形。(a) 灰色為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有資料月份
(19 站)，黑色為臺灣雨量測站 (TRD) 有資料月份 (567 站)，白色為資料缺漏，橫軸為時間，縱軸為各測站。
(b) 圖 (a) 中前述測站缺漏情形改為逐年逐月統計有資料的站數，橫軸為時間，縱軸為有資料的站數。

圖 5 使用在 TRI-m 與 TRI-d 指數中的資料時間長度與資料總數
Fig. 5. The data period and total number used for TRI-m and T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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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TRI-dex 與 TRI-mex
與前述 TRI-m 與 TRI-d 指數用固定 1961-1990 年氣候值當基底有所不同的，以增加更多更長資料
為目的所設計出的指數 TRI-dex 與 TRI-mex，則有另外的分析與參考價值。這組指數的篩選條件較為
寬鬆，只要在數據所存在期間長度達 15 年 (180 個月) 以上便可使用。也因為各站數據的存有年代未
必落在 1961-1990 年內，故本指數中各站當氣候值基底的年代，會隨著數據的各自條件不同而有所差
異。例如，某測站數據僅在 1900-1943 年間有值，此站用來做指數時的基底就是以 1900-1943 年的氣
候年平均雨量值做分母。這樣的設計，缺點是各站最後合成為統一的指數時，各自的基底並不相同，
但優點是可以容納更多的測站，讓每一個時間的雨量變化更具有空間涵蓋面上的代表性。
TRI-mex 與 TRI-dex 指數使用的測站來源包含清代觀測資料、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臺灣雨量
測站 (TRD) 以及中央氣象局自動觀測站資料，並以本島數據為主，不計算外島測站觀測。不過，因
清代測站僅六站 (淡水、社寮島、漁翁島、打狗、安平、鵝鑾鼻)，年代的久遠是其特色，故雖有漁翁
島測站在離島，但考量到早期數據過少之問題，故指數計算時全部收錄為唯一例外。因為唯有如此，
才能讓 TRI-mex 指數得以往前延伸至 1885 年，且有較多站數可供代表 (因清代資料現存僅有月資料，
故 TRI-dex 無法往前增加)。
在指數計算時所用的雨量站資料方面，TRI-mex 與 TRI-dex 指數均包含 901 個臺灣雨量測站
(TRD)、中央氣象局 22 個綜觀氣象站與 253 個自動雨量站；而 TRI-mex 則多增加了 6 個清代測站。故
TRI-dex 使用了 1,176 站，但 TRI-mex 則有 1,182 站。這些原始數據的位置分布呈現於圖 6。TRI-mex
與 TRI-dex 指數中各測站在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的月資料與日資料數據長度方面略有差異，主因來
自部分測站有較完整月資料留存，但早期缺日資料。不過，因氣象局綜觀氣象站站數不多，故這項差
異影響最後指數計算差異不大。因此，以下僅以 TRI-mex 指數計算時各測站 1885 年至 2010 年的逐月
資料缺漏情形為代表，呈現於圖 7，另統計逐月有資料的測站個數如圖 8。從圖 8 中可見，清代測站資
料年代為 1885-1906 年，但在日本領臺最初期 (1895-1896 年) 有中斷現象。至於氣象局綜觀氣象站，
1897-1930 年皆有 7 站以上，1950 年以後資料越趨穩定 (圖 8a)。另本次徵集到的臺灣雨量測站 (圖 8b)，
在 1900-1920 有 30 站左右，而後持續增加，1970 年後測站均有 600 站左右。若加上中央氣象局近年來
建制的自動雨量站 (始於 1987 年)，測站數在 1995 年到達最多時，可至近千站，2003 年後測站數銳減
至 700 站，而後越來越少，但也仍維持在 600 站上下。

