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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面臨全球急遽的氣候與環境變遷，又因都市化提升社會的易致災

性，台灣未來災害有朝向大規模化、高頻率化、複雜化發展的趨勢，

處於高災害潛勢的台灣，應持續強化防災減災之施政，以確保民眾生

命、財產安全，而災害防救任務，應於災前系統縝密策劃、導入科技

技術支援及提升全民防災意識，以防治災害於機先。

民國98年8月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挾帶驚人雨量，誘發南部山
區大規模的山崩及低窪地區嚴重的淹水，進而造成嚴重的人命傷亡及

經濟損失，政府有必要從這次莫拉克颱風所衍生的各項災害防救課題

中學習，以獲取寶貴經驗，並提升未來的極端災害事件因應能力，透

過政策的調整及科技的應用，期能降低未來大規模自然危害事件所產

生的社會衝擊。

依據災害防救法，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之設立宗旨為

提供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之建議與諮

詢。羅權任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之召集人，在莫拉克颱風

序



災害發生後即專函召集所有委員，期透過委員之學養專業，對莫拉克颱風災

害及其應變，以及後續的安置、重建等議題進行討論、研商，並提出施政措

施、因應對策以及災害科技研發之建議及可加強之處。

經過諮詢委員分組會議、全體大會之討論後，各委員所研提之課題分析

與建議，已依據災害管理的減災、整備、緊急應變、復原重建等面向，彙整

為「莫拉克颱風災害的課題分析與政策建議」報告。本報告除了指出莫拉克

颱風災害的重要課題外，也針對權責機關提出相應之政策建議。期待透過諮

詢委員的建議及各災害防救權責單位在政策上之調整與改善，我國的災害防

救能力得以更為強化，更有能力降低未來災害的衝擊及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之

威脅。

 

           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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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害概況

壹

1



莫拉克颱風特性：不對稱颱風與西南氣流結合造成極端降雨 ▉

應變體制及防災科技：風險溝通及應變仍待強化 ▉

莫拉克颱風災害衝擊 ▉

2



壹、莫拉克颱風災害概況

一、莫拉克颱風特性：不對稱颱風與西南氣流結合造成極端降雨

民國98年8月侵襲台灣的莫拉克颱風帶來極端的降雨，對台灣造成嚴重的災害。莫

拉克颱風在98年8月4日於台灣東南東方約1600公里附近海面形成輕度颱風。初起時颱

風中心移動速度較快，接近台灣後因其周邊大氣環境的導引，移動速度減慢。且當時

台灣北方有一高氣壓，因此促使颱風中心路徑往南偏，朝向台灣登陸，颱風路徑詳圖

1。

圖1 莫拉克颱風路徑圖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http://rdc28.

c w b . g o v . t w / d a t a / T r a c k / 2 0 0 9 /
MORAKOT/2009MORAKOT.png 圖2 莫拉克颱風98年8月7日6:30am雷達

回波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莫拉克颱風具不對稱的特性，雨區集中在南部，颱風中心所經過的台灣北部，反

而降雨較少。根據中央氣象局98年8月7日上午6時30分之雷達回波圖顯示，降雨將集

中於台灣南部區域，詳如圖2。台灣南部地區因莫拉克颱風和西南氣流輻合，分析98年

8月7日台灣周邊大氣環境概況，得知當時台灣周圍大氣含水量相當充沛（詳圖3），又

因受地形抬升的影響，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地降下驚人的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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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98年8月7日台灣周邊大氣環境概況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圖4 98年8月6日至9日莫拉克颱風降雨型態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雷達回波

氣象雷達回波一般係指空

氣中的水象粒子反射雷達

發射之電磁波訊號的效

率。雷達回波強度與空氣

中的水象粒子的大小、形

狀、象態以及數量相關。

雷達回波資訊主要應用於

天氣系統結構、強度等分

析，也可應用於降雨估

計。

颱風路徑圖

颱風路徑圖是依颱風低壓

中心在特定時間範圍內，

其在不同時間之實際位置

或與預測位置所構成的路

線圖。颱風路徑圖為估算

不同地區風力、降雨之重

要依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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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降雨的型式，隨著颱風的路徑而變化。98年8月6日降雨集中在苗栗、

新竹地區。隨著颱風接近，雨量開始由北往南移。到8月8日及9日，颱風行進速度變得

很緩慢，雨帶滯留在南部地區，在南部降下大雨，詳如圖4。隨著颱風遠離，雨帶再往

北移，而造成苗栗等地的災情。

從降雨量來看， 9 8年 8月 6日到 1 0

日，累積雨量前十名的測站的降雨均已

超過2000mm，詳如表1。例如：莫拉克

颱風降雨期間阿里山測站累積雨量高達

3059.5mm，係屬驚人的雨量，而實際莫拉

克颱風的最大降雨，可能更高於此。此次

南部山區的降雨歷線顯示（圖5），時雨量超過20∼30毫米連續時間超過48個小時，

其中時雨量超過50毫米的時間長達24小時以上，同時這些測站的最大時雨量可達90∼

100毫米，因此造成此次颱風累積雨量（圖6）超過2000毫米甚至逼近3000毫米。莫拉

克颱風的降雨型態屬於長延時持續性降雨，與2008年造成重大災害的卡玫基颱風短延

時集中型暴雨（主要降雨集中在6小時內）有所不同。

表1 莫拉克颱風8/6∼8/10總累積雨量前10名排序

站名 累積雨量 流域 行政區

阿里山 3059.5 曾文溪流域 嘉義縣阿里山鄉

尾寮山 2910.0 高屏溪流域 屏東縣三地門鄉

奮起湖 2863.0 八掌溪流域 嘉義縣竹崎鄉

御油山 2823.0 高屏溪流域 高雄縣桃源鄉

溪南 2746.5 高屏溪流域 高雄縣桃源鄉

石磐龍 2705.5 八掌溪流域 嘉義縣竹崎鄉

南天池 2694.0 高屏溪流域 高雄縣桃源鄉

小關山 2485.0 高屏溪流域 高雄縣桃源鄉

瀨頭 2407.5 曾文溪流域 嘉義縣阿里山鄉

新發 2355.5 高屏溪流域 高雄縣六龜鄉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整理。

降雨歷線

降雨歷線是指雨量和時間關係所繪成

的曲線，如以某次颱風降雨事件中第

X小時及該小時內雨量的累計Ymm，
其各點所形成之曲線即為降雨歷線。

降雨歷線資料為上游集水區推估洪水

流量歷線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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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奮起湖、尾寮山、御油山、馬頭山 四個測站之降雨歷程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整理。

圖6　莫拉克颱風8月6日∼8月10日總累積雨量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整理。

6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Disaster Reduction



莫拉克颱風的重災區多集中在台灣南部，這也

和降雨型式關係密切。從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的雨量資料來看，這些縣市的許多區域在8月7日至

10日的累積雨量即接近全年平均雨量的80%。這次

颱風和世界降雨極值比較，24小時累積雨量已經和

世界記錄可以比擬；而48小時的雨量則僅與降雨世

界記錄有微小的差距。

二、應變體制及防災科技：風險溝通及應變仍待強化

就法制上來說，災害防救法規範台灣的災害防救體制，整體來說，台灣的災害防

救體制採中央—縣市—鄉鎮市三級制設計，由中央、縣市、鄉鎮市分別對其轄區之災

害防救業務規劃、推動及執行。中央災害主管機關對不同災害類型，有其分工，但因

災害的發生經常為複合型且相互衍生，例如：颱風可能導致風害、水災、海水倒灌、

土石流、坡地崩坍、路基侵蝕、斷橋、堰塞湖等災害，很難以明確的權責予以明確分

工。當複合式災害發生後，緊急應變時，中央災害主管部會間應如何橫向協調整合，

即成為非常重要的課題。

依照地方制度法，鄉鎮市區及縣市政府

均應推動災害防救之規劃與執行。以災害應

變來說，依據地方制度法及災害防救法，鄉

鎮市區為台灣災害應變的基層行政單位。當

災害規模由鄉鎮市區應變中心即可應變者，

則由鄉鎮市區應變中心進行各項作為及資源

的指揮調度；災害規模超出鄉鎮市區應變

中心能力範圍，則由縣市政府負責應變；而當災害規模非單一縣市政府資源所能因應

者，則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調度救災資源，與地方政府共同應變。此外，在災害

發生或有發生災害之虞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負責提供災害分析研判之相關資訊，如

堰塞湖

係指原有水系被阻塞物阻斷溪流因而

造成上游淹沒成湖。阻塞物的來源可

能因豪雨或地震造成的崩塌堆積物，

或是因火山的熔岩流或冰河的冰積

物等堆積而形成。台灣近期的堰塞湖

中，主要係因豪雨或地震所引致，其

中以草嶺潭堰塞湖最具代表性。

降雨世界紀錄

世界上曾紀錄到的24、48、
7 2小時累積雨量最大值分
別為1 8 2 5、2 4 6 7、3 9 3 0毫
米。世界氣象組織分析世

界上最大降雨紀錄之關係為

P=422×Td0.475；式中P為降
雨深度(mm)，Td為降雨延時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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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路徑預測、降雨量預測、危害警戒（如土石流潛勢溪流）等資訊。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行政院院長)

行政院災害防救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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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現行的災害防救體制架構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雖然我國的災害防救體制採鄉鎮—縣市—中央三層級分層負責，然而，在實際政

府的運作上，中央政府在當前的社會與輿論的聚焦下，被期待承擔更多的角色。另一

方面，地方層級災害管理則面臨了人力及資源不足的問題，特別是最基層的鄉鎮市區

層級。災害防救事務在和日常政府事務的競逐下，地方的災害防救業務推動與配置之

資源極其有限，且相對側重於硬體設備的投資，較缺乏對居民的風險溝通、防災作為

宣導及防災演練之推動。此外，我國目前對民選地方政府首長及重要幕僚提供的災害

管理訓練也非常有限，使得地方政府的決策者未必能理解中央提供的災害預警資訊，

並有效地將該類資訊轉化成該採行之應變作為，並具體執行之。

雖然地方層級的災害應變未必完善，且中央政府被社會預期承擔更多的災害防救

角色；然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應變過程，其任務偏重於全國災情彙整的任務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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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地方政府作為不完善時，缺乏在災害尚未發生之前的檢核及補救措施，而多在災

