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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副署長  王藝峰 

19th  Oct.  2017  

莫拉克颱風應變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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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兵聞拙速  –  危機管理與風險管理 

回顧2009莫拉克颱風 

   經驗容易遺忘：制度才能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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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經驗分享 3 

   遭運挑戰是幸運：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3-2 

   追求豐富人生：Live for Improve Lif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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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洪災害 

是共同的成長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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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的西太平洋……. 
       臺灣歷經6場颱風  37場豪雨  138場大雨  值勤2,634小時 

4 



5 

5 

兵聞拙速 

災害管理就是 

危機管理與風險管理 

指用兵打仗當求速勝而不計戰法的巧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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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最佳方案    只有迅速堅定的決策 

劇本從不會與事實相同 

      充份準備可以帶給你從容與信心 

無論大小  每一場颱風都是風險 

只要輕忽鬆懈  莫非定律就找上你 

「凡是可能出錯的事均會出錯」 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水災應變  你要銘記在心的事   

人生一定要冒險與也會經歷失敗 

         盡力但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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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與危機管理是人生必備的能力  

風險管理 

因應預期發生的危機 

Over Prepardance 

危機管理 

應變已發生的危機 

Under Prepar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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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09年8月8日 

莫拉克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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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玫基 辛樂克 薔蜜 

人員傷亡失蹤 34(死20失6傷8 ) 43(死12失11傷20 ) 66(死3失2傷61 ) 

道路中斷(處) 97 135(斷橋5處) 102 

停電(戶) 127,323 282,986 1,040,947 

停水(戶) 671,673 81,480 6,492 

農業損失(元) 8億3,795萬 6億7041萬 18億2666萬 

淹水災情(處) 894(台中市535) 125 80 

水利設施損壞 42 20 10 

疏散撤離人數 201 1,987 3,681 

災民收容人數 344 1,470 1,629 

災情統計 

颱風名稱 

97年颱風應變處置 

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溫泉 

台中縣后豐大橋 

雲林縣台西鄉崙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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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 

人員傷亡失蹤 567(死136失386傷45 ) 

道路中斷(處) 248 

停電(戶) 1,596,034 

停水(戶) 769,159 

農業損失(元) 122億3675萬 

水利設施損壞 174 

疏散撤離人數 24462 

災民收容人數 5990 

災情統計 
颱風名稱 

98年颱風應變處置 

金帥飯店 

太麻里溪 

小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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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那比颱風 災情調查 

98年颱風應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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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姬颱風   災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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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影響侵台期間：98年08月05日至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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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時延時雨量有46站超過200年重現期；48小時延時雨量有47站

超過200年重現期；72小時延時雨量有45站超過200年重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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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48小時延時雨量而言，最大的24與48小時延時雨量發生於

阿里山測站，分別為1,623.5毫米與2,361毫米，逼近世界紀錄

1,825毫米與2,467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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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受災村里 

共12縣市、144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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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災情 

共18縣市、1688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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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傷亡 

681人死亡 

18人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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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容易遺忘 制度才能傳承 

建立水利防災制度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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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汛期前整備 
考前衝刺  和時間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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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編組人員保險通訊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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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訓練 
     本署及所屬機關  地方政府  防汛護水志工 民眾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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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 
無線電  視訊  微波及衛星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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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處 CCTV全天候監視 
    結合低照度攝影機，紅外線投射燈，改善夜視效果 

站名 日 改善前 改善後 

玉峰大橋 
(第四河川局) 

大洲一號橋 
(第六河川局) 

渡頭堤防 
(第六河川局) 

後庄 
(第五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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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臺大型移動式抽水機1015部 
    3月自主檢查  4月複查  5月抽查   力求妥善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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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縣市防汛演練 
       志工巡防  調度抽水  砂包堆疊   橫移門關閉及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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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汛期 監控預警通報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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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1  汛期開始……. 
       梅雨鋒面  正式揭開汛期應變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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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啟動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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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大)雨特報及應變機制 

   超大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500毫米以上 

     大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350毫米以上 

        大雨 
24小時累積雨量達
80毫米以上或1小時
40毫米以上 

         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毫米以上或3小
時100毫米以上 

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二級、一級) 

指揮官：經濟部部長 

豪雨特報 

(超大豪雨) 

豪雨特報 

(大豪雨) 

豪雨特報 

大雨特報 

經濟部水利署緊急應變小組 

三級開設 

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 

專人監視 

經濟部(水利署)緊急應變小組 
二級開設 

(召集人、副召集人 同上) 

經濟部(水利署)緊急應變小組 
一級開設 

部召集人:業務主管次長 
部副召集人、署召集人：水利署署長 

經濟部研判成立 

研判
成立
部級 

研判
成立
部級 

作業規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經濟
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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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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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淹水熱點評估: 

