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莫拉克颱風災區聚落汛期間避災安置事宜討論會議莫拉克颱風災區聚落汛期間避災安置事宜討論會議

汛期間坡地坍滑、野溪土石流潛勢汛期間坡地坍滑 野溪土石流潛勢
風險情形及保全計畫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報告報告

11

9999年年33月月22日日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土石流災害管理策略土石流災害管理策略土石流災害管理策略土石流災害管理策略
軟體防災結合硬體減災：軟體防災結合硬體減災：強化土石流監強化土石流監
測及自主防災測及自主防災 配合野溪清疏及災後復配合野溪清疏及災後復測及自主防災測及自主防災，，配合野溪清疏及災後復配合野溪清疏及災後復
建建，，達成保育水土資源達成保育水土資源、、減免災害等主減免災害等主

超過硬體工程超過硬體工程
保護極限保護極限之之災災

要目標要目標。。

災害災害

硬體工程硬體工程
保護上限保護上限

災害災害
規模規模

害規模害規模

硬體硬體
災害災害
規模規模

《小規模《小規模災害機率災害機率 高高》》 《《大規模大規模災害機率災害機率 低低》》 軟體防災涵蓋面軟體防災涵蓋面

軟體

22

《小規模《小規模災害機率災害機率 高高》》 ＜災害發生的機率＜災害發生的機率 小＞小＞

(摘自日本地方再生戰略，2008)

《《大規模大規模災害機率災害機率 低低》》 軟體防災涵蓋面軟體防災涵蓋面
軟硬兼施軟硬兼施的防災策略的防災策略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坡地土石災害防災整備坡地土石災害防災整備坡地土石災害防災整備坡地土石災害防災整備

3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協助地方落實土石流防災整備協助地方落實土石流防災整備
召開土石流防災整備會議召開土石流防災整備會議

縣市層級：縣市層級：11月月1818日召開第日召開第11次、預計次、預計33、、44

協助地方落實土石流防災整備協助地方落實土石流防災整備

月召開第月召開第22、、33次次
鄉鎮層級：預計鄉鎮層級：預計44月底前完成月底前完成

保全對象清冊校核：保全對象清冊校核：34 48334 483人人
保全對象清冊校核保全對象清冊校核保全對象清冊校核保全對象清冊校核

保全對象清冊校核：保全對象清冊校核：34,48334,483人人
防災整備自主檢查：共防災整備自主檢查：共44大類，大類，105105項項
更新疏散避難計畫：更新疏散避難計畫：544544村里村里更新疏散避難計畫：更新疏散避難計畫：544544村里村里
土石流防災整備作業於土石流防災整備作業於44月底月底前完成前完成

防災整備自主檢查防災整備自主檢查防災整備自主檢查防災整備自主檢查

44防災整備會議防災整備會議防災整備會議防災整備會議 更新疏散避難計畫更新疏散避難計畫更新疏散避難計畫更新疏散避難計畫避難處所物資整備避難處所物資整備避難處所物資整備避難處所物資整備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災前整備災前整備
土石流防災疏散演練及宣導土石流防災疏散演練及宣導

補助縣市政府與鄉鎮公所，辦理區域性演練，及
2~3場大型示範演練
深入社區宣導避難處所、並發送土石流防災地圖
9999年度預計辦理土石流防災疏散演練年度預計辦理土石流防災疏散演練6363場及防災場及防災9999年度預計辦理土石流防災疏散演練年度預計辦理土石流防災疏散演練6363場及防災場及防災
宣導宣導192192場場，，於於嘉義嘉義、、台東縣台東縣舉行大型演練各舉行大型演練各11場場

55南投縣水里鄉上安村南投縣水里鄉上安村 台北縣平溪鄉嶺腳村台北縣平溪鄉嶺腳村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強化保全對象校核機制強化保全對象校核機制 即時更新即時更新
自動統計自動統計強化保全對象校核機制強化保全對象校核機制