害發生後被動的彙整災情及投入救災資源。

在災害防救科技發展及應用上，以颱風

資訊的掌握及預警來說，目前中央氣象局已

建立地面、高空、氣象衛星、都卜勒雷達觀

測網，並累積經驗及研發氣象預測模式。然

而，目前的氣象觀測及預測科技仍有限制，

例如：台灣天氣觀測資料之經驗值僅約百年

歷史、海面觀測資料不足、高山雨量站不足、都卜勒雷達存在地形死角、模式預測結

果與專家經驗的不一致等，都影響劇烈天氣的預測及預警。未來規劃建置雙偏極化╱

都卜勒精密降雨雷達網，提升降雨觀測能力。

雖然台灣的颱風路徑預報24小時100公里及12小時70公里的路徑誤差成果，已不

下於美、日等先進國家，但路徑預測的精確度，仍常成為媒體於颱風來襲時檢驗的標

的。此外，目前台灣雨量預測的精確度及預報方式也有改善的空間。雖然中央氣象局

透過動態的修正來調整雨量預報值，然而，多次更新的雨量數值，也常影響民眾對可

能災情的評估，進而影響其採取的應變作為。

圖8 中央氣象局颱風路徑預報之改進
資料來源： 中央氣象局天氣預報中心；井建國博士，First Response and Recovery，98年4月16日，於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簡報資料

雙偏極化╱都卜勒雷達觀測

雙偏極化╱都卜勒雷達觀測可以獲得

大氣中水象粒子兩項重要的參數，分

別為雷達回波（與水象粒子的大小、

形狀、象態以及數量相關）與以及都

卜勒速度（與水象粒子的大小移動速

度相關）。透過此兩種觀測參數即可

對天氣系統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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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預警資訊的傳遞上，台灣有發達的媒體及網際網路，颱風訊息均可透過電

視、廣播、報紙、網際網路等散佈；此外，颱風相關訊息也透過人與人的互動被交換

及傳遞。然而，訊息內容如何讓民眾認知到災害的可能威脅、並採取必要的應變作

為，也至為重要。

當災情發生時，中央利用民政、警政、

消防三系統進行複式通報的災情蒐集。在集

集大地震之後，為了因應大規模災害，台灣

幾乎每個村里均配置衛星電話，作為基層鄰

里與上級單位的災害通報及資源請求媒介；

此外，政府亦採購通訊平台車，做為災情的

收集及指揮調度使用。然而，在此次颱風事

件中，部分衛星電話除了在豪雨時有通訊不

良的問題外，也存在人員操作不熟悉，及電

力中繼之問題；通訊平台車則面臨因道路中斷無法到達重災區的狀況，造成通訊極大

的障礙。

當災害發生後，除了透過既有的複式通

報系統掌握災情外，遙測資料也是重要的災

情判斷依據。目前除了可利用福衛二號達兩

公尺解析度的影像外，亦可透過國外衛星如

QuickBird、SPOT等影像判視可能的災情。

然而，上述被動式遠紅外-可見光遙測影像受

雲層影響很大，當受災地區被雲層覆蓋時，

即無法蒐集災區的受災資訊；而颱風災害發生時，通常也無法避免雲層覆蓋的問題。

衛星電話

衛星電話是透過衛星傳送訊號的電

話，如同一般行動電話具有機動性。

由於衛星電話不需透過地面基地台傳

送訊號，其網路系統不會因為基地台

停電、損毀而被破壞，故衛星電話

常被運用於災害防救中，特別是地震

災害。然而，在颱風來襲時（雨量

>30mm/hr的環境下），部分衛星電話
也會發生通訊不良的狀況。

可見光遙測影像

指的是該遙測感測器所能偵測之電磁

波光譜範圍，就光學遙測系統而言，

通常會使用可見光之紅光、綠光、藍

光與近紅外光，以及涵蓋上述三個到

四個光譜範圍之全色態 (Panchromatic) 
光譜進行拍攝出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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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98年8月12日 知本溪福衛二號影像
來源： 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網頁，

http://www.csrsr.ncu.edu.tw/08CSRWeb/
ChinVer/C7Info/e_news/64/index.files/
image004.jpg

三、莫拉克颱風災害衝擊

在莫拉克颱風來襲前，原估計可以

帶來降雨，舒緩當時台灣遭逢的乾旱問

題。當莫拉克颱風接近台灣，風向大致

為西風。莫拉克颱風周圍環流與西南氣流結合，西方來的水氣受阿里山、玉山及中央

山脈地形抬昇的影響，再加以緩慢的移動速度，造成非常極端的降雨（根據經驗統計

資料顯示為< 0.5% 之事件）。

從莫拉克颱風期間的水情統計來看，有14條河川超過一級警戒，各有17條河川為

一級與二級警戒。水庫也因大量降雨而需洩洪；從上游沖積下來的大量淤沙，也影響

了曾文、南化等水庫的有效庫容。行政院農委會發布的土石流紅色警戒超過150條，黃

色警戒超過120條。

莫拉克颱風災害的空間圖像也和降雨有相當的空間關聯性。主要受災區為南台灣

的山區、沿河聚落及下游低窪地區，如圖10至圖14。

莫拉克颱風期間，在台灣山區，包含南投、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縣的

山區及沿河階地、河谷平原等，因為極端的降雨，造成坡地滑動，夾帶大量砂石、植

QuickBird

QuickBird捷鳥衛星為美國DigitalGlobe
公司所擁有之商用高解析度光學衛

星。QuickBird捷鳥衛星平均航高450
公里，其影像解析度約61公分，為全
球首顆1米以下解析度之商用光學衛
星。QuickBird捷鳥衛星平均4至6天即
可拍攝同一地點的影像。

SPOT

S P O T衛星是法國空間研究中心
（CNES）所研發製造的一種地球觀
測衛星系統，SPOT 系列衛星為太陽
同步衛星，平均航高 832 公里，每26
天通過同一地區。影像最高解析度約

2.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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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的水注入河谷。主要的危害類型為山崩（含土石流）與水文相關危害如河水氾濫、

河岸沖蝕及河床淤積等。

台灣山區因地形因素，可供發展的地相當有限。早期居民在方便農作物耕種及考

量水源的汲取下，聚落多半選擇沿河谷之平坦階地發展。另一方面，主要公路的開闢

在服務既有聚落及工程經費的考量下，也多沿河谷興建。然而，部分河谷的平坦階地

並非地形抬昇河流下蝕的河階地，而是過去極端事件造成的崩塌堆積地，例如：楠梓

仙溪中上游階地等。由於極端事件的歷史尺度遠比人類的世代長，近年來高雄、台

南、屏東地區並未發生大規模颱風誘發的坡地災害死亡事件，再加上莫拉克颱風中心

預測經過北台灣而非南台灣，因此，居民在災前多半未感受到莫拉克颱風的降雨對其

生命財產的威脅。

河川警戒

河川警戒乃依河川水位上漲至可能溢堤的時間，制訂三、二、一極警戒。三級警戒

發佈時間為洪水上漲至高灘地之預警時間約 2 小時，應由地方政府撤離在河川區域
活動之民眾、車輛、機具、財物等及關閉河川區域出入口。二級警戒原則上為洪水

上漲至計畫洪水位之預警時間前 5 小時發佈，地方政府防汛單位及救災機關應動員
準備。一級警戒發佈時機原則上為洪水上漲至計畫洪水位前 2 小時，地方政府防汛
單位應對可能受影響區域內之民眾進行勸告或指示撤離，並作適當安置。

土石流警戒

土石流警戒利用有效累積雨量及降雨強度為指標，以統計方式判定土石流發生的警

戒雨量，供為預警指標。依據「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土石流警戒時機

如下：(1) 當中央氣象局發布某地區之預測雨量大於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時，由農委
會發布該地區為二級(黃色警戒)土石流警戒區，地方政府應進行疏散避難勸告。(2) 
當某地區實際降雨已達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時，由農委會發布該地區為一級(紅色警
戒)土石流警戒區，地方政府得指示撤離強制疏散。(3) 地方政府可依各地區當地雨
量及實際狀況，自行發布局部地區為二級(黃色警戒)或一級(紅色警戒)土石流警戒
區。

12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Disaster Reduction



圖10　莫拉克颱風坡地災害分佈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圖11　莫拉克颱風淹水及堤損分佈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圖12　受損交通設施分佈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圖13　受災待評估之聚落分佈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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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莫拉克颱風災害衝擊類別（以村里分為單元）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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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異地疏散避難，需要高昂的成本，包括：有形的成本與無形的社會成本。除

