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塔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1次工作會報暨情資研判會議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9.09.29    10:30



輕度颱風米塔持續朝西北前進，將對台灣東部和北
部產生衝擊

9/29 08:00

9/30  20:00

10/1  08:00

9/30 08:0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29日08時

 輕度颱風 米塔 (編號第 18 號，國際命名
MITAG)，中心位置位於北緯 18.3 度、東經
126.8 度，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28公尺，瞬
間最大陣風每秒 35公尺，以每小時24公里速
度，朝西北方向前進，七級風半徑 150公里

台
灣

米塔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9/29 09:30



9/30 08:00

10/1 08:00

10/1 12:00

9/30 13:00

米塔颱風影響台灣最劇烈時間為9月30日

 根據氣象局預報資料分析，米塔颱風七級風暴風半徑將於9月30日(一)上午
接觸台灣東南部陸地，影響台灣最劇烈時間為9月30日整天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29日08時



災害風險趨勢研判

影響階段
9/29~10/01

09:00     09:00

 颱風影響台灣階段
強降雨區：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花蓮縣

強陣風區：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花蓮縣

 颱風遠離台灣階段：
風險降低

7級風影響範圍

遠離階段
10/01~10/02
09:00   09:00

根據氣象局9月29日08時資料製作，警戒內容會隨最新預報更動



 新店溪上游南勢溪上龜山橋水位超過二級警戒、攬勝橋濁度超過1000NTU

水文監測

2019/09/29 08:50

南勢溪上龜山橋

南勢溪上龜山橋

12小時累積雨量
(09290800)

攬勝橋



主要災情：宜蘭(公民回報)

09/29 05:08女中路鐵路涵洞積水、封路
(來源:臉書)

09/29 08:47女中路鐵路涵洞水退
(來源:臉書)



今(29)日起東南及東部外海應嚴防風浪影響

 米塔颱風外圍環流今(29)日將開始影響台灣東南及東部海域，風浪將逐漸
增強，近海浪高預估達2-5公尺，海面作業船隻須注意航行安全。宜蘭、綠
島、蘭嶼、花蓮外海有大浪發生機會，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



資料來源:全球船舶定位系統

目前海域船泊資訊

 米塔颱風已開始影響台灣東南及西南部海域，相關單位需提醒海面作業船
隻須注意航行安全



潮位站觀測與預報資訊

 東部沿海滿潮時間為29日晚間06:00-07:00，海岸低窪地區應嚴加防範海
水倒灌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平地易積淹水區域
 宜蘭、台北、新北及桃園受米塔颱風影響，易淹水區及沿海低窪區，須嚴防強降雨
所導致淹水災情

縣市 易致災地區

宜蘭縣 礁溪鄉、壯圍鄉、冬山鄉、五結鄉

台北市 士林區、北投區、文山區

新北市 新莊區、新店區、汐止區、五股區

桃園市 蘆竹區、新屋區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

水庫蓄水資訊

調節性放水 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坡地易致災地區
 未來坡地重點區為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桃園市、台北市山區

 重點道路為台2線、台7線、台7甲線、台7乙線、台9線、台9甲線，應注意易致
災道路及易成孤島聚落

縣市 坡地重點警界鄉鎮

新北市
新店區、汐止區、瑞芳區、石碇區
坪林區、石門區、平溪區、金山區
萬里區、烏來區

基隆市 七堵區、安樂區、暖暖區、仁愛區
中山區、信義區、中正區

宜蘭縣 蘇澳鎮、頭城鎮、礁溪鄉、員山鄉
大同鄉、南澳鄉、三星鄉、冬山鄉

桃園市 復興區

台北市 南港區

台2線

台9線

台9甲線

台7線

台7乙線

重點警戒鄉鎮
重點警戒省道

台7甲線

舊庄
441.5 mm

48小時累積降雨
9/27 09:00
9/29 09:00



綜合建議事項

 輕度颱風米塔朝西北西方向前進，七級風暴風半徑將於9月30日(一)上午
接觸台灣東部海域，影響台灣最顯著時間為9月30日整天，須持續注意颱
風對台灣之衝擊

 今(29)日台灣東南及東部海域風浪將逐漸增強，綠島、蘭嶼、花蓮、台
東外海有大浪發生機會，下一次漲潮時間18:00，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
海面作業船隻須注意航行安全

 預判坡地重點區為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及桃園市山區，需針對上述
縣市內易成孤島地區與危險聚落，提前進行必要準備。災害風險較高道
路包括重點道路為台2線、台7線、台7甲線、台7乙線、台9線、台9甲線
等6條道路，請公路單位預劃搶險機具，必要時應規劃封橋封路時機，並
及早通知民眾

