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利颱風災害應變處理報告第七報

艾利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二十三時（第七報）
艾利颱風災害應變處理報告：
一、颱風動態：中央氣象局於 23 日 14 時 30 分發布艾利颱風海上陸
上颱風警報
，本（24）日22時，颱風中心位於台北東北東方約140公里之海
面上，
七級風暴風半徑 200 公里，以每小時 11轉 14公里速度，向西進
行。陸上：
基隆、宜蘭、台北、桃園、新竹、苗栗、南投、台中、彰化及雲
林地區
應嚴加戒備並防強風豪雨；花蓮、澎湖及馬祖地區亦應戒備。海
上：台
灣東北部海面、台灣北部海面、台灣東南部海面及台灣海峽北部
航行及
作業船隻應嚴加戒備。
二、本中心於 23 日 14 時開設，由內政部蘇部長擔任指揮官，目前有
18 縣市（

台北市、基隆市、新竹市、台中市、台北縣、桃園縣、新竹縣、
苗栗縣
、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台南縣、宜蘭縣、
花蓮
縣、澎湖縣、連江縣）及 3 港務局（基隆港、台中港、花蓮港）
已成立艾
利颱風災害應變中心，全面加強防颱整備。
三、人員傷亡情形：受傷7人。（詳如清冊）
（一）本（24）日 8 時台北市北投區榮總醫院內 2 人受傷，由該院治
療。
（二）本（24）日 10 時 20 分台北市民生東、吉林路口 1 人跌倒擦傷，
送往馬偕醫院包紮醫療後已離院。
（三）本（24）日 13 時 31 分台北市北投區 1 人跌倒右肩脫臼，送往
榮總醫院診療觀察中。
（四）本（24）日 14 時 55 分台北市士林區 1 人遭花盆掉落砸傷，送
往新光醫院包紮醫療後已離院。
（五）本（24）日 19 時 45 分大同區赤峰街八巷八號 1 人（陳江錦、
男、76 歲）騎車摔倒雙腿擦傷，送往中興醫院包紮醫療後已
離院。
（六）本（24）日 19 時 28 分台北市士林區文林北路六十巷六弄二號
二樓１人（陳政忠、男、57 歲）招牌砸傷臉部,送新光醫院縫
合傷口。
四、救援情形：救出 54 人。
（一）本（24）日 10 時 44 分台中縣神岡鄉大甲溪沙州 5 部卡車 10

人受困，已由台中縣消防局全部救出。
（二）23 日 23 時 55 分基隆市暖東峽谷，疏散露營學生 22 人。
（三）本（24）日 2 時 9 分桃園縣復興鄉台 7 線 49k 處道路坍方，3
部車輛 8 人受困，已救出並安置於達觀山莊，另通知公路局復
興工務段搶通道路中。
（四）本（24）日 3 時 31 分新竹縣五峰鄉南清公路 41ｋ處 1 車 1 人
受困，已由消防局救出。
（五）本（24）日 14 時 8 分高雄縣旗山鎮月眉橋沙州 1 名民眾受困，
已由直昇機救起。
（六）本（24）日 7 時南投縣信義鄉 10 名待洗腎民眾（含家屬合計
12 名）
，已由救護車接駁下山送醫。
五、疏散情形：
（一）本（24）日 20 時 40 分因基隆河暴漲緊急疏散台北縣瑞柑新村
43 人至瑞芳國小安置。
（二）本（24）日南投縣竹山鎮、信義鄉、國姓鄉、水里鄉、仁愛鄉、
鹿谷鄉等共計疏散 557 人，其中安置於收容所 249 人，其餘 308 人
安置於親友處。
（三）本（24）日台中縣松鶴部落、三叉坑共計疏散 156 人，分別安
置於鄉公所及東勢林管處。
六、海上船屋進港避風情形：截至本(24)日 16 時止，颱風警報警戒
區域內進
港避風之大陸船員計 2,697 人；安置於岸置處所者，計 2,199 人，
合計
4,896 人。
七、登山：