了需要交通、食宿等費用外，受疏散的居民也擔心無法就近照顧其農作、房舍及財

產，除非威脅已非常確定，否則居民多半不願意及早異地疏散。也因此，過去山區聚

落之防災疏散避難，在預報精準度有限及居民疏散成本的考量下，多半採疏散到聚落

內相對安全的地點之的規劃。

由於居民依賴過去的颱風經驗判斷，(特別是

災害經驗未若南投、嘉義多的台南、高雄、屏東等

地居民)，雖然中央政府單位發佈了相關的雨量及

土石流預警訊息，但未能有效告知居民可能的後果

及該採行之策略，而居民缺乏風險意識，無法警覺

實際的災害可能的威脅，更遑論採取必要的災害應

變行動。也因此，高雄、屏東等地之山區聚落的居

民多未疏散至平地，也沒有儲備足夠的糧食和乾淨

飲用水，以因應颱風期間之威脅。

台灣山區的山崩、河岸沖蝕、河水暴漲等事

件，與山區沿河附近階地發展的聚落及主要交通路

網，在空間上相當地重疊。這些危害不僅破壞了農

作，損毀了房屋，也阻斷了交通。部分危害規模大

的聚落例如高雄縣甲仙鄉小林部落、六龜鄉新開部

落，則因大規模山崩發生，快速掩埋了在舊崩坍扇

形堆積區發展的聚落，居民不及逃出，造成大量的

死亡。如高雄縣之死亡及失蹤人數即達575人（依

據98年11月11日之高雄縣莫拉克風災重建資訊

網），集中於山區的甲仙鄉、那瑪夏鄉、六龜鄉。

部分聚落雖然受災情形未若甲仙小林村、六龜新開村、那瑪夏南沙魯（民族）村來得

嚴重，但因交通、水電、通訊中斷而造成孤島效應，使得居民無法持續日常生活，

(如。那瑪夏達卡努瓦（民生）村)，甚至部分聚落還面臨斷糧現象。本次南部受災聚

扇形堆積區

土石流的運動方式可以分成發

生區、流動區與堆積區。 發生

區的橫剖面形狀多呈V字形，

谷壁崩坍的碎屑會大量堆積在

這裡，所以四周的植生常顯得

相當稀疏。 而流動區為U字

形，通常位於山溝河谷流域的

中下游，河床上會有河谷兩岸

崩坍下來的碎屑物。 至於堆積

區則多在溪流下游出口處，常

形成沖積形成似扇狀的平坦地

形，表面與前緣多巨大的岩塊

堆積，整體看來像是一個伸長

的舌頭，故常稱扇形堆積區。

孤島效應

孤島效應在台灣的災害管理實

務上，是指聚落因為對外的道

路、橋樑、通訊因天然災害損

毀，造成聚落無法獲得外來的

物資補給及資訊，形成如同島

嶼般被孤立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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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則有許多為原住民部落，包含布農、魯凱、排灣等原住民族群。

莫拉克颱風對台灣平原及沿海地區的危害，主要為風雨及淹水。南部的主要河川

如八掌溪、曾文溪、二仁溪、高屏溪、東港溪、林邊溪等因集水區內劇烈降雨，使得

河水位暴漲。此外，當時適逢農曆十五前後，滿潮也影響河水的宣洩。河水位暴漲除

了原本平原區城鎮、聚落降雨的積水無法順利排出而造成積水外，當河水位高過堤防

時，夾帶大量砂石及漂流木的河水便開始漫溢鄰近城鎮，造成更大的災情。此外，夾

帶大量土石及漂流木的高水位河水，也在部分地區造成斷橋事件。

台灣南部平原及沿海聚落多為集村。和都市地區相比，南部農村聚落老年人口偏

高，在緊急疏散避難的機動性上較為不利。在嘉義、台南、屏東地區的聚落，農業也

是相當重要的社區產業基礎，如台南麻豆的文旦、屏東沿海的高單價水產養殖。這次

風雨及淹水事件發生對農漁牧業的影響鉅大，也對受災家戶的家庭生計產生很大的影

響。而屏東及嘉義沿海因過去養殖漁業長期超抽地下水，產生嚴重地層下陷，使其遭

逢極端降雨事件時將更易受災。

莫拉克颱風高強度長延時的降雨，對水庫管理

與操作及破堤封填也造成影響。例如：曾文水庫之

洩洪，莫拉克颱風警報發佈時，曾文水庫水位尚屬

接近下限值，且於98年8月8日13時前，中央氣象

局單位預測颱風總雨量僅為1400mm，故曾文水庫

依運轉規線採取蓄洪之防水策略。但8月8日16時

起，預測雨量迅速調升，至8月9日4時，短短12小

時內調高至2900mm，集水區連續8小時進水量平

均達10000∼11000CMS，在水庫安全的考量下不得不洩洪，雖然曾文水庫已蓄存近5

億噸洪水，減輕下游淹水壓力，但仍使原本水位已高的曾文溪在部分地區產生溢堤。

雖然曾文水庫在洩洪前，已事先發布訊息通知下游聚落，然部分居民未接收到訊息或

未能意識到可能的威脅並即時採取行動，使得災情擴大，特別是在大內鄉部分。此

外，林邊溪附近因進行鐵橋改建工程，於林邊溪設置之閘門遭沖毀，加劇林邊、佳冬

高強度長延時降雨

高強度長延時降雨是指降雨雨

量大，而且降雨時間持續很

長。這樣的降雨特性因為其降

雨強度大於土壤入滲力，而且

因為下的時間久，土壤僅吸納

部分降雨便趨飽和，容易將會

造成土石含水量高及較大的逕

流量，進而誘發山崩及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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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淹水。夾帶大量泥沙的河水漫溢屏東地層下陷區，造成嚴重的泥沙淤積，不但

墊高了地面，土砂也塞滿了下水道、排水設施等。

截至98年12月統計，莫拉克颱風事件造成了全國675人死亡，24人失蹤；高雄縣

死亡及失蹤人數最多，達565人；其次為屏東縣48人，台南縣28人，嘉義縣18人。房

屋約1千6百戶不堪居住，以高雄縣866戶最多，而屏東、嘉義縣則次之，分別為287戶

及214戶。

表2 莫拉克颱風的傷亡及住宅衝擊統計

全國 高雄縣 屏東縣

死亡及失蹤 675 565 （81%） 48 （7%）
住宅不堪居住 約1600 866 （54%） 287 （18%）
收容安置最高人數 約4500 2732 （61%） 1427 （31%）

資料來源：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網頁，88flood.www.gov.tw/work.php#5；災防會莫拉克颱風
災害應變處置報告第74報；高雄縣莫拉克風災重建資訊網，www.kscg.gov.tw/2009812144531/
index.aspx；屏東縣災後重建委員會，88fl ood.pthg.gov.tw/；

在經濟衝擊方面，直接經濟衝擊以農業部門為

主。截至98年8月底之統計，農業部門直接損失金額

超過144億台幣。在空間分佈上，以嘉義縣、台南

縣、高雄縣、屏東縣的農林漁牧損失最重，而雲林

縣、台東縣也遭受嚴重的損失。工業、服務業及住

宅也因淹水及山崩，造成建築物本體、材料及庫存/

生產設備/家具電器等直接衝擊。此外，因災害復原

重建的暫停上班及交通中斷，也帶來了間接的經濟

衝擊；非災區的居民亦受到短時間的農產品價格波

動的影響。

在公共設施及服務方面，主要道路交通影響衝

擊包含台18線、台20線、台21線、台24線、台27線

等公路。台鐵南迴鐵路，因部分路段沖毀而短暫停

圖15 全國各縣市直接農業損失
（單位：千元）

來源：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轉繪自
農委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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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此外，河海堤損毀、河床淤積、維生管線損壞、地層下陷區排水系統淤積等，在

災後對居民造成相當的不便。

此次莫拉克颱風災害也擴大政府財政負擔。除了免除或減低災區的多項租稅外，

傷亡慰助金、淹水救助金、住宅不堪居住安遷救助金、居民收容安置、農漁補助、住

宅重建相關貸款與津貼等災害慰助及協助計畫，以及多項公共設施及服務的復原重

建，已擴大政府財政支出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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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害
相關災害防救課題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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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與建議的研擬過程 ▉

課題與建議對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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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莫拉克颱風災害相關災害防救課
題與建議

一、課題與建議的研擬過程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七條規定，為提供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加速災害防救科

技研發與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災害防救專家諮

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專諮會）。在運作上，專諮會就災害防救政策、措施、相關計

畫、科技研發、災害調查及災害防救相關事項提供諮詢及相關建議。

為了因應此次莫拉克颱風造成的嚴重災害，並藉由專家間的研討分析此次災害之

相關課題及未來在災害管理，特別是災害防救科技發展上的優先且前瞻之政策建議，

專諮會李羅權召集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於98年8月14日致函專諮會委

員，啟動專諮會颱洪等分組會議之召開，希望能藉委員之專業知識及經驗，從科技與

分組的角度，對莫拉克颱風災害及其相關應變，以及後續的安置、重建等議題，包含

施政措施及災害防救科技研發等面向，提出相關課題與建議。

颱洪、地震、公安衛、體系及資訊組分組召集人分別於98年8月19日至28日間召

開小組會議，針對莫拉克颱風災害之災害應變及後續之重建事宜、災害防救科技發展

及其他整備、減災事項進行課題研討及政策建議的研擬。各分組討論之重要內容如

下：

（一）颱洪分組

1.  應該檢視專諮會過去所提建議 實與

應用的情形，定期進行後續評估個別

建議之進度及成效，保持專諮會建議

的連續性。 

颱風大尺度環境特徵研究

颱風的動態、風力、降雨和時空環境

有關，其不僅僅和當時颱風周邊的環

境有關，也受到該季度數千公里範圍

的大氣環境所影響。例如莫拉克颱風

的超大降雨，和當月西南氣流輸送來

自印度洋的豐沛水氣有密切關係。因

此，若能掌握在時空上的大尺度環境

特徵，則能對颱風的特性有更好的掌

握，以利應變作為之採取。

21

莫拉克 颱風災害的課題分析與政策建議
Disaster Reduction



2.  召開防洪標準討論會議，詳細檢視過去防洪標準，全面詳細考量各區環境情況

及社會變遷，整體評估風險及效益後，擬定適合防洪標準。

3.  颱風之預警警報發布，在颱風影響台灣18-24小時之前提供定量降雨預測。發布

結合雨量預測、土石流、淹水潛勢的預警資訊，並透過好的資訊整合方式及傳

播媒介，將資訊從中央傳遞到地方。另應該妥善利用公共電視、廣播等傳播媒

介，作為災害管理之工具。

4.  颱風雨量的預測應該加強颱風之大尺度環境特徵研究，並加強多模式系集預報

研究。

5. 應加強颱風期間海上、陸上高空及地面風場觀測，研發並建立利用衛星、雷

達、飛機等蒐集風場資料作業平台。

6.  應整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資源，建

立更完整的雨量站及降雨雷達觀測網。

7.  增加氣象、地質、水文、水土保持等基本國土監測，提供淹水、土石流、崩塌

詳細資料以供分析研判，如⑴詳細地質資料調查監測、⑵國土長期定期遙航

測、衛星影像的連續監測、⑶追蹤崩坍地變遷、⑷土地使用管理、⑸跨領域全

面配合規劃可以永續之防洪建設，針對整體流域治理規劃。

8.  加強危險河川河道測量、水砂監測、洪水

淤積及橋梁安全研究。進行河流氾濫與淹

水潛勢分析，提升分析預報能力。

9.  建議儘速成立颱洪研究中心，並給予經費

支持。其主要任務為結合國內學術界之研

發能量，針對颱風預報、洪水預報瓶頸，

深化颱洪災害研究。

淹水潛勢

模擬市區因河川水位高漲或暴雨

宣洩不及所造成的淹水情況。其

先依地形資料分成上游山區逕流

模擬區域及平地淹水模擬區域，

再利用淹水模式模擬某種降雨條

件下的淹水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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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議中央成立災害環境模擬中心，以整合作業化的大氣與水文災害狀態模擬。

