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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災後校園仍面臨的災害隱憂

1. 校園有潛在災害威脅？
2. 山區聚落(部落)等居住地具有危險徵兆？
3. 通勤道路常因災害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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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面臨的災害潛勢

• 山區聚落仍存在的災害隱憂

• 災後環境仍面臨的隱憂

• 小林國小之後的潛在大規模崩塌調查

• 結語

探討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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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屋舍緊鄰土石流潛勢溪流



小林國小災害潛勢調查與災後崩塌範圍



• 高雄縣甲仙鄉
• 死亡人數接近500人
• 山崩、堰塞湖、土石流

Buried Area

Before After

小林村



2009莫拉克颱風災點位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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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 坡地災害



1. 莫拉克災後中南部環境更
加脆弱，容易發生坡地災
害、水災或形成孤島。

2. 位於災害特定區域或安全
堪虞區域之民眾，政府必
須建立積極且可操作的疏
散避難方法，一方面減輕
民怨，一方面降低災時救
災的負擔。

3. 本簡報之內容經報告、討
論後，將進一步與相關部
會署、縣市政府協商、確
定。

災害特定地區、安全堪虞地區劃設

高雄六龜新發村新發部落之部分特定區域劃設
(紅線範圍內為特定區域，上方已有侵蝕溝)

資料來源：重建會與NC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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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災後學校重建與安置

縣市 學校 安置地點、問題

南投縣 隆華國小 學校重建，社區搭建組合教室

嘉義縣 太和國小 學校重建、另覓地上課

高雄市 三民國中 安置在普門中學

民族國小 安置旗山國小

民權國小 社區活動中心上課

民生國小 鼓山國小上課

寶山國小 六龜國小上課

桃源國中、桃源國小、樟山國
小、興中國小、建山國小

和春技術學院

寶來國中 天台山新威道場

小林國小 甲仙國小

屏東縣 泰武國小 武潭國小佳平分校

山地國小、大社、達來分校 山地國小

霧台國小 北葉國小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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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判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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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面臨的災害潛勢

• 山區聚落仍存在的災害隱憂

• 災後環境仍面臨的隱憂

• 小林國小之後的潛在大規模崩塌調查

• 結語

探討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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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R進行102年山區聚落災害環境安全評估

縣市 總調查數

南投縣 45

雲林縣 17

嘉義縣 42

台南市 12

高雄市 96

屏東縣 53

總數 265

調查範圍與目的：
1.本調查為目前尚無主管機關之崩塌災害防災缺

口，建立基礎資料，請各縣市政府做為崩塌災
害防治整備重點工作，以期未來全面落實坡地
災害管理。

2.本調查以2009莫拉克颱風後，各部會調查之山
區聚落狀況，建立 新災害環境現況與安全評
估。

3.在有限的時間與經費下，分期建立具崩塌潛勢
的聚落環境資料。

4. 102年度完成南投、彰化以南8縣市
共265個聚落調查。

註：刪除目前已搬離即無人居住等聚落，
剩餘250個聚落，進行調查特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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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聚落環境調查均有調查指標結
果與現地調查狀況照片及相對位置

102年山區聚落災害環境安全評估

評估成果示意圖



針對250個聚落統計結果，181個聚落無替代道路，其中以20戶以下聚
落 多。

聚落調查統計結果~對外聯絡



有215個聚落位於山坡地坡面上，面臨共同的問題包括：聚落附近有土
石流潛勢溪流、順向坡、岩屑崩滑的潛勢，且坡度大於30度。

聚落調查統計結果~週遭環境潛勢



主要坡地災害徵兆有：嚴重崩塌發生、土石流發生、緊鄰危險邊坡、邊
坡裸露無植被。

聚落調查統計結果~聚落災害徵兆



20戶以下

20～40戶

40～60戶

60戶

坡地防災重點聚落篩選(以高雄市為例)