 依中央氣象局降雨預估，評估高淹水風險地區 

 

 

 

 

 

 

 

 應變建議:請地方政府預置抽水機，並啟動必要之 

      疏散避難措施。 

 研判防汛熱點  預置防汛資源 
    預佈移動式抽水機防汛塊沙包 關閉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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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30日19時 未來6小時內預警 
30日22時- 
31日04時 未來7-24小時內預警 

31日05時- 
31日22時 

現況 未來6小時 未來7-24小時內警戒 

一
級
警
戒 

屏東縣(7),臺東縣(1) 高雄市(6),屏東縣(9),臺東縣(1) 
雲林縣(2),嘉義縣(2),臺南市(4), 

高雄市(3),屏東縣(16) 

二
級
警
戒 

無 
苗栗縣(1),雲林縣(2),高雄市(2), 

屏東縣(4) 
嘉義縣(2),臺南市(14),高雄市(14), 

屏東縣(8) 

發布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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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提供民眾防災資訊 
    防災服務網  行動水情APP   媒體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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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地方政府疏散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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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災情發展 
       本署/河川局 移動式抽水機管理  洪水預警  防災空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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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水機調度 
        蘇迪勒35部  杜鵑1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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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水利構造物搶險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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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挑戰是幸運 

面對問題   立刻解決問題 

 

經驗分享 



40 

莫拉克颱風災害後  水利工作的省思   

長延時、高強度、廣域降雨，治水策略應調整 

複合型災害，增加防救災困難度 

加強政府間分工整合、運用民間團體 
及民眾救災，缺一不可 

工程可以減災 
但配合預警疏散才能減輕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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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水庫淤積嚴重 

莫拉克颱風後新增崩塌共39,492公頃。 

推估泥砂生產量有12億立方公尺，其中坡面殘餘量8億

立方公尺，土砂流出量4億立方公尺。 

莫拉克颱風後曾文水庫淤積量達9,162萬立方公尺。南

化水庫淤積量達1,706萬立方公尺。 

泥砂生產量 

12億方 

坡面殘餘量 

8億方 

土砂流出量 
4億方 

中上游土砂量 
1.5億方 

包含：中央管、縣市管河川、水庫集水區等淤積量及出海量 

中下游土砂量 
2.5億方 

坡面 
殘餘量 

土砂 
流出量 

莫拉克颱風災後防汛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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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設施多處受損 

中央管河川、海堤及區排計有 125.6公里受損毀

地方管河川及區排計有 119.5公里損毀。 

林邊溪潰堤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全村淹水 



43 
43 

應變預警能力不足  

基層人力缺乏、專業及訓練不足，無法及時研判水

情，亦無力落實疏散避難作業。 

通訊設備災害期間可靠度偏低，有待提升。 

水情災情多元通報缺乏 

   整合，中央地方資訊分享 

   不足，延宕救災決策。 

未善用志工民力且災情 

   傳達涵蓋不足，災情無法 

   迅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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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地區脆弱度遽增  

特定區域 
高雄縣甲仙鄉西安村文化路(7鄰) 

高雄縣甲仙鄉和安村中正路(8鄰) 

       及四德巷(9、10鄰) 

高雄縣六龜鄉新發村獅山及下嵌 

南投縣水里鄉新山村1鄰。 

安全堪虞地區： 
高雄縣桃源鄉勤和村（含東莊） 

屏東縣霧台鄉伊拉等原住民部落 

高雄縣六龜鄉寶來村羨仔腳 

台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等平地聚落 

水災危險村落 

經建會及重建會評估全國易致災敏感聚落，其中高

雄、屏東、臺東、南投等 8處列為水災危險部落。 

莫拉克颱風災後復建工程，部份汛期前無法完工。 

重點防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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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莫拉克的強降雨，造成98年8月9日 05:00獻肚山走山帶
著大量土石流進入楠梓仙溪，楠梓仙溪河道被土石擋住形成大
型堰塞湖，清晨6點09分，堰塞湖潰堤造成洪水沖毀了小林村
，共491人罹難。 

• 複合型災害成為災害防救新課題 

• 建立堰塞湖處理機制 

• 後續衍生曾文越域引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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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8月8日清晨四點三十分，負責看管水閘門的4名鐵路局工作人員

打電話給鄉公所，告知「閘門擋不住了」。清晨五點，來了第二通

電話「閘門潰堤」，隨後這4名工作人員便音訊全無，洪水衝破堤防

，漫延兩岸，林邊佳冬先後淪陷。 

• 促成流域治水成為政策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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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8月8日清晨四點三十分，負責看管水閘門的4名鐵路局工作人

