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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天然災害日益頻繁，

極端氣候引發之災害規模超出歷史經驗，對社會體

系、經濟與人命造成重大損失。聯合國於 2010 年 7 月

提出氣候變遷引致「巨型災害」之警告，去（2011）年

以來，日本、泰國、美國、澳洲、紐西蘭等國，巨型

災害頻頻發生，更形成複合性災害，使各國均蒙受重

大生命財產損失，疲於救災重建，如何減災、救災及

重建，是各國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台灣 2009 年遭受世紀大洪水莫拉克颱風重創，政

府在慘痛經驗中學習化被動為主動的防救災機制；在國

土保育與防災避災原則下，依據重建計畫分階段進行

重建。過去的二年多的時間，在中央、地方、NGO 團

體與企業的通力合作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算是相

當順利，以永久屋為例，截至今（2012）年 5 月中旬，

已完成 36 處 3,213 間永久屋，受益人數超過萬人，效

率頗高。

行政院重建會過去每年都舉辦國際研討會，與國

內外人士分享重建經驗，期間，亦有許多國外專家學

者來台參訪，吸取台灣重建經驗，並讚許重建成果。今

（2012）年災後重建將屆滿三周年，行政院重建會與

國際社會管理系統學會（Society for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s，簡稱 SSMS）等單位共同舉辦「2012 年社會

管理系統國際研討會」，與國際社會交流重建經驗，擴

大國際宣導，分享我國重建經驗及成果。

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3周年國際研討會

「2012年社會管理系統國際研討會
—災害防救及重建管理」

SSMS簡介
SSMS 是 2005 年由著力於社會管理教育創新研究

的日本國立高知工科大學所發起建立的資訊與科技研

究交流平台。該大學之社會管理系統研究中心經日本

教育文化運動科技部（MECSST）於 2004 年所挑定補

助 21 世紀先進科學領域之卓越中心（COE）計畫，持

續支持著這個重要的國際學會，特別是針對發展中國

家的政府、地方治理、行政管理及計畫政策與社會管

理創新方法做研究。

SSMS 的主要概念是建構在社會基礎工程的科學化

社會系統管理。為扎根學術研究的基礎及達到利用工程

研究方法開發管理技術和創新一個社會易於取用的管

理系統，必須透過確實的基礎設施管理及不易取得的

實務田野調查研究來達成目標。該國際組織係由前東

京大學工學院院長，日本土木學會會長，日本高知工

科大學校長岡村甫教授發起創立，首任會長為美國工

程院院士，前美國土木學會會長 Dr. Patricia Galloway。

第二任會長為我國曾任亞洲土木工程聯盟會長及土木

水利工程學會會長之陳振川博士。 

國際研討會活動

大會主題：災害防救及重建管理

時間地點及地點： 

張恒裕／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主任秘書
劉敬宗／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科長

國際研討會主題意象
以愛心聚集的意象，代表世界各地對重建管理的團結及信息交流的聚集。

太陽：(1) 原住民意象之一   (2) 有凝聚、團結意象   (3)發揚重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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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內政部（營建署、消防署、社會司、

建研所）、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公

路總局、鐵路局、觀光局、氣象局）、農委

會（水保局、林務局）、工程會、原民會、

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桃園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等單位提供經費共同辦理，並

鼓勵同仁投稿參與；另新聞局協助新聞聯

繫工作，高雄市政府與屏東縣政府亦協助

陪同參訪及提供紀念品等，以及外交部協

助邀請國外貴賓，並提供所需經費。

參與國家及人數：有 19 國家共計近 400 人出席會議。

論文發表： 共計 166 篇論文發表與討論，17 個分組計

30 場次進行；其中莫拉克專題計 40 篇，分

6 場次進行。

馬總統蒞臨出席會議
總統馬英九於 5 月 3 日特別南下出席會議，並於

會前接見國外貴賓及國內援建單位代表，表示感謝之

意。總統馬英九致詞表示，過去每年都親自參加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周年及二周年的研討會，期藉由國際

