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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浙江利奇馬颱風  

(一 ) 事件描述  

   颱風利奇馬 (Typhoon Lekima)108 年 8 月 10 日凌晨 1 時 45 分許在浙江登

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 16 級（每秒 52 公尺），中心最低氣壓為 930

百帕，這是 2019 年登陸中國大陸強度最大颱風，重創中國大陸浙江、上海、

江蘇、安徽、山東、福建等 6 省市，其中以浙江、山東災情最慘重，截至 12

日上午，浙江已有 39 人死亡，9 人失蹤；山東連續兩天遭暴雨侵襲，已造成

5 人死亡，7 人失蹤。光這兩個省分，受災人數就超過 800 萬人。  

 

 

 

 

圖 1 颱風利奇馬 8 月 10 日凌晨 1 時 45 分許在浙江登陸  

 

(二 ) 災情描述  

   利奇馬強度達到中國國家氣象中心之超強颱風強度，使國家氣象中心發

出颱風紅色預警信號，之後颱風在 8 月 10 日凌晨，以超強颱風強度登陸於

浙江省溫嶺市城南鎮，登陸的省份浙江省受災嚴重，該省已有 667.9 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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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並有 126 萬人撤離，多輛轎車泡水，其中，溫州市永嘉縣岩坦鎮山早

村發生山體滑坡堵塞河流，形成堰塞湖並決堤，造成該村 24 死 8 失聯；利

奇馬在登陸後，由南向北影響東部沿海，在山東省有 165.5 萬餘人受災，約

有 18.4 萬人撤離；在中國大陸有一千餘萬人受災， 1.3 萬間房屋倒塌，99.6

萬公頃的農田受到損壞，共造成 56 人罹難與 14 人失蹤。  

  

圖 2 利奇馬颱風直撲往中國大陸，在

海邊掀起 5 層樓高巨浪（圖／人民日

報）  

圖 3 浙江省樂清市遭利奇馬肆虐後的

街景(網路照片) 

  

圖 4 永嘉縣岩坦鎮山早村發生嚴重土石流 , 造成該村 24 死 8 失聯 (圖 /中新

社 ) 

 

(三 ) 政府之應變作為  

   至 9 日 9 時，浙江省台州市已轉移危險區域人員 7.2 萬人。涉海 9 家 A

級景區全部關閉，疏散遊客 5,897 人次。排查農村危舊房 7,091 處，整治隱

患點 360 處，轉移安置人員 920 人。全市 929 家避災安置場所全面開啓，所

有民宿、農家樂進入防颱應急狀態，海邊民宿全面停止營業。此外，全市 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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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漁船全部回港避風； 27 艘渡船、11 艘客船，23 條客渡運航線全部停航；

88 艘新建、扣押、無動力等重點船隻逐條落實管護措施；超汛限水庫已採取

措施降低水位。大陸氣象局 9 日上午 11 時公布消息，國家防總啟動了防汛

防颱風三級應急響應，分別向浙江、上海、江蘇派出工作組，協助地方開展

防汛防颱風工作。隨後，由於“利奇馬”預計於 9 日半夜到 10 日上午在浙

江溫州到象山一帶沿海登陸，最大可能在台州到樂清一帶沿海登陸。浙江省

防汛防颱抗旱指揮部將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至Ⅰ級。  

   中國鐵路上海局集團有限公司也對 10 日、11 日經由浙江相關線路區段

的旅客列車採取停運、停售車票措施。此外，福建、浙江、上海等地航運交

通受到嚴重影響。舟山普陀山機場、溫州龍灣機場、上海虹橋機場等，有大

範圍航班取消與延誤。截至 10 日傍晚 6 時，受颱風影響，中國國內航班取

消逾 3000 架次。  

   利奇馬颱風帶來的持續性降雨致浙江溫州、台州、寧波大部分城區被大

水淹沒，上千名人員被困。截至 11 日，武警浙江總隊官兵已出動 500 名官

兵及 60 艘舟艇前往救援，已救出被困人員 200 餘名，搜救仍持續進行中。

財政部、應急部快速預撥浙江省 3000 萬人民幣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用

於搶險救災和受災群眾救助工作。  

   13 日省自然資源廳就颱風「利奇馬」災後恢復重建工作進行部署。  

1. 全力保障受災群眾安置用地。  

按照「特事特辦、急事急辦」的原則，對農房受災倒塌、損毀嚴重，無法或

不適宜繼續居住的，由各地先行組織實施原地重建或異地新建，允許邊建邊

批，在年底前完成建設用地報批手續。涉及異地搬遷新建的，允許相應調整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部分地區規劃空間無法滿足搬遷點建設需要

的，可申請使用省預留指標；受災群眾異地搬遷安置用地計劃指標由省自然

資源廳專項安排；沒有占補平衡指標的，可採取邊占邊補方式落實；支持受

災地區通過鄉村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與生態修復工程建設安置用房。  

2. 積極支持損毀基礎設施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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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因搶險救災需要臨時使用土地的，允許先行使用土地，如確實無法避讓永