線上更新線上更新，各級政府資料，各級政府資料同步同步

自動統計自動統計
印製報表印製報表
資料一致資料一致

避免因人員避免因人員離職離職，致資料遺失，致資料遺失
配合彩色航照圖及現調成果，明確劃配合彩色航照圖及現調成果，明確劃
定須疏散範圍 建立保全對象清冊定須疏散範圍 建立保全對象清冊定須疏散範圍，建立保全對象清冊定須疏散範圍，建立保全對象清冊

保全對象清冊線上編修保全對象清冊線上編修保全對象清冊線上編修保全對象清冊線上編修

66保全清冊統計分析保全清冊統計分析保全清冊統計分析保全清冊統計分析
各級防災單位管理平台管理平台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防災計畫研擬防災計畫研擬防災計畫研擬防災計畫研擬
以村里為單元研擬疏散避難計畫以村里為單元研擬疏散避難計畫

確定土石流影響範圍確定土石流影響範圍實施程序實施程序 目的 落實權責與分確定土石流影響範圍確定土石流影響範圍

調查保全對象調查保全對象

實施程序實施程序 目的：落實權責與分
工、由下而上建立疏
散避難SOP

土土
選定緊急聯絡人選定緊急聯絡人土石流防災

疏散避難作業規定

縣市縣市 土
石
流
防

土
石
流
防選定避難處所選定避難處所

疏散小組成員編組疏散小組成員編組93年12月23日訂定

鄉鎮鄉鎮
防
災
疏
散

防
災
疏
散疏散小組成員編組疏散小組成員編組

避難處所物資整備避難處所物資整備

93年12月23日訂定

98年10月6日修訂

村里村里

散
避
難
計

散
避
難
計

77
計畫撰寫與演練計畫撰寫與演練

計
畫
計
畫每年每年44月底防汛期前月底防汛期前

完成校核完成校核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坡地土石災害減災復建坡地土石災害減災復建坡地土石災害減災復建坡地土石災害減災復建

88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防災重點聚落防汛緊急處理防災重點聚落防汛緊急處理

防災重點聚落防汛緊急處理

選定選定8080區防災重點聚落區防災重點聚落((原住民部落原住民部落3737
區區))加速辦理防汛緊急處理加速辦理防汛緊急處理

1.1.防災重點聚落防汛緊急處理防災重點聚落防汛緊急處理

區區))加速辦理防汛緊急處理加速辦理防汛緊急處理

採用採用疏疏、、隔、攔隔、攔、、迴迴避避法，於汛期前辦法，於汛期前辦
理理簡易工程復建，簡易工程復建，並配合並配合非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進進
行災害基本控制行災害基本控制

縣市 原住民部落 非原住民部落 小計

行災害基本控制行災害基本控制

配合重建會劃定特定區域，安置災民配合重建會劃定特定區域，安置災民

南投縣 - 3 3
雲林縣 - 9 9
嘉義縣 6 13 19嘉義縣 6 13 19
台南縣 - 3 3
高雄縣 8 15 23
屏東縣 17 17

99

屏東縣 17 - 17
台東縣 6 - 6
合計 37 43 80 80處防災重點聚落分布圖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新發村15、16鄰崩塌地處理
及野溪治理災害復建工程

(預算經費7,800 仟元)

新發村15、16鄰崩塌地處理
及野溪治理災害復建工程

(預算經費7,800 仟元)

六龜鄉新發村新發4-23鄰聚落六龜鄉新發村新發4-23鄰聚落

河道、沖積扇清疏為主
聚落周邊安全導流聚落周邊安全導流

導流堤250m

河道、沖積扇清疏為主

防砂壩4座

新開山新開山新開山新開山

河道 沖積扇清疏為主
聚落周邊安全導流

導流堤200m
防洪牆240m

99年度新發村核定10
件工程經費95,418仟元 導流堤450m

新發村14鄰崩塌及野溪新發村14鄰崩塌及野溪

1010
新發國小新發國小

新發村14鄰崩塌及野溪
治理災害復建工程

(預算經費9,200仟元)

