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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3年9月21日在天兔颱風侵襲下，當日臺東知本雨量站的日累積雨量325.0mm，最大時

雨量46.5mm，相較其他侵襲臺東的颱風此次降雨並非最劇烈，但知本溪水暴漲並溢淹位於北

岸的溫泉社區，水深達2公尺，迫使位於知本溪北岸的39戶44位居民必須進行緊急疏散避難。

由於知本溪北岸不曾發生如此重大淹水事件，且在相關的淹水潛勢模擬上，亦未顯示為可能

致災地區。因此此次的降雨淹水事件，實有探討社區災害潛勢、預警、以及居民疏散避難等

作業之必要，以便提供防災應變檢討與參考，進而減低及避免類似事件可能造成之災害，並

彰顯社區災害應變上，防災社區推動的必要性。 

    關鍵字：淹水潛勢、防災社區、保全計畫 

壹、 前言 

莫拉克颱風災後，國內學者及相關單位，如葉一

隆等(2009)、吳俊傑等(2009)、葉天降等(2010)、許晃

雄等(2010)、陳亮全(2011)、葉一隆等(2011)曾就致災

原因，及防災應變作業進行調查、研究、檢討與建議。

另，蘇文瑞等(2010)、宋爾軒等(2014)、林欣弘等(2014)、

楊尊華等(2014)則積極開發災害應變資訊系統。以上

的種種研究、應用，在在顯示公部門面對日益劇烈變

化的天候與日益錯綜複雜的災害所付出的努力與所

遭遇的挑戰。這些挑戰有來自颱風路徑及定量降雨預

報的困難與瓶頸，以及氣候變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等

諸多因素。雖然莫拉克颱風科學報告(2010)對於颱風

前瞻研究與基礎建設多所建議，陳亮全(2011)及楊尊

華等(2014)亦針對颱洪災害的災前整備及應變有詳

盡的探討與建議，然而要在防災實務上應用，仍可能

存有不同空間之災害風險誤差(林，2013)，因此地方

政府在因應災害時，除使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提供的資訊與指導外，尤須針對

所在地區的災害進行更為縝密的分析、研究與探討，

方能在災害應變有更為精確的掌握與因應。 

過去幾年的颱風如2005年海棠、2009年莫拉克、

2010年凡那比、2012年天秤及2013年天兔等均造成臺

東不少的災害，依據曾等(2014)的探討發現，南迴地

區似乎最易受颱風的影響。其中以2009年莫拉克颱風

的災情，最為巨大。莫拉克颱風除當時所造成的重大

災情外，也為臺東地區後續颱洪及土砂災害埋下誘因。

這在於莫拉克颱風於河川流域中上游所造成的坡地

崩塌及河川淤塞，使得往後有較大雨量來襲時，溪水

溢淹、土石流、崩塌落石等災害與威脅層出不窮。 

基此，本文將針對2013年9月21日因天兔颱風引

發的臺東溫泉社區淹水災害事件就降雨、災害與應變

作為進行分析探討，以了解此次事件的始末及潛藏的

災害應變問題，並提出可能的解決建議，期能做為爾

後臺東縣災害應變作業參考，以增進災害應變的週全

及爭取應有的作業時效。 

貳、 資料來源及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中央氣象局局屬雨量站資料、颱風資料

庫颱風、衛星與雷達資料，以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水利署及臺東縣政府的資料，另有消防署與臺東

縣災害應變中心的天兔颱風應變等相關資料，為分析

探討對象，輔以災區現勘的情況，以了解整個災害事

件演變的過程。 

所探討的受災區位位於臺東縣卑南鄉溫泉社區

408巷(圖一)，溫泉社區範圍含括臺東縣卑南鄉溫泉

村、太麻里鄉美和村及三和村、金峰鄉嘉蘭村部分土

地，溫泉社區的主要人口聚落位於知本溪流域中游一

帶。知本溪流貫溫泉社區，將社區一分為南北兩岸，

北岸屬卑南鄉溫泉村、南岸屬太麻里鄉美和村、三和

村及金峰鄉嘉蘭村。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的測站是中央

氣象局的知本雨量站及臺東縣政府知本(3)水位站，

另鄰近知本溪流域的華源、太麻里、金鋒等雨量站也

納入參考進行分析與討論。 

研究過程首先從災害發生的時間點回溯，掌握降

雨量及水位高度演變，配合雷達資料瞭解水文的變化，

並就所蒐集的各級單位災害應變中心的工作會報、情

資建議、應變處置，以了解各級單位於災害潛勢、災

害預警及災害應變與搶險作為為何?最後，探討在現

行災害應變作業上所面臨的課題，並提出建議做為爾

後應變決策參考。 

參、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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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文分析 