久基本農田的，允許臨時使用，辦理臨時用地使用手續；災後恢復原狀、補

償到位並交還原土地使用者使用。對颱風造成的省重點交通、水利基礎設施

工程重大損毀、確需改建的，要科學合理選址，所需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

由省自然資源廳專項安排。  

3. 支持受災地區儘快恢復生產。  

支持各地開展災毀耕地復墾，各地要儘快組織查清災毀耕地情況，落實復墾

資金，制定復墾方案，實事求是申報災毀耕地復墾省級資金補助項目，省自

然資源廳將會同省財政廳對災毀項目及時進行審核，對符合要求的項目按規

定給予補助，幫助災區儘快恢復農業生產。支持受災企業加快重建，對在搶

險救災中按規劃需要搬遷的工業項目且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經批准後，收

回原國有土地使用權，以協議出讓或租賃方式為原土地使用權人重新安排工

業用地。  

4. 切實加強地質災害綜合治理。  

各地要及時組織開展地質災害應急調查和隱患排查，迅速落實分類處置和即

查即治措施。要重點排查地質災害隱患點和位於溝口、坡腳、陡坡、崖邊、

河邊等村莊的地質災害安全隱患。特別是對小流域區域，要綜合研究山洪、

泥石流、滑坡等災害的相互作用，將排查工作擴大到流域上游範圍。當強降

雨達到地質災害的閾值時，不管是否屬於地質災害隱患點，都必須堅決轉移

撤離。地質災害綜合治理項目要在 9 月 15 日前錄入省地質災害管理信息系

統，經認定後納入省級地質災害避讓搬遷計劃的項目，省自然資源廳將及時

安排地質災害異地搬遷用地計劃指標，並會同省財政廳儘快下達有關補助資

金。  

5. 大力推進災區建設用地復墾。  

對災毀農村建設用地具備復墾條件的，允許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項

目，先行安排災毀安置用房的建設用地；對不具備復墾條件的，可以在縣域

內優先安排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餘指標落實安置房建設用地，縣域內沒

有節餘指標的可以通過跨縣協議調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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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面做好各項服務保障工作。  

各地要把救災、重建作為當前「三服務」活動的重點，成立災後應對工作組，

深入災區開展災情核查評估工作，切實加強災後重建政策和技術服務。加快

建設用地審批，開通颱風災後重建建設用地審批綠色通道，即收即辦，高效

審批，保障災後重建項目建設用地需要和及時落地。  

 

(四 ) 致災原因研判  

   今年第 9 號颱風利奇馬 4 日於菲律賓東方海面生成，8 日掠過台灣北部

後直撲大陸，少了台灣中央山脈的阻擋，首當其衝的浙江遭重創，淹水又停

電，甚至還有變電箱都被吹爆，路樹東倒西歪，海邊也掀起幾 10 公尺高巨

浪威力驚人，利奇馬一路北上，台灣幸運躲過，不過大陸卻面臨罕見的二度

登陸，北京、河北、山東，先後受到影響。  

 

(五 ) 可借鏡之處  

   中央氣象台 8 月 9 日 06 時發佈颱風紅色預警及防禦指南：  

1. 政府及相關部門按照職責做好防颱風搶險應急工作。  

2. 相關水域水上作業和過往船舶應當回港避風，加固港口設施，防止船舶走

錨、擱淺和碰撞。  

3. 停止室內外大型集會和高空等戶外危險作業。  

4. 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風吹動的搭建物，人員切勿隨意外出，應儘可能待在防

風安全的地方，確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員及時轉

移。當颱風中心經過時風力會減小或者靜止一段時間，切記強風將會突然

吹襲，應當繼續留在安全處避風，危房人員及時轉移。  

5. 相關地區應當注意防範強降水可能引發的山洪、地質災害。  

 

(六 ) 專家分析  

   浙江台州市氣象局調研員陳宏義表示，“利奇馬”有強度特別強、降水

強度大、持續時間長、影響範圍廣等特點，“從目前情況分析，其最大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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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級，登陸時風力將達 13~15 級。一旦登陸，其強度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登陸

浙江的颱風中僅次於 1956 年在象山登陸的萬達和 2006 年在蒼南登陸的桑

美。他表示，“利奇馬”登陸時風力巨大，極具破壞性，可能造成房屋樹木

倒塌、海面風暴增水、強降雨、大範圍洪澇等，“台州沿海海面 9 日中午已

出現 14 級風浪，可見風力之強。”  

 

(七 ) 資料來源  

1. 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120091.aspx  

2. 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即時中國 /361366/颱風利奇馬 -增強為超強颱風或成為

今年最強 -料周六登陸浙江  

3. 新浪新聞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809/32252820.html  

4. ETtoday 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808/1508302.htm 

5.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49310258 

6. 今天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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