 颱風影響台灣期間，請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等地區之低窪
與易淹水區，須留意雨勢變化並提早進行防災準備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米塔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2次工作會報暨情資研判會議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9.09.29    15:00



輕度颱風米塔持續朝西北前進，將對台灣東部和北
部產生衝擊

9/29 11:00

9/30  23:00

10/1  11:00

9/30 11:0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29日11時

 輕度颱風 米塔 (編號第 18 號，國際命名
MITAG)，中心位置位於北緯 18.5 度、東經
126.5 度，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28公尺，瞬
間最大陣風每秒 35公尺，以每小時22公里速
度，朝西北方向前進，七級風半徑 150公里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9/29 13:20

台
灣

米塔



9/30 07:00

10/1 07:00

10/1 13:00

9/30 13:00

米塔颱風影響台灣最劇烈時間為9月30日

 根據氣象局預報資料分析，米塔颱風七級風暴風半徑將於9月30日(一)午後
接觸台灣東南部陸地，影響台灣最劇烈時間為9月30日整天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29日11時



災害風險趨勢研判

影響階段

根據氣象局路徑研判，本次颱風影響區域
 颱風影響台灣階段

強降雨區：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花蓮縣、新竹縣

強陣風區：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花蓮縣

 颱風遠離台灣階段：
風險降低

7級風影響範圍

1

2

遠離階段
10/01 ~ 10/01
00:00 12:00

根據氣象局9月29日11時資料製作，警戒內容會隨最新預報更動

9/30 ~ 09/30
00:00 12:00

9/30 ~ 10/01
12:00 00:00



今(29)日起東南及東部外海應嚴防風浪影響

 米塔颱風外圍環流今(29)日將開始影響台灣東南部海域，風浪將逐漸增強，
近海浪高預估達3-6公尺，海面作業船隻須注意航行安全。綠島、蘭嶼、台
東、花蓮、宜蘭外海有巨浪發生機會，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



資料來源:全球船舶定位系統

目前海域船泊資訊

 米塔颱風已開始影響台灣及東南海域，相關單位需提醒海面作業船隻須注
意航行安全

2019/09/29/1300



潮位站觀測與預報資訊

 東部沿海滿潮時間為29日晚間06:00-07:00及30日上午07:00-08:00，適逢
大潮期間海岸低窪地區應嚴加防範海水倒灌

29 滿潮
19:00

30 滿潮
08:00

29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29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29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29 滿潮
18:00

30 滿潮
07:00

29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平地易積淹水區域
 宜蘭、基隆、台北及新北受米塔颱風影響，易淹水區及沿海低窪區，須嚴防強降雨
所導致淹水災情

縣市 易致災地區

宜蘭縣 礁溪鄉、壯圍鄉、冬山鄉、五結鄉

基隆市 七堵區、仁愛區

台北市 士林區、北投區、文山區

新北市 新莊區、新店區、汐止區、五股區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

水庫蓄水資訊

調節性放水 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新店溪上游南勢溪上龜山橋水位與濁度已下降

水文監測

2019/09/29 13:00

南勢溪上龜山橋

南勢溪上龜山橋

24小時累積雨量
(09291300)

覽勝橋



坡地易致災地區
 未來坡地重點區為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台北市山區

 重點道路為台2線、台7線、台7甲線、台9線、台9甲線，應注意易致災道路及易
成孤島聚落

縣市 坡地重點警界鄉鎮

新北市
新店區、汐止區、瑞芳區、石碇區
坪林區、石門區、平溪區、金山區
萬里區、烏來區

基隆市 中正區、七堵區、暖暖區、仁愛區
中山區、安樂區、信義區

宜蘭縣 蘇澳鎮、頭城鎮、礁溪鄉、員山鄉
冬山鄉、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

台北市 南港區

台2線

台9線

台9甲線

台7線

重點警戒鄉鎮
重點警戒省道

台7甲線

舊庄
441.5 mm

48 小時降雨
2019-09-27 09:00
2019-09-29 09:00



綜合建議事項

 輕度颱風米塔朝西北西方向前進，七級風暴風半徑將於9月30日(一)上午
接觸台灣東部海域，影響台灣最顯著時間為9月30日整天，須持續注意颱
風對台灣之衝擊

 今(29)日起台灣東南及東部海域風浪將逐漸增強，綠島、蘭嶼、花蓮、
台東外海有大浪發生機會，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海面作業船隻須注
意航行安全