此專責單位集合各領域專業人員，負責海面、海下、大氣、地表、地下即時環

境之搜集，並橫向整合相關防災關鍵技術及天然災變結果衝擊之分析，災變時

為中央災變中心主要人力，以協助防救災單位提昇災害預警、應變作業成效，

降低颱洪災害對台灣經濟、社會的衝擊程度。

11.  地方縣市政府應增加氣象水文水保等職系專業防災人員，平時由災害環境模擬

中心訓練 ，災變時與中央災變中心聯繫，可解讀研判建議應變措施。

（二）地震分組

1.  目前災害防救學界研究和實務未能妥善銜接，應試圖建立兩者之間的橋梁，並

思考如何在現有組織架構下，擷取過去國家型計畫之優點。

2.  政府過去進行許多災害防救相關計畫，已建

立環境基本資料。但資料建置單位，一方面

疑慮資料的誤差，一方面將建置之資料作為

獨立管理之資源，而缺乏資料的分享機制。

缺乏資料將難以進行大規模的災害應變及復

原重建。未來應加強資料的分享與整合。

3.  應對全國土地進行全面的環境調查，並針對

高災害潛勢聚落及風險大的地區進行大地測量及更詳細的監測。此在災害的災

後調查，可由學術界或學會合作，共同調查及建立資料。

4.  平時應佈建環境監測網並進行環

境監測。並應由政府機關執行，

務需整合所有監測資訊。

5.  於災害進程期間應提供即時災

高災害潛勢

高災害潛勢是指危害（如土石

流、淹水、地震）發生機率高

且強度大者。高災害潛勢聚落

則人類居住空間恰巧位在土石

流、淹水等環境危害容易發生

的地方，而容易因為土石流、

淹水等事件而發生災害。

合成口徑雷達（SAR）

合成口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屬於一種微波成像雷達，也是一
種可以產生高解析度圖像的(航空)機載雷
達或(太空)星載雷達。其以複雜的雷達數
據後處理方法來獲得極窄的有效輻射波束

（極高的空間解析度）。它一般安裝在移

動的載體上對相對靜止的目標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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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相關資訊給居民，並加強對風險溝通的研究，包含如何將科學語彙讓居民瞭

解，並讓居民真正採取有效的行動。

6.  研議發展新的遙測科技，以便在災害發生時，突破天候之限制，迅速掌握災

情，包含衛星載或機載之合成口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

等。

7.  建議推動地質法，並將國家已有的地質調查成果普及應用。另亦應加強地質、

土木工程、國土規劃間的學科溝通、研究成果分享及資訊整合。未來環境資源

部成立後，應將地質資料納入國土規劃之考量。

（三）公安衛分組

1.  此次八八水災，政府災防體系無法有效地整合調度大量的物流、人流、金流及

資訊流，亦未能善用民間的創意與動能，未來應以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方法重新檢視救災體系，系統化地將供應鍊、

參與者、流程等列出，並重新調整設計，以建立較有效之緊急救難系統。

2.  與災害發生後的慘重損失相比，事前預防遠比事後的修復重要，如何將災害的

損失降到最低，取決於是否有能力預見災害所造成的損失。欲進行災害預防管

理，應先界定災害類型，把可能會發生的災害損害狀況列出。再利用失效與影

響分析模式（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建立可能發生損

害，並予以評估及排序風險指數（Risk Priority Number, RPN）。最後，依照

其排序而發掘風險較高的損害狀況，再研究如何預防、偵測與矯正處理，以期

達到消除風險的目標。

3.  此次水災發生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記者會訊息不足，災害通報反而以媒

體、民間為主體，且媒體充斥批評政府聲浪，對政府施政產生負面影響。未來

面對類似情況，政府在訊息傳播及媒體互動上應有更積極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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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先進國家，每年都會對大規模災害進行演習，讓民眾瞭解災害時的避難程

序。我國過去缺乏大規模的演練，故此次水災需要撤村時，部分災民配合意願

不強。未來應針對各種災變定期舉辦大規模的演習，以加強政府及民眾的應變

能力。

（四）體系分組

1.  本次莫拉克颱風災害，最大的問題之一是資訊落差（information gap），災情

傳遞的體系架構尚待健全。例如：災情通報，資訊傳遞的主要對象是鄰長、村

長，但於發生大災害的時候，災情可能無法上傳，造成嚴重的問題。若無法有

效掌握資訊，難以進行有效指揮。另災害管理的領導統禦（leadership）需要予

以規範，如某一事務由主管機關統籌，其他單位必須向主管單位彙報資訊，以

利事務之統籌。

2.  體系運作機制應予檢討，除了災情掌握及風險溝通的執行外，包含災害防救法

及其相關子法、災害防救相關法令（如傳染病防制法等法令）亦需要整體檢

討。這些法令規範了人民和政府的權利義務關係，以及政府相關經費籌措的來

源；應利用這次災害檢視相關法令是否合宜及是否足夠促進災害管理的運作。

如大規模災害發生時，法令之行政裁量是否應用寬鬆的方法？是否要鬆綁？如

何保障公務人員進行相關決策的彈性、決策合理性及適法性？而關於災後重建

諸如土地、遷村之以地易地、事業單位土地之運用、原住民文化及重建意見參

與等議題，亦應納入相關法令之檢討。

3.  目前台灣對風險溝通的研究及知識相當薄弱，需要補強。例如氣象報告的資

訊，民眾不一定能理解其所使用專業語彙之意義，並不能推論氣象可能導致的

災害；而接收到災害預警訊息時，也未必會真的採取諸如疏散等行動。此外，

資訊內容如何有效傳達及溝通，如避免假警報的錯覺，以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

恐慌，但又能讓民眾採取有效應變行動，是應強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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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建立災後財務規劃及監督機制。首先進行財務需求的調查（不同於災損調

查），可依公共部門、災民救助、重建貸款等面向討論其需求，並納入重建小

組之議程。重建財務之執行面、監督面亦應一併建立制度。

5.  應建立災害保險制度。災害保險可透過多災害（multi-hazard）保單的設計，擴

大保險的份額，以提高納保率及分攤風險。這部分亦可考慮強制納保，政府補

貼部分保費。此外，亦應建立災害衝擊評估。例如此次災害之經濟損失，農漁

業損失農政單位已統計出數額，但間接衝擊包括漁業種苗流失損失不貲，可能

影響未來幾年的產業發展，應如何評估其衝擊？如何將這部分納入保險？災害

影響評估應予建立。

（五）資訊分組

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三方面之

資訊處理的角色定位應再釐清。

2. 資訊蒐集之呈現及災情通報問題目前存在諸多問題，建議全面檢視各級縣市政

府災害應變中心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資訊系統、通信系統，以及災情通報體

制，建立災情資料分享的機制與標準，以提升應變決策效能。中央、地方須兼

顧縱向及橫向之聯繫；而非營利組織(NPOs)的資訊分享及需求亦應納入災情資

料的分享機制內。

3. 災情資訊應考量在大規模災害發生時之偏遠地區資訊難以傳遞之問題，應建立

災情回報系統之標準作業程序(SOP)，包含如何較精確地提供災點定位資訊、資

料屬性及內容等，以利資料綜整及提供災害應變決策參考。研議適切的多管道

災情通報系統，加強災情資訊之傳遞，因地制宜，整合軍方、警政、消防、電

信、郵政、民政等通報系統，並增加高風險地區之通訊系統（衛星、微波、無

線電等，並包含硬體、人員及程序訓練）投資及應變階段之部署。

4. 遙測資訊來源應該是多管道的方式獲取，如SPOT、日本ALOS、雷達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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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僅限於只有福衛二號。透過防災相關單位及福衛分送中心，制訂災時衛星影

像分區處理、資料整合及資訊公開分享之規範，研究新航遙測技術（無人飛機

UAV、空載光達LiDAR、合成孔徑雷達SAR等）於防災之應用。從勘災的角度來

看，全貌的資料有精細的對位，多元衛星之應用，有利於勘災。而未來遙測資

料的處理亦宜建立機制，讓資料分流中心更適切進行資料之處理與應用。

5. 政府資訊之發佈建議結合新網路平台及公民參與等方式，善用web 2.0，

twitter、 plurk等網路新科技，結合民間力量，適時反應災情，惟需在災情的

正確性和時效性之間妥善取得平衡，讓資訊能公開透明、迅速地傳遞給大眾，

同時也可藉此獲得災害相關資訊。政府整個資料的呈現，應該從民眾的角度出

發，用民眾可以接受的語言，如重建時民眾要知道補助項目、如何申請之手續

等。建議評估運用類似SAHANA分散式、行動式系統等相關技術，做為災情管

理平台發展的基礎之可行性。

6. 環境調查及危害潛勢資訊公開及流通不足，環境監測及觀測網未完整佈建並作

資訊彙整，影響災害預警能力。建議結合國土資訊系統，建立防救災圖資整合

平台，整合各部會相關調查及潛勢資料，共享相關圖資，明訂環境基礎資訊及

災害潛勢資料予以公開之政策，並儘速研議統整相關部會，建置環境監測網，

加入即時觀測系統的機制，並促進即時監測資訊的整合及分享。

7. 善加利用既有學術研究能量，建議建立防災知識庫，並加強運用網路等傳播媒

介，強化對居民的災害宣導與演習，並瞭解地方之環境及社經特性，以降低災

時風險溝通之障礙；發展災害(颱風、水災、地震、土石流...)應變處理模擬系

統，設定不同情境，針對指揮官、救災人員、相關工程、醫療人員等，平常即

可預演災情研判、物資調度、後勤支援等事項，並可將學術成果透過系統落實

至實務應用。

因各組分組會議分別進行，不同分組課題間或有交集之處。為了避免議題重複及

強化災害管理建議之架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協助整合各組委員發言內容及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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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的課題及建議，從災害管理四面向之「減災、整備、緊急應變、復原重建」為分