研討會，廣納各界意見，使未來國際合作及防救災工

作能做得更好。這一次莫拉克災後重建，永久屋興建

的公私合作模式，是我國重建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一

項值得與國際社會經驗交流的傲人成就，當我們行有

餘力，還可對外提供援助，兩年前援助海地即複製此

重建經驗，在國際社會扮演「人道援助的提供者」。

總統馬英九強調，這一次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有

三項成功的關鍵，就是行政與立法合作、政府與民間

合作、中央與地方合作。在莫拉克災後重建過程，政

府持續與災民溝通，並充分尊重災民意見與意願，以

小林村為例，分三處興建永久屋，並設立紀念公園，

實現他於任內要完成小林村重建的承諾。他更強調，

永久屋的完成只是生活的開始，實現居民由新居到新

家，並安心居住在新故鄉，並協助重建區居民的生

活，達到安居樂業的目標。

總統馬英九在研討會開幕致詞後，隨即參觀來自

重建區的原住民文創產品展售攤位，包括：高雄大愛

伊特烏工坊、來義鄉原裳工坊、泰武咖啡等，並現場

採購十字繡竹燈、月桃編織記事本及泰武鄉有機咖啡

禮盒等多項產品，也期盼國人能共同關心莫拉克重建

區，將心意轉化成行動力，實質幫助原住民鄉親靠自

己力量重建家園。

重建會陳振川執行長及日本高知工科
大學岡村甫董事長召開記者會

大會於 5 月 3 日上午 10 點特別邀請陳振川執行

長及日本高知工科大學岡村甫董事長召開記者會。岡

村甫董事長是國際工程界重量級的專家，在台灣遭逢

莫拉克風災及日本 311 大地震及海嘯災後，即持續關

心兩國災後重建進度，並曾 6 度到訪，對台灣非常友

善，他曾多次獲得美國、日本土木、混凝土等相關論

圖   國際研討會大會現場

1. 大會專題演講及分組討論

等 活 動：2012 年 5 月 2 ~ 4
日，高雄國賓飯店

2. 重建區參訪：2012 年 5 月 5
日，高雄重建區參訪及屏東

重建區參訪

主辦單位： SSMS、 行 政 院 重

建會、臺灣營建研

究院、台灣大學土

木系

參與單位： 本次研討會是歷屆

以來規模最大的一

次，行政院重建會

協調、整合政府、

企業及民間團體資

源，辦理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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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馬總統選購重建區原住民文創產品
圖   馬總統於國際研討會致詞

圖   馬總統與貴賓合影

圖   馬總統與貴賓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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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賞，並於 2001 年榮獲日本天皇頒贈的「紫綬褒章」

表彰其科技貢獻；除此之外，就讀於東京大學時期，

還是一名保持勝投最多紀錄的棒球投手。此次，岡村

校長來台出席會議，並於 5 月 2 日參訪由明基友達基

金會、紅十字會、慈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世界展

望會分別援建的泰武國小及吾拉魯滋、長治百合部落

園區 1-2 期、禮納里部落等永久屋。

岡村甫董事長在記者會中表示，他 5 月 2 日參訪

屏東重建區，肯定台灣莫拉克重建的成果，特別對於

泰武國小學生活潑與有活力的學習，印象深刻，尤其

是重建區的地方領袖見到陳振川執行長時，總是以笑

臉迎接，代表民眾對政府的信賴，這是日本政府與其

他國家應該要學習的，這次台灣政府、NGO 團體、

企業等單位共同合作，進行災後重建，營造社區幸福

感，也是 SSMS 創立的目的，追求社會人民的幸福。

國內外專家學者專題演講

大會邀請中研院院士劉兆漢、國際科學理事會

（ICSU）繼任主席 Dr. Gordon McBean、日本東京工業

大學尾本彰教授、日本東北大學災害防治研究中心首

藤伸夫教授、印尼科技部副部長 Dr. Ir. Idwan Suhardi、

美國國家大氣研究聯盟榮譽主席 Dr. Richard Anthes，以

及行政院重建會執行長陳振川等 7 位國內外專家學者

專題演講。

中研院劉兆漢院士 ▌

劉 院 士 於 研 討 會 中 指 出， 在 國 際 科 學 理 事 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與國際社