 颱風影響台灣期間，請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等地區之低窪
與易淹水區，須留意雨勢變化並提早進行防災準備

 預判坡地重點區為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及台北市山區，需針對上述
縣市內易成孤島地區與危險聚落，提前進行必要準備。災害風險較高道
路包括重點道路為台2線、台7線、台7甲線、台9線、台9甲線，等5條道
路，請公路單位預劃搶險機具，必要時應規劃封橋封路時機，並及早通
知民眾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米塔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3次工作會報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9.09.29    21:30



輕度颱風米塔持續朝西北前進，將對台灣東部和北
部產生衝擊

9/29 20:00

10/1  08:00

10/1  20:00

9/30 08:0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29日20時

 輕度颱風 米塔 (編號第 18 號，國際命名
MITAG)，中心位置位於北緯 20.3 度、東經
125.1 度，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30公尺，瞬
間最大陣風每秒38公尺，以每小時21公里速
度，朝西北方向前進，七級風半徑180公里、
十級風半徑50公里

9/30 20:00

台
灣 米塔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9/29 20:30



9/30 05:00

10/1 08:00

10/1 15:00

9/30 10:00

米塔颱風影響台灣最劇烈時間為9月30日
 今日(29日)在新北與宜蘭交界已累積186mm雨量，根據氣象局預報資料分
析，米塔颱風七級風暴風半徑將於9月30日(一)上午接觸台灣東南部陸地，
影響台灣最劇烈時間為9月30日整天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29日20時

29日累積雨量

29日新北市福山植物 186mm



災害風險趨勢研判

根據氣象局路徑研判，本次颱風影響區域
 颱風影響台灣階段

強降雨區：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花蓮縣、新竹縣

強陣風區：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花蓮縣

 颱風遠離台灣階段：
強降雨區：苗栗縣、新竹縣

7級風影響範圍

1

2

根據氣象局9月29日20時資料製作，警戒內容會隨最新預報更動

影響階段
9/30 ~ 09/30
00:00 12:00

9/30 ~ 10/01
12:00 00:00

遠離階段
10/01 ~ 10/01
00:00 12:00

10級風影響範圍



今(29)日起東南及東部外海應嚴防風浪影響

 米塔颱風外圍環流今(29)日將開始影響台灣東南部海域，風浪將逐漸增強，
近海浪高預估達4-8公尺，海面作業船隻須注意航行安全。綠島、蘭嶼、台
東、花蓮、宜蘭外海有巨浪發生機會，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



資料來源:全球船舶定位系統

目前海域船泊資訊

 米塔颱風已開始影響台灣及東南海域，相關單位需提醒海面作業船隻須注
意航行安全

2019/09/29/1800



潮位站觀測與預報資訊

 東部沿海滿潮時間為30日上午07:00-08:00及晚間07:00-08:00 ，適逢大潮
期間海岸低窪地區應嚴加防範海水倒灌

30 滿潮
08:00

30 滿潮
20:00

30 滿潮
07:00

30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30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30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30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30 滿潮
19:00



平地易積淹水區域
 宜蘭、基隆、台北及新北受米塔颱風影響，易淹水區及沿海低窪區，須嚴防強降雨
所導致淹水災情

縣市 易致災地區

宜蘭縣 礁溪鄉、壯圍鄉、冬山鄉、五結鄉

基隆市 七堵區、仁愛區

台北市 士林區、北投區、文山區

新北市 新莊區、新店區、汐止區、五股區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

水庫蓄水資訊

調節性放水 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坡地易致災地區
 未來坡地重點區為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台北市山區

 重點道路為台2線、台7線、台7甲線、台8線、台9線、台9甲線，應注意易致災
道路及易成孤島聚落

縣市 坡地重點警戒鄉鎮

新北市
新店區、汐止區、瑞芳區、石碇區
坪林區、石門區、平溪區、金山區
萬里區、烏來區

基隆市 中正區、七堵區、暖暖區、仁愛區
中山區、安樂區、信義區

宜蘭縣 蘇澳鎮、頭城鎮、礁溪鄉、員山鄉
冬山鄉、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

台北市 南港區

台2線

台9線

台9甲線

台7線

重點警戒鄉鎮
重點警戒省道

台7甲線

舊莊
441.5 mm

前2日累積降雨

台8線



綜合建議事項

 輕度颱風米塔朝西北西方向前進，七級風暴風半徑將於9月30日(一)上午
接觸台灣東部海域，影響台灣最顯著時間為9月30日整天，須持續注意颱
風對台灣之衝擊

 今(29)日起台灣東南及東部海域風浪將逐漸增強，綠島、蘭嶼、花蓮、
台東外海有大浪發生機會，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海面作業船隻須注
意航行安全