新發村14鄰崩塌及野溪
治理災害復建工程

(預算經費9,200仟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高縣DF003瑪雅溪整治構想高縣DF003瑪雅溪整治構想 高縣DF003瑪雅溪整治高縣DF003瑪雅溪整治

(預算經費25,000 仟元)(預算經費25,000 仟元)

上游連續壩3座

崩塌地處理
滯洪沉砂池

下游溪溝維護

緊急清疏完成

防護牆防護牆

緊急清疏完成

1111
下游溪溝整治(匯流口處)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重大土石災區復建專案控管

選定選定1818區區重大土石災區，以重大土石災區，以集水集水
區為單元區為單元，進行中長期復建規劃，進行中長期復建規劃
，加強災害防治及軟體防災。，加強災害防治及軟體防災。

縣市 重大土石災區 小計

南投縣
仁愛鄉眉溪、埔里鎮東埔野溪 3

，加強災害防治及軟體防災。，加強災害防治及軟體防災。

南投縣
國姓鄉九份二山

3

雲林縣古坑鄉華山溪 1

嘉義縣
阿里山鄉來吉村、中埔鄉中崙村澐
水溪 梅山鄉太和阿里山溪

3
水溪、梅山鄉太和阿里山溪

台南縣南化鄉羌黃坑、南化鄉關山亞美坑 2

六龜鄉興龍村、寶來溪、甲仙鄉和
高雄縣

六龜鄉興龍村 寶來溪 甲仙鄉和
南巷、杉林鄉火山橋、茂林鄉萬山
村、杉林鄉月眉農場

6

屏東縣來義鄉義林村、三地門鄉口社村 2

1212

屏東縣來義鄉義林村、三地門鄉口社村 2
台東縣大武鄉大鳥村 1

總計 18 18區重大土石災區分布圖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崩塌面積約5ha
土砂量12萬m3

高雄縣甲仙鄉西安村和南巷
災害復建工程執行情形

高雄縣甲仙鄉西安村和南巷
災害復建工程執行情形

土砂量12萬m

梳子壩2梳子壩2
H=8M 壩長25m

有砌石導流護堤有砌石導流護堤

已完成下游瓶頸段河道清疏已完成下游瓶頸段河道清疏(3 9(3 9萬方萬方))、、300m300m砌大塊石砌大塊石

梳子壩1
H=7M 壩長56m

有砌石導流護堤有砌石導流護堤
既既

已完成下游瓶頸段河道清疏已完成下游瓶頸段河道清疏(3.9(3.9萬方萬方)) 300m300m砌大塊石砌大塊石

導流堤保護和南巷社區導流堤保護和南巷社區
治理工程進度：治理工程進度：
12/2512/25開工開工((發包經費發包經費23,45023,450仟元，仟元，9999年年55月底前完工月底前完工))

和南巷和南巷
聚落聚落
和南巷和南巷
聚落聚落

滴水橋(( ,, ))
復建工程內容：復建工程內容：
中上游段：設置梳子壩中上游段：設置梳子壩22座座
下游段：設置導流護堤下游段：設置導流護堤168m168m

中長程復建執行方向及策略：中長程復建執行方向及策略： 導流護堤加強導流護堤加強

1313

中長程復建執行方向及策略：中長程復建執行方向及策略：
上游林班地崩塌區，進行造林復育上游林班地崩塌區，進行造林復育
防汛期前辦理防災避難宣導防汛期前辦理防災避難宣導
汛期配合重機械待命清疏汛期配合重機械待命清疏 1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高雄縣杉林鄉集來村火山橋
災害復建工程執行情形

高雄縣杉林鄉集來村火山橋
災害復建工程執行情形 崩塌面積約20ha崩塌面積約20ha

（坡面殘餘土方（坡面殘餘土方

林班地已協調林務局興林班地已協調林務局興
建連續壩 控制土砂建連續壩 控制土砂
林班地已協調林務局興林班地已協調林務局興
建連續壩 控制土砂建連續壩 控制土砂林班地界林班地界林班地界林班地界