類方式，彙整各組研擬之重要課題及政策建議，並於98年11月4日專諮會召開全體大

會，颱洪等五分組分別進行簡報（簡報詳附錄1至5）。各分組彙整後之莫拉克颱風相

關之災害防救課題及政策建議如後。

二、課題與建議對策

綜合各分組委員討論之內容，委員

的意見可以用災害管理的角度，包含減

災與整備、緊急應變、復原重建等面向

予以分析與彙整2。由颱洪等各分組委

員討論之內容來歸納，此次莫拉克颱風

災害，乃非常極端的降雨事件，在災害

管理上，也產生了一系列的系統失靈的

情況。雖然我國在災害防救上的努力，

在1999年集集大地震之後已有長足的進

步，面對一般規模的颱風事件也有足夠

能力加以因應。然而，面對如同莫拉克

颱風這樣極端的事件，我們既有的災害

管理知識和因應系統仍存有不少缺陷而

無法積極克服災害之威脅，並在這次的

颱風事件中呈現出來。唯有藉由專業知

識尋求目前仍存在的災害防救的知識及

體系課題，並轉化成相關政策針對這些

課題改善，才足以因應下一次 的極端事

件。

2　 從上述定義來看，雖然委員提供的課題與政策建議多屬整備（促進減災、緊急應變及復原重建）之
範疇，但在此依其促進的主要面向，將其區分為減災及整備、緊急應變、復原重建三大類別。 

災害管理

 1. 減災是採用工程方法或政策措施，來降
低一個地區未來危害發生的頻率、規模

及社會經濟衝擊。其方法如佈設堤防、

透過土地使用管理引導城鄉朝向安全發

展。

2. 整備包含所有可以促進減災、緊急應變
及復原重建的政策與措施。如防災演

練、相關救災機具配置及人員訓練等。

3. 緊急應變是在災害發生階段，包含災害
有發生之虞、發生當時、以及發生之後

不久，所採取的搶救生命、減少財產損

失、增進復原的行動。緊急應變的措施

包含對於災害的偵測監控、災害預警、

疏散受威脅的民眾、提供緊急避難所、

緊急醫療、搜救、強化基礎建設及房屋

建築等。

4. 復原重建包含了短期的基本生活維持系
統建立，以及長期回復到原有生活方式

之一切作為。復原的初期作包含整合性

災損評估，收集、整理、分配賑災物

資，組織志願團體、社區基本服務的恢

復等。中長期階段則包含基礎設施（如

道路及維生管線）、房屋住宅、商業設

施、公共建築的修復、重建以及功能的

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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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颱洪等分組委員討論中指出，在減災及整備方面，我國對環境資訊及災害風險

的掌握仍有不足，而環境及災害監測網也仍待補強。在缺乏較精準的環境資訊與風險

溝通下，政府各部門及民眾對自然環境的風險概念仍未臻成熟。這樣結構上、系統上

的缺失，使得部分城鄉發展於災害高風險地區，而政府與居民也較難在災前採取有效

的減災與整備作為。

在災害應變階段，目前對危害的預測仍存在技術與經驗的限制，特別是降雨預

測。雖然相關主管單位，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等均已發布危害與災害預警資訊，但在預測技術限制及對風險溝通知識的缺乏，

相關主管單位發佈的災害預警資訊，未能讓地方政府及居民感受到可能的災害威脅

（特別是居民自身觀察到即時的風雨狀況與氣象單位的預測結果有所矛盾時），也未

能即時採取疏散避難等相關作為。

當災害發生後，規模迅速擴大，死傷及待收容人數急速增加，但既有的災情通報

系統難以因應，也未能迅速透過各種科技（如遙測科技）掌握災情資訊；再加上政府

部門間縱向與橫向之指揮系統運作有待改進，影響到後續之救災及收容安置的處置。

在災情擴大、政府救災存在缺失下，災害事件在媒體的刻意凸顯，以及全國性、重複

性播送下，也影響了民眾對災情的認知、對災民的同情、以及對政府作為的觀感。

在災害衝擊後，需面對的即是復原重建。颱洪等分組委員，也提出當前及未來可

能面臨的課題及建議。這些課題及建議包含災後的收容安置及復原重建，復原重建的

財務規劃，透過災害保險來分散個別受災者的風險並促進減災，以及重新審視及檢討

災害管理的執行及相關法規規範之適切性等課題及建議。

颱洪等分組委員所提出之從莫拉克風災優先課題及相關建議，以災害管理四面

向：減災與整備、災害應變與復原重建為分類方式，於下文羅列分項詳細的課題及建

議對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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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減災與整備

課題1： 環境調查及危害潛勢資訊公開及流通不足，難以支援減災及整備

作為

說明：

1.  目前我國雖已投資相當資源進行環境調查，例如：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已針對全

台進行地質調查，並逐年發佈1/5000地質圖成果及透過網路發佈成果；工研院

能源資源研究所已進行部分地區之環境地質之調查，並由內政部營建署執行網

路查詢系統的建置。然而，上述環境調查資訊尚未能涵蓋全國聚落及重要公共

設施。例如：本次莫拉克颱風災害的重災區，即未完全涵蓋在既有資訊。

2.  專諮會陳于高委員（台大地質系教授）對高屏溪階地的研究調查即指出：高雄

縣甲仙鄉小林聚落之所在地為近一萬年來之山崩堆積；而此次所謂的「滅村」

事件，在地質歷史上即有跡可尋。然而，目前仍缺乏全台聚落的環境地質調查

與監測資訊。

3.  政府過去已投資災害環境資訊的調

查與建置，如e-Taiwan計畫。然

而，目前因資訊產製單位擔心資訊

更新不足或正確性不夠，公開有其

疑慮；或將資訊作為單位內之資

源，而築起資訊流通障礙。

4.  由於國土規劃單位及災害管理單位

對環境知識及資訊掌握不充份下，

難以更準確的掌握都市及鄉村聚落

的環境風險，而不利於災前的減

災、整備工作的進行。
圖16  環境地質資料分布圖
資料來源： http://140.96.175.32/images/ 省74-97索

引圖.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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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1.  針對本次莫拉克颱風災情嚴重區域，建議委由相關學會或專業團體等，進行全

面性之地質調查及測量（含大地測量、歷史土石流及河域調查、LiDAR資料建

立等），並保留完整資料，以利後續復原重建之參考。

2.  建議委由地質學者及工程學者，優先就已發展聚落及重要基礎建設附近土地進

行地質調查研究，以釐清古土石流之空間分布及既有聚落的災害風險。

3.  建議將地質潛勢災害資料納入國土規劃制度中，並促進環境基礎資訊及災害潛

勢資料的公開。而此資訊也可供經建會、內政部、經濟部、農委會等單位進行

流域綜合治理規劃之參考。

4.  建議各縣市政府成立災害防救辦公室時，宜增聘地質、坡地、洪旱、氣象等專

業專職人員，對其所屬區域的地形、地質、淹水等特性，提供確實的建議，以

做為其區域發展及規劃的標準，以避免大規模災害再次發生。此項建議則須由

立法來推動，於行政上確實使各級地方政府聘請上述相關專業人員。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經濟部地質調查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內政部營建

署、經濟部等災害主管部會、縣市及鄉鎮等地方政府）

課題2： 環境監測及觀測網未完整佈建及整合，影響具地方特性的災害預

警能力

說明： 

1.  環境監測及危害觀測網的建立，有助於提昇災害預報的精準度，也可提供可信

度高、一致性的緊急應變建議，協助居民降低環境災害風險。

2.  目前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已經針對廬山等重點地區進行坡地穩定的環境監測，如

地表裂隙、定置型傾斜儀、雨量計、井下伸縮計等。然而，目前環境監測網受

限於人力及經費，涵蓋面未包含所有環境風險高的聚落，如台灣北部十幾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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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坍地，及此次莫拉克颱風受災嚴重

的高雄甲仙小林聚落均尚未被涵蓋。

3.  目前台灣各區已佈設許多雨量站，但

目前仍存在觀測死角。如高山雨量站

數目除了主要道路沿線外，仍相當缺

乏，因而降低全台雨量的掌握及預測

精度。此外，台灣的高山島嶼特性，

也結構性地影響海上氣象觀測資料之

獲得，及都卜勒雷達之觀測覆蓋。

4.  相關部會既有的環境監測資訊，在應

變階段之整合性亦待提昇，例如：經

濟水利署的河川水情與交通部之橋梁

安全性監測。此外，即便應變中心分

析研判組採取多來源之環境監測資

訊；然而在應變會報階段，則未能妥

善利用整合的環境監測資訊，進行應

變處置，而影響到災害應變之效能。

對策：

1.  建議對高風險潛勢河川、淹水區、土石流崩塌地等進行詳細監測，並跨領域全

面配合規劃可以永續之防洪建設。監測內容諸如：詳細地質資料調查監測、國

土長期定期遙航測、衛星影像的連續監測、追蹤崩坍地變遷、土地使用管理

等，並針對流域治理進行整體規劃。此監測除硬體設施之配置外，亦應包含專

業人員培訓及操作程序之建置。

2.  建議針對氣象觀測之死角，如高山雨量站之缺乏，降雨雷達、偏極化雷達等，

研議於重要地點投資觀測設施。

定置型傾斜儀(IPI)

