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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aper

Applying the item on typhoon warning report to predict the
change of visitor population in tourism destination
Ching Li 1

Ping-Feng Hsia 1,*

SuHwan Kim 1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hoon and the change of visitor population. Taipingshan National Forest Recreation Area was chosen
as a subject.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public open data of Typhoon Warning Report and Tourism Yearly
Statistics Report. The analysis conducted discriminant analysis using the data during 2003-2012. The result
showed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typhoon intensity and monthly cumulative number on change of visitor
populat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tourism destination manager could apply the typhoon warning report as
preparation for the impact of typhoon.
【Key words】public open data, typhoon warning report, tourism destination manage, visitor population

研究報告

颱風警報發布項目與旅遊目的地遊客數量變化影響之研究
李晶

1

夏秉楓

1,*

金修煥

1

【摘要】研究目的在於了解不同的颱風特徵情形，對於遊客數量變化上的影響。研究選定太平山國
家森林遊樂區為探討的案例，從中央氣象局以及交通部觀光局提供的颱風警報資料以及遊客人數統
計，擷取2003到2012年的相關資料，進行區別分析。研究結果發現颱風強度以及數量對遊客數量變
化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且遊客數量變化會依據不同的颱風類型，呈現不同的變化情形。對於學術研
究上建議在探討颱風對遊客數量變化時，應將強度、數量以及雨量等相關情形納入考量，而颱風警
報單應補充有關雨量的預測資料。在實務應用上發現旅遊目的地的營運管理，可以運用中央氣象局
發布的颱風警報資訊，做為旅遊目的地在因應颱風來襲時事先做好準備與規劃的工具。
【關鍵詞】政府公開資料、颱風警報單、旅遊目的地管理、遊客數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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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颱風的強度以及

土石流現象（陳亦君，2004），其所伴隨著豪

發生頻率增加，造成各地的災害與損失越來越

大雨事件的增加，導致水災與土石流等災害事

嚴重（周仲島，2008）。尤其2009年莫拉克颱

件頻傳（交通部中央氣象局，2009；陳雲蘭，

風讓臺灣遭受到嚴重的風災，讓臺灣的人民與

2008；童慶斌、林嘉佑，2008；Environmental

政府不得不正視颱風帶來的威脅（行政院莫拉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2009）。在颱風環流

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09；Glaesser,

範圍、水氣供應條件以及地形的影響下，颱風

2006）。因此，對於颱風的預防以及災害回復

是臺灣一項重要致災的天氣事件（邱祈榮等，

必須受到重視。中央氣象局提供了許多對天氣

2013），從過去颱風強度變化分析來看，颱

以及氣候的預報、觀測以及監測資料，同時也

風造成極端天氣事件的強度和頻率越來越高

包括了對於颱風發生的警報資料，實為相關研

（吳宜昭等，2010；張伯宇，2011；Tu et al.,

究以及實務業者良好的公開資料來源（交通部

2009），近年間（1985-2009）臺灣每年平均

中央氣象局，2014a）。臺灣每年受到颱風的

的氣象災害直接損失高達163億元臺幣以上，

侵襲造成重大的災害與經濟損失，做好颱風災

颱風（87%）與豪雨（10%）為主要原因（陳

害預防與應變之能力十分重要。因此，本研究

正改，2011）。颱風所誘發的水土災害、風

以探討旅遊目的地遊客數量為範疇，目的在研

災、崩山、暴潮皆為颱風造成氣象災害損失的

究颱風對於遊客數量變化上的影響。運用颱風

因素（陳正改，2011；張伯宇，2011）。

監測所提供之風速、路徑、影響範圍以及發生

近年在太平洋海域形成的颱風數量以及侵

時間，來檢視颱風與旅遊目的地對於遊客數量

襲臺灣的颱風數量沒有明顯的增加，但是在實

的影響情形。

質貨幣的損失上，2003年約為31.5億、2004年

(一) 臺灣颱風之歷史資料以及變化趨勢

約為61.1億，到了2009年則高達488億、2010

颱風是臺灣最具破壞力的氣象災害，重

年則為139億，貨幣損失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大颱風事件常伴隨強風豪雨，易導致人員傷

