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10水災應變 

康芮颱風暨0831豪雨 

之決策過程 

 
十河局謝明昌副局長 

106年10月19日 

106年水利防災檢討策進共識營 



報告大綱  

貳、610水災應變 

參、康芮颱風暨0831豪雨應變 

壹、前言 

肆、結語 

1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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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發現問題(察覺徵候、凸顯問題) 

識：定義問題(理解問題、設定目標) 

謀：設計對策(構思方案、預測後果) 

斷：抉擇對策(評價方案、取捨對策) 

何謂決策-為問題找對策(毛治國) 



貳、610水災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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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豪雨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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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在6月8日15時邀集各部會召開情資研判會議，提前掌握本波
豪雨可能之影響，並通報各防災單位提早整備。 

• 受鋒面與西南氣流雙重影響，6月10日降雨集中於中南部山區與南部
沿海地區，6月11、12日降雨集中於中南部山區與北部(台北、新北
、桃園及新竹)地區，造成崩塌、土石流、道路及淹水等災情。 

• 6月14~16日，西南氣流強度減弱，但受鋒面北抬之影響，雨區由南
往北移動，但雨勢不若11、12日嚴重，故無造成其它災情。 

最大累積雨量屏東三地門鄉1654.5mm 

最大時雨量桃園楊梅站122mm(6/12/零時) 



颱風與豪雨中央應變機制啟動之差異 
颱風有較明確之啟動機制：海上警報二級開設，陸上警報一級開設。 

因降雨有時間及空間分布的不確定性，且目前世界各國定量定點降雨預報
的準確度均尚待提升，故啟動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必須加以分析研判。 

二、豪雨應變啟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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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應變小組 
三級開設 

經濟部應變小組 
二級開設 

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二級開設 

10日07時前 

專人監視鋒面及
西南氣流雙重影
響之發展動態 

06/08 15：00 

中央相關部會召開豪雨
情資研判會議，要求各
部會提早戒備，由經濟
部通知地方政府豪雨情
資。 

10日07時 10日09時30分 11日12時 

豪雨持續不斷，
且台南、高雄、
屏東，陸續達淹
水警戒。 

台南市政府、高
雄市政府、屏東
縣政府陸續開設
災害應變中心。 

11日9時30分，中央相關部會召
開情資研判會議，決議12時提
升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
設。由水災中央業務主管機關
經濟部通知編組相關部會進駐，
經濟部長擔任指揮官。 

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期間(6/11-6/16)共召開10次工作會
報，3次記者會，順利完成中央應變及支援地方任務 。 

7 

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一級開設 

12日11時 

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一級縮編/二級縮編 

16日18時 

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撤除 

14日20時/ 15日20時 

三、應變機制啟動歷程 



四、610水災啟動中央之決策思考 

見：發現問題(各界關心、研判不易、署開設人力不足) 

識：定義問題(研判最佳時機-不輕言但不倉促開設中央) 

謀：設計對策(部自行研判或召開情資研判會議決定) 

斷：抉擇對策(召開情資研判會議決定) 

決策思考:如何在對的時機把對的事情做對 

 6月11日12時開設、12日清晨雙北、桃園有重大災情 
 建立前置情資研判會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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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12日10時宣布停班停課 (太晚宣布挨轟) 
 新北市:12日6:47宣布停班、10時宣布停課(先停班再停課挨轟) 
 桃園縣:12日6:40宣布停班停課(稍晚但相較雙北，民眾尚可接受) 

地方停班停課決策 

五、幾則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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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避災工具 

主動對特定區域不特定人 
發送即時訊息 

（水庫洩洪/分洪緊急疏散撤離） 

智慧型手機： 

行動水情APP 現代護身符 

一般手機： 
上網登門號 淹水早知道 

上網登門號   21,235人 

6/14       3,828人次(單日) 

5/1-6/21  32,665人次(總下載次數) 

 搭配610水災及泰利颱風成功行銷 

LBS服務    約65,000通 
              (曾文水庫洩洪警戒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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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水情及LBS的處女秀 



