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閃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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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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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2020/11/05 09:3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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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颱風將持續向西側方向移動，未來將通過巴士海峽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輕度颱風閃電將持續朝西側方向移動，通過巴士海峽，未來將影響恆春南方海域
輕度颱風閃電，今天(5日)8時位於北緯
19.9度，東經127.0度，朝西移動，時速
25公里轉19公里，7級暴風半徑80公里

11/07 08:00



閃電颱風最接近台灣時間為11月6日
 閃電颱風最接近台灣時間為11月6日，雨勢較大區為台東縣及恆春半島地區，北部、東
北部及東部有局部短暫陣雨

11/04
14:00

11/07 04:00

預估降雨：

11/06 07:00

閃電

11/5/20 ~ 11/6/08 11/6/08 ~ 11/6/20



南部沿海留意長浪影響
 閃電颱風已逐漸影響臺灣南部海面，外海風浪逐漸增大，綠島、蘭嶼、臺東、屏
東、澎湖外海須留意長浪影響

今日(05)滿潮時間

蘭嶼
20:04

恆春
20:08

小琉球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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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海域船舶分布

20201105 09:00

 閃電颱風已逐漸影響臺灣南部海面，外海風浪逐漸增大，海上作業船隻，請盡早
入港避風



綜合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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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颱颱風閃電正逐漸接近巴士海峽，預計5日(週四)起暴風圈侵襲台
灣東部及南方海域，影響最劇烈時間為6日(週五)，須持續注意颱風
路徑後續可能變化

目前海上颱風警報警戒區域為台灣東部及南部海面(含綠島、蘭嶼)，
請航行及作業船隻特別注意安全，沿海作業船隻請進港避風

南部地區5日(週四)開始，風浪將逐漸增強，綠島、蘭嶼、台東、屏
東及澎湖外海將有長浪發生，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請相關單位配
合協助落實海岸管制。



閃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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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5    15:0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11/07 12:00

11/06 07:00

11/05 11:00
閃電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2020/11/05 12:40

台
灣

閃電

輕度颱風閃電，今天(5日)11時位於北緯
20.1度，東經126.2度，朝西轉西北西移
動，時速23公里轉19公里，7級暴風半徑
100公里

閃電颱風持續向西側方向移動，主要影響時間為11月6至7日

 輕度颱風閃電將持續朝西轉西北西往台灣接近，主要影響時間為11月6至7日



災害風險趨勢研判

根據氣象局11月5日11時資料製作，警戒內容會隨最新預報更動

11/6/00 ~ 11/7/00
預估:

11/7/00 ~ 11/8/00

颱風影響台灣階段
強降雨影響區：台東縣、恆春半島、花蓮縣、新北市、基隆市
強陣風影響區：台東縣、屏東縣

颱風遠離台灣階段：
主要降雨區：台東縣、恆春半島、花蓮縣、宜蘭縣、台北市、

新北市、基隆市

根據氣象局路徑研判，颱風致災風險時序與區域



南部沿海留意長浪影響
 閃電颱風已逐漸影響台灣南部海面，外海風浪可達3-6公尺，綠島、
蘭嶼、台東、屏東、澎湖、東沙島外海須留意長浪影響

今日(05)滿潮時間

蘭嶼
20:04

恆春
20:08

小琉球
21:44

蘭嶼已測到3公尺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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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海域船舶分布

20201105 13:00

 閃電颱風已逐漸影響台灣南部海面，外海風浪逐漸增大，巴士海峽作
業船隻，請盡早入港避風



台26線
台9戊線

台9線

警戒鄉鎮
警戒省道

 未來坡地重點區為台東縣、屏東縣山區
 重點道路為台９戊線、台９線、台26線，應注意易致災道路
及易成孤島聚落

 受台東外海地震(09/29)影響，山坡地應注意落石災害

縣市 坡地重點警戒鄉鎮

台東縣
大武鄉（愛國蒲部落－105
年莫蘭蒂颱風）、太麻里鄉、
金峰鄉、達仁鄉

屏東縣
恆春鎮、滿州鄉、瑪家鄉、
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
獅子鄉、牡丹鄉

坡地易致災地區

12

台東縣大武鄉愛國蒲部落



綜合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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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颱颱風閃電已接近巴士海峽，有逐漸增強趨勢，影響最劇烈時間為6日上午至
7日上午，沿海地區請注意強陣風的影響