從歷年侵臺的颱風損失來看，過去颱風對臺灣

亡、與建築物、公共設施與產業損失，莫拉克

帶來的災害損失大規模的是為十億，小規模的

颱風造成觀光產業硬體設施的損失即達新臺幣

則在幾千萬，但是近年的颱風所帶來的災害損

21.823億元（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

失，大規模損失高達百億，小規模的災害損

委員會，2009）。侵臺颱風的風速達七級以

失則在千萬元以內，產生極端的差異（表1）

上，臺灣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即會發布颱風警

（王世堅，2011）。

報，主要時間集中在7月至9月（交通部中央

(二) 颱風與遊客人數的關係

氣象局，2011）。依統計2000年以後每年平均

影響遊客人數的因素有許多，包括交通、

侵臺的颱風個數由3.3個增加至5.7個，其中輕

天氣狀況、經濟條件以及休假日數，其中天氣

颱的比重下降，而中度與強度颱風的個數明顯

狀況的影響漸受重視（邱祈榮等，2013）。旅

增加（林嘉琪，2011），極端降雨颱風發生的

遊目的地的旅遊天氣條件會影響到遊客的旅

頻率與降雨的強度都有增加的趨勢（周仲島，

遊意願（Gössling & Hall, 2006），遊客將享

2008）。

受好天氣視為重要的旅遊動機（Kozak et al.,

臺灣地處歐亞大陸與太平洋的交界處，且

2007），戶外遊憩活動與觀光常常也囿於天氣

位於副熱帶季風區，因此呈現出複雜且多變的

條件的配合才能成行，例如賞櫻、滑雪（邱祈

天氣情形，加上臺灣地形陡峭，更增加了天氣

榮等，2013）。此外，天氣事件的發生亦有可

的變化情形（陳正改，2011）。受到地形的影

能影響到旅遊目的地的營運，進而影響到旅客

響，颱風夾帶的豪雨依路徑常造成島內淹水與

前往旅遊目的地的可及性與可看性。臺灣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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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歷年颱風生成與損失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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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旅遊目的地多位於山區，交通與天氣狀況

就會產生災害衝擊，即遊客人數與累積雨量成

成為影響遊客數量的重要原因（邱祈榮等，

反比，意即當累積雨量越高，遊客人數逐漸遞

2013）。其中，颱風是對於遊客人數威脅性最

減之狀況（李雅芬、紀雲曜，2012）。而在天

大的極端天氣事件。從自然災害對旅遊目的地

然災害對臺灣森林遊樂區遊客人數影響的研究

遊客人數衝擊評估之研究中發現，颱風災害對

中指出，颱風會造成森林遊樂區的遊客人數大

阿里山遊憩區遊客人數的衝擊量成正比，反應

幅度減少，尤其以中部地區的森林遊樂區降幅

在其累積雨量上，當累積雨量達500mm以上，

為大（邱祈榮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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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颱風對於旅遊目的地之影響

（內政部消防署，2013；陳雅文等，2011）。

旅遊目的地的氣候條件在遊客的觀光決

因此，政府擬定了各項災害防治措施以減輕天

策過程中，取決於旅遊目的地絕對性或相對性

然災害所帶來的損失（立法院，2012）。每

的天氣特徵，也就是說氣候或天氣條件對於

年侵襲臺灣的天然災害，颱風高居第一，佔

選擇旅遊目的地是重要的影響指標（Curtis et

有七成，並且帶來上百億的損失（王世堅，

al., 2011）。當氣候條件或天氣特徵對觀光具

2011），由此可見，颱風災害的防範非常重

有威脅性時，氣候和天氣就是影響旅遊計畫之

要。

重要因素（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颱風災害的防範，來自於政府的防災應

2014）。颱風夾帶強風與豪雨，造成許多嚴重

變能力、民眾的防災意識以及對於颱風的即時

的災害，強風吹倒房屋、招牌、大樹，間接

監控與事先準備，以降低颱風可能帶來的傷

造成人員傷害，豪雨引發山洪、淹水、道路

害。內政部消防署製作防颱宣導網站、摺頁，

房屋沖毀，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活動情形（交通

提醒民眾在颱風來臨前、中、後皆應做好應變

部中央氣象局，2014b），這些水土災害造成

措施，提高民眾的防災意識，期能降低颱風災

道路中斷，所帶來的影響明顯地反映在遊客人

害所帶來的衝擊（內政部消防署，2014）。中

數的波動上（邱祈榮等，2013）。2009年莫拉

央政府與各級地方單位依據行政院頒布之中央

克颱風帶來大量降雨，造成中南部與臺東洪水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成立防災整備與應變