定置型測傾儀(IPI)之全名為In Place 
Inclinometer，通常為安置於地質鑽孔

觀測井內之傾斜計，主要為應用傾斜

計之變動量以量測坡地之可能崩滑變

形情形，並可配合設置多孔不同深度

之觀測以推測坡地滑動面。

地表裂隙

地表的土壤或岩體之應力集中帶如受

應力剪裂或張力拉裂均可能出現龜

裂，且坡度愈陡，應力集中愈明顯，

此應力集中帶往往產生與坡面平行的

拉裂面，此裂隙區通常是邊坡中最容

易發生變形和破壞的部位。裂隙之下

邊坡易受加重承載、水之灌入滑動面

或地震之振動等，促使此地表裂隙持

續擴展，而影響邊坡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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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研擬災害防救科技應用方案，提出

整體災害防救科技管理策略，統整相關

部會建置環境監測網，加入即時觀測系

統的機制，並促進監測資訊的整合及分

享。此彙集各部會之資訊內容，亦可分

享及整合進國土資訊系統之防災應用分

組內容。內容包含增加氣象、地質、水

文、水土保持等基本國土監測，提供淹

水、土石流、崩塌詳細資料以供分析研

判，包含詳細地質資料調查監測、國土

長期定期遙航測、衛星影像的連續監測、崩坍地變遷追蹤、土地使用監測、岩

漿庫活動監測等。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行政院農委會等災害主管部會、

行政院經建會、行政院國科會）

課題3： 風險溝通知識缺乏，政府專責單位發佈的預測及預警訊息難以有

效轉成民眾因應災害的具體行動

說明： 

1.  莫拉克颱風極端降雨，預報之總雨量相當驚人；然而，預報的訊息未讓居民採

取相應之災害應變措施。例如：98年8月7日，於平地地區雨量才30mm，山區

雨量300mm，氣象局已經雨量分別上修到1100mm及1700mm。居民與災害應

變決策者間之認知仍有落差。

2.  本次颱風中心預報路徑為往台灣北部登陸，但降雨的型態卻集中於南部。此類

型之颱風易讓南部居民輕忽颱風可能的衝擊，即便氣象單位已經預報了極端降

雨，但多數居民於訊息接收時，仍低估了後續可能的雨量及災情。當前媒體報

導颱風著重於颱風路徑、中心風速等議題，亦讓政府部門及民眾忽略降雨可能

偏極化雷達

氣象雷達發射的電磁波均是經過極

化(polarization)的(一般為水平線性
極化)。後來氣象雷達發射電磁波
極化方式具有更多樣性，如圓形極

化、橢圓形極化、交錯式雙線性極

化、同步雙線性極化等，這些不同

於傳統單線性極化的氣象雷達就通

稱為偏極化雷達。透過不同極化方

向觀測到之參數，可有效改善雷達

估計降水，水象粒子鑑別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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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南部帶來的衝擊。

3.  部分預警資訊發布內容及媒介未能充

分顯示災害特性，易受居民忽略。如

小林聚落及高雄屏東的土石流警戒，

全區（整片）顯示紅色的高潛感。對

中央主管單位而言，加強警戒，乃

避免災害的手段；但對居民而言，全

區均為紅色警戒，難以區分其嚴重程

度。居民採取行動亦有成本，當假警

報（false alarm）頻率過高時，便容

易造成「狼來了」的心理效應。

4.  有效的風險溝通需符合溝通對象的社會經濟文化特性，透過適當的傳播媒介

（包含電子媒體、平面媒體、網路、電話、面對面等）傳遞客製化的訊息，涉

及對災害管理、社會經濟、心理、傳播等知識之掌握。但我國目前對災害風險

溝通的研究仍相當貧乏，尚不足以提供中央及地方災害管理單位可直接利用之

知識及建議。

對策：

1.  適當投入風險溝通等科研計畫，加強災害管理、社會經濟、心理、傳播等領域

在風險溝通之研究，特別是實務應用層面之研究。

2.  加強中央及地方災害管理單位對風險溝通的瞭解，包含溝通對象之社會經濟文

化特性、傳播媒介特性、內容適切性等，讓專業語言得以平民化、口語化、生

活化，使被溝通對象瞭解可能的風險，並採取適當的因應災害之行動。

3.  強化對居民的災害宣導與演習，並瞭解地方之環境及社經特性，以降低災時風

險溝通之障礙。

風險溝通

風險溝通是指個人、社群及組織之間

（不限於政府對居民），有關健康、

財產及環境威脅資訊與意見的交換及

互動。如政府公布土石流紅色警戒資

訊，並建議區內居民疏散避難；居民

因接收到這些資訊，而更積極地進行

疏散避難。有效的風險溝通必須使接

受者收到一致、內容清楚的資訊，讓

接受者感知到威脅，並認為採取行動

可降低其風險，才能促使接受者採取

後續行動，如疏散。

34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Disaster Reduction



4.  建議評估颱風之定量降雨分級訊息之

發布。發布預報時可考慮將颱風含水

量、降雨多寡等因素納入，如雨量豐

沛的颱風，而不是僅只考量風力強

弱。此外，「颱風依雨量分級」可能

容易造成誤導，因為颱風雨量在台灣

地區同時受到颱風系統及外在大尺度

環境影響，並有雨量區域分布差異，

可考慮再審慎評估定量降雨分級而非

颱風依雨量分級。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行政院國科會、各災害主管部會、縣市

與鄉鎮等地方政府）

課題4： 既有學術研究成果有助於減災，惟因缺乏與實務之良好橋接，未

能直接落實應用

說明：

1.  既有的學術研究已有許多成果可促進減災與整備之推展，例如：對於高屏溪中

上游階地與古崩坍事件關係的研究。然而，既有學術研究成果，似乎未能被有

效被災害防救實務單位加以應用。例如：政府進行土地使用規劃及災害管理規

劃時，未能於災前考量高屏溪中上游階地的地質特性，進行相關減災及整備措

施，而須待高雄甲仙小林聚落的山崩事件發生後，始能理解到當地環境的脆弱

性。此外，部分防災相關之學術研究以「純學術」角度出發，與「災害管理」

實務仍有相當大的隔閡。由於缺乏學術研發成果與應用端之橋接，使得國家科

研經費投資的社會效益受到侷限。而部分具應用性質之學術研究成果，在應用

跟落實上仍有落差，例如：震測工具可觀察山崩事件，但在現實的災害防救執

行上預警時間仍不足，尚難以應用。

降雨分級

中央氣象局在預測或觀測到台灣地區

24小時累積雨量將達50毫米以上，且
其中至少有1小時時雨量達15毫米以上
時就發布大雨特報；如預測或觀測到

24小時累積雨量將達130毫米以上時，
就發布豪雨特報；24小時累積雨量將
可達200毫米以上時，就發布大豪雨特
報；24小時累積雨量將可達350毫米以
上時，就發布超大豪雨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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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害管理為跨學門、跨領域事務，然學科之間因觀點不同，隔閡仍存在，例

如：土木工程與地質學對坡地災害的時間尺度截然不同，而對災害管理的建議

也有所差異。此外，各部會與防災相關的委託研究，也待進行橫向（部會署

間）與縱向（跨時序）之審視，以分享研究成果及避免重複投資（如多部會委

託同研究單位進行雷同之委託計畫），促使政府部門的科研投資發揮更大之效

益。

3.  國土規劃之實務仍缺乏對環境科學研究成果（地方環境特性之掌握）進行良好

的整合及應用，以致於無法引導新發展至環境風險較低之地區，或抑制環境風

險較高之新發展。

對策：

1.  強化災害防救之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間的橋梁。透過研究獎勵及經費的調整，

使災害管理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能更貼近實務應用之需求。例如：引導國土規

劃相關研究，探討環境特性、災害管理在國土計畫與營建規範的整合與落實，

將有助於減災實務工作之拓展。

2.  提出多學門整合災害管理研究之誘導性政策工具，以促進學科間之交流與對

話。

3.  加強整合各部會署防災相關委託研究之聯結，並引導委託研究之方向能橋接學

術與實務應用。

4.  加強國土規劃研究、環境科學研究之成果整合，選取適當規劃工具（如分區管

制、發展權、發展許可等）及進行環境資訊之整合，透過土地使用規劃進行減

災。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行政院經建會、行政院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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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5： 降雨之模式預測與專業研判，尚需強化多模式的預報結果的交互

比對 

說明： 

1.  目前交通部中央氣象預報已參考多模式，藉以提升模式在特殊個案分析、預

報及預報能力。雖然本次莫拉克颱風之雨量在事前即已依部分模式估算出達

2000mm之降雨，然此預測降雨量為歷史之極端值，甚至超乎專業人員的經

驗。

2.  雨量預報精準度仍存在科技限制，氣象單位採逐步更新方式加以因應。但預報

雨量在災害進程中持續修正，影響使用者對預報結果的接受程度。

對策：

1.  建議支持國家實驗研究院規劃成立颱洪研究中心，對台灣的颱風、洪水等災害

進行研究。因為台灣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島嶼地理具有特殊性，此研究除了

可增進我國對颱風相關危害及衍生災害之掌握外，亦有助於台灣在國際學術地

位之發展。另，建議評估成立災害環境模擬中心之可行性，由此機構集合各領

域專業人員，負責海面、海下、大氣、地表、地下即時環境之搜集、相關防災

技術的發展及天然災變結果衝擊之分析，以整合系統化的大氣與水文狀態模

擬。

2.  增加對氣象的多模式預報系統之運用，並

加強颱風之大尺度環境特徵、改善系集預

報研究。在本次莫拉克颱風的雨量預報

上，已有多種模式都預報得非常不錯，例

如：全球模式、25km模式等，1400mm的

範圍和實際的範圍是一致的。氣象預報可

以建立在多模式的數值預報基礎上，若這

些模式都提供一致的預報圖像，則結果可

系集預報

動力數值模式的模擬所呈現的

未來天氣或氣候的狀況，是天

氣或氣候預報的主要參考資

訊。但單一次模擬所得結果往

往有很大不確定性，系集預報

的想法是藉由給定不同初始場

執行多次模擬，再由多次模擬

結果綜合而得最終預報，此方

式往往可以降低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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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專業經驗的判斷好，建議參考多模式預報之結果，並交叉比對。