坡地災害潛勢

坡
地

災
害

徵
兆

潛勢、徵兆高，相對危險度高

相對危險度中

雖落於危險度中，但因聚落
規模為60戶以上，故在疏散

或措施上應加以考量。



除右表列聚落外，其餘仍為莫拉
克颱風後有危險之虞的聚落

根據所有調查指標，調查結果篩選各縣市
排序前幾名重點聚落

坡地防災重點聚落
縣市 鄉鎮 村里 聚落名稱 縣市 鄉鎮 村里 聚落名稱

台南市 東山區 南勢里 20鄰41-18、19 高雄市 六龜區 文武里 木瓜坑流域23鄰
台南市 南化區 玉山里 羌黃坑聚落(中游) 高雄市 那瑪夏區 南沙魯里 民族
台南市 東山區 南勢里 20鄰41-16、17 高雄市 杉林區 集來里 通仙巷1-3鄰(11-57號) 金興社區
台南市 南化區 玉山里 羌黃坑聚落(下游) 高雄市 甲仙區 西安里 和南巷2鄰
台南市 東山區 南勢里 13鄰 高雄市 甲仙區 和安里 四德巷3、4、5號(9鄰)
台南市 東山區 南勢里 14鄰 高雄市 甲仙區 小林里 關西巷(10、11鄰)
南投縣 仁愛鄉 萬豐村 萬豐聚落 高雄市 桃源區 勤和里 東莊
南投縣 信義鄉 望美村 久美聚落 高雄市 六龜區 大津里 大津里
南投縣 信義鄉 同富村 桐林社區 高雄市 六龜區 新興里 一隧12鄰
南投縣 仁愛鄉 發祥村 瑞岩聚落 高雄市 甲仙區 西安里 樂群巷
南投縣 信義鄉 東埔村 東光聚落 高雄市 桃源區 建山里 建山
南投縣 信義鄉 潭南村 潭南聚落 高雄市 甲仙區 和安里 甲仙中正路(河南里)
南投縣 仁愛鄉 大同村 幼獅聚落 高雄市 六龜區 大津里 2、3、4鄰
南投縣 仁愛鄉 中正村 中正聚落 高雄市 六龜區 新發里 和平路(11-20鄰)
南投縣 仁愛鄉  親愛村 親愛聚落 高雄市 六龜區 新發里 和平路(11-20鄰) 新發部落8鄰 新發部落(5-19鄰)
南投縣 信義鄉 豐丘村 豐丘部落 高雄市 六龜區 六龜里 彩蝶谷21鄰
南投縣 仁愛鄉 大同村 松崗部落 高雄市 六龜區 荖濃里 合興部落
南投縣 仁愛鄉 大同村 霧社聚落 高雄市 甲仙區 小林里 禁地巷25號 禁地巷27號 禁地巷27-1號 (原錦地巷)
南投縣 仁愛鄉 發祥村 紅香聚落 高雄市 甲仙區 關山里 嘉雲巷、和興巷
南投縣 仁愛鄉 力行村 力行聚落 雲林縣 古坑鄉 草嶺村 摸石乳
南投縣 仁愛鄉 合作村 靜觀下聚落 雲林縣 古坑鄉 樟湖村 樟湖
南投縣 信義鄉 羅娜村 羅娜聚落 雲林縣 古坑鄉 草嶺村 公田聚落
南投縣 仁愛鄉 南豐村 天主堂聚落 雲林縣 古坑鄉 華山村 猴洞橋
南投縣 仁愛鄉  親愛村 松林聚落 雲林縣 古坑鄉 樟湖村 過寮
屏東縣 獅子鄉 草埔村 草埔 嘉義縣 阿里山鄉 來吉村 內來吉
屏東縣 霧台鄉 阿禮村 阿禮 嘉義縣 梅山鄉 太和村 蛤里味25號(3鄰)
屏東縣 霧台鄉 吉露村 吉露 嘉義縣 阿里山鄉 來吉村 外來吉(來吉國小)
屏東縣 滿州鄉 長樂村 分水嶺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山美村 巴雅伊
屏東縣 來義鄉 丹林村 中丹林(5鄰) 嘉義縣 阿里山鄉 新美村 新美
屏東縣 瑪家鄉 涼山村 涼山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山美村 山美聚落

屏東縣 來義鄉 來義村
來義

西部落
嘉義縣 梅山鄉 太和村 朕米糕9鄰16號

屏東縣 來義鄉 來義村
來義

東部落
嘉義縣 阿里山鄉 樂野村 石壁

屏東縣 滿州鄉 港口村 海墘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達邦村 達邦第1-4鄰
屏東縣 霧台鄉 佳暮村 新佳暮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達邦村 達邦12鄰314號
屏東縣 瑪家鄉 瑪家村 瑪家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山美村 1鄰19號
屏東縣 泰武鄉 泰武村 泰武 嘉義縣 阿里山鄉 來吉村 吉來第5鄰
高雄市 那瑪夏區 瑪雅里 民權 嘉義縣 阿里山鄉 樂野村 樂野第3鄰
高雄市 六龜區 大津里 大津5.6鄰 嘉義縣 大埔鄉 大埔村 大埔加油站
高雄市 那瑪夏區 達卡努瓦里 秀嶺巷9.29.48.89.101-149.184-194號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山美村 扎扎亞
高雄市 茂林區 萬山里 萬山 嘉義縣 梅山鄉 太和村 35-2(3鄰)
高雄市 六龜區 文武里 苦苓溪14鄰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達邦村 達邦第10鄰259、260號
高雄市 杉林區 集來里 通仙巷5鄰(104號、104-6號) 水蛙潭 嘉義縣 梅山鄉 太和村 公田
高雄市 那瑪夏區 達卡努瓦里 大光巷 嘉義縣 阿里山鄉 中山村 中山南阿里山40號
高雄市 茂林區 多納里 多納 嘉義縣 梅山鄉 太和村 樟樹湖8-6號
高雄市 桃源區 桃源里 桃源 嘉義縣 梅山鄉 太和村  大里網4鄰
高雄市 六龜區 寶來里 竹林16、17鄰、1-1號及10號 嘉義縣 阿里山鄉 樂野村 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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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山區道路