（坡面殘餘土方
約130萬m3）

（坡面殘餘土方
約130萬m3）

建連續壩，控制土砂建連續壩，控制土砂建連續壩，控制土砂建連續壩，控制土砂林班地界林班地界林班地界林班地界

清疏段清疏段
災害情況災害情況

清疏段清疏段

後續處理：後續處理：

源頭及沿岸崩塌地基腳或坡面保護源頭及沿岸崩塌地基腳或坡面保護((林務局林務局))
中上游設置防砂壩中上游設置防砂壩（（梳子壩梳子壩11座座、、清疏清疏清疏後清疏後

梳子壩梳子壩

甲仙甲仙甲仙甲仙

中上游設置防砂壩中上游設置防砂壩（（梳子壩梳子壩11座座 清疏清疏
11,,020020mm）） 9999年年 11月月 11日開工日開工，，發包經費發包經費
2121,,788788仟元仟元，，預定預定55月竣工月竣工。。

下游截彎取直下游截彎取直((已設計已設計，，9999..11..77用地第一次用地第一次
協調協調））

清疏後清疏後

1414火山橋火山橋

甲仙甲仙甲仙甲仙

21 旗山旗山旗山旗山

協調協調））

下游疏通部分正協調由縣府執行下游疏通部分正協調由縣府執行

1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高雄縣茂林鄉萬山部落
災害復建工程執行情形
高雄縣茂林鄉萬山部落
災害復建工程執行情形

執行構想：執行構想：執行構想執行構想

梳子梳子壩：攔阻土石減低災害壩：攔阻土石減低災害

設置清疏道路：汛期前清除土石設置清疏道路：汛期前清除土石

導流堤：導引土石無害通過導流堤：導引土石無害通過
鋼管梳子壩

清疏道路

臨時施工便橋

導流堤

社區擋土牆擋土牆

後續工程維護：後續工程維護：後續工程維護：後續工程維護：

鋼管梳子鋼管梳子壩：鋼管採用熱浸鍍鋅無生鏽之壩：鋼管採用熱浸鍍鋅無生鏽之
虞，每年防汛期前檢查高張力螺栓，視需虞，每年防汛期前檢查高張力螺栓，視需
要漆上有機鋅粉底漆塗粧。要漆上有機鋅粉底漆塗粧。

1.1.萬山溪上方崩塌地災害復建工程，萬山溪上方崩塌地災害復建工程，9999年年11月月
2525日開工，發包經費日開工，發包經費31,80031,800仟元仟元

22 萬山溪土石災害復建工程萬山溪土石災害復建工程 9999年年11月月99日開日開

1515

要漆上有機鋅粉底漆塗粧要漆上有機鋅粉底漆塗粧

清疏道路：汛期前檢查清疏道路有無損毀，清疏道路：汛期前檢查清疏道路有無損毀，
視需要辦理道路維護。視需要辦理道路維護。

2.2.萬山溪土石災害復建工程，萬山溪土石災害復建工程，9999年年11月月99日開日開

工，發包經費工，發包經費25,89325,893仟元仟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高雄縣杉林鄉月眉農場-杉林國中旁

排水整治執行情形(配合大愛永久屋)
高雄縣杉林鄉月眉農場-杉林國中旁

排水整治執行情形(配合大愛永久屋)