 颱風影響台灣期間，請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等地區之低窪
與易淹水區，須留意雨勢變化並提早進行防災準備

 預判坡地重點區為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及台北市山區，需針對上述
縣市內易成孤島地區與危險聚落，提前進行必要準備。災害風險較高道
路包括重點道路為台2線、台7線、台7甲線、台8線、台9線、台9甲線等
6條道路，請公路單位預劃搶險機具，必要時應規劃封橋封路時機，並及
早通知民眾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米塔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4次情資研判會議暨工作會報

(院長視導)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9.09.30    08:00



中度颱風米塔朝北北西前進
對台灣東部和北部產生衝擊

9/30 05:00

10/1  17:00

10/2  05:00

9/30 17:0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30日05時

 中度颱風 米塔 (編號第 18 號，國際命名
MITAG)，中心位置位於北緯 21.4 度、東經
123.5 度，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33公尺，瞬
間最大陣風每秒43公尺，以每小時24公里速
度，朝北北西方向前進，七級風半徑180公里、
十級風半徑60公里

10/1 05:00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9/30 05:00

台
灣

米塔



米塔颱風影響台灣最劇烈時間為9月30日

 根據氣象局預報資料分析，米塔颱風七級風暴風半徑(150公里180公里)
將於今(30)日上午接觸台灣東部陸地，影響台灣最劇烈時間為於今日全天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30日05時

9/30 05:00

10/1 05:00

9/30 12:00



宜蘭縣
大同鄉

大雨

豪雨

雷達回波

降雨強度

強

弱

米塔颱風開始於東部地區造成降雨

宜蘭縣大同鄉 421mm

9-29

新北市烏來區 227mm

9-29

9/29 0:00 - 9/30 7:00累積

9-30 9-30
時 時



災害風險趨勢研判

根據氣象局路徑研判，本次颱風影響區域
 颱風影響台灣階段

強降雨區：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花蓮縣、新竹縣

強陣風區：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苗栗縣、花蓮縣

 颱風遠離台灣階段：
強降雨區：新竹縣、桃園縣、新北市

7級風影響範圍

1

2

根據氣象局9月30日5時資料製作，警戒內容會隨最新預報更動

影響階段
9/30 ~ 09/30
08:00 20:00

遠離階段
9/30 ~ 10/01
20:00 08:00

10級風影響範圍



今(30)日起東南、東部及北部近海應嚴防風浪影響

 米塔颱風外圍環流今(30)日將開始影響台灣東部、北部海域，風浪將逐漸增
強，近海的浪高預估達4-10公尺，海面作業船隻須注意航行安全。綠島、蘭
嶼、台東、花蓮、宜蘭、新北外海將有巨浪發生，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



資料來源:全球船舶定位系統

目前海域船泊資訊

 米塔颱風已開始影響台灣東部海域，相關單位需提醒海面作業船隻須注意
航行安全

2019/09/30/06:00

2019/09/29/19:00



潮位站觀測與預報資訊

 今(30)日東部沿海滿潮時間為上午07:00-08:00及晚間19:00-20:00，
西北部沿海滿潮時間為上午11:00-12:00，適逢大潮期間，各海岸低窪
地區應嚴加防範海水倒灌

30 滿潮
12:00

30 滿潮
07:00

30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30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30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30 滿潮
19:00

30 滿潮
07:00

30 滿潮
19:00



平地易積淹水區域

 宜蘭、基隆、台北及新北受米塔颱風影響，易淹水區及沿海低窪區，須嚴
防強降雨所導致淹水災情

縣市 易致災地區

宜蘭縣 礁溪鄉、壯圍鄉、冬山鄉、五結鄉

基隆市 七堵區、仁愛區

台北市 士林區、北投區、文山區

新北市 新莊區、新店區、汐止區、五股區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

水庫蓄水資訊

調節性放水 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坡地易致災地區

 未來坡地重點區為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台北市、桃園市山區

 重點道路為台2線、台7線、台7甲線、台8線、台9線、台9甲線等6條道路，應注
意易致災道路及易成孤島聚落

縣市 坡地重點警戒鄉鎮

新北市
新店區、汐止區、瑞芳區、石碇區
坪林區、石門區、平溪區、金山區
萬里區、烏來區

基隆市 中正區、七堵區、暖暖區、仁愛區
中山區、安樂區、信義區

宜蘭縣 蘇澳鎮、頭城鎮、礁溪鄉、員山鄉
冬山鄉、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

台北市 士林區、文山區、南港區

桃園市 復興區

重點警戒鄉鎮
重點警戒省道



易成孤島地區

縣市 影響
道路

易成孤島村里

宜蘭縣 台7、
台7甲

大同鄉(四季村、南山村、英
士村)

