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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可能提前在春天就來襲災害可能提前在春天就來襲災害可能提前在春天就來襲災害可能提前在春天就來襲

本日本日(3/2)(3/2)中央氣象局發布新聞表示：中央氣象局發布新聞表示：「「未來未來本日本日(3/2)(3/2)中央氣象局發布新聞表示：中央氣象局發布新聞表示：「「未來未來
33個月小心暴雨釀災個月小心暴雨釀災」」

－－台灣今年台灣今年33月中、下旬可能出現強降雨月中、下旬可能出現強降雨，，

33到到55月氣溫偏暖是多雨天氣型態，月氣溫偏暖是多雨天氣型態，發生發生33到到55月氣溫偏暖是多雨天氣型態月氣溫偏暖是多雨天氣型態 發生發生

強降雨機率是近十年來最值得警告的一強降雨機率是近十年來最值得警告的一

年年 可能出現強烈且集中之春雨可能出現強烈且集中之春雨年年，可能出現強烈且集中之春雨，可能出現強烈且集中之春雨
－－降雨型態恐集中又強烈降雨型態恐集中又強烈

－－土石流可能提前拉警報土石流可能提前拉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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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下的莫拉克全球氣候變遷下的莫拉克全球氣候變遷下的莫拉克全球氣候變遷下的莫拉克

莫拉克颱風：莫拉克颱風：33日內累計最大雨量日內累計最大雨量2 9652 965莫拉克颱風：莫拉克颱風：33日內累計最大雨量日內累計最大雨量2,965mm2,965mm
－死亡及失蹤－死亡及失蹤699 699 人；重傷人；重傷44人人
－房屋毀損不堪居住－房屋毀損不堪居住1 6221 622戶戶房屋毀損不堪居住房屋毀損不堪居住1,6221,622戶戶

當前問題當前問題
氣候異常 豪雨強度大且延時長 國土環境變化大氣候異常 豪雨強度大且延時長 國土環境變化大－－ 氣候異常、豪雨強度大且延時長、國土環境變化大氣候異常、豪雨強度大且延時長、國土環境變化大

－－ 地質脆弱、土石崩落地質脆弱、土石崩落 (12(12億億mm33) ) 、河道、河道 ((幅幅) ) 擴大、河川擴大、河川

土石積高土石積高 (30 )(30 )土石積高土石積高 (30m)(30m)

－－ 橋樑毀損、路基崩落、邊坡滑動、堰塞湖形成橋樑毀損、路基崩落、邊坡滑動、堰塞湖形成

山區攔砂壩淤滿山區攔砂壩淤滿 (30m)(30m)，已失攔砂功能，已失攔砂功能－－ 山區攔砂壩淤滿山區攔砂壩淤滿 (30m)(30m)，已失攔砂功能，已失攔砂功能

－－ 水庫淤積水庫淤積 ((南化、曾文南化、曾文))、山林儲水功能減，旱澇災壓力、山林儲水功能減，旱澇災壓力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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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土石崩坍淤塞河川影響結構物坡地土石崩坍淤塞河川影響結構物坡地土石崩坍淤塞河川影響結構物坡地土石崩坍淤塞河川影響結構物

4



莫拉克災後莫拉克災後崩塌地調查分析崩塌地調查分析莫拉克災後莫拉克災後崩塌地調查分析崩塌地調查分析

莫拉克颱風莫拉克颱風
崩塌崩塌
((處處))

崩塌面積崩塌面積
((公頃公頃))

崩塌率崩塌率
(%)(%)

颱風後崩塌颱風後崩塌 (a)(a) 33,88633,886 51,30451,304 5.525.52

颱風前崩塌颱風前崩塌 (b)(b) 8,7058,705 11,81211,812 1.271.27

颱風前後颱風前後颱風前後颱風前後
崩塌變異崩塌變異 (a)(a)--(b)(b)