 受台東外海地震(9/29)的影響，台東及屏東山區道路注意落石災害發生。坡地重
點區為台東縣及屏東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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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9戊線、台9線及台26線等3條道路，請公路單位預先規
劃搶險機具，必要時應規劃封橋封路時機，並及早通知民眾

 目前海上颱風警報警戒區域為台灣東部及南部海面(含綠島、蘭嶼)，請航行及作
業船隻特別注意安全，沿海作業船隻請進港避風

 綠島、蘭嶼、台東外海已有大浪(3公尺)發生，民眾請勿前往海邊觀浪



閃電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3次工作會報暨情資研判會議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20.11.05    21:3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11/07 07:00

11/06 
06:00 11/05 

17:00

閃電

輕度颱風閃電，今天(5日)17時位於北緯
20.3度，東經124.7度，朝西轉西北西移
動，時速20公里轉17公里，7級暴風半徑
100公里

閃電颱風持續向西通過巴士海峽，主要影響台灣時間為11月6日

 輕度颱風閃電影響台灣陸地時間為11月6日12時至7日0時
 主要強陣風影響區為台東縣、屏東縣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2020/11/05 17:50

台
灣

閃電

11/07 
00:00 11/06 

12:00



降雨趨勢研判

 主要降雨區：屏東縣、台東縣

11/6/00 ~ 11/6/12 11/7/00 ~ 11/7/1211/6/12 ~ 11/7/00

接近台灣 影響台灣 遠離台灣

颱風影響台灣階段



南部沿海留意長浪影響
 閃電颱風已開始影響臺灣南部海面，6日整天影響最劇，南部及西南
外海風浪預估可達4-8公尺

明日(06)上午滿潮時間

蘭嶼
08:59

恆春
10:31

小琉球
22:29

20201105_1700
台東海岸風浪逐漸增高

蘭嶼已測到3.9公尺浪高



20201105 18:00 18

南部海域船舶分布
 閃電颱風已開始影響臺灣南部海面，外海風浪逐漸增大，巴士海峽作
業船隻，請盡早入港避風

20201105 13:00



平地易積淹水區域

 台東縣和屏東縣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須注意較大雨勢可能造成之積淹水

縣市 易致災地區

台東縣 台東市、大武鄉

屏東縣 東港鎮、林邊鄉、佳冬鄉、恆春鎮



目前水情狀況正常，持續監控

資料來源：災害情資網(2020/11/05 18:45)

屏東縣河川CCTV影像



台26線
台9戊線

台9線

警戒鄉鎮
警戒省道

 未來坡地易致災重點區為台東縣、屏東縣山區
 受台東外海地震(09/29)影響，應注意落石等坡地災害
 重點道路為台９線(上丹路部落、下草埔部落)、台９戊線、
台26線，應注意易致災道路及易成孤島聚落

坡地易致災地區

21

縣市 坡地重點警戒鄉鎮

台東縣 大武鄉、太麻里鄉、金峰鄉、
達仁鄉

屏東縣
恆春鎮、滿州鄉、瑪家鄉、泰
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
鄉、牡丹鄉



南迴公路(台9線) -易成孤島聚落

上丹路部落

下草埔部落

易形成孤島聚落

11/5入夜前道路通暢



綜合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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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電颱風持續朝台灣海域前進，影響最劇烈時間為6日12時至7日0時，須持續注
意颱風後續可能變化

 颱風影響期間，主要降雨地區為台東縣和屏東縣，請低窪易淹水地區居民，留意
雨勢變化並提早進行防災準備

 受台東外海地震(9/29)的影響，台東及屏東山區道路注意落石災害發生，其中台
9戊線、台9線及台26線等3條道路為易致災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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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颱風已準備進入巴士海峽，請航行及作業船隻嚴加戒備，儘速進港避風
 綠島、蘭嶼、台東外海已有大浪(3公尺)發生，請呼籲民眾嚴禁沿海休憩活動



閃電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4次工作會報暨情資研判會議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20.11.06    09:00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11/08 02:00

閃電

輕度颱風閃電，今天(6日)4時位於北緯
20.7度，東經122.5度，朝西北西轉西北
移動，時速17公里轉12公里，7級暴風半
徑120公里

閃電颱風持續向西通過巴士海峽，主要影響台灣時間為11月6日

 輕度颱風閃電影響台灣陸地時間為11月6日至7日凌晨
 主要強陣風影響區為台東縣、屏東縣、高雄市、台南市

11/07 
04:00

11/06 
04:00

11/06 
10:00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2020/11/06 05:00