與土砂災害，多個村莊被洪水淹沒、撤村，鐵

中心，加強防災避難規劃與訓練，以及提升

路、省道路基流失，使得許多林務局所轄之國

社會防災能力之應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家森林遊樂區聯外道路嚴重受創，奧萬大、阿

2014）。中央氣象局亦對降雨、大氣等氣象狀

里山、藤枝、雙流、知本及向陽6處森林遊樂

況進行監測，以便在颱風形成之初即發布天氣

區因而關園（林務局，2009），而藤枝國家森

警特報提醒民眾做好防災準備（交通部中央氣

林遊樂區以及向陽國家森林遊樂區因設施受

象局，2014c）。

損，至今仍關園中（臺東林區管理處，2014；

(五) 政府公開資料庫之應用

Taiwan-The Heart of Asia, 2014）。2010年梅姬

本研究主要使用兩個政府公開資料庫，包

颱風雖未登陸臺灣，東北季風帶來的共伴效

括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的颱風歷史資料庫，以及

應，造成臺灣東北部地區豪大雨情形（陳禮

交通部觀光局的觀光統計年報。

仁，2011），豪大雨對遊客安全造成威脅，亦

1.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單資料

容易造成山區土質鬆軟導致道路坍方，因此太

颱風警報單取自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中防

平山、觀霧、藤枝、墾丁、知本、向陽等6處

災氣象的颱風資料庫，此資料庫內容包括歷

國家森林遊樂區，以及烏來台車停駛也因而暫

年颱風列表、有發佈颱風警報列表、雨量統

時關閉（花蓮林區管理處，2010）。

計以及風速統計查詢（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四) 颱風防災的重要性與內涵

2014d）。研究主要使用颱風警報單資料進

臺灣被列為世界上最容易受到天氣災害

行分析，在此統一取用颱風警報單第一報資

的地區之一，由單一天氣事件衍生成複合性的

料，發布時機為預測颱風七級暴風範圍24小

災害屢見不鮮，近年來氣候變遷更增加了氣象

時內會侵襲臺灣、金門或馬祖100公里以內

預測與預防的困難性（蔡孟涵等，2013）。從

的海域，以作為旅遊目的地經營者規劃未來

消防統計年報發現歷年來臺灣地區天然災害所

24小時可以做的因應措施，以及接下來三個

造成的損失，天然災害不僅造成人員傷亡、建

月可能的人數變化情形。颱風警報單的內容

物倒榻，也造成經濟與社會成本上重大的損失

包含颱風強度及命名、中心氣壓、中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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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暴風半徑、預測速度及方向、近中心最

颱風天氣事件的發生進行監測，並建立了颱

大風速、瞬間之最大陣風、預測位置、颱風

風警報資料以及防災應變措施系統，將颱風

動能以及警戒區城及事項，各項分類內容說

特徵資訊提供給大眾了解與使用。對於旅遊

明如下。

目的地而言，颱風影響遊客人數的變化，也

(1) 颱風強度及命名：颱風之國際命名以及中
文名稱、颱風強度。
(2) 中心位置：預報當時颱風經緯度以及在海
面上的位置。
(3) 暴風半徑：七級暴風半徑的公里數與十級
風暴風半徑的公里數。

影響旅遊目的地的經營管理。由此可見，颱
風災害防範的準備，對政府、旅遊目的地管
理人員到遊客都十分重要。因此，如何運用
政府所提供的颱風監測資料，進行旅遊目的
地遊客數量變化之應變與管理，是本研究主
要探討的內容。

(4) 預測速度及方向：預測颱風的行進速度與
方向。
(5) 近中心最大速度、瞬間之最大陣風：每秒
公尺速度以及相對應之風速等級。
(6) 預測位置：發布警報當時颱風中心位置的
北緯與東經，以及與臺灣相對應之距離。
(7) 颱風動態：根據最新海上觀察資料提供現
在的位置與預測的移動距離及強度。