TRI 指數之代表性探討
指數之代表性探討
長期以來，依照不同的季節氣象特徵，而研究各區域降雨特色，是大氣學界關注的焦點。然而，
若要以臺灣整體一致為區域來探討大範圍降雨變化，則需要克服區域差異，特別是山區及平地在降雨
量上基本特性不同的事實。臺灣降雨指數 (TRI) 的設計，是著眼在建立一個可以整體描述臺灣降雨指
標的指數，故在設計上，就是要克服山區往往雨量過大，平地雨量過小，但兩者雨量變化趨勢卻類似
的困難。因此，指數的設計希望的就是能「去除因為各種類似地形影響之區域降雨特性」，來達到一
個臺灣整體一致的降雨指數。所以，雖然標準化 (standardize) 是統計上處理類似問題常用的方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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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TRI-mex 內 1,182 個測站位置分布圖，由左至右分別為 6 個清代測站、22 個測站中央氣象
局綜觀氣象站、901 個臺灣雨量測站與 253 個中央氣象局自動雨量站 (圓點為測站位置)。

圖 6 TRI-mex 指數內包含的測站位置圖
Fig. 6. The locations for stations included in TRI-mex.

說明：TRI-mex 指數中 1,182 個測站逐年逐月雨量資料缺漏情形。(a) 中灰色為清代測站有資料月份
(6 站)，黑色為中央氣象局綜觀氣象站 (22 站)。(b) 灰色為中央氣象局自動雨量站有資料月份
( 253 站)，黑色為臺灣雨量測站 (901 站)。黑色與灰色表示有資料的時間，白色為資料缺漏。

圖 7 使用在 TRI-mex 指數中的數據時間分布
Fig. 7. The data period of the original stations used in TRI-m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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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TRI-mex 內 1,182 個測站逐年逐月「月雨量」資料有值的站數統計。(a) 灰色為清代測站，黑色為中央
氣象局綜觀氣象站。(b) 灰色為中央氣象局自動雨量站，黑色為臺灣雨量測站，橫軸為時間，縱軸為有
資料的站數。

圖 8 使用在 TRI-mex 指數中的資料個數統計
Fig. 8. The data number of the original stations used for TRI-mex.
標準化過程需要減去氣候平均值，卻會因為各站數據總長不一而造成結果無法忠實呈現氣候變遷趨勢
的缺憾。此外，降雨數據的特性，乃在其只有正值而無負值的特色，若以減去氣候值的距平方式統整
為指數，容易產生因氣候值基底差異而正負抵銷的假特性。
臺灣地區的降雨，毫無疑問因為地形效應，而讓許多山區測站有著驚人且高於平地的降雨，標準
差數值大，平均值也大。這一點正是這許許多多降雨資料難以被非氣象與氣候學界研究者使用的原因。
因為地形的影響，往往會放大山區測站的數值，而 TRI 指數的設計，正是要去除這樣的放大效應，來
達到一個整體一致的降雨指數。簡單來說，某一年的氣候特徵也許是多雨，山區測站因為地形因素會
比平地多很多的降雨，但平地測站也一樣多雨，只不過兩者被放大的程度不一。因此，TRI 指數以除
以氣候值的方式來降低兩者的差距，以一種「類標準化」的方式加以處理，但仍保有數據的基本變化
特徵，故 TRI 指數設計上的特色有：
(1) 保持降雨資料只有正值而無負值的特性，讓使用者可以依照研究所需選取想研究的時間區
段，自行計算距平 (anomaly)，而不會被「標準化法」強迫依照固定基底劃分為正距平或負距平。例
如，甲研究者要看的是 1920-1980 年間臺灣降雨的變化，而乙研究者是要看 1960-2010 年間的變化，
兩者均可以依其需要自行計算距平，而不會被已經先入為主算好的正負距平所影響。
(2) 因為指數計算是以除以年總雨量氣候值的方式產生，故指數有代表「相對於年總雨量氣候值」
的百分比意義。日數據可以依照使用者的研究所需，自行將所需日期相加後做為研究用的雨量指數。
例如，研究者只要看每年 6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間雨量的影響，本指數可以很方便讓使用者將這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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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數值相加後使用，並保有其計算意義，此為傳統標準化法無法提供的後續操作特性。
TRI 指數的設計上，除了有上述兩個優點之外，因為指數的處理上，是以百分比的意義加以計算，
故在處理缺漏值上會比傳統的標準化法簡單，不會有因為缺漏值而造成不同月份或日期權重不一的現
象。蓋因傳統的標準化法必須計算出平均值與標準差才能獲得指數，當數值有缺漏時，不止影響到平
均值，也影響到標準差，當有上千筆測站數據，又各自缺漏狀況不一時，傳統方式便難以計算與分析。
本指數的設計可以盡量克服平均值的問題，但傳統標準化法在除以標準差的部分就難以克服，而算出
的指數也較難加以詮釋。
為了比較以較多雨量站數據所算出的 TRI 指數，與過去氣象局綜觀氣象站所獲得的氣候變化是否
一致，我們也以類似方法但僅用氣象局綜觀氣象站數據所算出之指數 (稱為 CWB-m 與 CWB-mex) ，
與 TRI-m 及 TRI-mex 指數加以比較，呈現於圖 9 與圖 10 中。兩種 TRI 指數與氣象局傳統測站的相關
係數，以月對月方式計算時分別為 0.938 與 0.941，以年對年計算時則為 0.866 與 0.897。當中的差異，
來自於氣象局測站總數較少，與 TRI 指數在計算時納入更多測站有關，不過整體而言整個降雨的趨勢
仍十分類似。
而除了統計上與傳統氣象局測站的檢驗，在下一節中，我們也將以 TRI 指數計算出的結果，與先
前僅以少數氣象局綜觀氣象站所獲致之科學發現相印證。