天兔颱風發展於菲律賓東方海面上，於2013年9

月19日23時增強為強烈颱風，是時中心氣壓920百帕，

7級暴風半徑280公里，10級暴風半徑120公里，以每

小時18公里速度，朝台灣東南海域前進。中央氣象局

於23時30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繼而於20日08時30

分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在天兔颱風通過巴士海峽

進入台灣海峽南部後，中央氣象局於9月22日14時30

分解除天兔颱風警報(圖二)。 

天兔颱風的中心雖沒有登陸台灣本島，但其暴風

半徑達280公里，花東及台灣中南部地區幾乎在其暴

風圈範圍內。由於天兔颱風屬第五類路徑，台灣東部

地區便位於颱風環流的迎風面，因此全台降雨主要集

中在東部地區及中央山脈山脊山區。天兔颱風影響期

間所帶來的降雨，集中在9月20日、21日及22日這三

天，其中以9月21日的雨量最多(圖三)。 

臺東地區在天兔颱風影響期間，南橫、縱谷地區，

及金峰與達仁鄉山區有較多雨量，累積雨量在

500.0~700.0mm間。各測站除向陽有較多雨量外，同

在南橫地區的下馬也有634.5mm雨量，而縱谷地區的

池上及鹿野分別是550.5mm、504.5mm。至於位於本

文研究地區的知本，則有399.0mm，另鄰近知本溪流

域測站的雨量以金鋒496.5mm最高、其他依序是利嘉

344.0mm、華源有307.0mm、臺東市200.2mm、太麻

里最低僅100.0mm。由此顯見天兔颱風所帶來的降雨

分布雖有區域性，但也相當複雜，這當中原因可能來

自颱風環流結構變化及地形作用的影響。 

臺東地區較大的單日累積雨量，大多集中在9月

21日，以向陽521.5mm最多，其次是池上444.5mm及

鹿野的441.0mm。而知本9月21日的單日累積雨量是

306.0mm，鄰近的金鋒325.0mm、利嘉287.5mm、華

源247.5mm、臺東市209.7mm、太麻里58.0mm。最大

時雨量方面，知本55.5mm出現在9月22日10時，華源

42.0mm及金鋒47.5mm也幾乎出現在同一時間。 

從雨量、衛星雲圖及雷達回波圖的分析，可知颱

風外圍雲系在9月20日午後逐漸接近台灣本島，並帶

來零星降雨。9月21日隨著颱風中心接近及通過巴士

海峽，天兔颱風環流的外圍雨帶、外移螺旋雨帶為臺

東地區帶來較大雨量(圖四)。整合雷達回波圖顯示，

知本溪上游山區自9月21日11時起開始密集出現

40~50dBZ回波，但下游地區的回波大抵在25~35dBZ

間。因此，位居下游的知本站，所測得的雨量僅在下

午14時出現16.5mm的較大時雨量。下游地區自晚間

18時起至23時，在一波40~45dBZ強回波的影響下，

才有強降雨出現，且降雨強度逐漸增強由18時的

15.0mm時雨量，到23時的47.5mm時雨量，這六小時

計降下 167.0mm的累積雨量，最後三小時則達

114.0mm累積雨量。 

水位變化方面：溫泉社區的知本溪堤防堤頂高程

56公尺，一級警戒水位是55公尺。架於溫泉橋上的水

位站(3)顯示(圖五)，水位在9月21日中午12時後快速

上升，14時已超過一級警戒，15時雖短暫降低，但於

16時50測得55.95公尺後，即無變化，至9月22日08時

10分後才恢復變化，這其間的河川水位應已超過水位

計，致使水位無變化，之後水位逐漸下降，於9月23

日04時00分降至一級警戒以下水位。 

二、應變過程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1.9月19日23時30分海上颱風警報發布，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於9月20日01時30分的情資研判002號提

