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災，哇哉，你甘哉？
氣候變遷淹水災害

氣候變遷災害風險知識懶人包系列(4)



當降雨事件發生，超過河川或排水系統

的負荷，造成積淹水的情形，使生命財

產發生損失。

什麼叫作淹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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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淹水災害的因素

3. 脆弱度*

該地點有容易致災的

區域特性嗎？如地勢

低窪。

2. 暴露度

有容易被淹水災

害 影 響 的 對 象

嗎？如房子、橋

梁等重要基礎建

設或農作物。

1. 危害度

有過量的降雨事件嗎？如暴潮影響

*一個地區的脆弱度與其防

災能力有關，防災能力越

強，脆弱度越低

災害
風險

3.脆弱度

1.危害度

2.暴露度

為什麼會發生淹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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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或海水倒灌。



淹水可依據不同的成因與條件分為三種。

內水淹水 外水淹水 暴潮溢淹

當一地的降雨量超過排水系統的負

荷，即可能導致淹水。

河水溢淹過堤坊，漫入堤內。 颱風的強風與氣壓驟變可能引發暴

潮，造成海面的異常升降，若適逢

天文滿潮，海水容易超過堤防或排

水系統湧進內陸，造成淹水。

內水

外水

河
堤

河
堤

河
堤

河
堤

海
堤大海

排水溝排水溝

淹水災害有很多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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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雨特性的影響下，梅雨

（5-6 月）與颱風季（7-9 月）

是臺灣最常發生淹水災害的

時期。

梅雨+颱風季
62%

38%
其他月份

臺灣各月降雨

占全年總雨量百分比

在臺灣，每年哪個時期最容易發生淹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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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發生重大淹水災害事件的雨量與災點分布圖

梅雨季 颱風季

6/12-6/17 總累積雨量

2005年 0612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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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10 總累積雨量

2009年 莫拉克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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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除潰堤或人為疏失等因素，臺灣的地理條件與社會經濟發展區塊是影響淹水熱區的主要關鍵。

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口往都市集

中，土地利用的改變減少土地含水

及保水的能力，也是導致淹水的原

因之一。

社會經濟發展區塊地理條件

臺灣河川坡陡流急，當中上游集水區的

水流匯集，快速流向下游地勢較平坦的

區域，常因洪水宣洩不及而發生水災。

臺灣四面環海，有些地區本就地勢低窪，

或因超抽地下水會導致地層下陷。在「淹

水潛勢圖」中，中南部縣市是較可能受

到淹水災害影響的區域。

經濟部水利署 第三代淹水潛勢圖

24 小時延時定量降水 650mm

在臺灣，哪些地區容易遭遇淹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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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2017年，臺灣因颱風豪雨

造成的淹水災害事件，其範圍幾乎

遍布全臺沿海與低窪地區。

2001-2017颱風豪雨事件

統計積淹水災點分布

21世紀以來，臺灣曾發生的重大淹水災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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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期是由數學方法計算而得的結

果，常用來表達發生相似或更嚴重

等級事件的可能性。重現期的數字

越大，發生機率相對較低，危害嚴

重性卻相對越高。

重現期是防洪系統的重要依據。防

洪系統還考量經濟成本，因此依所

在地點不同、影響程度不同，臺灣

各地的防洪系統擁有防護不同重現

期洪水事件的能力。
2009年重創南臺灣的莫拉克颱風，當時許多

雨量站測得高達200年重現期的雨量，意即發

生超過類似等級降雨事件的機率為1/200。

200年
重現期

200年以後才會再次發
生類似或更嚴重的事件≠

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降雨型態

發生改變，過去計算而製定的重

現期也可能產生變化，如百年重

現期的雨量可能增加。

未來的水利工程建設，都需重新

檢視，確認現行的重現期是否仍

符需求。

重現期越大，防洪保護能力越強。

重現期是什麼？ 跟淹水災害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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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1986-2005) 世紀末(2081-2100)根據推估，氣候變遷將改變臺灣的

降雨特性。在未來，臺灣的極端降

雨可能更加明顯的跡象，包括東部

的宜蘭、花蓮與中南部山區的豪雨

日數都可能增加。

隨著豪雨日數增加，若無相對應的

調適措施，未來淹水的頻率與強度

都可能增加。

0 2 4 6 8 10 (日/年)

每年豪雨日數（日降雨量達200mm）

氣候變遷下，未來的淹水災害會有怎麼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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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
1979-2003年

未來推估
2075-2099年

基期以西部零星鄉鎮（位於彰化、臺南）

為相對高風險區
基
期

*
未
來
推
估

未來推估下，臺灣西部部分沿海區域的

淹水風險提高。

致災因子 指標選擇

危害度
採 用 基 期 與 A R 5 未 來 推 估 下 ，

「24小時內降雨超過 600mm 」

脆弱度
採 用 「24小時降雨 600mm 」
的淹水模擬圖

暴露度
採用 2015 年鄉鎮市區人口資料
分析人口密度

風險 危害度 × 脆弱度 × 暴露度

淹水災害風險圖—找出氣候變遷下的可能風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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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未來推估屬現階段研究成果，仍具有不確定性，需謹慎解讀。



開發前 開發後 「逕流分擔」、「出流管制」實施後

隨著土地利用改變，導致淹水風險增

加；在氣候變遷影響下，極端降雨事件

增加，更可能加劇此危機。政府為此實

施「逕流分擔」、「出流管制」，以提

升全臺都會區的防洪能力。

公部門須於新（改）建公共空間

時，增加滯洪的功能。

逕流分擔

出流管制 對於一定規模以上的開發案，要

求其於基地設置減洪設施，吸收

因該建設工程而增加的逕流量。

滯洪池

土壤含水層

減少淹水災害風險—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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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例如：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能源效率提升，例如：多使用節能產品

·增加溫室氣體吸附儲存，例如：多種樹

降低危害度

•改善河川中上游，例如：加強上游水源涵養之保水功能

•增加中下游滯洪空間、逕流管理(海綿城市)，例如：規劃

滯洪區、蓄洪空間、或擴大洪泛區

·土地利用改變，例如：改變土地利用型態（還地於河、農

業用地回復成濕地、都會區變公園綠地等）

降低脆弱度

·離災避災（避免暴露），例如：疏散撤離

•強化防災能力，例如：強化社會經濟弱勢族群

之防災能力

降低暴露度

·系統轉型與韌性增加，例如：自主防災社區推廣

·風險移轉與分擔，例如：洪災保險設置

·整備應變，例如：颱風前預佈抽水機

其他風險管理

還有哪些調適策略能減少淹水災害？

對於那些氣候變遷淹水高風險區，或是隨著極端事件的強度、頻率增加，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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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知識懶人包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製作

2019 年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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