會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以及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

圖   媒體專訪重建會陳執行長及岡村甫董事長

圖   岡村甫董事長與泰武國小小朋友合影

共 同 贊 助 下， 中 研 院 自 2011 年

8 月 成 立 國 際 災 害 風 險 整 合 研

究 中 心（Integrated Research on 

Disaster Risk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是聯合國國際減災

策略計畫下 3 大研究機構之一，

目前已設置災害調查（FORIN）、

風 險 管 理（RIA）、 災 損 資 料 庫

（DATA）以及災害風險評估與整

合研究（AIRDR）等 4 個工作小

組，致力整合國內外科學家投入研

究，發展科技整合模型與資料庫，

並建立國際合作夥伴網絡，展現台

灣針對防災與減災課題的參與及積

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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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繼任主席 Dr. Gordon  ▌

McBean
Gordon McBean 教授 2011 年獲選為國際科學理

事會繼任主席。2007 年與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

小組（IPCC）聯合獲頒諾貝爾和平獎。M 教授指出，

氣候變遷、地球暖化，諸多的證據顯示，極地冰山融

化，尤其是高山融雪將使高山的坡地不穩定，易形成

洪害，高雨量也易形成局部地區的山崩風險，未來的

課題是要將複合型天災風險管理，包括自然科學工具

與社會科學知識整合，同時要將風險管理納入公共行

政政策的主流思維。

日本東北大學災害防治研究中心首藤伸夫教授 ▌

日本東北大學榮譽教授首藤伸夫為國際知名海嘯

研究先軀，其成就曾獲美國土木學會頒發國際海岸工

程獎榮譽。首藤教授指出科學家即便已累積數十年的

經驗與資料，仍無法預測東日本大海嘯此一巨災，工

程師們過去的努力，無論是海岸堤防工程如何堅固，

也無法抵擋如此巨災；近海的居民依賴的預警與防

護，在這次巨災中失去寶貴的生命，此後日本人應學

會如何與可能發生的巨災共存。

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尾本彰教授 ▌

尾本彰教授曾任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原子力技術部

長，目前並兼任日本內閣府原子能委員會委員。尾本

教授就 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經驗，提出反省表示，核

能作為一種能源來源，因為核能的危機預警控管風險

過高，涉及嚴重的道德風險，但在既存的不確定風險

中，政府與科技界如何運用現有的知識與科技來控制

這種風險情勢，顯得重要與迫切，日本政府已就此一

經驗，重新檢視核能的能源社會經濟衝擊，分散能源

來源及強化其管理等。

印尼科技部副部長 Dr. Ir. Idwan Suhardi ▌

Dr. Idwan Suhardi 副部長曾任印尼海嘯預警專案小

組副主席而揚名國際。S 副部長以印尼海嘯防救災經驗

指出：海嘯的避難，垂直比水平方向更重要；要減災

需全方位的思考與整合；高風險區要有防災計畫，並

定期演習避災的標準作業。

美國國家大氣研究聯盟榮譽主席 Dr. Richard  ▌

Anthes
Dr. Richard Anthes 現為美國大學大氣研究聯盟

（University Corporation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榮

譽主席，亦曾任美國氣象學會主席，長期友好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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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發展太空氣象遙測。A 主席此次特別於其專題演講