及:「20日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花蓮及臺東地區有

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且預計於20日8時發布海上陸

上颱風警報，請各縣市及早因應準備。並建請內政部、

經濟部及交通部等中央部會督促地方政府掌握都市

下水道清疏、水利設施整備及施工中各項工程強化防

災措施」。 

2.9月20日08時30分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09時的情資研判003號中有關淹水災

害警戒資訊:「宜蘭、花蓮、臺東以及恆春半島地區

的低窪地區應加強淹水警戒－臺東地區需加強注意

淹水的重點地區有臺東市及太麻里(依據汛期淹水警

戒重點區域為102年各縣市保全計畫、淹水易致災調

查及歷史淹水災點之整合結果)」。 

3.20日15時30分情資研判004號淹水災害警戒資

訊:「……，臺東地區需加強注意淹水的重點地區有

臺東市及太麻里」。 

4.20日20時30分情資研判005號淹水災害警戒資

訊:「……。臺東地區淹水災害需加強警戒區域有臺

東市及太麻里，易積淹水區域有長濱鄉、成功鎮及金

峰鄉」。到21日09時的情資研判006號有關淹水災害

警戒資訊，在易積淹水方面，增列卑南鄉、大武鄉及

達仁鄉。至此，南迴地區均含括在警戒範圍內。 

5.21日15時30分及22時59分007號及008號情資

研判，臺東地區易積淹水區域再增池上鄉、關山鎮及

鹿野鄉。另外，從情資研判004號以後的氣象警戒資

訊均提到臺東地區會有大豪雨及超大豪雨，初期降雨

預報平地200.0~400.0mm、山區400.0~600.0mm，之

後降雨預報於20日17時提高為平地500.0~700.0mm、

山地地區700.0~1100.0mm。 

由上可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對於天兔颱風的路

徑、降雨區位與降雨量的掌握已相當精準。 

(二)臺東縣災害應變中心 

1.20日08時30分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臺東縣

災害應變中心及各鄉鎮市應變中心亦同時間完成一

級開設。縣應變中心隨後於10時30分召開第一次工作

會報，會中有關水災災害的縣及中央業管單位分別說

明備災情形: 

(1)臺東縣政府建設處:I.縣管河川29條水位

尚屬安全水位，18日已通知各公所加強警戒。

II.大武溪及知本溪目前正進行清疏工作，已請

廠商加強戒備，知本溪斜張橋部分河段已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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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防汛開口契約廠商進駐緊急清疏，並請橋

梁施工單位加強防汛整備。 

(2)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i.本局緊急應

變小組已於20日上午8時三級開設，20日10時提

昇為二級開設。ii.已於20日8時許，以簡訊通知

156位防汛志工與防災社區窗口預做執勤準備，

及通知本年度在建工程承商加強防汛整備，並

通知防災社區伙伴加強社區勘查，及追蹤颱風

動態消息。 

此次會議縣長指示: 河川水位易暴漲及土石流

災害潛勢區域之預防性撤離地域及名單，請農業處水

土保持科等相關單位提供必要資料，並於今日(20日)

下午配合各鄉鎮市公所及國軍進行預防性撤離。 

2.第二次工作會報於20日16時30分召開，會中相

關單位就第一次工作會報指示事項說明辦理情形: 