工程執行進度：工程執行進度：

9898年年1111月月2727日開工，發包經日開工，發包經
費費12,20012,200仟元，預定仟元，預定9999年年55月月
竣工竣工

參考慈濟基金會建議，施作參考慈濟基金會建議，施作參考慈濟基金會建議 施作參考慈濟基金會建議 施作
砌石護岸砌石護岸907907公尺公尺

野溪整治野溪整治

1616永久屋永久屋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高雄縣寶來溪災害復建工程

執行情形

高雄縣寶來溪災害復建工程

執行情形

野溪清疏：已完成測設野溪清疏：已完成測設2km2km，配置主河槽，配置主河槽
及分標段；及分標段；9999年年11月中旬上網；汛期前完月中旬上網；汛期前完
成至少成至少1km1km主河槽清疏主河槽清疏(25(25萬方萬方))

（寶來溪橋）

成至少成至少1km1km主河槽清疏主河槽清疏(25(25萬方萬方))
寶來溪橋上游寶來溪橋上游400m400m清疏，分局執行，約清疏，分局執行，約
1010萬方。餘萬方。餘1515萬方由公所執行，預算經費萬方由公所執行，預算經費
9 0009 000仟元仟元

1717

9,0009,000仟元仟元

除配合寶來溪橋改建上下游施設護岸，其除配合寶來溪橋改建上下游施設護岸，其
餘清疏河段暫不整治餘清疏河段暫不整治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金峰鄉嘉蘭村永久屋野溪坡地整治情形金峰鄉嘉蘭村永久屋野溪坡地整治情形

永久屋位置永久屋位置
嘉蘭上游防砂

嘉蘭橋上游護岸(左岸)
嘉蘭農村再生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嘉蘭橋上游護岸(左岸)
災害復建工程

多利野溪復建工程

嘉蘭橋上游右側護岸
災害復建工程 奇那奧勒及鄰近農路

設施改善工程

1818劃設特定區範圍劃設特定區範圍

設施改善工程

太麻里溪嘉蘭橋上游
清疏工程(第二期)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來義鄉義林村緊急處理對策及後續處理
已完成來社溪緊急搶修等4件，護岸緊急處理440m、消波塊800個、疏通河道已完成來社溪緊急搶修等4件 護岸緊急處理440m 消波塊800個 疏通河道
700m。
已核定【4】來社溪及【3】瓦魯斯溪清疏等4件，預定清除來社溪11萬方、瓦魯
斯溪11萬方，已清疏1.5萬方，預定99年汛期前完成清除。
已核定【18】來社溪緊急搶修工程990萬元（臨時護岸500m、消波塊500個、太
空包1,000個），進度12%，預定99.03.03完工。
已核定【14】來社溪義林大橋上下游護岸災修4,800萬元（護岸1,000m及丁壩）、
【15】來義村西部落災害復建工程3 156萬元，測設中。【15】來義村西部落災害復建工程3,156萬元，測設中。

3

義林大橋

3

5 4

1919

義林大橋上游左岸緊急處理工程

9/16核定，10/1完成-臺南分局
（完成河道疏通400m、護岸緊急處理220m（完成河道疏通300m、護岸緊急處理220m）

義林大橋下游左岸緊急處理工程

(9/16核定，10/6完成-臺南分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來義鄉義林村緊急處理對策及後續處理

18

來義村東部落

臨時土堤
4

來義村東部落

15來社溪來義
村西部落崩塌

來義村西部落
村西部落崩塌
災害復建工程 清疏500M，約7.5

萬方，分局執行

來義村來社溪搶險緊急處理工程

10/2核定，10/8完成-臺南分局

2020

（現有土堤基腳砌防汛塊800塊，防止
水流侵襲部落）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嘉嘉156156
嘉義縣阿里山鄉樂野聚落嘉義縣阿里山鄉樂野聚落

崩塌災害概況：崩塌災害概況：崩塌災害概況：崩塌災害概況：
莫拉克颱風豪雨導致樂野地區發生嚴重崩塌，莫拉克颱風豪雨導致樂野地區發生嚴重崩塌，
崩塌面積約崩塌面積約6767公頃公頃