TRI 指數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之應用
依照上述方法所計算出的各類 TRI 指數，可作為臺灣整體一致降雨狀況的指標，可以應用在非常
多的各領域研究中，當然也包含了科學性議題的探討。以 TRI-m 與 TRI-mex 兩種指數而言，是長期氣
候變遷課題上，分析臺灣雨量狀況的基本數據，而日尺度的 TRI-d 與 TRI-dex 指數，則適合做極端降
雨或較小時間尺度的雨量指標。

圖 9 TRI-m 與僅以氣象局綜觀測站所算出之年總值指數比較
Fig. 9. Comparison between yearly sums of TRI-m and the similar index constructed only with
CWB conventional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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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TRI-mex 與僅以氣象局綜觀測站所算出之年總值指數比較

Fig. 10. Comparison between yearly sums of TRI-mex and the similar index constructed only with
CWB conventional stations.
以氣候變遷議題來說，TRI-m 與 TRI-mex 指數可以依照臺灣地區自然季節的區分方式 (洪致文
2009)，如圖 2 中的季節分法，分為冬季 (11 至隔年 1 月)、春季 (2 至 4 月)、梅雨季 (5 至 6 月)、夏季
(颱風季前期，7 至 8 月)、秋季 (颱風季後期，9 至 10 月) 呈現於圖 11 中。
從圖 11 來看，因為清代以前的觀測數據較少，恐有代表性不足之問題，且在日本領臺初期有嚴重
的資料中斷現象，故在此先以灰色陰影呈現於圖中以區分後續的數值，並在計算 21 年滑動平均時不銜
接使用。圖中所繪製的數值，均為該季節或全年的 TRI 指數累加。以 TRI-m 指數 (灰色) 而言，因為
其計算時作為分母的氣候值基底是 1961-1990 年，故年總量的 TRI-m 在這段時間的平均必須為 1，而
圖中所示的結果正為如此。至於 TRI-mex (黑色) 的指數計算，因是以獲取較長的時間序列為目的，故
作為分母的氣候值基底各測站並不相同，因而數值無法與 TRI-m 完全一致。不過，在圖 11 中，以 21
年滑動平均後所呈現的長期趨勢而言，TRI-mex 與 TRI-m 的起伏變化非常類似，大致呈現 1960-1990
年雨量較少，日本時代中後期與戰後初期 (1920 年至戰後 1960 年間) 雨量較高的趨勢。類似的觀測，
在一些氣象局的綜觀測站紀錄中已經被發現過 (例如臺南測站便有此明顯之長期變化，或者盧孟明與
麥如俊 (2003) 之分析)。只不過，過去研究中因為測站數較少，此一現象並未被廣泛探討，近年來多
數的長期雨量趨勢研究，也多集中在 1950 年之後的變化，因而很容易獲得近五十年來因為全球暖化等
因素，而造成臺灣雨量在 1990 年代中期後 (特別是 2000 年後)，開始明顯快速增加的印象。
TRI 長期雨量指數的建立，對臺灣地區整體一致之雨量長期變化，可以提供過去被忽略的一些現
象。例如，水利單位的防洪設計，往往僅使用最近二、三十年之雨量記錄來計算，若要用長一些的數
據，最多也是以 1950 年之後的數值來探討。對於近十幾年來，臺灣地區一再出現的豪大雨災難事件，
統計上往往將其視作是氣候變遷下人們難以掌握的離群值。但事實是，若這些所謂的離群值出現頻仍，
歷史上也發生過，那問題就是出在「群」的定義與範圍，而非這些自然現象的不可掌握。從統計上的
盲點來看，亦即真正自然界在臺灣的雨量特徵，並未在這僅使用短短二、三十年之雨量紀錄中被忠實
完整考慮。用二、三十年的數據，要外推出百年的防洪標準，自然容易有誤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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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各季節所含月份累加之 TRI-mex，依序為 (a) 全年 (YEAR)、(b) 冬季 (11-1 月，NDJ)、(c) 春季 (2-4 月，
FMA)、(d) 梅雨季 (5-6 月，MJ) 與 (e) 夏季 (7-8 月，JA) 以及 (f) 秋季 (9-10 月，SO)。黑色為 TRI-mex，
灰色為 TRI-m，細線為每月數據，粗線為 21 年滑動平均。1895 年之前的年代以淺灰色陰影，強調此清代數
據因站數過少，僅供參考用。

