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裂流、湧浪和瘋狗浪對海域遊憩安全之影響

董東璟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副教授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研究船船務中心主任

海洋表徵

波浪 (waves)
‐風浪 (Wind waves)
‐湧浪 (Swell)
‐碎浪 (Breaking)

海流 (current) 
‐洋流，如黑潮、墨西哥灣流
‐潮流 (Tidal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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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浪
(wind wave)

湧浪(swell)

浪是風吹產生

直接風吹產生的浪稱為風浪

風浪傳遞到遠處稱為湧浪。

無風不起浪

無風三尺浪


湧
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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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浪

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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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天氣時的湧浪是衝浪者的天堂，
發生危害的風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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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它海區傳來、或者當地風力迅速減小或

風向改變後遺留下來的浪就叫做湧浪，俗稱

長浪。

湧浪在傳播過程中，由於受到空氣阻力和海

水內摩擦影響，消耗不少能量，令到波高減

低而周期拉長，所以湧浪的外形較為圓滑規

則，周期較長，波長也較長，可達幾百米。

波浪的速度與週期成正比，湧浪的週期比較長，因此湧浪

的傳播速度較快，往往比海上天氣系統的移速快得多。

湧浪時速可達上百公里。颱風移動時速約5~20公里。

因此，在颱風來襲前一、兩天，湧浪就會先到達岸邊，由

於湧浪具有巨大能量，當它傳到淺水區域時受到地形影響，

就會產生波浪堆高以及波浪破碎的現象，甚至會造成驚濤

拍岸，捲起千堆雪的景象。

如果在海岸邊發現「無風三尺浪」，很有可能代表遠處有

劇烈天氣系統。

湧浪不見得會直接帶來災害，但有可能間接引起海象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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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浪帶來很多樂趣或效益，譬如衝浪、游泳、波
浪發電、觀賞。。。等

但也帶來一些潛在的危害，譬如

瘋狗浪、颱風巨浪、急速成長波。 。

Typhoon Usagi, TaitungDamage on Coastal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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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on Coastal Infrastructure

颱風浪大，但可正確預報，加上災害

防救法之限制，颱風巨浪造成之人命

損傷通常不大!!

可以預報的危險海象不可怕，但瞬
變的危險海象常令人應變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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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都發生很多瘋狗浪災害事件

近14年(2000‐2013)全台灣海岸瘋狗浪事件統計

合計263件，平均每年18.7件。颱風期間有33件，佔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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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4年(2000‐2013)台灣海岸地區發生瘋狗浪擊落海事件分布圖

總計
408人落海
平均29人/年

53案件
75人落海

12案件
17人落海

6案件
6人落海

24案件
36人落海

58案件
93人落海

東北角(新北‐基隆‐
宜蘭 )海岸發生瘋
狗浪事件佔全台事
件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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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浪學理上，

一群波浪中有一個波的高度比整體海面

的代表波浪(Hs)大兩倍以上，稱那個波

為「異常波浪」，

異常波浪主要發生於外海，造成船難事

件。當異常波浪發生在岸邊，把釣客或

遊客沖刷入海，俗稱「瘋狗浪」。

H/Hs≧2

異常波浪 極大波浪

異常波浪 海嘯

異常波浪 不知發生於何時? 何地? 它也
不一定是很大的浪，但通常只有較大的
異常波浪才會造成傷害。

嚴格來說，異常波浪也不等於瘋狗浪。
外洋異常波浪發生機制與近岸瘋狗浪機制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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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ak wave

rogue wave

abnormal wave

異常波浪 (外洋)

一個異常波浪的實例 – 龍洞海域

一群浪中，有一個超過其它浪的兩倍高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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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神
號

(2006年)

大洋中的異常波浪有三種

 波峰甚陡，似一面水牆(sea wall)

 有一深邃的波谷，如海中的洞(hole)

 一列波列前來，常見三姊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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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Contents Source
1 2000.2.28 台灣籍4000噸砂石船「花蓮一號」載運5380噸砂石由花蓮航行前往台

北港途中沉沒，21船員失蹤。
廣泛報導

2 2005.2.10 台灣籍5177噸砂石船「瑞太八號」從台灣花蓮航行前往日本石垣島途
中沉沒，18船員失蹤。

廣泛報導

3 2005.10.08 貝里斯籍1900噸貨輪「美達斯1號 (Midas-1)」載運1400噸鋼材在麟山
鼻西北方外海遭巨浪侵襲沈沒，9船員獲救

海巡署

4 2005.10.08 台灣籍19噸漁船「金興26號」在新竹外海遭遇強風巨浪而翻覆，1船
員死亡，3人獲救。

自由時報

5 2006.4.5 台灣籍海釣船「友載一號」在基隆八斗子外海遭遇大浪翻覆，4船員
死亡。

中央社
中新網

6 2007.11.27 巴拿馬籍16000噸貨輪「瑪莉納號 (Mezzanine)」由印尼前往天津途中，
在台灣鼻頭角外海遭遇15米巨浪襲擊沉沒，29船員失蹤。