台
灣

閃電



降雨趨勢研判

 主要降雨區：屏東縣、台東縣

11/6/10 ~ 11/6/22 11/7/10 ~ 11/7/2211/6/22 ~ 11/7/10
接近台灣 影響台灣 遠離台灣

颱風影響台灣階段



閃電颱風雨帶將逐漸影響屏東縣、台東縣



南部沿海留意長浪影響
閃電颱風已開始影響臺灣南部海面，今日(6日)影響最為顯著，
恆春半島外海風浪預估可達4-8公尺

今日(06)上午滿潮時間

蘭嶼
08:59

恆春
10:31

東港
11:40

蘭嶼已測到5.0公尺浪高

20201106_0700
台東海岸風浪逐漸增高



20201105 18:00 29

南部海域船舶分布
閃電颱風已開始影響臺灣南部海面，外海風浪逐漸增大，巴士
海峽作業船隻，請盡早入港避風

20201106 08:00



平地易積淹水區域

 台東縣和屏東縣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須注意較大雨勢可能造成之積淹水

縣市 易致災地區

台東縣 台東市、大武鄉

屏東縣 東港鎮、林邊鄉、佳冬鄉、恆春鎮



目前水情狀況正常，持續監控

資料來源：災害情資網(2020/11/06 06:58)

屏東縣河川CCTV影像



坡地易致災地區

縣市 坡地重點警戒鄉鎮

台東縣 大武鄉、太麻里鄉、金峰鄉、
達仁鄉

屏東縣
恆春鎮、滿州鄉、瑪家鄉、泰
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
鄉、牡丹鄉

台9戊

台9

警戒鄉鎮
警戒省道

台26震度分布圖

台11

 未來坡地易致災重點區為台東縣、屏東縣山區
 受台東外海今凌晨2時36分地震影響，應注意落石等坡地災害
 重點道路為台９(上丹路部落、下草埔部落)、台９戊、台26線、
台11應注意易致災道路及易成孤島聚落



南迴公路(台9) -易成孤島聚落

上丹路部落

下草埔部落

易形成孤島聚落
06:40

06:40

06:40

06:40



綜合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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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颱風持續朝台灣海域前進，影響最劇烈時間為6日至7日凌晨，尤
其是今(6)日下半天雨勢會逐漸增強

颱風影響期間，主要降雨地區為台東縣和屏東縣，請低窪易淹水地區
居民，留意雨勢變化並提早進行防災整備

受颱風降雨以及台東外海地震的影響，台東及屏東山區道路注意落石
災害發生，其中台9戊、台9、台26及台11等4條道路為易致災道路，
需針對上述縣市內易成孤島地區與危險聚落加強防災整備與監測，預
計入夜後雨勢增強，建議依據降雨趨勢評估疏散撤離時機

綠島、蘭嶼、台東外海已有大浪(3公尺)發生，東南部、南部以及西南
部海面已納入警戒範圍，請呼籲民眾嚴禁沿海休憩活動



閃電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5次工作會報暨情資研判會議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20.11.06    15:00



11/07 
06:00

11/06 
13:00

11/07 
14:00

閃電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輕度颱風閃電，今天(6日)14時位
於北緯21.4度，東經121.0度，朝
西北西移動，時速13公里，7級暴
風半徑120公里

閃電颱風暴風圈已於今日11時接觸陸地

 輕度颱風閃電影響台灣陸地時間為11月6日至7日凌晨
 主要風雨影響區為台東縣、屏東縣、台南市、高雄市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2020/11/06 14:00