圖 11 臺灣各季節的雨量年際與年代際變化
Fig. 11. The interannual and inter-decadal variations of the Taiwan rainfall in various seasons.

圖 11 中的全年雨量指數分析已經告訴我們，臺灣在日本時代中後期到戰後初期本就經歷過一段雨
量豐沛時期，因此如今雨量的增加，從科學上的數據分析並不意外，也無法完全歸咎是全球暖化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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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為了分析造成這樣雨量長期變化的原因，在科學的分析上便需要依照氣候的特性，以自然季節
的區分方式來探討才能找出根源。我們先將做過二十一年滑動平均的 TRI-m 與 TRI-mex 全年變化，以
及各自然季節 TRI-mex 指數，一起繪製於圖 12 中。以年總量來看，兩種不同氣候值基底所做成的指
數，均呈現類似的變遷趨勢，也就是 1960-1990 年雨量較少，日本時代中後期與戰後初期 (1920 年至
戰後 1960 年間) 雨量較高，而 TRI-mex 更顯示出雨量在 2000 年後又開始增加的特徵。至於各季節的
變化，冬季 (NDJ) 的雨量較少，春雨 (FMA) 與秋雨 (SO) 的年代際趨勢竟有相反的特徵，梅雨 (MJ)
與夏季前期 (JA) 是主要降雨季節。以下便依照各自然季節的特徵，探討影響臺灣雨量長期變化的幾
個可能因素。

說明：圖中上半部的粗黑線為 TRI-mex，粗灰線為 TRI-m 所分別算出的年平均年代際變化。下半部
細線中，各線條分別為 11-1 月 (NDJ)、2-4 月 (FMA)、5-6 月 (MJ)、7-8 月 (JA) 以及 9-10
月 (SO)，依各季節所含月份累加之 TRI-mex 數值，呈現各季節的年代際變化。以上各線均為
21 年滑動平均，兩側所標之數值為 TRI 指數的大小；橫軸為年。

圖 12 TRI-mex 滑動平均所呈現的各自然季節年代際變化
Fig. 12. The decadal variations of each natural season based on the TRI-mex.