     610水災 防汛志工通報水情441件、災情(含水利設施損壞)59件      事蹟摘錄 

河川局 志工姓名 通報事蹟 現場照片 

第一河川局 黃境堂 

通報宜蘭大湖溪土堤持續遭河水沖刷崩落，
若不即時處置，恐危及一旁道路，有掏空路
基之虞。第一河川局獲報後，以吊掛放置消
波塊方式阻擋水勢，保護人車安全。 

第四河川局 鍾桂南 

通報南投縣和社溪及頭坑溪匯流口處，因頭
坑溪土石大量堆積匯流口，於和社溪河道疑
似形成堰塞湖。第四河川局獲報後，即調派
挖土機緊急疏通河道並降挖高度，並通知鄰
近村民撤離。 

第十河川局 黃唐舜 

通報汐止金龍湖出口被大量漂流木及樹枝堵
塞，導致湖水高漲，若任其溢流將危及鄰近
民宅，由於情況緊急，故志工隊當下即先行
協助清理。第十河川局接獲通報後，經查該
湖為七星水利會管轄，亦通知其進行後續處
置。 

提升防汛志工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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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署執行本次桃園水災之防
救作為。 

 啟動災害應變應變機制 

 提供即時警戒資訊 

 調度支援大型移動式抽水
機，後續本署並依桃園縣
政府申請及協請國防部支
援超過50部中小型移動式
抽水機 

 調度支援1萬個沙包袋供
該府緊急應變之用。 

監察院約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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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康芮颱風暨0831豪雨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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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名稱：康芮(KONG-REY)颱風 
颱風編號：1315 
海上颱風警報：8/27 11:30 – 8/29 20:30 
陸上颱風警報：8/28 11:30 – 8/29 17:30 
最大總累積雨量：958.5毫米 (屏東縣春日鄉) 
主要降雨區域(山區)：臺中以南山區 
主要降雨區域(平地)：西半部及臺東皆有明顯降雨 
               (彰化以南及臺東累積雨量皆超過300毫米) 

總
累
積
雨
量
分
布
圖 

康
芮
颱
風
警
報
期
間 

08/28 00時～08/29 00時 08/27 00時～08/27 00時 

08/27 
08/28 

08/29 

08/28  14時  

08/30  06時  

08/28 14時～08/30 06時          
雷達回波圖 

08/28  08時  

08/29 00時～08/30 00時 

一、颱風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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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雨名稱：0831豪雨 
時間：8/30 12:00 – 9/1 19:10  (實際至9/2 08:00撤除) 
最大總累積雨量：408.0毫米 (嘉義縣番路鄉) 
主要降雨區域(山區)：臺北、臺中、苗栗以南及宜蘭山區           
                       (嘉南、高屏局部山區累積雨量超過300毫米) 
主要降雨區域(平地)：西半部及宜蘭皆有明顯降雨  

豪
雨
期
間
總
累
積
雨
量
分
布
圖 

 

08/30 00時～08/31 00時 08/31 00時～09/01 00時 09/01 00時～09/02 00時 

08/31 14時地面天氣圖 09/01 02時地面天氣圖 

二、豪雨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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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11:30 
海上颱風警報 

8/28 11:30 
海上陸上 
颱風警報 

中央應變中心 
二級開設 

8/26 18:00 8/29 17:30 
解除海上及陸
上颱風警報 

行政院情資 
研判會議 

部應變小組 
二級開設 

中央應變中心 
一級開設 

部應變小組 
一級開設 

部應變小組 
二級 

8/30 12:00 
豪雨特報 

中央應變中心 
撤除 

部應變小組撤除 
署應變小組三級開設 

中央應變中心 
二級 

8/31 16:00 
豪雨特報 

8/31 17:30 
豪雨特報 

部應變小組 
二級開設 

部應變小組 
一級開設 

9/1 20:00 
大雨特報 

9/1 15:00 
豪雨特報 

署應變小組 
持續三級開設 

部應變小組 
二級開設 

部應變小組撤除 
署應變小組三級開設 

9/2 12:00 

應變小組 
撤除 

持續發布 
豪雨特報 

康芮颱風 

0831豪雨 

三、應變機制啟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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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12:00 