Taipei Times
海軍大氣海洋局

7 2008.1.14 巴拿馬籍16834噸貨輪「大佶號Da-Ji」由廣州黃埔港前往台中港途中
在彰化外海遭遇大浪沉沒，13船員獲救，8船員死亡，4船員失蹤。

新華社/TVBS

8 2008.1.14 台灣籍貨輪「金寶號」從香港開往廣東汕頭途中疑似因大浪而翻覆，
1人獲救，5人失蹤。

新華社

9 2009.10.4 巴拿馬籍1375噸貨輪「銀海輪 (Silver Sea)」在澎湖西南方海峽中線處
附近因天候不佳沉沒，13船員失蹤。

海巡署
China Post

10 2009.12.30 大陸籍290噸漁船「福遠漁117號」在新竹外海因風浪太大導沉沒，10
人獲救，3人失蹤。

陸委會

11 2010.1.26 泰國籍4200噸貨輪「海洋天使號 (Sea Angle)」在澎湖東北方海域因大
浪翻覆，9人獲救，10人失蹤。

澳門時報
泰國日報

12 2010.8.9 台灣籍2292噸航行台中與澎湖間之客貨兩用輪「海洋拉拉號」在彰化
外海疑似遭遇強浪而破損，300乘客安全獲救。

廣泛報導

外海異常波浪造成船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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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10 19:50 瑞太八號 5177噸 砂石船 18人失蹤

事件發生時間 落海地點 船隻種類 資料來源

48 2003/01/09 15:00 台中外海40海浬 貨輪 TVBS網頁

49 2004/05/02 06:31 屏東東港外海2.5海浬 貨輪 (48噸) 海巡署網頁

50 2004/11/30 傍晚 台中外海40海浬 砂石輪(1700噸) TVBS網頁

51 2005/02/10 19:58 花蓮機場東方約十七浬海域 砂石輪(5170噸) 大紀元網頁

52 2005/10/08 06:13 新北市石門鄉麟山鼻外海2浬
處

貨輪 (1900噸) 海巡署網頁

53 2008/01/16 04:30 鵝鑾鼻外海100海浬 貨輪 華視新聞網頁

54 2009/10/04 17:40 澎湖西南方86浬海域處 貨輪 (1375噸) 自由電子報網頁

56 2010/10/18 22:41 苗栗外埔西北方18海浬 貨輪 (5528噸) 海巡署網頁

57 2010/10/19 05:57 台南將軍西方67海浬 貨輪 (2641噸) 海巡署網頁

58 2010/10/27 08:13 鵝鑾鼻西南方86浬 貨輪 (45000噸) 大紀元網頁

59 2010/01/26 06:00 澎湖西鄉查某嶼東北方10海浬 貨輪 (4000噸) 大紀元網頁

61 2010/11/10 04:00 鵝鑾鼻西南外海180海浬 礦砂輪 (55000噸) 奇摩新聞網頁

62 2010/12/03 14:30 恆春外海110海浬 貨輪 TVBS網頁

63 2012/03/19 04:00 基隆外海9海浬 砂石船 (3000噸) TVBS網頁

64 2007/11/27 14:45 鼻頭角外海30浬 貨輪 (16000噸) TVBS網頁

66 2012/9/16 19:50 淡水外海 貨輪 華視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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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3年
浪擊船難事
件計78案例，
494人落海，
平均每年 7
件，每件6.3
人落海。

freak wave

rogue wave

abnormal wave

異常波浪 (外洋)

近岸異常波浪(瘋狗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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浪

礁岩
防波堤

人(位處危險地帶)

自然因素

人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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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並非浪瘋了，是人的警覺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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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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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海岸瘋狗浪典型案例

2012 ‐梗枋漁港瘋狗浪吃人吞車事件

2013 –巨大瘋狗浪沖刷16人落海事件

2013/11/9  15:17 鼻頭角地質步道瘋狗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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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浮標
- 觀測波浪
- 觀測海上風
- 觀測海流

成大近海水文中心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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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洞海域自11/8即吹8m/s (4~5級南風)。
對深秋的東北角海域來說並不異常。

從波浪觀測來看，海面浪高約略一直維持在1~1.5公尺間(中至
大浪)，雖然11/9開始浪略微變大至2m，但此變化在深秋並不
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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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長濱漁港船翻釣客落海