25,18125,181 39,49239,492 + 4.25+ 4.25

年度年度 災害災害 崩塌調查崩塌調查 崩塌率崩塌率 崩塌面積崩塌面積年度年度 災害災害 崩塌調查崩塌調查 崩塌率崩塌率 崩塌面積崩塌面積

8989年年 921921地震地震 2424萬公頃萬公頃 4.70%4.70% 11,28011,280公頃公頃

9090年年 桃芝颱風桃芝颱風 72.172.1萬公頃萬公頃 3.13%3.13% 22,56722,567公頃公頃

9898年年 莫拉克颱風莫拉克颱風 98 998 9萬公頃萬公頃 5 52%5 52% 51 27451 274公頃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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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8年年 莫拉克颱風莫拉克颱風 98.998.9萬公頃萬公頃 5.52%5.52% 51,27451,274公頃公頃



莫拉克颱風後泥砂生產量推估莫拉克颱風後泥砂生產量推估莫拉克颱風後泥砂生產量推估莫拉克颱風後泥砂生產量推估

莫拉克颱風後新增崩塌共莫拉克颱風後新增崩塌共39 49239 492公頃，推估泥砂生產量有公頃，推估泥砂生產量有莫拉克颱風後新增崩塌共莫拉克颱風後新增崩塌共39,49239,492公頃，推估泥砂生產量有公頃，推估泥砂生產量有
1212億億MM3 3 ((相當於相當於650650座台北座台北101101大樓大樓))，其中坡面殘餘量，其中坡面殘餘量88億億
立方公尺，土砂流出量立方公尺，土砂流出量44億億立方公尺立方公尺立方公尺 土砂流出量立方公尺 土砂流出量44億億立方公尺立方公尺

泥砂生產量泥砂生產量
1212億億方方

泥砂生產量泥砂生產量
1212億億方方

坡面殘餘量坡面殘餘量
88億億方方

坡面殘餘量坡面殘餘量
88億億方方

新增崩塌新增崩塌
39,49239,492公頃公頃

1212億億方方1212億億方方 88億億方方88億億方方

土砂流出量土砂流出量
億億方方

土砂流出量土砂流出量
億億方方

,,
44億億方方44億億方方

中上游土砂量中上游土砂量
1.51.5億億方方

中上游土砂量中上游土砂量
1.51.5億億方方

中下游土砂量中下游土砂量
2.52.5億億方方

中下游土砂量中下游土砂量
2.52.5億億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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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中央管、縣市管河川、水庫集水區包含：中央管、縣市管河川、水庫集水區
等淤積量及等淤積量及出海量出海量



歷史上的暴雨造成土石災歷史上的暴雨造成土石災歷史上的暴雨造成土石災歷史上的暴雨造成土石災

18231823年年((道光三年道光三年))18231823年年((道光三年道光三年))

姚瑩撰：「姚瑩撰：「道光三年七月，台灣大雨道光三年七月，台灣大雨姚瑩撰：「姚瑩撰：「道光三年七月，台灣大雨道光三年七月，台灣大雨
，鹿耳門內，海沙驟長，變成陸地，鹿耳門內，海沙驟長，變成陸地」」

由歷史文獻及地圖描述可知該水災規模可由歷史文獻及地圖描述可知該水災規模可
能比能比8888水災更大 表示在兩百年內台灣就水災更大 表示在兩百年內台灣就能比能比8888水災更大，表示在兩百年內台灣就水災更大，表示在兩百年內台灣就
曾發生過曾發生過22次大規模的暴雨事件次大規模的暴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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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最大降雨量累計最大降雨量 2 965mm (2 965mm (阿里山阿里山))累計最大降雨量累計最大降雨量 2,965mm (2,965mm (阿里山阿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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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嘉義縣嘉義縣 南投縣南投縣 南投縣嘉義縣嘉義縣

阿里山鄉阿里山鄉

南投縣南投縣

信義鄉信義鄉

竹崎鄉竹崎鄉

番路鄉番路鄉
2600
2800

累積累積
雨量雨量
(mm)(mm)

南投縣

嘉義縣

高

屏東縣屏東縣

霧台鄉霧台鄉

高雄縣高雄縣

那瑪夏鄉那瑪夏鄉

大埔鄉大埔鄉

甲仙鄉甲仙鄉

桃源鄉桃源鄉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台南縣
高

雄
縣

台
東
縣

屏霧台鄉霧台鄉

旗山鎮旗山鎮

茂林鄉茂林鄉

六龜鄉六龜鄉

200
3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縣
屏
東
縣

重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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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的演變台江的演變(1736~1759(1736~1759年年))台江的演變台江的演變(1736~1759(1736~1759年年))