中，肯定台灣太空中心團隊對於氣象衛星的規劃、執

行、研製與操作等均有十分優秀且傑出表現，稱讚福

衛三號為世界上最精準且最穩定的太空大氣溫度計之

一，並對台灣後續的福衛七號計畫充滿信心的表示，

將對熱帶氣旋預測帶來突破性發展。

行政院重建會執行長陳振川 ▌

行政院督導防救災業務政務委員兼重建會執行長

陳振川於會中指出，為追求永續發展，各國應建構一

個具有高度防災意識的社會管理系統，回應巨災之防

災、救災與重建的艱鉅挑戰，從莫拉克颱風災後經驗

顯示，台灣已建立一套創新的社會管理系統模式，有

效整合政府、民間 NGO 及企業的防救災能力，並落實

「防災重於救災，離災重於防災」之提早因應作為，

莫拉克後 5 次風災均無重大傷亡，透過此次國際研討

會，將台灣經驗和各國分享，未來要強化跨國之防救

災及災後重建合作。

論文發表及專題討論

本次會議共有 19 個國家參與，近 400 人出席會

議，共計發表 166 篇論文，共分為 17 個分組進行 30

場次的討論，分組主題包括：莫拉克防救災、莫拉克

重建、311 東日本大地震、資產與資訊管理、超巨災

害及其挑戰、災害早期癥兆、氣候變遷及環境管理、

災害預警、災後重建管理、災害因應及復原、災後重

建管理、企業管理與活化、災害預防、區域社會經濟

管理、企業社會責任及非政府組織的貢獻、水資源管

理、基礎設施管理及其材料永續發展等議題；其中政

府部門共計 26 個單位，發表 40 篇莫拉克專題論文，

分 6 場次討論，交流防救災與重建。

大會並以「災害管理社會管理系統與科學的國際

經驗」為題，邀請日本高知工科大學管理學院那須清

吾院長、澳洲西雪梨大學 Arnold Dix 教授、泰國朱拉

隆功大學 Sucharit Koontanakulvong 教授及國家災防科

技中心陳亮全主任進行座談討論。

圖   專題討論

圖   論文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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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重建區參訪

國內外專家學者繼參加 5 月 3 日至 4 日國際研討

會後，5 月 5 日分成二條路線分別走訪高雄市及屏東縣

重建區的永久屋基地，藉由實地走訪了解台灣莫拉克

風災重建經驗，對於政府積極投入重建之努力表示稱

許，給予高度肯定。

日本著名海嘯專家首藤伸夫教授與高知工科大學那

須清吾院長等 30 餘人組成 SSMS 專家學者參訪團走訪

高雄，上午首先抵達由慈濟基金會所援建的杉林大愛園

區參訪園區竹燈、琉璃珠、十字繡等工坊、喜樂廣場市

集與具有原民文化的建築文化語彙家屋，當地居民以熱

情的傳統歌舞表演熱烈歡迎，令人印象深刻，並對於後

續建構永久屋基地為「彩虹永續社區」之整體規劃，如

教堂、活動中心、職業訓練教室、停車場及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等公共設施，滿足心靈、生活、學習、就業、文