緊急處理及緊急處理及保育治理措施：保育治理措施：
短期短期

樂野樂野
短期：短期：

辦理緊急處理清疏就瓶頸段辦理緊急處理清疏就瓶頸段清疏清疏2,350m2,350m33

中期：中期：

辦理善樂橋下游野溪等辦理善樂橋下游野溪等22件整治工程件整治工程，設置，設置
梳子壩 固床工等防砂設施 保護居民安全梳子壩 固床工等防砂設施 保護居民安全梳子壩、固床工等防砂設施，保護居民安全梳子壩、固床工等防砂設施，保護居民安全

經費需求：經費需求：17,41017,410千元千元

預計預計9999年年22月底發包，月底發包，88月底前完成月底前完成

長期：長期：((初估復建經費初估復建經費2.22.2億億))

凹岸崩塌凹岸崩塌

穩定土石及防止坡腳淘刷，設置穩定土石及防止坡腳淘刷，設置防砂設施防砂設施
1010座座
減少逕流沖蝕坡面，設置減少逕流沖蝕坡面，設置坡面排水坡面排水6,000m6,000m
植生保護坡面，植生保護坡面，植生復育植生復育6060公頃公頃

曾曾

文文

溪溪

凹岸崩塌凹岸崩塌

2121

溪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台南縣南化鄉玉山村羌黃坑
緊急處理及後續處理

台南縣南化鄉玉山村羌黃坑
緊急處理及後續處理 崩塌災害概況：崩塌災害概況：

莫拉克颱風豪雨莫拉克颱風豪雨9898年年88月月88日日1717時，上游崩時，上游崩

土砂流出16萬m3土砂流出16萬m3

莫拉克颱風豪雨莫拉克颱風豪雨9898年年88月月88日日1717時，上游崩時，上游崩
塌，塌，土砂流出土砂流出1616萬萬mm33

緊急處理：緊急處理：
辦理緊急處理清疏就瓶頸段辦理緊急處理清疏就瓶頸段清疏清疏3.253.25萬萬mm33

保育治理措施保育治理措施保育治理措施：保育治理措施：
上游設置梳子壩上游設置梳子壩33座，以攔阻土石座，以攔阻土石

河道下游瓶頸打通增加通洪能力河道下游瓶頸打通增加通洪能力

經費需求：經費需求：20,88020,880千元千元

青山宮青山宮

已於已於9999年年11月月1010日開工日開工，預定於，預定於88月底前月底前

完工完工

緊急處理前緊急處理前

淹沒範圍淹沒範圍

緊急處理前緊急處理前

羌黃坑社區羌黃坑社區
緊急處理後緊急處理後

2222

玉井玉井
20

甲仙甲仙
20

22

怪手待命
位置
怪手待命
位置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台南縣南化鄉關山村亞美坑
緊急處理及後續處理

台南縣南化鄉關山村亞美坑
緊急處理及後續處理

崩塌災害概況：崩塌災害概況：
莫拉克颱風豪雨莫拉克颱風豪雨9898年年88月月88日日1717時，上游時，上游
崩塌 造成土砂下移崩塌 造成土砂下移崩塌，造成土砂下移崩塌，造成土砂下移

緊急處理：緊急處理：
辦理緊急處理清疏就瓶頸段辦理緊急處理清疏就瓶頸段清疏清疏1.01.0萬萬mm33

保育治理措施：保育治理措施：
設置梳子壩攔阻土石，增設兩側護岸及設置梳子壩攔阻土石，增設兩側護岸及

沉砂池沉砂池

河道下游瓶頸打通增加通洪能力河道下游瓶頸打通增加通洪能力

上下游河道清疏工程，長度上下游河道清疏工程，長度450m450m ，，
梳子壩梳子壩

上下游河道清疏工程 長度上下游河道清疏工程 長度450m 450m 
清疏土方量清疏土方量 6.56.5萬萬mm33

經費需求：經費需求：23,50023,500千元千元

已於已於9999年年11月月99日開工日開工，預定於，預定於1111月底月底

前完工前完工

梳子壩梳子壩

前完工前完工

沉砂池沉砂池

2323

亞美坑橋亞美坑橋

河道清疏河道清疏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嘉義縣阿里山鄉來吉村清疏規劃嘉義縣阿里山鄉來吉村清疏規劃
L：450ML：450M L：450ML：450ML：450ML：450ML：550ML：550ML：550ML：550ML：550ML：550ML：600ML：600ML：600ML：600ML：600ML：600ML：600ML：600ML：600ML：600M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S6S6