回首台江 乾隆時期
(西元1736～1795)

9

(圖片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六河川局前副局長張義興簡報資料)



台江的演變台江的演變(1823(1823年年))台江的演變台江的演變(1823(1823年年))

滄海桑田 道光三年
(西元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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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六河川局前副局長張義興簡報資料)



八七水災的傷害八七水災的傷害八七水災的傷害八七水災的傷害

1957 8 71957 8 7 八七水災八七水災22天雨量阿里山測得天雨量阿里山測得719719 死死1957.8.7 1957.8.7 八七水災八七水災22天雨量阿里山測得天雨量阿里山測得719mm719mm，死，死
亡亡660660人，人，377377人失蹤，人失蹤，2020萬人無家可歸萬人無家可歸

8787水災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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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水庫集水區攔砂壩淤滿曾文水庫集水區攔砂壩淤滿曾文水庫集水區攔砂壩淤滿曾文水庫集水區攔砂壩淤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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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水庫集水區攔砂壩淤滿曾文水庫集水區攔砂壩淤滿曾文水庫集水區攔砂壩淤滿曾文水庫集水區攔砂壩淤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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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水庫上游河谷砂石淤滿曾文水庫上游河谷砂石淤滿曾文水庫上游河谷砂石淤滿曾文水庫上游河谷砂石淤滿

14



曾文、南化水庫集水區崩塌嚴重曾文、南化水庫集水區崩塌嚴重曾文 南化水庫集水區崩塌嚴重曾文 南化水庫集水區崩塌嚴重

曾文水庫 南化水庫曾文水庫

裸露面積：250公頃→1,467公頃
崩塌地面積增加1 217公頃

南化水庫
崩塌地增加557處
崩塌地面積增加250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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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地面積增加1,217公頃
崩塌量增加428萬M3



莫拉克風災期間公路橋梁損壞統計莫拉克風災期間公路橋梁損壞統計

5252座省道公路橋座省道公路橋
梁於莫拉克颱風梁於莫拉克颱風梁於莫拉克颱風梁於莫拉克颱風
侵襲期間受創損侵襲期間受創損
毀，大致分布如毀，大致分布如毀，大致分布如毀，大致分布如
右圖；另外，地右圖；另外，地
方縣鄉道受損橋方縣鄉道受損橋方縣鄉道受損橋方縣鄉道受損橋
梁亦超過梁亦超過5050座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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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020線線台台2020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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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020線線台台2020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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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020線線台台2020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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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020線線 ((山腰中隧道淤滿山腰中隧道淤滿))台台2020線線 ((山腰中隧道淤滿山腰中隧道淤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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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020線鄰近之部落線鄰近之部落台台2020線鄰近之部落線鄰近之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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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121線線台台2121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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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121線線台台2121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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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121線線台台2121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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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121線線台台2121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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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121線鄰近之部落線鄰近之部落台台2121線鄰近之部落線鄰近之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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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424線線台台2424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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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424線線台台2424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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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424線線台台2424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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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424線線台台2424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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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424線線台台2424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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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424線鄰近之部落線鄰近之部落台台2424線鄰近之部落線鄰近之部落

32



台台2424線線台台2424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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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424線線台台2424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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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424線線台台2424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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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424線線 ((新威大橋下河道新威大橋下河道))台台2424線線 ((新威大橋下河道新威大橋下河道))

36



快速搶修通受損公路橋梁

台20線(Lidow bridge)

風災受損風災受損
情形

搶修通完成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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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路系統汛期受災搶通時程估算
(解除孤島現象)

等級等級 省道編號省道編號 影響路段影響路段 影響部影響部//聚落（人數）聚落（人數） 搶通時程搶通時程等級等級 省道編號省道編號 影響路段影響路段 影響部影響部//聚落（人數）聚落（人數） 搶通時程搶通時程

寶來寶來--桃源桃源
建山建山(721)(721)、寶來、美蘭、高中、寶來、美蘭、高中
(543)(543)、桃源、桃源(810)(810)