台
灣

閃電



11/6日11:00
7級風暴風圈

屏東縣、台東縣開始有10級以上強陣風出現
平均風： 陣風：屏東縣牡丹鄉

屏東縣恆春鎮

11/7日 06:00

陣風12級

平均風8級

平均風10級

陣風11級



降雨趨勢研判

11/7/06 ~ 11/7/1411/6/14 ~ 11/7/06
影響階段 遠離階段

根據氣象局11月6日11時資料製作，警戒內容會隨最新預報更動

11/6/00 ~ 11/6/14
今日累積

 主要降雨區：屏東縣、台東縣、花蓮縣

颱風影響台灣階段



閃電颱風雨帶開始影響台灣陸地



南部沿海留意長浪影響
閃電颱風已影響臺灣南部海面，今日(6日)影響最為顯著，恆春
半島外海風浪預估可達4-8公尺

今日(06)下午滿潮時間

蘭嶼
20:48

恆春
20:48

東港
22:37

20201106-1300
台東海岸風浪逐漸增高
20201106-1300
台東海岸風浪逐漸增高

20201106-1300

蘭嶼已測到5.8公尺浪高



20201106 08:00

41

南部海域船舶分布

閃電颱風已影響臺灣南部海面，外海風浪持續增大，巴士海峽
作業船隻，請盡早入港避風

20201106 13:00



平地易積淹水區域

 台東縣和屏東縣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須注意較大雨勢可能造成之積淹水

縣市 易致災地區

台東縣 台東市、大武鄉

屏東縣 東港鎮、林邊鄉、佳冬鄉、恆春鎮



 目前水情狀況正常，持續監控

資料來源：災害情資網(2020/11/06 13:00)

屏東縣河川CCTV影像

12:00

13:00



坡地易致災地區

縣市 坡地重點警戒鄉鎮

台東縣 大武鄉、太麻里鄉、金峰鄉、
達仁鄉

屏東縣

恆春鎮、滿州鄉、瑪家鄉、泰
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
鄉、牡丹鄉、車城鄉、枋山鄉、
萬巒鄉 台9戊

台9

警戒鄉鎮
警戒省道台26

震度分布圖

台11

 未來坡地易致災重點區為台東縣、屏東縣山區
 受台東外海今凌晨2時36分地震影響，應注意落石等坡地災害
 重點道路為台９(上丹路部落、下草埔部落)、台９戊、台26線、
台11應注意易致災道路及易成孤島聚落



南迴公路(台9) -易成孤島聚落

上丹路部落

下草埔部落

位 置：屏東縣獅子鄉台9線449K+700
影像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位 置：屏東縣獅子鄉台9線468K+400
影像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13:00

位 置：臺東縣達仁鄉台9線447K+500
影像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13:00

位 置：屏東縣獅子鄉台9線460K+100
影像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13:00

13:00

易形成孤島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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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颱風暴風圈已於今(6)日11時接觸恆春半島，風雨逐漸增強

颱風影響期間，主要降雨地區為台東縣和屏東縣，請低窪易淹水地區
居民，留意雨勢變化並提早進行防災整備

受颱風降雨以及台東外海地震的影響，台東及屏東山區道路注意落石
災害發生，其中台9戊、台9、台26及台11等4條道路為易致災道路，
需針對上述縣市內易成孤島地區與危險聚落加強防災整備與監測，預
計入夜後雨勢增強，建議依據降雨趨勢評估疏散撤離時機

綠島、蘭嶼、台東外海已有大浪(5公尺)發生，東南部、南部以及西南
部海面已納入警戒範圍，請呼籲民眾嚴禁沿海休憩活動



閃電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6次工作會報暨情資研判會議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20.11.06    20:00



11/07 
05:00

11/06 
18:00

11/07 
15:00

閃電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輕度颱風閃電，今天(6日)18時位
於北緯21.7度，東經120.6度，朝
西北西轉西南西移動，時速13公里，
7級暴風半徑120公里

閃電颱風暴風圈逐漸通過恆春半島
 輕度颱風閃電影響台灣陸地時間為11月6日至7日清晨
 主要強陣風影響區為屏東縣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2020/11/06 18:10