二、方法
研究以區別分析，採用逐步回歸模式的
方式進行。區別分析是為依據一組自變項的特
徵，將資料分類到互斥組別的一種分析技術；
自變項需為一組連續變項，而依變項則為類別
變項，且每個類別都需清楚且明確的定義過，
以達到將資料分類到已知組別的目的（邱皓

(8) 警戒區域及事項：提供颱風接近及鄰近區

政，2005；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採用逐

域與豪雨特報及海上活動的注意條款、管

步回歸模式目的在於選擇最能反映每個類別差

理辦法、活動範圍。

異的變數子集，以建立判別函數的方式，且能

2. 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資料

有效地進行分類直到所有可能的類別都被評估

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資料取

出來（Tabachnick & Fidell, 2007）。本研究將

自交通部觀光局的觀光統計年報，觀光局每

人數變化進行三個月的觀察，並區分為五種不

年按不同項目對旅客進行人數統計以及其他

同變化的形式，這樣的變化並非線性的改變，

資料統計，主要分為三大部分，一是來臺旅

且區分出來的形式為互斥的類別變數，使用區

客統計，二是中華民國國民出國情形統計，

別分析能夠將輸入的資料依據給定的自變項特

三是根據不同觀光地點進行遊客數量統計

徵值，有效地被分類。

（交通部觀光局，2014）。本研究針對臺灣

為進行颱風對遊客人數變化影響之探討，

旅遊目的地的遊客變化情形進行探討研究，

研究分析第一報颱風警報單的颱風資訊，對颱

主要採用「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

風特徵進行變數之編碼，包含警報發布星期、

月別統計」資料，其按時間別分類，內容為

距離月底日數、當月第幾個颱風、當月颱風

不同旅遊目的地在不同月分的人數統計，計

數、颱風強度級別、近中心最大風速（公尺/

畫擷取各年度資料，並將每年度的遊客數量

秒）、預測變化速度、10級暴風半徑以及瞬間

按月分別進行加總計算。

最大陣風（公尺/秒）。資料收集自交通部中

臺灣因為地形與地理位置，每年都受到

央氣象局颱風警報單資料，統計2003-2012年

颱風的侵襲，造成社會經濟的損失。近年侵

對臺灣造成重大影響的25個颱風之特徵情形；

襲臺灣的颱風變化情形日趨極端，並帶來重

以及交通部觀光局2003-2012太平山國家森林

大的經濟損失。臺灣中央氣象局長期以來對

遊樂區的遊客人數統計資料（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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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3-2012年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遊客人數統計資料
ڣٝ