90

臺灣冬季的降雨多偏重在北部，1980 年代後期北部平地降雨增加的趨勢，在 Hung and Kao (2010)
文中表示，可能是因為全球暖化之影響，導致南海之海表面溫度與對流層低層水汽 (如絕對濕度) 增
加，再加上華南地區南風異常增強 (由於東亞冬季季風之減弱)，進而提供東移鋒面更多的水汽來發展
其雲雨帶，故北臺灣平地地區在 1980 年代後，其冬季雨量急劇增加。但另一方面，因東亞冬季季風環
流在近幾十年間減弱，導致臺灣北部山區冬季雨量並無明顯變化，與平地的狀況不同。類似這樣的臺
灣冬雨長期變化，並未在圖 11 與圖 12 中呈現，因為此處的 TRI 指數是全島加總調製的數據，僅見於
北部平地區域的降雨增加現象便不明顯。不過，冬季在臺灣中南部本就屬乾季，故指數計算上可以看
出，11 至 1 月的總量幾乎佔不到全年總雨量的 10%。由此也可知，臺灣地區年雨量長期變化趨勢的主
導因素，顯然不是冬季降雨所造成。
在春雨方面，Hung, Hsu, and Lu (2004) 運用少數氣象局測站，已經分析出臺灣的春雨年代際變化
與太平洋上的北太平洋年代際震盪 (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s ，簡稱 PDO，Mantua et al. 1997 與 Zhang,
Wallace, and Battisti 1997) 有著非常顯著的相關。若我們將圖 11 中春雨季節 (2 到 4 月份) 的 TRI-mex
指數 21 年滑動平均與 PDO 指數 (數據來源為http://jisao.washington.edu/pdo/PDO.latest) 繪製在一起
(圖 13a)，便可看出兩者間極佳的正相關。因為，過去一百多年來，PDO 的二次高值與低值，正好與
臺灣春雨的豐沛期與少雨期相互對應，特別是 2000 年後，PDO 轉入負相位，臺灣地區也有進入「弱
春雨」之傾向，TRI 指數很清楚地呈現了這個臺灣春雨的長期變化趨勢。

7

說明：(a) 黑線為 2-4 月 (FMA) 累加之 TRI-mex，細灰線是 9-10 月 (SO) 累加之 TRI-mex，粗灰線淺是 PDO 指數。
(b) 黑線為 5-8 月 (MJJA) 累加之 TRI-mex，灰折線為全球溫度距平，灰虛線為全球溫度距平之趨勢線，深
灰線為全球溫度距平 (灰折線) 減去趨勢線 (灰虛線) 之值。上述各線的計算，均先經過 21 年滑動平均處理。