台
灣

閃電



11/6日18:00
7級風暴風圈

屏東縣持續出現10級以上強陣風
平均風： 陣風：屏東縣車城鄉

屏東縣恆春鎮

11/7日 05:00

陣風10級

平均風8級

平均風7級

陣風10級



今(6)日入夜後台東縣、屏東縣雨勢漸強



11/6
00:00~1800

11月6日累積降雨分布
花蓮縣富里鄉 累積雨量58mm

臺東縣達仁鄉 累積雨量189.5mm

73mm

16mm

屏東縣泰武鄉 累積雨量161mm

59mm



降雨趨勢研判

11/7/05 ~ 11/7/1511/6/18 ~ 11/7/05
影響階段 遠離階段

根據氣象局11月6日18時資料製作，警戒內容會隨最新預報更動

11/6/00 ~ 11/6/18
今日累積

 主要降雨區：屏東縣、台東縣

颱風影響台灣階段



南部沿海留意長浪影響
閃電颱風逐漸通過南部海面，恆春半島外海仍須留意大浪影響

今日(06)下午滿潮時間

恆春
20:48

東港
22:37 20201106-1700

20201106-1700

蘭嶼
20:48

鵝鑾鼻已測到5.4公尺浪高



平地易積淹水區域

 台東縣和屏東縣受颱風環流影響，須注意較大雨勢可能造成之積淹水

縣市 易致災地區

台東縣 台東市、大武鄉

屏東縣 東港鎮、林邊鄉、佳冬鄉、恆春鎮



 受牡丹水庫調節性放水影響，須注意四重溪水位狀況。

資料來源：災害情資網(2020/11/06 19:00)

屏東縣河川CCTV影像

四重溪-懷恩橋

四重溪-石門橋

17:00

19:00



坡地易致災地區

縣市 坡地重點警戒鄉鎮

台東縣 大武鄉、太麻里鄉、金峰鄉、
達仁鄉

屏東縣

恆春鎮、滿州鄉、瑪家鄉、泰
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
鄉、牡丹鄉、車城鄉、枋山鄉、
萬巒鄉 台9戊

台9

警戒鄉鎮
警戒省道台26

震度分布圖

台11

 未來坡地易致災重點區為台東縣、屏東縣山區
 受台東外海今凌晨2時36分地震影響，應注意落石等坡地災害
 重點道路為台９(上丹路部落、下草埔部落)、台９戊、台26線、
台11應注意易致災道路及易成孤島聚落



南迴公路(台9) -易成孤島聚落

上丹路部落

下草埔部落

位 置：屏東縣獅子鄉台9線449K+700
影像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位 置：屏東縣獅子鄉台9線468K+400
影像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19:00

位 置：臺東縣達仁鄉台9線447K+500
影像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19:00

位 置：屏東縣獅子鄉台9線460K+100
影像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19:00

19:00

易形成孤島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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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颱風暴風圈逐漸通過恆春半島，風雨漸強，影響台灣陸地時間為
11月6日至7日清晨

颱風影響期間，主要降雨地區為台東縣和屏東縣，低窪易淹水地區居
民需注意短延時較大雨勢帶來之積淹水

受颱風降雨以及台東外海地震的影響，台東及屏東山區道路注意落石
災害發生，其中台9戊、台9、台26及台11等4條道路為易致災道路，
需注意上述縣市內易成孤島地區與危險聚落，避免周末從事山區旅遊
與登山活動

綠島、蘭嶼、台東外海已有大浪(5公尺)發生，東南部、南部以及西南
部海面已納入警戒範圍，請呼籲民眾嚴禁沿海休憩活動



閃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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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7    07:00



11/07 
06:00

閃電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輕度颱風閃電，今天(7日)06時位
於北緯22.5度，東經119.5度，每
小時14轉19公里速度，向西南西
轉西南進行，7級暴風半徑80公里

閃電颱風已逐漸脫離本島陸地
 閃電颱風已逐漸脫離本島陸地，向西南西轉西南進行，預計於7日下午脫離台灣海域

日本向日葵衛星雲圖
2020/11/07 06:00

台
灣

閃電

11/07 
15:00



11/6 00:50~
11/7 0500

11月7日5時止累積降雨分布
屏東縣西大武山 累積雨量384mm

屏東縣丹路 累積雨量233mm

54.5mm

60mm

臺東縣勝林山 累積雨量282mm

73mm



南部地區重點區CCTV監測影像



西南部沿海留意長浪影響

 閃電颱風已轉入西南部海面，恆春半島外海仍須留意大浪影響

今日(07)上午滿潮時間

恆春
10:31

蘭嶼
08:59

東港
11:40

蘭嶼已測到2.3公尺浪高

鵝鑾鼻已測到4.9公尺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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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颱風暴風圈已逐漸脫離台灣本島，風雨趨緩，唯西南部海域作業
船隻仍需注意海況

適逢周末假期，南部沿海仍有長浪發生之可能，呼籲民眾避免沿海休
憩活動

受颱風降雨及台東6日凌晨外海地震的影響，台東及屏東山區道路仍有
落石災害發生之風險，提醒民眾避免周末從事山區旅遊與登山活動

雖然颱風逐漸遠離，各單位仍可透過災害情資網CCTV檢視各地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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