南方澳北堤瘋狗浪

大溪漁港防波堤瘋狗浪

鼻頭角步道瘋狗浪

但，湧浪的分析中發現，湧浪波高自南向北
傳遞，龍洞海域處的湧浪波高約2m。

瘋狗浪襲人或船的案件從南到北接續發生。

湧浪係由遠在1600公里外的海燕颱風傳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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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浪造成之類微型海
嘯之瘋狗浪是此事件
導因。
此事件甚難預防。湧浪預警或許是一個可
以警惕的訊息。

2012/10/14梗枋漁港瘋狗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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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枋漁港

事件前

事件後

事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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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速

浪高

潮位

風
向

※波向與風向資料

風向由上午吹西北風，下午轉為
東北風。

波向由上午南來波浪逐漸轉變為
下午自北方來之波浪。

風向變化

波向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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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巴比倫(Prapiroon) + 颱風瑪利亞(Maria)

遠處颱風傳來之湧浪與此事件脫離不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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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岸地區瘋狗浪的形成與下列因素有關：

1. 湧浪(長浪) –常發生在颱風前後有湧浪期間

2. 惡劣天氣系統 –如東北季風期間

3. 季節變換之際

4. 海岸地形 –礁岩地形與防波堤最易發生

5. 波浪本身的特性‐如一群的浪容易發生

6. 海邊遊(釣)客裝備不足

7. 海邊遊(釣)客警覺性不足

8. 海邊遊(釣)客教育不足

天然因素

人為因素

預警方法 (對於海岸邊遊憩者/釣客)

勿前往已被海浪(花)激射濕之礁岩。若開始發生應
立即離開

注意浪花是否已激射上防波堤。若開始發生應立即
離開

外海有颱風期間盡量勿前往垂釣

隨時注意海象變化，尤其瞬間起風時

避免站立於前高後低處，最好身後有足夠空間躲避

若有波浪即將衝來，蹲低身軀緊抓旁邊固定物

減少前往曾發生瘋狗浪事件地點垂釣或遊玩

注意氣(海)象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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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措施 (對於管理者)

管制面 (需要有法令配合) –

 超過風或浪某等級即限制釣客前往防波堤釣魚。

 要求釣客需穿著救生衣、防滑鞋

 甚至要求釣客有經過安全教育講習發給證明，未有證明者不允許
釣魚

宣導/教育面 –

 製作冊子或單張在釣具店或釣場發送

 利用網頁或APP提供即時海象資訊與警語

 在防波堤前或漁港入口處設置電子看板展示即時海象與警語

 編寫講義(或影片)，建立危險海象安全教育講習制度

 建立預警系統

其它‐推動釣客保險

瘋狗浪是天然災害的一種

瘋狗浪迄今尚無法預測它會在
何時、何地發生!!

但適度地預防仍可以降低危害的機率。譬如可以

透過過去的經驗與案例，根據與發生瘋狗浪事件有關的海
氣象因子，評估某個海域發生浪襲落海的風險，提供民眾
預警防範。

充足的宣導或教育可以增加民眾遇災時存活的
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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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外澳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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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生?  

波浪入射凹入之海灘，
在碎波帶與海岸間將產
生向中央匯合的沿岸流，
這些匯合的水流會在海
灣內某處形成離岸流動
的狹窄水流，即為裂流。
(原因之一)

Stowe (1995)

 廣義的裂流泛指離岸流出的一股水流，可

能出現在平直海灘或地形變化處(如岬灣)

 狹義的裂流係指在平直海灘出現的離岸水

流。

 裂流流速可能高達4節 (人類泳速最快約3節)

 裂流流幅僅約10~100呎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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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s over Panama City Beach with bar‐
trough and protruded shore

Deeper water

高雄茄萣海岸

但有沙舌並非必然會發
生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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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新月型沙洲中間的水域（也就是兩灘尖之間）

岬灣陸岬側

哪裡較可能出現?  

白沙灣 (資料來源: 湯凱齡(2005))

兩個新月型沙洲中間的水域（也就是兩灘尖之間）

岬灣陸岬側

突堤旁

哪裡較可能出現?  

資料來源: 湯凱齡(2005)

突堤

突堤

金山舊海水浴場 (資料來源: 湯凱齡(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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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陷入裂流

 觀察碎浪線間之變化

 裂流有時候可從海面
之泡沫以及漂浮物（
草、木等）分佈情形
看出其位置。

 遵守海岸警示牌

照片來源: 美國德拉威海
岸，取自NOAA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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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救助

自己: 冷靜!!

他人: 通知救生員

等感受水流消失後，沿海岸平行方向游動，游往
有白色碎浪的地方，則有較高機會順勢被波浪帶
回海灘。(也可向45度角方向游，但風險較高)

「舉手」

「游側邊」

「漂流」

救命七字訣

裂流海岸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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