圖 13 各季節 TRI-mex 與 PDO、全球溫度之年代際變化
Fig. 13. The decadal variations of TRI-mex, PDO, and global temperature in each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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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Hung, Hsu, and Lu (2004) 指出，PDO 在北太平洋的變化與赤道地區海溫變化是類似但相反，
因此當 PDO 指數是正相位時，北太平洋海溫較冷，但熱帶中到東太平洋較暖。這個較暖的海溫，會在
菲律賓海造成海平面氣壓的正距平反應，而此氣壓正距平在菲律賓海地區的西部邊緣，帶來西南向的
距平風場，加深臺灣地區春季的槽線，因而造成臺灣春雨較強之現象。而有趣的是，若我們將九月與
十月所謂「颱風季後期」單獨從七到十月的颱風季中抽離，卻可看出臺灣九月與十月的降雨年代際變
化，剛好與 PDO 呈現清楚的負相關。依照初步的分析結果顯示，這也與 PDO 的相位有關，只不過上
述對應 PDO 變化於春季在菲律賓海造成海平面氣壓正距平，在秋季時正好完全落在臺灣地區，因此其
影響並非加深槽線，而是讓這整個區域的颱風或熱帶低壓減少，因而造成臺灣秋季降雨減少的年代際
變化。這部分的分析，因為牽涉到更多氣候數據的整理，與物理現象的探討，故將以另文詳述。不過，
以臺灣春雨與秋雨的總量來看，大約佔全年降雨量之 20%至 30%，但年代際變化上竟有相反的趨勢 (春
雨多秋雨就少，春雨少秋雨就多)，且都與 PDO 有關，因此一加一減的結果，對於臺灣整體年降雨量
的貢獻便相對較小，整個年雨量的長期變化，就要依賴梅雨季與颱風季前期的貢獻。
臺灣梅雨 (五、六月) 與颱風季前期 (七、八月) 於圖 11 與圖 12 中，均呈現在 1940 年代有一最
高的年代際變化；比較不同的是，在颱風季前期的七、八月，於 2000 年後也開始再度增加。這也再次
提醒臺灣氣候變遷的研究，若只看 1950 或 1960 年代後的夏季降雨變化，很容易會得出「因受全球暖
化影響，而在 2000 年後夏季降雨或颱風降雨增加」的結論，而忽略了在 1930-1940 年代間臺灣曾有過
的夏季多雨年代；而重要的是，當時並未有如此劇烈的全球暖化現象。
儘管如此，臺灣的五至八月降雨年代際變化，卻與全球的氣溫變化有著類似的起落相關。若我們
將五至八月的 TRI-mex 指數，與全球地表溫度 (資料來源為：HadCRUT3 之 Best estimate temperature
anomalies, Brohan et al. 2006) 一起呈現 (圖 13b)，可見 1940 年代與 1980 年代後的雨量高值，與全球
溫度的起落狀況相似，唯一的差異是，全球溫度的起伏變化還有一個持續不斷上升的增加，是 IPCC
第四次報告 (IPCC 2007) 裡稱為人類影響 (溫室氣體排放為主) 的「趨勢」
。若我們用簡單的線性回歸
去掉這個「趨勢」
，全球地表溫度的年代際變化便與臺灣五至八月的雨量年代際變化非常相似。這樣的
結果，隱約透露一路往上爬的全球暖化並非影響臺灣地區五至八月降雨的主因，反而是去掉這個趨勢
後，全球溫度的年代際起伏變化，才是影響的關鍵。而這連結中的物理機制，則有待更進一步的分析。
對於臺灣地區夏季降雨受到颱風的影響程度，洪致文 (2009) 曾計算出，在七到十月的颱風季當
中，絕大部分豪雨事件都跟颱風有關。從氣候平均的觀點來看，這四個月的總雨量，有 43.2%來自於
跟颱風相關的降雨，然而這樣大量的雨水，氣候平均上來看卻全集中在颱風侵襲過程中的十四天裡。
若把這颱風貢獻的雨量，再加上颱風離去後二天所夾帶與引進的西南氣流雨量，整個跟颱風相關的降
雨便可達到 52.3%，超過整個季節總雨量的一半。因此，探討颱風季降雨的特徵，除了圖 12 與圖 13b
以月尺度來看外，也可以用 TRI-d 或 TRI-dex 指數來探討臺灣地區的降雨極端事件。
不過，因為 TRI 指數是以臺灣地區非常多測站的總和整體一致來看，故局部地區的小規模極端降
雨事件，便不會呈現在指數的訊號當中，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然而，以 1897-2010 年間，TRI-dex
指數前 1%強度的強降雨事件分析，可以看出 55.4％與颱風有關，45.6％與颱風無關。此處的「與颱風
有關或無關」
，僅簡單以中央氣象局所整理的《百年侵臺颱風路徑圖集》(謝信良等 1998) 內有編號的
颱風，佐以近年來登錄於「臺灣颱風分析與預報輔助系統侵臺颱風分析資料庫系統」內的颱風作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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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依據。因此若要深究此一問題，還必須以更精確的颱風位置，確認「何為與颱風有關」的科學定義，
才能嚴謹地探討此一課題。不過，僅以初步資料分析這些前 1%極端降雨事件的分布月份 (圖 14a)，卻
可清楚看出與颱風無關的強降雨事件幾乎都是發生在六月，顯示梅雨季後期的六月，是非颱風所造成
之強降雨的好發月份；至於與颱風有關的個案，則不意外地集中在七至九月間。而更進一步分析這些
強降雨事件的分布年代 (圖 14b)，可見其 1930-1960 年代較多，1960-1990 年間較少，近十年又增加，
類似於先前 TRI-m 與 TRI-mex 指數的狀況。而這些前 1%的極端事件中，若區分成與颱風有關及無關
兩類 (圖 14c)，可以看見 1930-1960 年代較多的趨勢，是兩類的降雨都增加，但近十年極端強降雨的
變多，則與颱風所造成的個案有關。然而，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早期因為觀測資料較為不足，有可能
是臺灣周邊有颱風，引進西南氣流造成強降雨，但因颱風未登陸，故不在氣象局的百年颱風資料庫內。
類似的狀況，依照目前初步分析，確實是存在於 1945 年之前的記錄中。因此，1930-1960 年代颱風引
起之極端降雨個案是否被低估，而被算進非颱風降雨類別內，則是需要更進一步仔細分析才能獲致結
論。