災後災後11個月個月

乙類乙類
台台2020線線

寶來寶來--埡埡口口
桃源桃源--勤和勤和 桃源、勤和桃源、勤和(325)(325)

災後災後11個月，惟需視堰塞個月，惟需視堰塞
湖情況湖情況

勤和勤和 復興復興
復興復興(379)(379)、梅蘭、梅蘭(254)(254)、樟山、樟山 災後災後33個月，需利用河床個月，需利用河床

勤和勤和--復興復興
( )( ) ( )( )

(92)(92)、梅山口、梅山村、梅山口、梅山村 便道便道

丙類丙類
台台2121線線

那瑪夏那瑪夏--小林村小林村
那瑪夏那瑪夏--小林村小林村

那瑪夏那瑪夏(343)(343)、民生、民生(1565)(1565)、民、民
權權(832)(832)、民族、民族(540)(540)、小林、錫、小林、錫 災後災後33個月個月

那瑪夏那瑪夏--小林村小林村
安山安山

丙類丙類
台台2424線線

霧台霧台--阿禮阿禮

伊拉伊拉--霧台霧台
佳慕、大武、伊拉、神山佳慕、大武、伊拉、神山(360)(360)、、
霧台霧台(730)(730)

災後災後11個月個月

霧台霧台--阿禮阿禮
霧台霧台--阿禮阿禮 吉露吉露(136)(136)、阿禮、阿禮(246)(246) 災後災後33個月個月

3838



春節期間台春節期間台2020線線、、台台2121線因雨阻斷及搶修情形線因雨阻斷及搶修情形

公路總局計畫台20線復建類型為部分原功能修復(乙
類) 台21線採簡易修復(丙類) 因地形變動甚大涉及類)，台21線採簡易修復(丙類)，因地形變動甚大涉及
路線改線，刻委託顧問公司辦理評估選線中，在路線
未定案前，現況以涵管搶通溪底便道通車，未來颱風未定案前 現況以涵管搶通溪底便道通車 未來颱風
豪雨期間則採即斷即修的方式因應，維持交通維生需
求。

台20線95K~102K及台21線甲仙~小林222.5K於99年2月
19日6時，累積雨量分別為80、86mm/日，因溪水暴漲，
沖毀溪底便道致交通受阻，公路總局隨即展開搶修，
陸續於2月20及21日搶修完成。

春節期間道路阻斷搶修情形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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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020線南橫公路線南橫公路95K~102K  95K~102K  阻斷搶修紀錄阻斷搶修紀錄

發生時間發生時間 阻斷位置阻斷位置 阻斷原由阻斷原由 搶修時程搶修時程 因應方式因應方式

9999年年22月月
1919日凌晨日凌晨
6:006:00發生發生

1.95K+5001.95K+500原撒拉阿塢橋、原撒拉阿塢橋、
2.98K+5002.98K+500過水涵管便道、過水涵管便道、
3.3.跨越布唐布那斯溪涵管便跨越布唐布那斯溪涵管便
道、道、4 101K+8004 101K+800過水涵管過水涵管

因荖濃溪河水暴漲因荖濃溪河水暴漲,,
上游沖刷漂流木及上游沖刷漂流木及
塊石塊石,,撞擊涵管過水撞擊涵管過水
便道損毀便道損毀

2/19~2/19~2/202/20
22:0022:00搶通搶通
完成完成

目前以涵管搶通目前以涵管搶通,,
因該處正以鋼便橋因該處正以鋼便橋
施工中施工中

道、道、4.101K+8004.101K+800過水涵管過水涵管
便道便道

便道損毀便道損毀

9999年年22月月
1919日凌晨日凌晨

2.98K+5002.98K+500過水涵管便道過水涵管便道 因荖濃溪河水暴漲因荖濃溪河水暴漲,,
上游沖刷漂流木及上游沖刷漂流木及

2/20~2/20~2/212/21
20:0020:00搶通搶通

目前以涵管搶通目前以涵管搶通, , 
後續改以鋼便橋施後續改以鋼便橋施1919日凌晨日凌晨

6:006:00發生發生
上游沖刷漂流木及上游沖刷漂流木及
塊石塊石,,撞擊涵管過水撞擊涵管過水
便道損毀便道損毀

20:0020:00搶通搶通
完成完成

後續改以鋼便橋施後續改以鋼便橋施
工工

9999年年22月月 3.3.跨越布唐布那斯溪涵管便跨越布唐布那斯溪涵管便 因布唐布那斯溪土因布唐布那斯溪土 2/20~2/20~2/212/21 原涵管遭土石淹沒原涵管遭土石淹沒,,9999年年22月月
1919日凌晨日凌晨
6:006:00發生發生