化與信仰等各層面需求稱許有加，隨後，又參訪永齡基

金會所援建永齡杉林有機農業園區。

下午，參訪五里埔永久屋基地、小林紀念公園及

小林平埔文化園區文物館、公廨等繼續參訪，適逢當地

宗教中心北極殿正舉行落成儀式，各式廟會陣頭匯集演

出，讓參訪團驚喜不已，並透過耆老周坤全及社區管委

會翁瑞琪主委實地引導解說，了解小林村受災心路歷程

及災後重建的艱辛歷程，深入體驗平埔文化特色。

前往屏東縣重建區參訪的專家學者參訪團，上午

前往環境優美、花木扶疏，被譽為「普羅旺斯」的禮

納里部落參訪，拜訪瑪家部落徐春美頭目家屋，參觀

大社部落賴美香頭目傳統服飾工作坊、白仙女皮雕工

藝及好茶部落盧啟村畫家工作室，並在好茶天主堂人

員導覽下參觀災後易地重建的天主堂，與部落居民進

行簡單茶敘。下午，前往安置霧台鄉及三地門鄉鄉親的

長治百合部落園區，透過當地居民導覽，參觀阿禮及吉

露部落建築語彙。隨後又前往素有桃花源之稱的吾拉魯

滋部落，在伍麗華校長引導下參訪由明基友達基金會

援建的泰武國小。參訪者看到政府與民間團體通力合

作建設的永久屋基地，以尊重原住民族群及文化的方

式安置災民，並可兼顧鄉親心靈信仰需求，對於周詳

的規劃及重建效率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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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專家參訪團透過造訪高雄及屏東重

建區體驗相關建設、特色文化及產業，更對我

國政府與民間團體通力合作、發揮驚人的效

率，於短時間內即完成兼具安全、美觀功能的

永久屋興建感到佩服，尤其，對重建過程中能

以尊重族群的精神，輔導居民以自主的方式將

珍貴的原住民文化重現在新部落，展現更具價

值的重建成果，均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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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士的肯定

日本高知工科大學岡村甫董事長及SSMS創辦人 ▌

參訪屏東重建區分享感言：5 月 2 日走訪莫拉克颱

風災後重建區，深度體驗重建工程艱辛及永久屋重建歷

程與成果，對我國政府快速安置災民、推動產業及文化

重建的效率，留下深刻印象並給予高度讚揚；尤其是當

地重建區的意見領袖見到陳振川執行長時，總是以笑臉

迎接，代表民眾對政府的信賴，這是日本政府與其他國

家應該要學習的。這次台灣政府、NGO 團體、企業等

單位共同合作，進行災後重建，營造社區幸福感，也是

SSMS 創立的目的，即追求社會人民的幸福。

會後電子郵件分享感言：本次研討會是 8 屆以來

規模最大、最好及最重要的一次，感謝台灣主辦單位

的投入與貢獻，這次成功的經驗將有助於台日雙方友

好關係，以至於台灣與其他各國的友好關係。

澳洲西雪梨大學Arnold Dix教授投書媒體 ▌ （詳下頁）

台灣災後有效率的重建，展現了中華民國高品

質治理、人民善良的心、以及立法院為了使行政更有

效率運作之明確授權。中華民國新社區重建，包括房

屋、信仰場所、商業與農耕設施，並親自與生活其中

的新住民互動，已向世界展現了如何自災難的危機轉

變為機會與重生的一個傑出範例。中華民國災後重建

的成就，提供傑出範例給其他國家、城市、社區及個

人，學習如何回應災害挑戰。

日本高知工科大學佐久間健人校長 ▌

日本 311 核災重建做不好，主因是負責人的問

題，像 1995 阪神大地震災後重建就不錯，就是因為人

選對了，所以人很重要，我一定要強調陳振川執行長

太出色了。此次國際研討會雖然各國國情不同，但是

相信與會者收穫良多，對於台灣與各國都很重要。

日本高知工科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那須清吾教授 ▌

台灣莫拉克災後重建比日本 311 核災重建的速度

快多了，我也很羨慕台灣有這麼強大的 NGO 幫忙重

建，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讓災民入住永久屋；此外，

重建過程中也兼顧了災民的心靈與文化需求，令人印

象深刻。

歐盟科學官 Tom de Groeve博士 ▌

本次研討會提供瞭解預警、防災管理的社經整合

知識，台灣莫拉克相關論文報告，亦展現了台灣災後

在防減災及預警等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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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台灣的一封信

對於台灣在處理 2009 年莫拉克風災所展現的效

率，我要給予喝采。

我認為，貴國於災後迅速有效率的回應，展現了

政府高品質治理、人民善良的心、以及立法院為了

使行政更有效率運作之明確授權。

以一個外人的觀點，上述觀察顯現台灣的意志及

能力在下列事項：

 • 通過有效的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 與不同層級政府部門、企業以及民間團體合作；