結

語

臺灣降雨指數 (Taiwan Rainfall Index，簡稱 TRI) 的建立，是臺灣超過一百二十年的氣象科學觀測
史上，首度整合最多降雨資料所彙整成的最長雨量數據，以類似國際上著名印度季風降雨指數方式，
提供研究者一個方便處理且具有區域降雨特色的雨量觀測數據。TRI 指數保留了雨量只有正值而無負
值的基本統計特性，讓使用者可以視其需要處理距平問題；而為了因應不同目的，本研究也設計出四
種指數提供使用者選擇。以日資料與月資料分別處理成的 TRI-d 與 TRI-m，是以較嚴苛的數據長度條
件篩選測站後，加以計算出的指數 (起迄時間為 1901-2000 年)；至於 TRI-dex 與 TRI-mex，則是以較
寬鬆的資料長度條件篩選後，納入清代資料與近年的觀測數據，將臺灣降雨紀錄往前與往後延伸，所
計算出的臺灣長期日與月降雨指數 (目前起迄時間為 1885-2010 年)。依照上述方法所計算出的各類 TRI
指數，可作為臺灣整體一致降雨狀況的指標，可以應用在各領域的研究中，當然也包含了科學性議題
的探討。
以臺灣雨量的長期變化而言，TRI 指數計算最重要的貢獻，是確認了過去一百多年臺灣整體年總
雨量的變化，大致呈現 1960-1990 年雨量較少，日本時代中後期 (1920 年至戰後 1960 年間) 雨量較高，
1990 年代中期後 (特別是 2000 年後) 又開始明顯增加的變化。這樣的長期變化趨勢，除了呈現在年總
值上，也出現在極端降雨的個案發生年代上。TRI 雨量指數的分析，可以提供過去被忽略的一些現象，
提供政府相關單位參考。例如，水利單位的防洪設計，常僅使用最近二、三十年之雨量記錄來計算，
對於近十幾年來臺灣地區一再出現的豪大雨災難事件，統計上往往將其視作是氣候變遷下人們難以掌
握的離群值。但事實是，這些所謂的離群值出現頻仍，歷史上也發生過，因此從統計上的盲點來看，
亦即真正自然界在臺灣的雨量特徵，並未在這僅使用短短二、三十年之雨量記錄中被忠實完整考慮。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戰後臺灣在 1960-1990 年間的雨量相對較少，故當 2000 年後雨量開始增加時，以
戰後少雨期所認知的土地利用、河川地開發、堤防建設、水資源管理等，都很容易在進入多雨年代後
出現顯著影響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日本時代多雨期未被開發的滯洪用地、河川地，因為戰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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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少雨期的安逸狀態，讓臺灣民眾與政府失去防洪與自然威脅的警覺態度，因而在 2000 年後多雨
期來臨時，不該開發的用地已經開發的狀況下，只好重新面對大自然的考驗。

說明：(a) TRI-dex 前 1%強之極端個案的月份分布，黑色為與颱風有關之個案，灰色為與
颱風無關之個案。(b) TRI-dex 前 1%強之極端個案的年代分布。(c) TRI-dex 前 1%
強之極端個案的年代分布，區分為黑色為與颱風有關之個案，灰色為與颱風無關之
個案。