（一）截至本（24）日 22 時 30 分止，入山民眾計 327 件、2,661 人，
其中已聯絡就地避難者及繼續行程者，計 16 件、47 人；經勸
離已下山者，計 304 件、2,572人，下山中 6 件、37 人；尚未
聯絡上者，計 1 件、5 人，積極聯絡中。
（二）中原大學 5 名學生登山至南投關門山就地紮營，糧食充足，每
日上午八時定時向教育部校安中心聯繫。
（三）大華技術學院及文化大學 6 名學生攀登武陵四秀，已由教育部
校安中心聯繫上，安置於武陵農場。
八、交通狀況：
（一）鐵路：
１、北迴線：台北至花蓮間對號以上列車停駛；區間列車，視颱風情
況，機動行駛。
２、宜蘭線：台北至蘇澳間對號以上列車停駛；區間列車，視颱風情
況，機動行駛。
３、西部幹線：
（１）上行列車：
自強號：自 1034 次(高雄站 16:25 開)起僅行駛至台中站止。
莒光號：自 6 次(高雄站 15:00 開)起僅行駛至彰化站止。
復興號：自 120 次(高雄站 15:43 開)起僅行駛至彰化站止。
（２）下行列車：對號以上列車：自 1041 次自強號(台北站 19:15 開)
起停駛。
（二）公路：
１、本（24）日 21 時桃園縣復興鄉 118 線 58k+200 道路坍方中斷，
預計 25 日 8 時搶通。
２、本（24）日 16 時嘉義縣梅山鄉 162 甲線 42k+800 道路坍方中斷，
預計 25 日 17 時搶通。
３、本（24）日 7 時 30 分嘉義縣阿里山鄉台 18 線 82k+900 道路坍方
中斷，預計 25 日 17 時搶通。

４、本（24）日 8 時 30 分，南投縣信義鄉豐丘村台 21 線 107k+100、
111k+800、112k+100 便道、112k+850 松泉便橋、112k+900 神和
便橋、120k+400、126k+800、94k+800、96k、99ｋ+500 處陳有
蘭溪便橋交通中斷，預計 26 日 17 時搶通。
５、本（24）日 20 時 30 分宜蘭縣頭城鎮台 2 庚線 3k+111 因金面橋
樑下陷封閉，預計 9 月 3 日 17 時 30 分搶通。
６、本（24）日 19 時 40 分南投縣集集鎮台 3 丙線 5k+826 集集攔河
堰放水封閉集集大橋，視放水情形再恢復通車。
７、本（24）日 20 時 30 分桃園縣復興鄉台 7 線 42k+600、45k 道路
坍方中斷，預計 25 日 8 時搶通。
８、本（24）日 19 時 30 分宜蘭縣礁溪鄉台 9 線 47k+120 十六結橋因
水位緊臨橋面封閉，視溪水消退再恢復通車。
９、本（24）日 7 時南投縣信義鄉信和產業道路（投 59 線）中斷，
導致羅娜村、望美村、同富村、東埔村、神木村等五村（約 4,000
人）對外聯絡道路中斷，已由公路局信義工務段搶修中。
１０、本（24）日 9 時 30 分，南投縣仁愛鄉榮興村力行產業道路 1k、
3k、9ｋ、37k、39k 處道路坍方中斷，另紅香 1 號橋遭暴漲溪
水沖毀。
１１、本（24）日 12 時新竹縣五峰鄉南清公路 41k、49k、大鹿林道、
桃山村清泉檢查哨上方 9-13k、尖石鄉秀巒村竹 60k 處高台路
段、秀巒村新光至鎮西堡間道路、錦屏村往梅花等處道路中
斷，已通報鄉公所處理中，預計於 26 日搶通。
１２、本（24）日 12 時 13 分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宏輝農場 13 公里
處道路坍方，新營國中約 70 人受困，已通報鄉公所處理中，
並已安置於宏輝農場。
１３、本（24）日 14 時 15 分苗栗縣泰安鄉苗 62 線 5.5-8k 處道路坍
方交通中斷，已通報鄉公所處理。
１４、本（24）日 14 時 11 分台中縣中橫31k、63.5k道路坍方交通中
斷，已通報工務局處理中。

１５、本（24）日 10 時 45 分南庄鄉東河村苗 21 線石壁往鹿場道路
坍方交通中斷，已通報鄉公所處理中。
１６、本（24）日 12 時 40 分泰安鄉象鼻村大安道路坍方交通中斷，
已通報鄉公所處理中。
（三）空運：
１、本（24）日 11 時後遠航國內航班全數取消。
２、本（24）日 10 時後華信台北／高雄、台北／台中、高雄／花蓮、
台中／花蓮航班取消。
３、本（24）日 10 時後立榮、華信、復興、遠航在松山機場起降班
機取消。
４、本（24）日部分國際航班取消。
九、積水狀況：
（一）台北縣：五股鄉疏洪一路至六路淹水 50 公分。
（二）台北市：文山區軍功路 55 號後方淹水 50 公分、信義路五段松
智路口車行地下道淹水無法通行、中山區劍南路 211 號淹水 50 公分。
十、電力狀況：截至本（24）日 22 時止，颱風共造成 49,738 戶停電，
經台電
公司派員搶修，已完成修復 42,401 戶，目前尚有基隆、桃園中
壢市、觀
音鄉、宜蘭礁溪鄉、三星鄉、新竹尖石、苗栗泰安、台中東勢、
及南投
信義共 7,337 戶尚在搶修中，除部分交通中斷地區外，預計於
24 日 24 時
前復電。

十一、上班上課情形：明（25）日基隆市、台北市、台北縣、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苗栗縣、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宜蘭縣不上班、
不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