新北市 台9甲 烏來區(信賢里、福山里、忠
治里、孝義里、烏來里)

桃園市 台7 復興區(高義里、華陵里、三
光里)

 未來強降雨區的易成孤島聚落主要位於新北市、宜蘭縣、桃園市，颱洪期間應注
意其道路通阻狀況

重點聚落

易成孤島聚落

強降雨區



綜合建議事項

 中度颱風米塔朝北北西方向前進，七級風暴風半徑將於今(30)日上午接
觸台灣東部陸地，影響台灣最顯著時間為今日全天

 今(30)日起台灣東南、東部及北部海域風浪將逐漸增強，綠島、蘭嶼、
花蓮、台東、宜蘭及新北近海有巨浪發生機會，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
海面作業船隻須注意航行安全

 颱風影響台灣期間適逢大潮，請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等地
區之低窪與易淹水區，須留意強降雨發生並提早進行防災準備

 預判坡地重點區為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台北市及桃園山區，上述
縣市內易成孤島地區與危險聚落，請提前進行必要整備工作。災害風險
較高的重點道路包括台2線、台7線、台7甲線、台8線、台9線、台9甲線
等6條道路，請公路單位預劃搶險機具，必要時應規劃封橋封路時機，並
及早通知民眾。請各單位善用災害情資網CCTV監測系統監看災情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米塔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5次工作會報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9.09.30    15:0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30日12時

9/30 12:0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30日12時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9/30 11:40

米塔

台
灣

 中度颱風 米塔 (編號第 18 號，國際命名
MITAG)，中心位置位於北緯 22.4 度、東經
122.9 度，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35公尺，瞬間
最大陣風每秒45公尺，以每小時25公里速度，
朝北北西方向前進，七級風半徑180公里、十
級風半徑60公里

中度颱風米塔持續朝北北西前進
將對台灣東部和北部地區產生衝擊



9/30 12:00

10/1  23:00

9/30 23:00

10/1 11:00

米塔颱風影響台灣最劇烈時間為
今(30)日下午至明(1)天清晨



9月29日~9月30日 12時累積雨量
桃園市復興區 178 mm

時 時 時

台中市和平區 116.5 mm

過去主要降雨區域

宜蘭縣大同鄉 456 mm

時 時 時

8/30

8/30

花蓮縣玉里鎮 133.5 mm

時 時 時

時 時 時8/30 時

9/30
9/30

9/30

9/30

54mm
23mm

32.5mm

21mm



災害風險趨勢研判

根據氣象局路徑研判，本次颱風影響區域
 颱風影響台灣階段

強降雨區：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花蓮縣、新竹縣

強陣風區：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花蓮縣

 颱風遠離台灣階段：
強降雨區：新竹縣、桃園縣、新北市

7級風影響範圍

1

2

根據氣象局9月30日11時資料製作，警戒內容會隨最新預報更動

9/30 ~ 09/30
08:00 20:00

9/30 ~ 10/01
20:00 08:00

10級風影響範圍

1 2

颱風預測路徑



今(30)日起東部、北部外海應嚴防風浪影響

 米塔颱風外圍環流今(30)日已影響台灣東部、北部海域，風浪逐漸增強，
近海的浪高預估達4-10公尺，海面作業船隻須注意航行安全。台東、花蓮、
宜蘭、新北外海將有巨浪發生，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

台東已監測到7.5公尺浪高



海岸CCTV監測資訊

 車輛行經海岸道路(台9線、台11線)時須注意行車安全

錄製時間: 2019/09/30/12:30



重點區位即時CCTV監測

時間: 2019/09/30/14:36



資料來源:全球船舶定位系統

目前海域船泊資訊

 米塔颱風已開始影響台灣東部及北部海域，相關單位需提醒海面作業船隻
須注意航行安全

2019/09/30/12:00

2019/09/30/00:00



潮位站觀測與預報資訊

 今(30)日東部沿海滿潮時間為19:00，北部沿海滿潮時間為23:00-1日0:00，
適逢大潮期間，各海岸低窪地區應嚴加防範海水倒灌

1 滿潮
0:00

30 滿潮
19:00

1 滿潮
08:00

30 滿潮
23:00

1 滿潮
11:00

1 滿潮
13:00

30 滿潮
19:00

1 滿潮
08:00

30 滿潮
19:00

1 滿潮
08:00

30 滿潮
19:00

1 滿潮
08:00



平地易積淹水區域
 宜蘭縣、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受米塔颱風影響，易淹水區及沿海低窪區，須嚴
防強降雨所導致淹水災情