C6 C8 C11C3
社
興
橋

社
興
橋

972
8.1

C10
972
8.1

C9
972
8.1

990
8.25

C7
990
8.25

990
8.25

C5
864
7.2

C4
864
7.2

864
7.2

C2
864
7.2

C1
864
7.2

W： 40MW： 40M W： 40MW： 40M W： 40MW： 40M W： 40MW： 40M W： 40MW： 40M W： 50MW： 50M W： 50MW： 50M W： 50MW： 50M W： 60MW： 60M W： 60MW： 60M W： 60MW： 60M

S4S4 S5S5

S6S6

來吉大橋來吉大橋
A1
265

S3S3

三龍橋三龍橋來吉五鄰
大橋

來吉五鄰
大橋

265
3.3

河道清疏區位

清疏堆置位置

圖說：

L： 預定清疏長度S2S2
864萬元

7.2萬M3

預算數

清疏量

L： 預定清疏長度

=

來吉橋來吉橋

S1S1
清疏
區段 工程名稱 清疏

區段 工程名稱

A1 來吉橋下游緊急處理工程 C6 來吉5鄰清疏工程

C1 來吉橋上下游清疏工程 C7 來吉5鄰大橋上下游清疏工程

來吉 鄰清疏工程 三龍橋上下游清疏工程
預定施做導流堤工程預定施做導流堤工程

2424
預定清疏85萬立方公尺預定清疏85萬立方公尺

C2 來吉1、2鄰清疏工程 C8 三龍橋上下游清疏工程

C3 來吉1、2鄰下游清疏工程 C9 石羅溪匯流口清疏工程

C4 來吉國小下方清疏工程 C10 太里網清疏工程

C5 來吉大橋上下游清疏工程 C11 社興橋上游清疏工程

已完工導流堤工程已完工導流堤工程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嘉義縣阿里山鄉來吉村緊急處理對策嘉義縣阿里山鄉來吉村緊急處理對策

枝幹式工法深槽線斷面示意

緊急處理緊急處理
深槽線開挖

枝幹式護岸

緩衝綠帶

溪溪

緊急處理緊急處理

1.1. 減災土石堤及清疏導流深槽減災土石堤及清疏導流深槽3.33.3萬萬
方等方等88項工作，經費項工作，經費565565萬元。萬元。

2.2. 土石流紅色警戒基準值下修為土石流紅色警戒基準值下修為
250mm250mm 並加強防災疏散避難並加強防災疏散避難

耕地恢復

來吉村1-2鄰
山山

里里

250mm250mm，並加強防災疏散避難。，並加強防災疏散避難。

短期措施短期措施

1.1.整體規劃分工治理，辦理野溪、邊整體規劃分工治理，辦理野溪、邊
坡及道路災害復建等坡及道路災害復建等2828項，需項，需4.134.13
億元億元

阿阿

億元億元

2.2.短期處理措施短期處理措施66件，目前施工中件，目前施工中22件，件，
測設中測設中44件，預定件，預定99.1299.12完工。完工。

中長期措施中長期措施

1.1.中長期措施辦理土砂災害防治和橋中長期措施辦理土砂災害防治和橋

2525

1.1.中長期措施辦理土砂災害防治和橋中長期措施辦理土砂災害防治和橋
樑改善，需樑改善，需3.433.43億元億元((本局本局0.950.95億億
元元))。。

2.2.中長期將辦理中長期將辦理55件野溪治理，預定件野溪治理，預定
於於101101年底完成。年底完成。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優質、效率、團隊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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