1ִ

2ִ

3ִ

4ִ

5ִ

6ִ

7ִ

8ִ

9ִ

10 ִ

11 ִ

12 ִ

2003

13,675

35,866

17,257

14,928

10,994

15,856

48,831

44,938

2004

51,426

20,842

13,285

19,283

23,589

24,368

38,496

2005

22,402

32,529

19,695

20,902

15,167

19,281

2006

2,586

6,168

2,182

6,695

9,776

2007

16,753

45,667

17,369

28,338

2008

19,786

38,581

22,929

2009

50,919

22,039

2010

27,792

2011
2012

᜔ૠ

2,325

25,657

17,901

18,526 286,754

35,103

15,317

18,727

22,330

16,162 298,928

27,485

-

1,016

-

-

- 158,477

4,068

35,050

39,996

21,173

37,543

25,884

26,515 217,636

23,221

25,849

62,782

37,994

37,155

20,602

23,871

34,485 374,086

31,214

33,211

36,506

52,285

49,104

13,830

10,921

8,008

20,785 337,160

18,018

22,351

40,406

30,480

60,121

42,121

24,835

13,177

29,845

25,908 380,220

36,704

18,360

22,039

24,603

23,165

59,863

56,485

22,595

18,203

15,621

20,283 345,713

21,430

37,986

13,548

22,579

18,984

28,769

57,077

37,805

29,717

26,142

18,368

19,906 332,311

39,515

24,271

17,216

21,978

16,111

16,326

49,449

-

11,106

21,396

19,372

22,183 258,923

表3. 颱風特徵值簡表
Ꮘଅᐛ

ᐛଖᒤ

ᐛଖؓ݁

२խ່֨Օଅຒ

23~53 ֆ֡/ઞ

40.12 ֆ֡/ઞ

ᛳၴ່Օೄଅ

30~65 ֆ֡/ઞ

50.04 ֆ֡/ઞ

ቃྒྷ᧢֏ຒ৫

-6~7 ֆߺ/ழ

-0.32 ֆߺ/ழ

ᅝִᏈଅᑇ

1~2

ଡ

1.32

ଡ

2003~2012年侵襲臺灣的颱風特徵情

之一，有檜木原始林以及日本殖民時期林場的

形整理如表1，平均近中心最大風速為每

歷史遺跡，另外亦有溫泉、雲海等自然資源，

秒40.12m，最大到最小值的範圍是每秒

其遊憩資源屬於綜合型的國家森林遊樂區（李

23~53m；平均瞬間最大陣風為每秒50.04m，

晶等，2010；林務局，2015）。

最大到最小值的範圍是每秒30~65m；平均預

在遊客人數資料方面，研究從交通部觀

測變化速度為每小時-0.32km，最大到最小值

光局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月報擷取相關

的範圍是每小時-6~7km；平均當月颱風數為每

遊客人數資料，列出每個颱風發生當月、次月

月1.32個颱風，最大到最小值的範圍是每個月

以及下下月的遊客人數，並計算其標準差，作

1~2個颱風（表3）。

為觀察三個月人數變化情形之依據。研究將人

在此選擇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為探討

數變化定義為五個組別：（1）組一：人數持

之案例，距離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主要城

平；（2）組二：人數上升；（3）組三：人數

市為宜蘭市，約距離30km，主要的聯外交通

下降；（4）組四：人數先下降後上升；（5）

為客運，而從臺北火車站出發自行開車到太平

組五：人數先上升後持平（表4）。

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大約3小時的路程，屬於中
可及性的國家森林遊樂區；在主要特色資源方

三、結果與討論

面，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為昔日的三大林場

(一) 區別分析函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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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人數變化分組表
ิܑ

ᅝִԳᑇ
S.D.

ִڻԳᑇ
S.D.

ՀՀִԳᑇ
S.D.