縣市 易致災地區

宜蘭縣 礁溪鄉、壯圍鄉、冬山鄉、五結鄉、
蘇澳鎮

基隆市 七堵區、仁愛區、中山區、安樂區

台北市 士林區、北投區、文山區

新北市 新莊區、新店區、汐止區、五股區、
貢寮區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

水庫蓄水資訊

調節性放水 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坡地易致災地區
 未來坡地重點區為宜蘭縣、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

山區

 重點道路為台9線、台9甲線、台2線、台2丁線、台2甲線、台7線、台7甲線等7
條道路，應注意易致災道路及易成孤島聚落

縣市 坡地重點警戒鄉鎮

新北市

新店區、汐止區、瑞芳區、石碇區、
坪林區、石門區、平溪區、金山區、
萬里區、烏來區、深坑區、三芝區、
淡水區

基隆市 中正區、七堵區、暖暖區、仁愛區、
中山區、安樂區、信義區

宜蘭縣 蘇澳鎮、頭城鎮、礁溪鄉、員山鄉、
冬山鄉、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

台北市 士林區、文山區、南港區、北投區

桃園市 復興區

新竹縣 尖石鄉、五峰鄉

苗栗縣 南庄鄉



易成孤島地區

縣市 易成孤島村里

宜蘭縣 大同鄉(四季村、南山村、英士村)、
南澳鄉(澳花村)

新北市 烏來區(信賢里、福山里、忠治里、
孝義里、烏來里)

桃園市 復興區(高義里、華陵里、三光里、
奎輝里)

新竹縣 五峰鄉(大隘村、竹林村、花園村、
桃山村)、尖石鄉(玉峰村)

苗栗縣 南庄鄉(東河村)

 未來降雨集中區的易成孤島聚落主要位於宜蘭縣、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
栗縣，颱洪期間應注意其道路通阻狀況

重點聚落易成孤島聚落

重點警戒鄉鎮主要降雨區域



宜蘭-大同鄉易成孤島地區

四季村、南山村、英士村易受台7線與台7甲線阻斷影響

牛鬥雨量站



新北-烏來區易成孤島地區

台9甲線(台 9甲/成功路到
台 9甲/北107)

桶後溪(水利署)

福山雨量站

信賢里、福山里、忠治里、孝義里、烏來里易受
台9甲線道路坍方受阻影響



桃園-復興鄉易成孤島地區

台7線/桃116到台7/桃113

高義雨量站

高義村、華陵村、三光村易受台7線道路坍方受阻影響



綜合建議事項

 中度颱風米塔影響台灣最顯著時間為今日下午至明日清晨

 今(30)日起台灣東南、東部及北部海域風浪將逐漸增強，綠島、蘭嶼、
花蓮、台東、宜蘭及新北近海有巨浪發生機會，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
海面作業船隻須注意航行安全

 颱風影響台灣期間適逢大潮，請宜蘭縣、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等地
區之低窪與易淹水區，須留意強降雨發生並提早進行防災準備

 預判坡地重點區為宜蘭縣、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竹苗山區，上
述縣市內易成孤島地區與危險聚落，請提前進行必要整備工作

 災害風險較高的重點道路包括台9線、台9甲線、台2線、台2丁線、台2
甲線、台7線、台7甲線等7條道路道路，請公路單位預劃搶險機具，必要
時應規劃封橋封路時機，並及早通知民眾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請各單位善用災害情資網CCTV監測系統監看災情



米塔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6次工作會報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9.09.30    21:00



9/30 17:0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30日18時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9/30 17:00

米塔

台
灣

中度颱風米塔持續朝北北西前進
對台灣東部和北部地區產生衝擊

 中度颱風 米塔 (編號第 18 號，國際命名
MITAG)，中心位置位於北緯 24.0 度、東經
122.8 度，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35公尺，瞬間
最大陣風每秒45公尺，以每小時23公里速度，
朝北北西方向前進，七級風半徑180公里、十
級風半徑60公里