易中斷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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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面臨的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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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0日20:00 雷達迴波

颱風中心出海以後，暴風圈中持續降雨

凡那比颱風 2010年9月(中度颱風)



凡那比颱風在高雄、屏東累積雨量



高雄縣岡山鎮
凡那比颱風2010.9.20

影像來源：空勤總隊

影像來源：水利署



高雄縣彌陀鄉、梓官鄉典寶溪

影像來源：水利署

凡那比颱風2010.9.20

高雄大學



高雄縣橋頭鄉、楠梓區後勁溪

影像來源：空勤總隊

凡那比颱風2010.9.20

高雄縣橋頭鄉、楠梓區後勁溪一片水鄉
澤國。



統計單位：校安中心

學校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災損金額（元）

大專校院 43 0 1 $179,902,600

高中職 111 0 0 $46,849,650

國中 106 0 0 $23,776,200

國小 280 0 0 $79,051,325

總計 540 0 1 $329,579,775

災損統計摘要說明：
一、9月21日7時 新統計各學制災損計學校540校，災損金額初估3億2957
萬餘元，其中以高雄市災損計1億982萬餘元 嚴重，其次為屏東縣災損計
6638萬餘元、臺南縣災損計4155萬餘元。
二、9月21日停課學校（共計31校）：
1.大專校院：大漢技術學院、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耕莘
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文藻外語學校、高雄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高鳳數
位內容學院（共計8校）。

三、資料統計時間：99年09月21日0700時

「凡那比颱風」各級學校災損統計



屏東縣

• 台24 32K+890便
道遭沖毀50公尺

• 尚未通行
• 影響

– 霧台鄉：吉露
村、佳暮村、
阿禮村、霧台
村(伊拉部落)

– 三地門鄉：達
來村、德文村



土石堵塞：原本河道深約30公尺，莫拉克颱風堆積之土石抬昇
河道超過15公尺高，而本次凡那比颱風堆積土砂抬升河道，河
床距離部落約5公尺，初估土砂量超過千萬立方公尺並且抬昇
河道約10公尺以上。沖刷河道增寬初估約15~20公尺以上。

來義部落災情概述

來義部落凡那比颱風災害發生時間：99年 9月 19日 23時

沿溪之屏110線等道路及來社橋等處於莫拉克後興建之溪底便
道及替代道路亦遭沖毀。

來義部落



99年9月22日空照圖
(水保局提供)

來義村
西部落

來義村
東部落

約52戶民
宅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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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溪

溪

土堤部分毀損
a

來義國小
大社分校

東部落

屏110看來義部落



99年9月22日空照圖
(水保局提供)

來義村
西部落

來義村
東部落

約52戶民
宅毀損

社

來

內

社

溪

溪

土堤部分毀損
a

來義國小
大社分校

西部落

內社溪中段坡面崩塌土石堆積

內社溪、來社溪匯流土石堆積

DF025潛勢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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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颱風豪雨是主要的致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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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mm/6hr

凡那比颱風(2010)

岡山站6小時累積大約600毫米的降雨

From NCDR

大高雄低窪地區淹水



近年來颱風豪雨是主要的致災原因

2010.10.21 蘇澳站

蘇澳測站連續4小時降雨雨量超過 100 mm/hr ，
觀測 大值達到183mm/hr

蘇花高嚴重崩塌災害

183 mm/hr

Landslides

From NCDR

梅姬颱風(2010)

2010/10/21 蘇澳站時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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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拉颱風對花蓮縣秀林鄉和中部落衝擊

2012年8月2日凌晨，連續四小時降雨超過80
毫米/時，其中 高時雨量超過120毫米。引發
土石流，衝擊和中聚落，掩埋多戶民宅，交通
中斷，所幸無人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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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災區潛在
大規模崩塌區域

資料來源：地質調查所



茂林區茂林里茂林聚落

• 茂林聚落位於濁口溪右岸的高位河階
• 主要聚落位在坡度平緩的扇狀地上；1鄰住戶位於低位河階，

鄰近濁口溪之溪畔
• 主要聯外道路為茂林林道

資料來源：地質調查所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聚落

茂林

萬山

茂林國小、
國中

編號 影響聚落 地質條件 初估面積
（公頃）

保全
戶數

滑動
潛勢

DS39
DS40

茂林區茂林里茂林
聚落

不知名背斜通過崩塌地，坡腳受
濁口溪侵蝕。

28
99 

177
5

中
高

DS43 茂林區萬山里萬山
聚落 坡腳受濁口溪侵蝕。 131 62 高

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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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語

• 災後五年，並未完全脫離災害威脅。

• 災後的裂痕，無法回頭，不能復原，持續發展至另一個穩定。

• 環境衝擊，弱化的環境將成為下一階段的危害。

• 減緩、調適與災害共生，是未來要學習的課題。

不良規劃的發展，貧窮、
環境惡化和氣候變遷等因
素的交互作用增加，會驅
動導致災害風險的擴大

(IPCC,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