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2 豪雨災害應變處置報告（第 3 報）
報告單位：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資料截止時間：94 年 6 月 12 日 22 時 30 分

壹、天氣狀況
一、 中央氣象局本（12）日 20 時 40 分再發布豪雨特報，受鋒
面影響，今（12）日晚苗栗以南地區及東部、東南部地區
有局部性豪雨發生，台灣其他地區亦有局部性大雨，尤其
嘉義及台南地區有局部性大豪雨發生，屏東及高雄地區並
有局部性超大豪雨，請注意防範落石、坍方、土石流，低
窪地區應慎防淹水，雷雨區內亦請慎防雷擊及強陣風。明
（13）日鋒面前之對流雲系有向北移動之趨勢，台灣西半
部發生豪雨或局部性大豪雨的機會仍高。
二、 12 日 22：00 雨量情況如下：
（一） 00：00~22：00 累積雨量達 200 公厘以上之地區有：屏
東縣（屏東市、萬巒鄉、春日鄉、潮州鎮、南州鄉、枋
寮鄉、麟洛鄉、瑪家鄉、內埔鄉、三地門鄉、鹽埔鄉、
霧台鄉、琉球鄉、里港鄉）
、高雄縣（鳳山市、大寮鄉、
大樹鄉、橋頭鄉、大社鄉、田寮鄉）
、台南市安南區、台
南縣（七股鄉、下營鄉、南化鄉、楠西鄉）
、高雄市（前
鎮區、小港區）、嘉義縣（番路鄉、竹崎鄉）。
（二） 21：00~22：00 時雨量達 30 公厘以上之地區有：高雄縣
桃源鄉、台南縣北門鄉、嘉義縣東石鄉、屏東縣三地門
鄉。
貳、應變作為
一、 部會災害應變動員情形
（一） 經濟部水利署 12 日 06：00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電
話:37073119，37073120、37073126）
，經濟部於 12 日
12：00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成立土石流緊急應變小
組（電話:049-2394234）
（三） 交通部 12 日 09:00 配合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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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92885，傳真：23492886）。
（四） 行政院災防會中央應變中心成立三級開設，內政部消
防署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電話：23882119＃9）
二、 縣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情形
（一） 12 日 08：00 屏東縣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三級開設，14：
30 提升為二級開設。
（二） 12 日 08：00 高雄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三級開設，17：
00 提升為二級開設。
（三） 12 日 08：10 高雄縣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三級開設
（四） 12 日 08：30 台北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三級開設
（五） 12 日 09：00 台南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三級開設
（六） 12 日 09：00 台南縣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三級開設
（七） 12 日 09：00 宜蘭縣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三級開設
（八） 12 日 10：00 嘉義縣消防局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九） 12 日 10：30 雲林縣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三級開設
（十） 12 日 11：00 南投縣消防局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參、災情統計：
一、屏東縣：
（一） 12 日 15：22 新園鄉港西村東港溪大聖公媽廟旁攔砂壩，
一民眾受困沙洲。已於 12 日 16：22 由屏東縣消防局派員
救出。
（二） 12 日積水狀況如下：
1. 潮州鄉：
(1) 五魁里橋頭南二高交流道下江南路涵洞積水 30 公分，已
設置路障，禁止人車進入。
(2) 民治路涵洞，積水水深 150 公分、長 30 米、寬 15 米，已
設置路障，禁止人車進入。
2. 枋寮鄉：泰源村大圍路積水 40 公分、長約 100 公尺。12 日
18：30 積水已退。
3. 東港鎮：
(1)大潭路水深 30〜40 公分，影響約 600 戶，無安全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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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日 17：17 大鵬里（約 300 戶）積水約 30 公分，消防
局派遣消防車 7 輛、人員 12 人；軍方出動軍用卡車 2 輛、
人員 6 人，已協助需撤離民眾 68 人撤離至東隆宮香客大
樓。
二、高雄縣：
（一） 12 日 11：00 高雄縣鳥松鄉慈輝園安養中心建築物內積水
10 公分。12 日 18：00 積水已退。
（二） 積水狀況如下：
1. 大樹鄉：台 21 線竹寮路段積水 30 公分、鐵路巷 11 號積水
50 公分，12 日 16：00 積水均已消退。
、美
2. 鳥松鄉：坔埔巷積水 60 公分（12 日 18：00 積水已退）
山路積水 30 公分，長 500 公尺。神農路、水管路
積水 40 公分（12 日 22：00 積水已退）。東豐巷、
裕農巷積水 25 公分，範圍 300 公尺。中正路、松
埔路積水 40 公分，範圍 100 公尺（12 日 22：00
積水已退）。
3. 大寮鄉：鳳屏一路 5 號~373 號積水 45 公分，長 200 公尺。
育樂中學後側巷道積水 50 公分，長 150 公尺。信
義路 12 巷、23 巷、28 巷積水 30 公分，長 200 公
尺。12 日 17：10 積水均已消退。
（三） 12 日 11：30 高雄縣鳥松鄉大同路 25 號前 1 民眾（夏源
宗，男，24 歲）騎機車遭水沖走，搜尋至 19：40 尚未尋
獲。預計明（13）日 08：00 繼續派員搜尋。
肆、交通狀況：
一、12 日 09：50 起東港至小琉球交通船停駛。
二、12 日 11：00 起屏東、恆春機場關閉，將視 13 日雨勢狀況再
決定是否開放。
三、公路狀況：
（一）台東縣海端鄉栗松及向陽附近（台 20 線 152K+100 及
161K+300）12 日 08：00 豪雨災害邊坡坍方交通中斷，預
計 13 日 17：00 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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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屏東縣林邊鄉羌園路段（台 17 線 261K+100-256K+500）12
日 11：30 路面積水交通阻斷，暫時以交通管制設施封鎖
道路，俟積水消退後恢復通車。
（三）屏東縣南州鄉三西和路段（187 乙線 19K~20K）16：30 路
面積水，交通中斷，俟積水消退後恢復通車。
（四）高雄縣桃源鄉（台 20 線 113K+300）19：06 坍方約 500 立
方公尺，預計 13 日 12：00 搶通。
（五）屏東縣霧台鄉（台 24 線 29K+500）20：30 坍方阻斷道路，
預計 13 日 12 時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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