(1)農業處水保科：各鄉鎮災害應變中心已

於12時完成通報，其中成功鎮及大武鄉公所已

進行預防性撤離，其餘鄉鎮公所應變中心均已

於16時完成回傳通報。發布臺東縣天兔災害災

害應變中心通報編號001，請各鄉鎮市公所立即

決定今日執行預防性撤離區域，並於14時填寫

預防性撤離統計表回傳，以供災害應變中心指

派相關單位全力協助鄉民撤離工作，所有撤離

工作請各公所務必於本日18時前完成。 

(2)建設處:知本溪及大武溪已通知廠商進

駐，其餘潛勢溪流將持續派遣人員進行監控。 

(3)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I.本局緊急

應變小組於20日13時改為一級開設。本次颱風

臺東沿海及離島鄉鎮市恐受嚴重衝擊，本局已

通報臺東沿海及離島鄉鎮市加強戒備。II.卑南

溪水位監測部份，現階段除上游新武呂溪超過

三級警戒水位外，其餘監測站水位已下降，均

未達警戒值，正持續觀察中。III.目前災情：（I）

豐里海堤起點附近路基受海浪濤刷，已通知開

口契約承商前往辦理搶險，並於18時開始吊放

混凝土塊。（II）07時20分防汛志工回報海端

四號堤防3K+400潰堤約100米，已連絡開口合

約廠商前往搶修中。 

此次會議縣長指示：請各災害編組單位完成相關

災害預防性整備工作，並針對災害潛勢地區加強監控，

以降低天兔颱風可能造成之災害損失。 

(3)第三次工作會報於22日09時20分召開，會中

各單位就災情及應變事項說明辦理情形: 

I.民政處：各鄉鎮市共有12處撤離，最後

一次撤離是22日凌晨1時05分卑南鄉溫泉村66

人，總撤離人數為219人。 

II.建設處：溫泉橋於22日上午7點通車。 

此次會議縣長指示：(I)有關知本溪溢堤事件，先

前疏散撤離區域均針對土石流潛勢地區，並無針對淹

水潛勢地區疏散，往後應針對各河川沿岸易淹水地區

建立淹水潛勢撤離疏散方案，並適時加強各河川水位

警戒。(II)知本溪溢堤案件，該溢堤區為水利會進水

口，易成為溢堤處，先前該地區右岸因莫拉克風災已

進行河堤加強工程，未來應針對左岸加強疏浚及防災

工程。 

(三)溫泉社區災害應變情形 

溫泉社區於20日接獲八河局通報後，即啟動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運作，社區巡守隊及防汛志工，即開始

組織動員與河川巡守。由於知本溪水位持續上漲，社

區於21日17時03分通報封橋，並持續監視水位。 

但天兔颱風帶來的降雨逐漸增強，致使洪水於21

時起自社區西側的臺東農田水利會知本圳壩頭(進水

口)溢淹社區408巷，社區巡守隊緊急通知居民，並疏

散居民，但水勢來勢洶猛，半小年內即水淹深度近1~2

公尺，淹水面積約2.4公頃，21時36分社區緊急通報

災害應變中心，21時37分消防局收到溫泉社區災情通

報後，先後出動知本、臺東、特搜、太麻里等分隊，

共出勤消防人員34人及義消15人、各式消防車輛21

輛、船艇6艘前往搶救。由於當時現場狂風暴雨，溪

水暴漲已淹至溫泉路，造成部份路段形成湍急河道。

22時56分搜救人員先救出12名受困民眾，救援工作持

續到22日01時02分，於進一步搜尋均未發現任何民眾

後，結束救援工作，此次救援行動總計疏散災民44

名，幸無人員死亡。 

肆、 討論 

此處依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臺東縣及卑南鄉

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檢視此次水災事件有

關災害管理的減災、整備、應變等作為，並對造成災

害的可能原因進行探討。 

一、減災、整備: 

知本溪集水區上中下游流域分屬林管處、水保局

及臺東縣政府管轄，知本溪上游崩塌多位於森林自然

保育區內且高山偏遠不易處理，因此一般多採自然復

育。但為確保中下游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水保局仍曾

針對知本溪中上游亟需治理區域，辦理鎮樂坑整治工

程、射馬干溪治理工程5期、溫泉村11鄰崩塌地處理

工程等7件工程；林管處為降低知本溪土砂災害，也

有辦理防砂壩6座、潛壩8座、崩塌地處理11處、護岸

6處、坑溝整治1處、丁壩1座、及維護加強工程30件

等治山防災工程，先後投入經費約3億7千萬元。臺東

縣政府自莫拉克颱風後至天兔颱風前計有22件有關

知本溪的疏濬清淤、護岸復健、防汛塊製作等工程。

102年當年知本溪疏濬工程，經費1,210萬元，8月31

開工，預計10月29日完工。而第八河川局則於101年

除協助臺東縣政府建置縣管河川水位站與災情監控

站，亦協助社區建置自主防災社區。 

在減災及整備上，中央及地方相關單位雖已進行

清淤疏濬與護岸工程，並建置防災社區。但檢視

600mm/day淹水潛勢(圖略)，臺東地區水災潛勢區位

並未含括溫泉社區，加上溫泉社區408巷以往未有重

大水災事件，因此歷年臺東縣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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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溫泉社區未被列入保全對象，是以有可能造成