員打電話給鄉公所，告知「閘門擋不住了」。清晨五點，來了第二

通電話「閘門潰堤」，隨後這4名工作人員便音訊全無，洪水衝破

堤防，漫延兩岸，林邊佳冬先後淪陷。 

• 強化災情監控及災中通訊 

• 完備預警資訊及資訊公開機制 

• 人命為先成為防災最高指導原則，疏散撤離作業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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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州雨量站警戒鄉鎮：新園鄉、東港鎮、林邊鄉、
佳冬鄉、南州鄉及崁頂鄉等六鄉鎮。 

發
布
淹
水
警
戒 

98年8月7日23時50分南

州雨量站達警戒值，水利

署「防災資訊服務網」發

布新園鄉、東港鎮、林邊

鄉、佳冬鄉、南州鄉及崁

頂鄉等六鄉鎮淹水警戒資

訊。 

8月8日3~4時林邊鄉等六鄉鎮陸續傳出淹水災情  

莫拉克颱風 

林邊溪竹子腳堤防受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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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消單位  災情通報單位 里長聯絡電話 

避難處所 

醫療單位 

台南市安南區水災避難疏散地圖 

災情查報流程圖 

土城聖母廟 

土城派出所 

顯宮派出
所 

安佃派出所 

長安派出所 

和順派出所 

淵中里活動中
心 

安南國中 
衛生所 

安南區區公所 

海南派出所 

安順里活動中
心 安順國中 

安和分隊 

安順派出所 

安南分隊 

台南市政府  
 地址：台南市永華路二段6號 
 電話：06-3901041 

台南市災害應變中心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898號  

    電話：06-2975119-615 

台南市消防局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898號  

 電話：06-2975119  

台南市安南區區公所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308號 

  電話： 06-2567126 

台南市衛生局 
 地址：台南市東區龍山里林森路一段418
號 電話：06-2679751  
台南市安南區衛生所 
  地址：台南市仁安路70號  
  電話： 06-2567406 

台南市土城派出所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城西街一段40號 

 電話： 06- 2577403 

台南市顯宮派出所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顯草街三 段1巷

50號 

 電話： 06- 2841320 
台南市安佃派出所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四段
496號 
 電話： 06- 2567620 
台南市海南派出所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
419號   電話： 06- 2588946 
台南市長安派出所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長溪街三段
313號 
 電話： 2569531 
台南市和順派出所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
569號 
 電話： 06- 3554134 
台南市安順派出所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
205號 
 電話： 06- 2562405 
台南市安南消防分隊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三段
63號  
  電話：06- 2567348 
台南市安和消防分隊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三段54巷16號  

  電話：06- 3551525 

東和里  里長：林通富  06-3558751、0932-707-122 
新順里  里長：錢志成  06-3566523、0929-005-981 
塭南里  里長：許銀貴  06-3559923、0958-855-975 
安慶里  里長：蕭振隆  06-2559812、0935-702-824 
州南里  里長：邱鏡清  06-3552363、0910-829-059 
頂安里  里長：謝村河  06-3553456、0933-290-168 
安順里  里長：曾世雄  06-3557956、0935-472-822 
溪北里  里長：盧華谷  06-2517423、0928-171-602 
州北里  里長：戴  廣  06-3553727、0912-012-075 
安和里  里長：吳武當  06-2810009、0935-710-806 
安西里  里長：黃文沛  06-2461234、0929-387-903 
理想里  里長：鄭  順  06-2562087、0938-522-709 
溪頂里  里長：陳財旺  06-2512686、0933-335-003 
大安里  里長：陳瑞賀  06-2476053、0937-664-663 
安東里  里長：吳金城  06-2462476、0924-066-969 
原佃里  里長：莊燦源  06-2560439、0932-985-930 
鳳凰里  里長：吳湧輝  06-2550389、0933-276-220 
長安里  里長：鄭豐村  06-2475288、0910-820-617 
梅花里  里長：蔡和豐  06-2568602、0928-719-773 
公親里  里長：王金樹  06-2565398、0938-043-765 
布袋里  里長：黃重安  06-2566352、0920-372-380 
佃東里  里長：程全祿  06-2872962、0910-796-757 
總頭里  里長：蔡忠明  06-2458753、0982-719-776 
佃西里  里長：吳滿雄  06-2872530、0932-804-759 
南興里  里長：黃豐村  06-2870077、0932-770-581 
淵西里  里長：周竹抱  06-2567840、0932-869-701 
學東里  里長：黃土栗  06-2870243、0936-409-420 
海西里  里長：吳燦林  06-2561020、0932-827-280 
公塭里  里長：楊淑惠  06-2870005、0932-826-308 
海東里  里長：楊立興  06-2567139、0910-328-238 
溪心里  里長：楊榮博  06-2561432、0935-487-591 
國安里  里長：溫伯文  06-2586805、0932-800-283 
淵東里  里長：李百坤  06-2567941、0955-577-470 
溪東里  里長：吳富義  06-2802851、0932-804-658 
淵中里  里長：吳孟忠  06-2561701、0956-706-626 
安富里  里長：吳財國  06-2806601、0933-341-573 
溪墘里  里長：曹清忠  06-2581414、0953-539-282 
海南里  里長：陳金魚  06-2588013、0928-161-618 
海佃里  里長：邱信榮  06-2588028、0936-125-395       
幸福里  里長：謝炳雄  06-2589905、0929-052-143      
城東里  里長：郭峻民  06-2572101、0928-373-984 
城中里  里長：王山發  06-2570167、0921-282-761      
城南里  里長：蔡慶章  06-2575605、0933-351-369 
砂崙里  里長：陳清海  06-2573077、0931-730-995       
青草里  里長：郭萬山  06-2572928、0933-297-859      
顯宮里  里長：林進成  06-2841343、0919-787-054       
城西里  里長：郭清福  06-2573257、0932-704-403 
鹿耳里  里長：蕭平和  06-2841263、0921-280-494       
城北里  里長：郭昆財  06-2571815、0936-396-725 
四草里  里長：王秋萍  06-2840277、0937-557-418       
鹽田里  里長：王正德  06-3840418、0933-669-444        