ڣ

ִ

ഏᎾࡎټ

2012

7

SAOLA

-0.29

-0.41

-0.37

2012

8

HAIKUI

-0.41

-0.37

-0.42

2012

8

TEMBIN

-0.41

-0.37

-0.42

NANMADOL

-0.10

-0.07

MEGI

-0.07

-0.33

MORAKOT

-0.42

-0.45

2007 10

KROSA

-0.43

-0.34

-0.10 Կ ଡ ִ Գ ᑇ  ٵ ڇԫ
ଡᑑᄷ్၏փΔܒ
-0.23
ࡳԳᑇ᧢֏
-0.42 ؓ
-0.46

2006

KAEMI

-0.28

-0.49

-0.02

NOCKTEN

-0.37

-0.40

-0.25

2011 8
ΰ1α
ؓ 2010 10
ิ 2009 8
7

2004 10

ᎅࣔ

2010
ΰ2α
Ղ֒ 2006
ิ 2005

9

FANAPI

-1.35

-0.07

5

CHANCHU

-0.64

-0.08

7

HAITANG

-0.38

-0.12

-0.33 Կ ଡ ִ Գ ᑇ ऱ ᑑ ᄷ
్၏᧢֏Ղ
-0.28
֒ΔࡳܒԳᑇ᧢֏
0.75 Ղ֒Ζ

2008

9

SINLAKU

0.88

-0.40

-0.17

2008
ΰ3α
Հ૾ 2005
ิ 2007

9

JANGMI

0.88

-0.40

9

LONGWANG

0.75

-0.29

9

WIPHA

2.26

-0.43

2004

6

MINDULLE

2.92

-0.41

-0.17 Կ ଡ ִ Գ ᑇ ऱ ऱ ᑑ
ᄷ్၏᧢֏Հ
-0.35
૾ΔࡳܒԳᑇ᧢֏
-0.34 Հ૾
-0.08

2004

8

AERE

-0.08

-0.65

-0.37

KALMAEGI

-0.42

-0.56

FUNGWONG

-0.42

-0.56

NANMADOL

-0.25

-0.60

2003

8

DUJUAN

-0.25

-0.98

0.88 Կ ଡ ִ Գ ᑇ ऱ ऱ ᑑ
ᄷ్၏᧢֏٣
0.88
૾৵֒ΔࡳܒԳᑇ᧢
2.97 ֏٣૾৵֒
2.97

2007
ΰ5α
٣֒
2005
৵
ؓิ
2005

8

SEPAT

-0.53

2.26

-0.43 Կ ଡ ִ Գ ᑇ ऱ ऱ ᑑ

8

MATSA

-0.12

0.75

8

TALIM

-0.12

0.75

ΰ4α 2008 7
٣૾
2008 7
৵֒
ิ 2004 12

ᄷ్၏᧢֏٣
֒৵ؓΔࡳܒԳᑇ
-0.29 ᧢֏٣س৵૾
-0.29

ု ᑑᄷऱ్၏

註：標準差的級距：（a） S.D. ≦ -1；（b） -1 ≦ S.D. < -0.5；（c） -0.5 ≦ S.D. < 0；（d） S.D. = 0；（e）
5. 0 ≦ S.D. < 0.5；（f） 0.5 ≦ S.D. < 1；（g） 1 ≦ S.D.

經由典型區別函數分析，採用颱風四個特

與函數2的解釋變異量分別為62.4%與26.1%，

徵納入自變數計算，包括近中心最大風速、瞬

累積解釋變異量為88.5%，顯示函數1與函數2

間最大風速、預測變化速度以及當月颱風數。

對依變數的解釋能力高達八成（表5）。

以整體來看，函數1與函數2的典型相關、特徵

標準化係數係指變項的權重情形，而未

值與解釋變異量較高，較具區別力。而函數1

標準化係數則係指測量變項來預測區別函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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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係數。觀察颱風特徵標準化係數發現，函

間上則越短暫；當月颱風數顯示當月侵襲臺灣

數1中颱風特徵變項的影響力依序為瞬間最大

的颱風數量，當月颱風數越多，表示當月份經

陣風、預測變化速度、當月颱風數以及近中心

常遭受颱風侵襲，亦表示觀光目的地能夠回復

最大風速，其標準化係數依序為11.21、0.64、

的時間較短，連續遭受颱風的侵襲，累積的受

0.46以及0.23，由此可知瞬間最大陣風為影響

災情形較大。

函數1最主要的變數；函數2颱風特徵變項的影

(二) 區別函數對應分布情形

響力依序為瞬間最大陣風、當月颱風數、預測

由多個變項透過區別分析可以組成數個

變化速度以及近中心最大風速，其標準化係數

函數，在此取前兩個較具解釋力的函數。函數

依序為9.02、0.71、-0.04以及-0.11，可以看出

1的分數表示，數值越大瞬間最大風數越大；

除了瞬間最大陣風外，當月颱風數也是重要的

函數2的分數表示，數值越大當月颱風數越多

影響因素（表5）。

（表6）。

近中心最大風速與瞬間最大陣風均反映出

以函數1與函數2為雙向度繪出五組的分布

颱風強度，當近中心最大風速或瞬間最大陣風

圖，並分別呈現正負項分數的意涵為瞬間最大

越大，亦表示颱風強度越強；預測變化速度可

陣風以及當月颱風數，各組兩個向度之重心情

以判斷颱風多快會侵襲臺灣，預測變化速度越

形如圖1，分別說明如下。

快，表示颱風越快靠近臺灣，在防颱的準備時
表5. 標準化的典型區別函數係數與結構係數摘要
ࠤᑇ
ྒྷၦ᧢ႈ
ࠤᑇ 1
ᑑᄷ֏এᑇ
آᑑᄷ֏এᑇ
ྒྷၦ᧢ႈ
ᑑᄷ֏এᑇ
آᑑᄷ֏এᑇ
२խ່֨Օଅຒ
.02
२խ່֨Օଅຒ
0.23
ᛳၴ່Օೄଅ
1.22
ᛳၴ່Օೄଅ
11.21
ቃྒྷ᧢֏ຒ৫
.20
ቃྒྷ᧢֏ຒ৫
0.64
ᅝִᏈଅᑇ
.96
ᅝִᏈଅᑇ
0.46
ΰൄᑇα
-10.90
ΰൄᑇα
ࠢীઌᣂ
ࠢীઌᣂ
.75
ᐛଖ
ᐛଖ
1.31
ᇞᤩ᧢ฆၦ
ᇞᤩ᧢ฆၦ
62.4%