圖 14 以 TRI-dex 指數分析 1897-2010 年間前 1%強降雨的特徵
Fig. 1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1% extreme cases from TRI-dex during 189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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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 TRI 指數，也簡單分析各自然季節的長期趨勢狀況。春雨 (二至四月) 與秋季 (九月
與十月) 降雨變化，與太平洋上的 PDO 有高度關連，且春雨與秋雨正好是負相關；故長期來看，春雨
多秋雨少，秋雨多春雨少，對於年總雨量長期變化的貢獻不大，主要的關鍵反而是落在梅雨季 (五月
與六月) 與颱風季前期 (七月與八月)。這五至八月的降雨長期年代際變化，與全球地表溫度去掉百年
線性成長趨勢後的年代際變化相當類似。這樣的結果，隱約透露一路往上爬的全球暖化並非影響臺灣
地區五至八月降雨的主因，反而是去掉這個趨勢後，全球溫度的年代際起伏變化，才是影響的關鍵。
而這連結中的物理機制，則有待更進一步的分析。
此外，應用日尺度的 TRI-dex 指數，我們也初步看出，1897-2010 年間指數前 1%強度的強降雨事
件中，55.4％與颱風有關，45.6％與颱風無關。而這些前 1%極端降雨事件的分布月份，與颱風無關的
強降雨事件幾乎都是發生在六月，顯示梅雨季後期的六月，是非颱風所造成之強降雨的好發月份；至
於與颱風有關的個案，則不意外地集中在七至九月間。
TRI 指數的建立，是臺灣氣象史上第一次運用最多與最長雨量測站資料，所整合成的臺灣降雨氣
象數據，可以提供科學界與各種文史研究者加以使用。未來，指數的設計，還可以依照區域的特色，
區分成不同類型來對應相關的研究，例如嘉南平原的農業區、海拔較高的高山區域，或者東北季風迎
風面區域…等。本研究所提供的 TRI-d 與 TRI-m 指數，是完整描述臺灣二十世紀降雨狀態的數據，未
來不會繼續更新，但 TRI-dex 與 TRI-mex 指數，則可在增加新的觀測數據後，重新整理持續增長。期
待這樣的指數建立，能拉近國內氣象界與文史研究者間的距離，進而釐清臺灣近代百年來，可能與降
雨有關所衍生出的各類人文社經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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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CCIP 為國科會推動之「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Project) 之簡稱。本計畫產出之 TRI 數據，可於以下的網址中申請下載：
http://tccip.ncdr.nat.gov.tw/NCDR/main/usage.aspx。
2. 這 51 個單位來源分別是：臺灣糖業公司 (294 站)、經濟部水利署 (251 站)、嘉南農田水利會 (96
站)、臺灣電力公司 (94 站)、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67 站)、雲林農田水利會 (57 站)、彰化農田水
利會 (33 站)、菸酒公賣局 (22 站)、桃園農田水利會 (21 站)、臺灣電力 (19l 站)、臺灣製鹽總廠 (18
站)、高雄農田水利會 (17 站)、農業改良場 (17 站)、行政院農委會糧食局 (15 站)、行政院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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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試驗所 (14 站)、屏東農田水利會 (14 站)、苗栗農田水利會 (13 站)、臺中農田水利會 (13 站)、
行政院退輔會 (10 站)、宜蘭農田水利會 (10 站)、臺東農田水利會 (10 站)、臺鳳公司 (9 站)、南
投農田水利會 (8 站)、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7 站)、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7 站)、臺灣大學 (7
站)、石門農田水利會 (6 站)、茶業改良場 (6 站)、高速公路局 (6 站)、花蓮農田水利會 (5 站)、
新竹農田水利會 (5 站)、土地銀行 (3 站)、行政院農委會 (3 站)、畜產試驗所 (3 站)、中興大學 (2
站)、水產試驗所 (2 站)、屏東科技大學 (2 站)、中央大學 (1 站)、水利署 (1 站)、臺灣糖業 (1 站)、
竹林國小 (1 站)、竹南農田水利會 (1 站)、自來水公司 (1 站)、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1 站)、亞洲蔬
菜研究發展中心 (1 站)、青果運銷合作社 (1 站)、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1 站)、彰化師大 (1
站)、臺中港務局 (1 站)、臺灣鹼業公司 (1 站)、瑠公農田水利會 (1 站)。以上站名完全取自水利
署與氣象局之數據資料庫內用語，故部分單位並未以全銜表示，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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