康芮颱風暨0831應變歷程 

中央 

經濟部 

8/30  
10:00 

8/30  
09:00 

署三級開設 二級開設 

撤除 二級開設 

 氣象局 ：持續發布豪雨特報 
科技中心：中南部山區有持續降

雨可能 
 農委會 ：已無紅色土石流警戒 

第九次情資研判會議 

建議回歸 
常時機制 

第五次工作會報 

主席裁示 
8/30 12:00起 
回歸常時機制 

06:00~12:00 雷達回波圖 

06:00~12:00 時雨量變化 

9時起，雨帶
向山區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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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16:00提升經濟部二級 

持續降雨研判提升部二級 

基隆巨石事件 借用工業局會議室報告 

總統視察應變小組 

三級開設 二級開設 一級開設 
8/31 17:30提升經濟部一級 

8/30 12:00 康芮中央撤除後 
水利署持續三級開設 

 

 

災情持續擴大研判提升部一級 18 



五、總統蒞署視察之危機應理 

見：發現問題 
(假日、蒞署2個小時前通知、短時間湧進大量電話及交辦事務) 

識：定義問題 
(府院危機處理-0831上午枋山隧道火車事故、傍晚基隆落石) 

謀：設計對策 
(開中央或提升部應變層級) 

斷：抉擇對策 
(提升部-安排部會簡報、聚焦災情重點、慰勞值勤同仁) 

決策思考:2個小時前通知，如何應變 

 化危機為轉機，0831豪雨後明確開設中央之研判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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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首次視察防災中心 

四、幾則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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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前 

不足 
災
中 

預佈 
開口合約 

編列預算
自行購置 

縣市內 
部調度 

縣市間 
相互支援 

申請 
本署支援 

不足 

不足 

 康芮颱風調度42部，0831豪雨調度63部(除八河局【台東】

外，餘河局全數支援) 

 協調縣市間落實相互支援協定 
 新北市支援台南市2部、彰化縣4部 
 台中市支援台南市6部、雲林縣8部 

全台抽水機大調度 



 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9月1日發布新聞稿 
      江院長  指出政府對於淹水50公分以上受災戶，中央政府 每戶發給新臺幣2 
      萬元的淹水救助金。 
 行政院102年9月5日第3364次會議決議 
      請經濟部儘速辦理中央政府每戶發給2萬元淹水救助金。 

102康芮0831豪雨淹水救助金統計表 

縣市政府 救助戶數(戶) 發放金額(萬元) 

基隆市政府   220          440 

新北市政府    12           24  

臺中市政府   200           400 

彰化縣政府     2             4 

雲林縣政府 1,400         2,800 

嘉義縣政府 2,244         4,488 

嘉義市政府    40            80 

臺南市政府 2,100         4,200  

高雄市政府   240           480 

屏東縣政府     2             4 

總計  6,460        12,920  

中央加碼淹水救助金 

江院長9/1宣示中央加發淹水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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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認同 

堅持 

面對質疑 工程人員最驕傲的是工程 
人民最信任的也是工程 

人力短缺（日夜跑場) 
人民自主防災 = 政府不做事 ? 
堅持做該做的事 

終於... 
康芮颱風、天兔颱風證明 
堅持是對的~  自主防災 幸福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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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見成效 

嘉義市荖藤里康芮颱風安然度過      工程(北排完工)+非工程(水患自主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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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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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豪雨特性不同，掌握防災節奏感應變。 

 試著運用見、識、謀、斷決策。 

 發現問題，關鍵時刻，找最佳對策解決 

 看見趨勢，掌握時機，把對的事情做對 

 前瞻規劃、平衡決斷、圓融溝通、有效執行。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