ࠤᑇ
ࠤᑇ 2
ᑑᄷ֏এᑇ
آᑑᄷ֏এᑇ
ᑑᄷ֏এᑇ
آᑑᄷ֏এᑇ
-.01
-0.11
9.02

.99

-0.04

-.01

0.71

1.48
-4.08

.59
.55
26.1%

表6. 各組組心的函數

Գᑇ᧢֏ิܑ
ࠤᑇ1Κᛳၴ່Օೄଅٻ৫
Գᑇ᧢֏ิܑ
ࠤᑇ Κᛳၴ່Օೄଅٻ৫
1.ؓิ
-0.22
ؓิ
2.Ղ֒ิ
0.39
Ղ֒ิ
3.Հ૾ิ
-0.35
Հ૾ิ
4.٣૾৵֒ิ
-1.01
٣૾৵֒ิ
5.٣֒৵ؓิ
2.55
٣֒৵ؓิ
ု آᑑᄷ֏ऱࠢীܑࠤᑇ
ܑ݁ؓิאᑇאףေ۷
註：未標準化的典型區別函數
以組別平均數加以評估

ࠤᑇ2ΚᅝִᏈଅᑇٻ৫
ࠤᑇ ΚᅝִᏈଅᑇٻ৫
-0.49
-0.93
0.05
0.98
0.68

林業研究季刊 37(1)：41-54, 2015

49

到颱風侵襲而遊客數量減少。

ࠤᑇ 2
ᅝִᏈଅᑇٻ৫

4. 先降後升組
發生在瞬間最大陣風最小，當月颱風數最

4.٣૾৵֒ิ
5.٣֒৵ؓิ

3.Հ૾ิ

多的情況。表示颱風強度雖然不大但持續受
到颱風侵襲，造成觀光目的地當月與次月的

ࠤᑇ 1
ᛳၴ່Օೄଅٻ৫

遊客數量下降，下下月因颱風強度不大能夠

1.ؓิ

快速回復受災情形使遊客數量回復水準之情
形。

2.Ղ֒ิ

5. 先升後持平組
ࠤᑇ

圖1.ྒྷၦ᧢ႈ
兩區別函數對應分布

ᑑᄷ֏এᑇ

1. 持平組

ࠤᑇ

發生在瞬間最大陣風最大，當月颱風數較多
آᑑᄷ֏এᑇ

२խ່֨Օଅຒ

آᑑᄷ֏এᑇ

颱風侵襲，卻沒有造成太大災害使得觀光目

ᛳၴ່Օೄଅ

發生在颱風的瞬間最大陣風在平均值左右，

的地當月遊客沒有劇烈變化，次月遊客因其

ቃྒྷ᧢֏ຒ৫

當月颱風數的較少情況。也就是說颱風強度
ᅝִᏈଅᑇ

帶來的侵襲在可掌握的程度內且颱風侵襲次
ΰൄᑇα

他影響因素上升而後回復的情形。
(三) 區別分析分類結果

數少，造成觀光目的地遊客人數沒有劇烈變
ࠢীઌᣂ

化之情形。
2. 上升組

ᑑᄷ֏এᑇ

的情況。也就是說颱風強度很大且持續受到

利用區別分析，將颱風特徵的變項數值分
別帶入此五組人數變化之分類函數中，可將受

ᐛଖ

到颱風影響之人數變化的情形予以預測分類，

ᇞᤩ᧢ฆၦ

發生在瞬間最大陣風較大，當月颱風數較少

分類結果列於表5，其中有持平組正確分類的

的情況。意指颱風強度大但颱風侵襲的數量

資料比例為44.4%；上升組正確率為66.7%；下

很少，造成觀光目的地遊客數量在當月或次

降組正確率為60.0%；先降後升組以及先升後

月沒有變化，下下月則因其他影響因素而上
持平組正確率為100%。整體而言，利用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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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分類正確率為68.0%（表7）。

3. 下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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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

發生在瞬間最大陣風在平均值左右，當月颱
Հ૾ิ

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研究提出三點

風數也在平均值的情況。表示颱風強度以及
٣૾৵֒ิ

進行討論，包括政府公開資料庫的使用、遊客

颱風數都在可掌握範圍，但當月颱風數量較
٣֒৵ؓิ

人數變化情形、以及颱風特徵情形與遊客人數

持平組與上升組多，造成觀光目的地持續受

變化的關係。

表7. 區別分析之分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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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公開資料庫的使用