3.3.跨越布唐布那斯溪涵管便跨越布唐布那斯溪涵管便
道道

因布唐布那斯溪土因布唐布那斯溪土
石沖刷石沖刷,,埋没涵管排埋没涵管排
水水

2/202/20 2/212/21
12:0012:00搶通搶通
完成完成

原涵管遭土石淹沒原涵管遭土石淹沒,,
造成無法排水造成無法排水,,該該
處改以雙層加高涵處改以雙層加高涵
管施工管施工

9999年年22月月
1919日凌晨日凌晨
6:006:00發生發生

4.101K+8004.101K+800過水涵管便道過水涵管便道 因荖濃溪河水暴漲因荖濃溪河水暴漲,,
上游沖刷漂流木及上游沖刷漂流木及
塊石塊石,,撞擊涵管過水撞擊涵管過水
便道損毀便道損毀

2/20~2/20~2/212/21
15:3015:30搶通搶通
完成完成

目前以涵管搶通目前以涵管搶通, , 
後續改以鋼便橋施後續改以鋼便橋施
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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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K+500原撒拉阿塢橋

2.98K+500過水涵管便道 3 跨越布唐布那斯溪涵管便道2.98K 500過水涵管便道 3.跨越布唐布那斯溪涵管便道

414.101K+800過水涵管便道



台台2121線甲仙線甲仙~~小林小林222K+500 222K+500 阻斷搶修紀錄阻斷搶修紀錄

發生時間發生時間 阻斷位置阻斷位置 阻斷原由阻斷原由 搶修時程搶修時程 因應方式因應方式

9999年年22月月1919
日凌晨日凌晨
6:006:00發生發生

222K+500222K+500獻肚山便獻肚山便
道流失道流失

因河水暴漲因河水暴漲, , 涵管遭沖失涵管遭沖失 2/19~2/19~2/202/20
15:0015:00搶通搶通
完成完成

目前採涵管修目前採涵管修
復復

6:006:00發生發生 完成完成

222K+500獻肚山便道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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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2121線那瑪夏鄉替代道路修復情形線那瑪夏鄉替代道路修復情形

高雄縣那瑪夏鄉往台南縣及嘉義縣替代道路執行情形：

嘉嘉129129線及線及

嘉嘉129129--11部分部分

1.1.原有道路免填補級配路段已由嘉義縣交通局會勘，並原有道路免填補級配路段已由嘉義縣交通局會勘，並
於於99.2.399.2.3完成鋪設瀝青混凝土完成鋪設瀝青混凝土

2.2.需填補級配路段，已由阿里山鄉公所需填補級配路段，已由阿里山鄉公所於於99.2.999.2.9發包，發包，
預定預定99.399.3月月中旬完成中旬完成

南南179179線部分線部分 1.1.本路線於風災期間因高雄縣政府搶險使用致路面遭損本路線於風災期間因高雄縣政府搶險使用致路面遭損南南179179線部分線部分 1.1.本路線於風災期間因高雄縣政府搶險使用致路面遭損本路線於風災期間因高雄縣政府搶險使用致路面遭損
毀，依據本會邀集高雄縣府及台南縣府協調會議結論，毀，依據本會邀集高雄縣府及台南縣府協調會議結論，
由高雄縣府研籌經費修復由高雄縣府研籌經費修復

22 高雄縣府於高雄縣府於99 2 699 2 6函文公路總局補助函文公路總局補助1 2811 281萬元修復萬元修復2.2.高雄縣府於高雄縣府於99.2.699.2.6函文公路總局補助函文公路總局補助1,2811,281萬元修復萬元修復
路面，請路面，請公路總局儘速核復公路總局儘速核復。。