縣應變中心對於溫泉社區可能出現水災災害的區位，

僅限於曾受娜拉及莫拉克颱風侵襲過的知本溪南岸，

對於北岸則失之於警覺。至於卑南鄉公所的水災危險

潛勢地區保全計畫雖將溫泉橋左右兩岸劃定為危險

潛勢區域，但執行上似乎有落差，僅進行封橋作業。 

而社區對於知本溪淤沙及農田水利會知本水圳

壩頭為忠勇橋建構先行拆除，已表達水患可能發生的

擔憂。因此，天兔颱風警報發布後，便積極防災整備。 

二、災害應變 

此階段重要工作有災前應變及災害緊急應變，災

前應變著重在掌握颱風動態、降雨雨量與區位及可能

致災區位預警，目前社區水災預警分別以雨量警戒值

及河川警戒值做為內水及外水淹水預警參考，知本溪

水災警戒值相關資料如表一，表一另列發生淹水(21

日22時)前後，知本雨量站各降雨延時之淹水警戒值，

從中可發現各延時雨量並未到達警戒雨量，且對照歷

年颱風，如莫拉克、莫蘭蒂、南瑪都、天秤雨量，天

兔並非最多雨量，因此，此次水災雖跟降雨有關，但

真正的原因應還有其他因素配合。 

此次社區淹水雖來的又快又急 (僅30分鐘)，但

第八河川局事先分別於20日16時25分、21日05時50

分、21日14時00分、21日17時00分就知本溪水位變化，

提醒縣應變中心依相關規定妥處，縣應變中心於天兔

颱風處置報告通報(第十一及第十二報)中也有註記

知本溪水位已達一級警戒水位，但社區最終並未適時

地按疏散撤離作業標準程序完成撤離與安置(僅封

橋)。社區雖未獲水災預警，且初期無消防人力協助，

而終無人員傷亡，這要歸功於社區巡守隊的盡職，防

災社區適時發揮了功效。 

三、災害原因探討 

知本溪鄰近溫泉社區的河床高程是54公尺，距離

堤頂高程56公尺，僅2公尺(目前是8公尺)。因此從21

日水位及雨量資料，加上雷達資料的分析可知(圖四、

圖五)，縱使社區聚落所在的降雨量未達警戒雨量，

但來自知本溪上游的較大降雨，仍可能造成溪水上漲

到達一級河川警戒的情形，這可能是河道淤塞嚴重，

且清淤不及所致。 

又當時正建造勇男橋，該橋從南岸向北岸延展建

構，北岸橋頭就在溫泉路408巷西側知本水圳進水口

附近，並已先行破壞原有堤防建構橋頭憂，雖有投置

消波塊，似乎防護不足。另為勇男橋的施工，似乎有

稍微改變河道(北移並限縮)，從歷年河道變遷來看(圖

略)，由於社區西側不遠處有一坡地崩塌，且逐年擴

大，致使408巷逐漸位於河道衝擊位置，因此河道改

變後，水流順勢從水圳壩頭溢淹社區(後續橋梁更改

設計且壩頭再提高3公尺)。 

另，社區溫泉路408巷所在地勢低窪，河水加上

所攜帶的泥沙，以及社區進水後的雨量持續增強，終

致水淹社區而釀災。 

伍、 結語與建議 

本次的水災事件在縣應變中心的第三次工作會

報中提及:「先前疏散撤離區域均針對土石流潛勢地

區，並無針對淹水潛勢地區疏散部分，往後應針對各

河川沿岸易淹水地區建立淹水潛勢撤離疏散方案，並

適時加強各河川溪水水位警戒」。由此可知，縣應變

中心對於溫泉社區的溢淹致災是始料未及。此次淹水

事件在減災及應變上同時也顯露出: 

一、集水區治山防洪整體規劃與社區參與的需要:

知本溪屬縣屬河川，但縣府一年清淤經費僅數千萬，

面對縣管數十條河川著實不足，這實需地方及中央相

關部會共同研商規劃與分擔治理才行。更重要的是，

社區的參與，這才能適時反映減災需求，這也是防災

社區推動的重要步驟。 

二、建立動態防災觀念的需要:即定期或不定期

修訂縣境易淹水區域及警戒值的需要。由此事件可知，

僅依淹水潛勢模擬及歷史事件掌握易致災區實顯不

足，因此實務上應了解模擬與實際情形的誤差，及隨

著河川流域環境改變所帶來的影響，如崩塌、淤塞、

河道改變、工程施作等。其中工程施作可能促發災害

的變數，實需考量。而這亦顯示要提高掌握災害發生

的可預測度，應定期與不定期評估自然環境與人為因

素，如敏感地區、災害潛勢、歷史災例、脆弱性、流

域治理、工程施作等，以建立防災動態思維的機制，

如此才能提升災害發生的掌握與快速反應。 

三、防災應變應用能力的需要:即提升各級防災

人員災害警覺，與避免執行應變落差的需要。知本溪

水位於21日中午開始升高，14時達一級警戒水位，16

時接近堤頂高度，但僅封橋，而中央應變中心多次的

水位預警並無疏散作業，這實是對社區即將面臨水災

災害失之警戒，而這可能是為未充分掌握易致災區位

及進行整體流域監視，且欠缺氣象守視與預警的結果，

因此除進行易致災地區的掌握，也應同時強化氣象資

訊的應用能力，及建立流域監視的觀念。 

四、推動社區自主防災的需要:此次災害，地方

公部門大抵上僅進行災害搶險工作，幸賴社區自主防

災的推動，才不致釀成巨禍，此顯示自助人助公助的

防災社區理念落實至社區的重要。另，此次災害所暴

露的弱勢族群疏散避難問題(張，2013)，在未來的防

災社區的推動也應留意與設法解決。 

總之，中央及地方相關防災單位應熟悉災害防救

業務及落實相關應變作業程，地方更要對縣境災害區

位有所了解，且能定期檢視及更新，更應長期推動防

災社區，如此方能在面對日益變化劇烈的天候時，防

患於未然，進而減低不必要的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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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溫泉社區範圍及天兔颱風受災區示意圖。受災區示

意圖引自(張，2013) 

圖二 天兔颱風路徑圖。(資料引自中央氣象局颱

風資料庫) 

 

    

圖三 天兔颱風影響期間9/20日至9/22日各日及總累積降雨量圖(由左至右)，資料引自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CCYQFjACahUKEwiA76--ppPGAhWiNKYKHfAqADg&url=http%3A%2F%2Fphotino.cwb.gov.tw%2Fconf%2F%2Fhistory%2F103%2F2014WAF%2F2014_WAF_link_all.htm&ei=2Zt_VcAeoumYBfDVgMAD&usg=AFQjCNEWidNorCOhydn13l0UgQT_akNOkA&sig2=7foEBrGlbJGv2_9ejRB0CQ&bvm=bv.96041959,d.dGY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CCYQFjACahUKEwiA76--ppPGAhWiNKYKHfAqADg&url=http%3A%2F%2Fphotino.cwb.gov.tw%2Fconf%2F%2Fhistory%2F103%2F2014WAF%2F2014_WAF_link_all.htm&ei=2Zt_VcAeoumYBfDVgMAD&usg=AFQjCNEWidNorCOhydn13l0UgQT_akNOkA&sig2=7foEBrGlbJGv2_9ejRB0CQ&bvm=bv.96041959,d.d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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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9月21日02時至20時期間每六小時間隔的雨量及雷達回波圖  (資料引自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 

 

 

 

圖五 知本雨量站及知本(3)水位站紀錄(資料引自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表一 知本雨量站淹水雨量警戒值(mm)  

各延時時間 1hr 3hr 6hr 12hr 24hr 

一級警戒雨量 60.0 130.0 180.0 240.0 300.0 

二級警戒雨量 50.0 110.0 150.0 210.0 250.0 

天兔颱風累積雨量 30.0 68.0 96.5 134.0 223.0 

               註:各延時雨量僅考量9月21日22時前造成淹水的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