3.  推展增加水砂監測、洪水淤泥研究，加強河流氾濫與淹水潛勢分析，推動提升

預報及分析能力之研究，針對荖濃溪、旗山溪、高屏溪河道，河道測量調查，

瞭解河相演變情形及橋梁安全的研究，並推動淹水、山崩、橋樑安全等預報之

多模式系統。

4.  政府應鼓勵極端災害天氣進行大尺度環境特徵研究。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行政院國科會、經濟部、行政院農委會、交通部等災害主管

部會）

課題6： 莫拉克颱風造成曾文、南化等重要水庫造成嚴重淤沙，改變高屏

溪等河流之河相，影響未來之供水、防洪能力

說明： 

1.  本次災區中之曾文水庫及南化水庫泥沙淤

積嚴重，初步估計曾文水庫淤積量達9100

多萬立方公尺，有效庫容量剩餘4億9000多

萬立方公尺；南化水庫約淤積1700萬立方

公尺，剩餘9600萬立方公尺的庫容量。此

兩座水庫供應台南、高雄等地之民生及產

業用水，功能相當重要。再則，南部地區

乾季明顯，減少1億1000萬立方公尺的庫容

將使得春天的用水調度吃緊。再則，此次

颱風災害後，曾文及南化水庫也發生如同石門水庫用水濁度過高之災情。

2.  荖濃溪、旗山溪、高屏溪等河道在莫拉克颱風災害後，累積大量土石泥砂，改

變原有之河相，並墊高原有河床。由於河相改變及河槽容量之減少，將使得上

述河流防洪設施之防洪能力下降，增加未來洪氾發生之風險。

水庫有效庫容

水庫有效庫容為之正常池水位

與最小池水位之間的蓄水體

積，為水庫正常蓄滿時能不藉

抽水機即予以運用的水量。因

水庫設計時，取 /排水口下方
仍有部分容量，無法利用自然

重力取水，多供作泥沙沈積之

用；這部分的容量，稱為呆水

容量。水庫有效庫容為水庫總

容量-水庫呆水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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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南大內鄉、屏東林邊鄉等地發生極為嚴

重的平原淤泥災害。在未來規模類似的災

害時，城鎮內泥沙淤積之災害亦可能重

現。

對策：

1.  針對水庫庫容淤積問題，建議於曾文水庫

及南化水庫建置如同石門水庫之水砂監測

系統，並研擬庫容淤積之因應方案。

2.  針對河流之防洪設計議題，建議逐年進行：1）莫拉克颱風豪雨洪水之水文分

析，進行特大豪雨洪水之洪氾淹水研究，建立特大豪雨洪水之預警方法；2）分

析現況防洪排水能力，研訂短、中長期治理計畫。短期計畫旨在強化堤防，避

免潰堤；3）分析特大洪水期間，越堤現象之河段及越堤流量，並引入於淹水潛

勢區分析；4）進行河道測量調查，比對歷年測量資料，瞭解河相演變情形，並

進行計畫洪水演算，瞭解防洪能力。

3.  針對平地淤泥問題，建議逐年進行淤泥分佈及淤泥性質調查，建立洪水淤泥沉

積演算模式，並研擬淤泥處理對策。

4.  建議推動台灣中上游及下游沖積河流河相研究。

5.  建議進行高屏溪河床淤積對橋梁安全之研究，並進行相關改善措施。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交通部、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國科會）

課題7： 缺乏災害預防管理系統，難以有效預估災害情勢及監測損害狀

況，並進行風險評估監控

說明： 

1.  與災害發生後的慘重損失相比，事前預防遠比事後的修復來得重要，如何將災

水砂監測系統

水砂監測系統是針對水庫水量

及集水區及水庫內沈積物的評

估及監測的系統。其監測河川

懸浮質及推移質，並以無線或

有線遠距資訊系統傳輸水量、

泥沙、水質等資訊，做為水庫

集水區管理及水源調配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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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損失降到最低，取決於是否有能力預先見到災害所造成的損失，即災害預

防管理。

2.  災害預防管理系統之要義是將所有可能產生的災害以窮舉方式列出。針對每一

項可能形成損失的災害狀況，先行預測其風險及分析可能會產生的機率與影

響，再由災害管理專業人員負責監控並定期向災害主管部門報告，除了對可能

發生的災害狀況進行預報及評估外，並提高主管的危機意識及緊急應變能力，

以期將損失減輕或消弭無形。

對策：

1.  建議中央政府建立一套災害預防管理系

統，其執行步驟如下:

　⑴  先界定災害類型，將可能發生的災害

損害狀況以情境分析（scenario）方

式列出。

　⑵  利用失效與影響分析模式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建立所有可能發生損害的狀況，並予

以評估及排序風險指數（Risk Priority Number, RPN），即每種狀況的嚴重

程度（Severity）、發生機率（Occurrence） 與難檢度（Detection）三者的

乘積:RPN =  Severity× Occurrence × Detection。

　⑶  將災害可能的所有損害狀況之風險排序後，依照其排序而發掘風險較高的

損害狀況，再研究如何預防（Prevention）、偵測（Detection）與矯正

（Correction）處理（即PDC處理程序），以期達到消除風險的目標。

　⑷  平時應強化民眾對各類災害的風險意識與教育宣導，進行災害情境演 ，落實

法規之執行。

地理資訊系統

地理資訊系統（G e o g r a p h i 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是一
門綜合性學科，已經廣泛的應用

在不同的領域，是用於輸入、存

儲、查詢、分析和顯示地理數據

的計算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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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  長期而言，應進行常態災害損害風險評估，及建立反饋機制。包括配合地理

資訊系統（GIS）強化並更新災害預防與偵測相關參數及門檻值，以及評估

演習及動員救災速度，將結果納入資料庫，並定期更新。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行政院災防會或規劃中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二）災害應變

課題8： 政府災防體系無法有效地在緊急災難中，進行大量物流、人流、

金流、資訊流之整合調度，亦未能充分利用民間的創意與動能

說明： 

1.  現階段我國已有中央災害防救體系，負責災害緊急救難工作，但由於緊急救難

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及極艱困的環境中，進行大量物流、人流、金流、資訊流

之整合調度，因此難度極高。由此次洪災經驗，可看出政府體系的整合度及效

能均有待改善。

2.  此次救災過程中，可看到民間的創意與動能不可忽視（例如各慈善團體動員、

莫拉克Google地圖呈現災情及求援情況，媒體協助災情通報、連鎖商店協助

救災等），未來如何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以建構新一代的災害緊急救難體

系，值得深入探討。

對策：

1.  災害緊急救難不應該純粹仰賴經驗的累積，應將災害緊急救難體系視為服務體

系的一種，以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系統化的方法，對災害緊急救難體系重新分析檢視。列出災害緊急救難體系的

相關單位或人員，訂定緊急救難的架構，並規劃最佳處理程序及運作方式。應

檢視規劃之項目包括：災防通報網（整合政府、媒體、社團組織、個人，及網

路、手機等各種通訊設備）、災害處理流程（災民緊急避難）、災後水電通訊

等關鍵基礎設施之提供、災民緊急避難、政府與民間金流、物流、人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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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之整合調度、救災隊伍之編制、訓練及標準作業程序等。

2.  應善用國內良好的資通訊基礎設施及民眾的創意與動能，將政府與民間的力量

統整規劃，以擴大救災之能量，提昇救災之效能。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行政院災防會或規劃中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課題9： 疏散撤離未能具體落實執行，造成災害傷亡規模擴大，並衍生後

續收容及物資運籌之困境

說明： 

1.  莫拉克颱風的極端降雨，但若能於事前採取必要的應變措施，仍有機會降低災

害衝擊。如本次高雄甲仙小林聚落之災害事件，8月7日下午水保局已發布黃色

警戒，晚上發布紅色警戒，然而，當98年8月9日清晨發生大規模山崩時，多數

居民仍留在聚落內時，便造成嚴重的災害死亡事件。

2.  部分替代道路有限的聚落並未採取跨聚落疏散，也未於颱風前儲備適當的存糧

及飲用水。當水、電、通訊、道路中斷後，不僅需緊急空投物資，也增加政府

單位在後續撤離及收容安置之任務。

對策：

1.  持續有系統的支持並推動社區防災，結合社區營造、社區工作等面向，推動社

區的防災宣導，包含：危害辨認、防減災措施、危害預報及預警、應變做為及

演練等。

2.  規劃及協調，常規化預警訊息傳播之機制。包含透過多管道如電視、報紙、廣

播、沿街廣播、電話、面對面等溝通方式，提供居民適當的災害想像情境，並

提供應變建議。

3.  地方政府應增加氣象、洪旱、坡地災害專業人員，平時接受跨災害學門之訓

練，在汛期時可做為縣市指揮官之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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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地方政府防災人力配置及資源有其不足之處，建議強化既有各大學的協力機

構制度，由此制度訓練基層防災及資訊理解能力，包含強化村里長專業知識能

力，並將其納入防救災體系。

5.  透過事先的交通、住宿、飲食之規劃，降低居民疏散避難的成本及障礙，提高

自願性疏散避難比例，並降低執行強制疏散避難之業務負荷。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等災害主管機關、