更重要的是

 • 以人為本的角度協助受災的社區重生。

我觀察新建的永久屋社區，包括住宅、信仰場

所、商業與農作設施，並親自與生活其中的新住民

互動，在在向世界展現了如何自災難危機中轉變為

新機會與再生的一個傑出範例。

請不要誤解我的稱讚是誇大其詞，我相信這其中一

定是經過極大的努力，克服許許多多困難，才能達到

這樣的成果。對於參與重建的每一個人、部會首長、

馬總統、還有台灣的企業與民間團體等，我要讚賞你

們的成就，讚賞台灣。

貴國災後重建的成就可提供其它國家、都市、社

區及個人在面對災害時的學習範例與啟發。

Arnold Dix

律師與科學家

人類心理健康與災害學教授

澳洲西雪梨大學

瑞士政府 Daniel Bollinger ▌

大家談了不少風災重建的工作，我要說減災與防

災一定也要持續關注，因為這些防範工作可以減低政

府在重建的任務上花費的資源。瑞士絕大部分土地都

依照受災的可能性與可能受損程度進行分級，製作防

災地圖，這是很重要的防災減災步驟，這是我此次訪

台帶來的瑞士經驗，供大家參考。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Sucharit Koontanakulvong ▌

教授

會後電子郵件分享感言：首先，我要恭賀陳振川博

士榮升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行政院工程會主任委員及重建

會執行長。「2012 年社會管理系統國際研討會」在學術

上有很大的成就，在這次的活動中，我學到很多。這是

一個非常成功的研討會，感謝你們的熱情款待。

註 : Dix教授並將本信投稿媒體，並於 China Post (5/14)、Taiwan News(5/11)刊載。

誠摯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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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重建工作之啟發

由於氣候變遷、地球暖化造成各地發生極端氣候

事件頻傳，以工程建設硬體設施來保護有其上限，應配

合疏散撤離措施等軟體作為，才能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

全。政府需提醒居住在安全堪虞地區民眾要有風險觀念，

加強防災宣導教育並經常演練，讓民眾熟悉災害緊急應變

標準作業流程，災前預先疏散撤離至安全避難處所。災後

重建工作，除需基礎設施復建完成外、尚需建立疏散撤離

機制，並加強演練，如此重建才算真正完成。

國際人士看到了政府災後重建的成果

這次國際研討會以不到 7 個月時間籌備，實際投

入不到 5 個月準備，感謝中央與地方、NGO 團體及

企業等相關單位贊助及參與本次會議，最難得的是政

府部門共計 26 個單位，發表 40 篇莫拉克專題英文論

文，獲得國際人士肯定，會議期間並安排貴賓至重建

區部落參訪，讓外國人看到政府努力的成果。

各國專家學者透過不同的專業知識領域與經驗

分享，一致呼籲，應建構一個具有高度防災意識的社

會管理系統，回應巨災之防災、救災與重建的艱鉅挑

戰。從莫拉克颱風災後防救災與重建經驗顯示，台灣

已建立一套結合中央及地方政府、NGO 與企業合作之

創新模式，並落實「防災重於救災，離災重於防災」

之提早因應作為，莫拉克後歷經 5 次風災均無重大傷

亡，透過此次國際研討會，將台灣經驗和各國分享，

各國未來要強化跨國之防救災合作。

莫拉克重建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並以公私合

作模式興建永久屋，已經完成三千多間，住進一萬多

人，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核心，尊重多元文化特色，

推動彩虹永續社區，這項成功經驗獲得與會國際人士

肯定。本次研討會，經由我國莫拉克重建 3 周年成果

及經驗與國際分享，提升我國形象，透過國際研討會

與各國專家者交流災害防救與重建管理的知識，並建

立知識與聯繫網絡，促進國際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