已督促原民會、農委會儘速督促補助縣市政府加速執
行辦理之各項公路及農路復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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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挑戰重建挑戰重建挑戰重建挑戰

面臨的挑戰面臨的挑戰面臨的挑戰面臨的挑戰

－－ 山區缺便道，疏濬困難且數量龐大山區缺便道，疏濬困難且數量龐大

－－ 鬆動的國土鬆動的國土 ((邊坡、河床等邊坡、河床等))，無法以工程復建，與部分災民，無法以工程復建，與部分災民(( ))

期待有落差期待有落差

－－ 孤島問題持續發生孤島問題持續發生 ((颱風、豪雨必成災颱風、豪雨必成災))

工程經費大幅攀高 政府預算須於短期應付 災民撤離與安工程經費大幅攀高 政府預算須於短期應付 災民撤離與安－－ 工程經費大幅攀高，政府預算須於短期應付，災民撤離與安工程經費大幅攀高，政府預算須於短期應付，災民撤離與安

置將經常化與常態化置將經常化與常態化

22道防線確保生命財產安全道防線確保生命財產安全22道防線確保生命財產安全道防線確保生命財產安全

－－ 地震、風災、水災，如果超過工程保護限度，地震、風災、水災，如果超過工程保護限度，即必須輔以防即必須輔以防

災避災等第災避災等第22道防線軟體措施，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道防線軟體措施，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災避災等第災避災等第22道防線軟體措施 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道防線軟體措施 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重建工作必須與時間賽跑重建工作必須與時間賽跑
在今年汛期前，完成安置、重建在今年汛期前，完成安置、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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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策略重建策略重建策略重建策略

依循行政院核定之「以國土保育為先之 區域重依循行政院核定之「以國土保育為先之 區域重依循行政院核定之「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依循行政院核定之「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
建綱要計畫」上位計畫，加速進行災後重建建綱要計畫」上位計畫，加速進行災後重建

從防制二次災害角度 進行重建與災民安置從防制二次災害角度 進行重建與災民安置從防制二次災害角度，進行重建與災民安置從防制二次災害角度，進行重建與災民安置

從國土保育、山林養息來處理工程無法處理的問題從國土保育、山林養息來處理工程無法處理的問題

加強山 林 河 路 橋整體治理 強化部會與地方之整加強山 林 河 路 橋整體治理 強化部會與地方之整加強山、林、河、路、橋整體治理，強化部會與地方之整加強山、林、河、路、橋整體治理，強化部會與地方之整
合協調合協調

建立經常性撤離 救建立經常性撤離 救 ((搶搶)) 災與安置作業能力與準備災與安置作業能力與準備建立經常性撤離、救建立經常性撤離、救 ((搶搶) ) 災與安置作業能力與準備災與安置作業能力與準備

各部會與地方政府應盡責告知國人未來所面臨挑戰與風險各部會與地方政府應盡責告知國人未來所面臨挑戰與風險

從環境變遷與生命財產安全觀點 持續與危險地區災民溝從環境變遷與生命財產安全觀點 持續與危險地區災民溝從環境變遷與生命財產安全觀點，持續與危險地區災民溝從環境變遷與生命財產安全觀點，持續與危險地區災民溝
通，以安全空間換取未來安居時間通，以安全空間換取未來安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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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結論結論結論

總統及院長已多次於災區視察及相關會議中指示總統及院長已多次於災區視察及相關會議中指示
﹕加強列管河川水庫疏浚，確保急險、瓶頸河段
於汛期前完成清疏 避免下次颱風豪雨造成2次傷於汛期前完成清疏，避免下次颱風豪雨造成2次傷
害，牢記防災重於救災，各單位要儘速備妥避災
疏散撤離計畫並馬上展開演練，一但可能發生災疏散撤離計畫並馬上展開演練，一但可能發生災
害立刻啟動疏散避災應變作業，確保安全

莫拉克重建會將持續督導各部會推動各項災後重莫拉克重建會將持續督導各部會推動各項災後重
建工作，並請災害防救委員會(災害防救辦公室)
加速完成汛期防避災應變相關整備作業加速完成汛期防避災應變相關整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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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簡 報報 完完 畢畢簡簡 報報 完完 畢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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