影響觀光目的地遊客數量變化的主要因素是

在使用政府公開資料庫的時候發現，政府

颱風的強度與數量，顯示不同的颱風特徵對

所提供的統計資料在研究使用上有所侷限，

於遊客數量變化也會有不同的影響。

往往不能提供全面性符合的資料，在研究資
料的取用上有所不可抗力的限制。就颱風

四、結論

警報單資料而言，過去許多文獻對於颱風與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本研究結論，包括政府

遊客之間的探討，多從雨量上來反映，顯示

公開資料的使用以及颱風對旅遊目的地遊客人

出雨量是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李雅芬、季

數變化的影響之探討。

雲曜，2012），但是颱風警報單內並未提供

一、藉由政府公開資料的整合可提供遊憩區經

雨量的預測情形，這在旅遊目的地的準備與

營管理之參考，但政府公開資料庫在使用

預估上來看，也會有所不足。另外就觀光遊

上仍有強化的空間。

憩據點的遊客人數統計資料而言，在探討天

政府公開資料的使用很大的限制來自

氣事件帶來的影響有區位性的特徵（邱祈榮

由提供資料單位選擇提供甚麼樣的資料，

等，2013），因此探討不只是整體遊客數量

而並非符合使用者或是研究所需的相對應

的統計，還需要更進一步了解旅遊目的地的

資料內容。本研究主要使用了交通部中央

營運情形，例如開園日數的統計，對於同一

氣象局的颱風警報單資料，以及交通部觀

類型旅遊目的地的不同地區據點，才能有比

光局的遊客人數統計資料。在研究的過程

較的依據，因此建議在提供遊客數量的同時

中發現颱風警報單資料內容揭露了颱風相

應提供遊憩據點的開園天數統計情形。

關特徵目前的觀測情形，以及預測的動態

2. 遊客人數變化情形

情形，並提出可能影響地區之警告。然而

天氣狀況與事件影響著遊客人數，在臺灣

在多數的颱風與旅遊相關研究中，指出颱

颱風是最具威脅性的天氣事件，且對遊客人

風災害對遊客人數的衝擊反映在累積雨量

數產生衝擊。過去的研究將遊客數量計算出

上，許多颱風災情的發生也跟雨量有關，

單一數值，在進行天氣事件對其數值變動的

例如豪雨、淹水、山崩、土石流以及伴隨

探討（李雅芬、季雲曜，2012；邱祈榮等，

著村落道路的破壞。因此雨量是很重要影

2013）。但是在實務管理上，遊憩區管理者

響災情的依據，為有效提供給使用者應

在面臨天氣事件時，著重的是當下的影響以

用，颱風警報單資料應將雨量發生之預測

及後續影響情形，因此本研究採取觀察三個

情形納入颱風警報單的內容之中。

月的遊客人數變化情形來進行分析，將遊客

此外，本研究從颱風天氣事件來探討

人數變化定義為五種類型，藉由區別分析研

旅遊目的地的遊客量變化發現天氣事件往

究結果發現，從颱風警報單獲得的颱風資訊

往具有區位性，例如不同的颱風路徑，受

對未來遊客量變化的預測性可以達到68%之

到影響的遊憩據點也就有所不同。如要比

水準，顯示出遊客人數變化受到颱風的影響

較同一類型不同遊憩據點的旅遊目的地，

能夠有效地被分為五種類型。

必須有更多比較依據的考量，例如開園天

3. 颱風特徵情形與遊客人數變化的關係

數之相關營運情形。因此，遊憩據點之相

先前的研究未能針對颱風相關特徵進行探

關統計資料應提供遊憩據點開園天數統計

討，指出颱風災害對於遊客人數的影響反映

情形之相關營運資料。

在累積雨量上（李雅芬、季雲曜，2012），

二、颱風對於旅遊目的地遊客人數的變化影

而本研究針對颱風特徵進行分析，結果發現

響，不僅是直線下降的影響，受到不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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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的颱風侵襲，旅遊目的地遊客人數的變

Open Data 學術研討會的委員們以及與會先進

化有不同的曲線。

對本研究的指導和討論。

對於颱風與旅遊情形的相關研究經常
指出颱風會使旅遊目的地遊客人數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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