9/30 17:00

10/2  05:00

10/1 05:00

10/1 17:00

米塔颱風影響台灣最劇烈時間為
今(30)日下午至明(1)天清晨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9月30日17時



9月29日12時 ~9月30日 18時累積雨量

山區雨量逐漸增加

9/30

26.5mm

9/29

花蓮縣秀林鄉 199.5 mm

9/29 9/30

27mm

宜蘭縣大同鄉 235 mm

9/29 9/30

21mm

台中市和平區 242 mm



宜蘭縣
大同鄉

大雨

豪雨

雷達回波

降雨強度

強

弱

米塔颱風開始於東部地區造成降雨

時
9-30

時

9/29 12:00 - 9/30 18:00累積

宜蘭縣大同鄉 235mm

9-29

花蓮縣秀林鄉 199.5mm

9-29 時
9-309-30 時



災害風險趨勢研判

根據氣象局路徑研判，本次颱風影響區域
 颱風影響第一階段：

強降雨區：宜蘭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花蓮縣、新竹縣

強陣風區：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花蓮縣

 颱風影響第二階段：
強降雨區：新竹縣、桃園縣、新北市

7級風影響範圍

1

2

根據氣象局9月30日17時資料製作，警戒內容會隨最新預報更動

9/30 ~ 09/30
08:00 20:00

9/30 ~ 10/01
20:00 08:00

10級風影響範圍

1 2

颱風預測路徑



今(30)日起東部、北部外海應嚴防風浪影響

 米塔颱風外圍環流今(30)日已影響台灣東北部、北部海域，風浪逐漸增強，
近海的浪高預估達4-10公尺，海面作業船隻須注意航行安全。花蓮、宜蘭、
新北外海將有巨浪發生，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

蘇澳已監測到5.6公尺浪高

龍洞已監測到4.7公尺浪高



海岸CCTV監測資訊

 車輛行經海岸道路(台9線、台11線)時須注意行車安全

錄製時間: 2019/09/30/18:00

2019/09/30/12:30

海巡人員已勸
離觀浪民眾



資料來源:全球船舶定位系統

目前海域船泊資訊

 米塔颱風已開始影響台灣東北部及北部海域，相關單位需提醒海面作業船
隻須注意航行安全

2019/09/30/17:30

2019/09/30/12:00



潮位站觀測與預報資訊

 明(1)日東部沿海滿潮時間為08:00及20:00，北部沿海滿潮時間為9日
23:00-0:00及11:00-13:00，適逢大潮期間，各海岸低窪地區應嚴加防範海
水倒灌

滿潮
0:00

滿潮
08:00

滿潮
20:00

30 滿潮
23:00

1 滿潮
11:00

滿潮
13:00

滿潮
08:00

滿潮
20:00

滿潮
08:00

滿潮
20:00

滿潮
08:00

滿潮
20:00



平地易積淹水區域
 宜蘭縣、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受米塔颱風影響，易淹水區及沿海低窪區，須嚴
防強降雨所導致淹水災情

縣市 易致災地區

宜蘭縣 礁溪鄉、壯圍鄉、冬山鄉、五結鄉、
蘇澳鎮

基隆市 七堵區、仁愛區、中山區、安樂區

台北市 士林區、北投區、文山區

新北市 新莊區、新店區、汐止區、五股區、
貢寮區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

水庫蓄水資訊

調節性放水 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坡地易致災地區
 未來坡地重點區為宜蘭縣、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

山區

 重點道路為台9線、台9甲線、台2線、台2丁線、台2甲線、台7線、台7甲線等7
條道路，應注意易致災道路及易成孤島聚落

縣市 坡地重點警戒鄉鎮

新北市

新店區、汐止區、瑞芳區、石碇區、
坪林區、石門區、平溪區、金山區、
萬里區、烏來區、深坑區、三芝區、
淡水區

基隆市 中正區、七堵區、暖暖區、仁愛區、
中山區、安樂區、信義區

宜蘭縣 蘇澳鎮、頭城鎮、礁溪鄉、員山鄉、
冬山鄉、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

台北市 士林區、文山區、南港區、北投區

桃園市 復興區

新竹縣 尖石鄉、五峰鄉

苗栗縣 南庄鄉



易成孤島地區

縣市 易成孤島村里

宜蘭縣 大同鄉(四季村、南山村、英士村)、
南澳鄉(澳花村)

新北市 烏來區(信賢里、福山里、忠治里、
孝義里、烏來里)

桃園市 復興區(高義里、華陵里、三光里、
奎輝里)