安南區公所 
管理人：顏昇褀謝明魁  
可收容人數:200人 
地址：台南市安中路2段308
號 
電話：06-2567126、
0932707412 

淵中里活動中心 
管理人：吳孟忠謝明魁  
可收容人數:141人 
地址：台南市智安二街70號 
電話：06-3554392、
0956706626 安順里活動中心 

管理人：曾世雄謝明魁  
可收容人數:87人 
地址：台南市育安街211號 
電話：06-3554392、
0935472822 

安順國中 
管理人：李耀斌謝明魁  
可收容人數:500人 
地址：台南市安和路三段
227號 
電話：06-3559652 安南國中 
管理人：郭憲璋謝明魁  
可收容人數:500人 
地址：台南市安中路三段
252號 
電話：06-2567384 

土城聖母廟 
管理人：王增榮謝明魁  
可收容人數:200人 
地址：台南市城安路160號 
電話：06-2577547 

附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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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來了嗎」毀了馬總統的形象 

         其實他可以說「抱歉！我來晚了」 

• 「視民如親」是防災工作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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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防汛志工及防災社區 

• 後續擴展至企業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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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 防汛護水志工 
     全年水情災情通報10,47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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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中協助弱勢撤離 

災中巡查防汛道路及通報 

災前關懷弱勢 

災後復原排水路 

 335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6場颱風  啟動739處社區 自主撤離58人 零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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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起標竿企業參與災情查通報 

  企業參與水利防災 

   104年起企業認養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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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德國內政部聯邦人民保護與災害協助署

(THW)經驗 
                         組織99%(約8萬名)專業志工(volunteer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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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豐富人生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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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的崛起 

資訊便利的環境 

氣候變遷的風險 

效率政府的要求 

創新服務的潮流 

洞悉社會環境的變遷 
環境在變 時代在變 

效率行政 

服務導向 

公民社會 

決策開放 
分配正義 

施政有感 

多元價值 

衝突管理 

跨域整合 

系統思考 

世界瞬息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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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職涯所需的能力 

  專業技術能力 

    企劃能力 

  領導及決策的能力 

  執行力 

    風險管理的能力 

    溝通與協調的能力 

  創新的能力     

The more 

You Do 

The more 

You Can Do 

能力才是關鍵  

多數公務人員 

停止提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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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保育與回饋費政策   2004 

台水北水支援水價    2017 

推動耗水費開徵及強制使用省水器材 2016- 

莫拉克颱風災害應變與重建   2009 

建立水災防救體系   2008-2010 

淹水預警技術與制度  2008 

水庫集水區分級分區管制     2013、2017 

完成溫泉法合法化輔導，結束10年緩衝期   2013     

1 

2 

3 

追求豐富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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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64 

• Work Hard， Work Smart 

   敬業與效率的工作態度，令人印象深刻 

• Design to Improve Life 

   培養「設計能力」作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 

• Integrated & Cooperation 
    公私整合：每一家小公司都是大公司，整個丹麥是一個團隊 

    跨域整合：創造價值與消除介面成本 

• Invest People  

   尊重信任人性、目標管理落實、企業重視人的價值 

2013 丹麥參訪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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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Listening!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587113201299366&set=a.392231267454228.100449.352553811421974&type=1&relevant_coun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