新竹縣 五峰鄉(大隘村、竹林村、花園村、
桃山村)、尖石鄉(玉峰村)

苗栗縣 南庄鄉(東河村)

 未來降雨集中區的易成孤島聚落主要位於宜蘭縣、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
栗縣，颱洪期間應注意其道路通阻狀況

重點聚落易成孤島聚落

重點警戒鄉鎮主要降雨區域



宜蘭-大同鄉易成孤島地區

四季村、南山村、英士村易受台7線與台7甲線阻斷影響

太平山雨量站

2019/09/30 17:35



新北-烏來區易成孤島地區

台9甲線(台 9甲/成功路到
台 9甲/北107)

桶後溪(水利署)

福山雨量站

信賢里、福山里、忠治里、孝義里、烏來里易受
台9甲線道路坍方受阻影響

2019/09/30 17:40

2019/09/30 17:35



桃園-復興區易成孤島地區

台7線/桃116到台7/桃113

高義雨量站

高義里、華陵里、三光里、奎輝里易受台7線道路坍方受阻影響

2019/09/30 17:30



綜合建議事項

 中度颱風米塔影響台灣最顯著時間為今日下午至明日清晨

 今(30)日起台灣東南、東部及北部海域風浪將逐漸增強，綠島、蘭嶼、
花蓮、台東、宜蘭及新北近海有巨浪發生機會，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
海面作業船隻須注意航行安全

 颱風影響台灣期間適逢大潮，請宜蘭縣、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等地
區之低窪與易淹水區，須留意強降雨發生並提早進行防災準備

 預判坡地重點區為宜蘭縣、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竹苗山區，上
述縣市內易成孤島地區與危險聚落，請提前進行必要整備工作

 災害風險較高的重點道路包括台9線、台9甲線、台2線、台2丁線、台2
甲線、台7線、台7甲線等7條道路道路，請公路單位預劃搶險機具，必要
時應規劃封橋封路時機，並及早通知民眾

 目前水庫蓄水量皆屬高水位，因應米塔颱風降雨，相關單位需加強水庫
蓄水與放水之操作與因應，請各單位利用細胞廣播平台發送預警資訊

 請各單位善用災害情資網CCTV監測系統監看災情



米塔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7次工作會報暨情資研判會議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9.10.01    09:00



中度颱風米塔持續朝北移動，暴風圈脫離台灣陸地

10/1 07:0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資料時間：10月1日05時

 中度颱風 米塔 (編號第 18 號，國際命名
MITAG)，中心位置位於北緯 26.8 度、東經
122.3 度，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38公尺，瞬間
最大陣風每秒48公尺，以每小時19公里速度，
朝北方向前進，七級風半徑180公里、十級風
半徑60公里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10/1 07:20

米塔

台
灣



9月29日12時 ~10月1日 08時累積雨量

山區雨量逐漸增加

台北市北投區 404 mm

9/29 9/30 10/1

9/29 9/30 10/1

宜蘭縣大同鄉 492 mm

54 mm

60.5 mm

新北市平溪區 445 mm

9/29 9/30 10/1

51 mm



北部海岸、河川CCTV影像

資料來源：災害情資網(2019/10/01 08:00)



 新店溪上游南勢溪上龜山橋水位達二級警戒

頭前溪竹林大橋達一級警戒

水文監測

2019/10/01 06:30

南勢溪上龜山橋

24小時累積雨量
(1001 0600)

頭前溪竹林大橋

舊港橋(頭前溪下游)

蘭陽大橋

蘭陽橋



宜蘭-大同鄉易成孤島地區

四季村、南山村、英士村易受台7線與台7甲線衝擊影響

2019/10/01 07:15

2019/10/01 07:15

太平山雨量站



新北-烏來區易成孤島地區

台9甲線(台 9甲/成功路到
台 9甲/北107)

桶後溪(水利署)

福山雨量站

信賢里、福山里、忠治里、孝義里、烏來里易受
台9甲線衝擊影響

2019/10/01 07:20

2019/10/01 07:21



桃園-復興區易成孤島地區

台7線/桃116到台7/桃113

高義雨量站

高義里、華陵里、三光里、奎輝里易受台7線衝擊影響

2019/10/01 07:28

台 7(台 7/桃116到台 7/桃113)

2019/10/01 07:25



綜合建議事項

 中度颱風米塔已解除陸上颱風警報，風雨趨緩，長浪仍影響近岸地區，
提醒民眾避免海域活動

 雖然颱風遠離，各單位仍可透過災害情資網CCTV檢視各地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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