行政院國科會、縣市及鄉鎮市區等地方政府）

課題10： 官方災情資訊受通聯影響，在災害規模擴大後無法全面掌握災情

資訊、公開資訊及投入救災資源

說明： 

1.  災情通報顯示此次莫拉克颱風應變中既有系統的失靈的現象。此失靈影響了後

續中央應變作為及救災資源的處置，無法即時降低災害衝擊。例如：此次災害

諸多山區聚落之通訊失聯，無法有效彙報災情；相較之下，平地及沿海之災情

最先傳出及被確認。因此，決策者僅能依據有限的資訊進行最佳的判斷，將資

源投入於災情確認之地區，而忽略災情嚴重但訊息不明的山區聚落。

2.  政府在921集集大地震後雖然陸續投資通聯設備，但仍缺乏災害防救專職之人員

編制及定期訓練，而設備也未必妥善維護。如經濟部水利署無線電通訊編制約

十人，人力維持經費高。而衛星電話的使用也涉及人員訓練、機具維持（如充

電）、話費支出單位等議題，成本相當高昂。

3.  中央災情資訊除了無法全面掌握之外，亦缺乏即時更新與公開。政府的災情資

訊必須在確認後才能公布，然此狀況在媒體上被拿來和電子媒體的機動報導、

熱心網友在Google Map、Google Earth的網路平台協作比較，在救災資訊揭露

速度太慢，受媒體渲染負面報導，並影響後續民眾對政府的觀感。

43

莫拉克 颱風災害的課題分析與政策建議
Disaster Reduction



對策：

1.  研議適切的多管道災情通報系統，加強災情資訊之傳遞，因地制宜，整合警

政、消防、電信、郵政、民政等通報系統，採取適切的多管道災情通報系統，

並增加高風險地區之通訊系統（衛星、微波、無線電等，並包含硬體、人員及

Sahana

Sahana 是一套功能可擴充的災難管理網站應用系統，可協助解決災後大規模的人道
問題。應用領域和欲解決的問題如下：

•  狀態地圖：通過災情標識地圖，更新並掌握目前的救災情況。

•  失蹤者登錄：協助通報與搜尋失蹤者

•  災難受災者登錄：追蹤無家可歸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IDPs)）的情況，以
及他們的需求。

•  組織登錄：列出「誰在何時何地進行何種活動」。幫助救災機構自我組織各自的
救援活動，同時又能互相協調。

•  需求/援助管理：追蹤援助的需求，並將這些需求與能提供協助的人員進行配對。

•  庇護所登錄：追蹤庇護所的地點、分佈、容納量，以及受災者的訊息。

•  庫存管理：有效率並有效地管理救援物資，讓物資可以配送到各個地點，並通報
需要補充物資的時間。

•  傳訊模組：可以在小組之間以電子郵件或簡訊的方式進行溝通。

•  志工管理：透過掌握志工的技能、可服務時間和位置，來管理志工。

•援助目錄：記錄救援物資的種類以及單位等資訊。這些資訊會被用於物資庫存管理
系統和需求管理系統。

•報表系統：讓系統可以根據 Sahana 資料庫產生報表。它會將所有模組的報表放在
同一個地方，讓使用者便於檢視、搜尋報表和圖表。

•同步：允許透過同步的方式，在多個 Sahana 系統裡交換資料。

•使用者偏好設定：可以設定任何參數，客制化Sahana。

•管理：設定 Sahana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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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訓練）投資及應變階段之部署。此平台應於平時亦保持暢通，並每年配合

相關演練，以使災情發生時，相關人員能有效快速的熟悉其該有的反應。

2.  建議研究回報系統之SOP現況及資訊落差，並從決策者之角度，思考災害應變

決策資訊之摘要整理與提供方式。

3.  資訊蒐集之呈現及災情通報問題，中央、地方、NGO須兼顧縱向及橫向之聯

繫。建議研議災情管理與資訊整合平台之設置。其架構可參考Sahana，進行分

散式與行動式之技術開發。其亦可考量結合新網路工具如twitter等，利用民間力

量蒐集可能災情，並透過政府管道確認。此外，目前預警及災情通報部分，坡

地崩塌警戒尚未納入通報系統，建議考量納入。

4.  政府災情資訊應透明化及促進災害防救。建議透過適切的展示平台，提供民眾

關心的災情，以及有助於民間力量投入且不涉及隱私及法律問題之資訊。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行政院災防會或規劃中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經濟部、

交通部、行政院農委會等災害主管機關）

課題11： 可見光波段遙測資訊受天候影響，無法即時提供災情影像支援決

策者，難以進行災害研判及救災資源之運籌帷幄

說明： 

1.  遙測影像是災後快速、全面掌握災情概況之重要工具。此外，人為災情通報因通

報內容限制，常無法精確災點定位；而遙測影像可補助解決災點定位之問題。

2.  台灣在此方面可使用自主性之福衛二號衛星影像，然而，福衛二號衛星影像涵

蓋可見光及紅外光波段，影像品質受雲層覆蓋影響很大。莫拉克颱風在98年8月

8日災情大規模擴大後，台灣上空仍覆蓋雲層，直至8月14日始獲得局部之衛星

影像。

3.  雖然可透過飛機空載被動式遙測設備進行調查，但因其易受雲層影響，必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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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低空遙測。然在災時風雨仍大的狀況下，以及災後天氣穩定後的救災優先任

務排擠下，使得飛機空載之被動式遙測在安全的考量下無法或延後被執行。

4.  部分遙測資訊在災後初期缺乏統一發布窗口，並缺乏多管道資訊，包含航照、

衛星、災情彙報等之整合。而事後的單一發布窗口政策，在缺乏分工合作的默

契與規範下，亦造成衛星影響處理單位之媒體壓力及角色定位之困擾。

5.  由於山區通訊失聯，無法有效彙報災情；而福衛二號衛星影像及航照亦無法即

時提供資訊進行快速災害評估，決策者僅能依據有限的資訊進行較佳的判斷，

因而無法進行全盤的考量，在初期僅將資源投入於災情確認之地區（如林邊、

佳冬地區），而忽略災情嚴重但訊息不明的山區聚落。

對策：

1.  鼓勵相關防災單位及大專院校，建立多管道之遙測資訊來源。除持續善加利用

福衛二號影像外，亦應加強SPOT、日本ALOS、雷達等資訊整合，來提供災害

之全貌資料。

2.  透過防災相關單位及福衛分送中心之共識建立，制訂災時衛星影像分區處理、

資料整合及資訊公開之規範。

3.  推動新航遙測技術（無人飛機UAV、空載光達LiDAR、機載合成孔徑雷達SAR

等）於防災之應用研究。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行政院國科會、相關災害主管部會）

課題12：中央災害主管機關於災害緊急應變期間之統整機制，尚待強化

說明： 

1.  災害之緊急應變事務涉及多平行及垂直之政府單位，在短時間的壓力下，因應

即將發生或已發生的災情，共同進行災害應變決策。然而，目前系統在面對如

莫拉克颱風災害規模時，面臨資訊、應變指揮無法整合之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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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目前體制下，災害應變中心採各部會進駐應變。災害應變過程可能衍生許多

新事務，而各部會在缺乏統合情況下，亦可能各自執行，而使得效能因缺乏整

合降低。如災後心理輔導，教育部、國防部、衛生署、國科會均有相關業務進

行，但部會間仍缺乏統整機制，形成單位間資訊的落差，並缺乏相關主協辦單

位設定之共識建立。

對策：

1.  建議提升災害防救層級，行政院下設置災害管理之專責幕僚單位（如規劃中之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進行減災、整備、緊急應變、復原重建之政策規劃

及資源配置建議。

2.  降低政府單位間之資訊落差及指揮衝突。透過教育訓練及活動之設計，強化部

會署及地方政府間之交流，交換各部會署與地方推展中之相關業務資訊，並進

行業務資源的分享、整合及確認業務推動之指揮關係。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內政部、行政院災防會或規劃中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課題13： 缺乏符合災害情境的大規模災害收容安置計畫，導致災害初期之

收容安置作業紊亂

說明： 

1.  重大災害發生後，常有大量災民家園受損不堪居住。在其另覓居所或重建家園

之前，常須由政府或民間團體設置收容所，以暫時安置災民。

2.  雖然縣市政府已制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但從莫拉克颱風災害經驗可看出先期

的災民安置作業規劃，尚有改善空間。

對策：

1.  推動關於莫拉克風災後之疏散、收容安置（包含決策、地點選擇及設施配置、

物資運籌、行政管理等）及災後防疫、心理議題、政府與民間伙伴關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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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等方面之研究，擷取莫拉克颱風災害後臨時收容（包含emergency shelter

及temporary shelter）的台灣在地經驗，建立台灣大規模災害後收容安置相關

議題之知識。

2.  為使災民安置更加迅速妥適，建議進行「收容站設置之標準配備規範及運作要

點」之制定，其內容建議涵括：

　⑴  政府與民間救災資源之整合與調度。

　⑵  收容所之規劃必須考量食、衣、住、衛浴（廁所及簡便盥洗）設施及容量，

此外其對外交通、通訊及後備收容站等均應一併妥為規劃。

　⑶  收容站並應規劃配置醫護人員或心理諮商人員、社會濟助服務諮詢等人員之

聯合服務隊之編組。

　⑷  心理及防疫篩檢系統，包含量表、人力資源、作業程序等。

　⑸  應建立災區衛生防疫標準作業程序，採行適當之防疫、消毒措施，以免爆發

群體感染疾病。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行政院災防會或規劃中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內政部、

行政院國科會、行政院衛生署等）

（三）復原重建

課題14： 災後財務仍待妥善規劃，並需強調社會正義及兼顧效率之公共利

益原則

說明： 

1.  莫拉克颱風災害造成諸多損失，包含居民之住宅、產業經濟、公共設施等等。

整體損失的估計有助於未來政府做為之決策，如此次屏東養殖漁業受災，除了

直接經濟損失外，種苗流失很多也將造成未來的間接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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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後的各項政府作為需求亦待規劃，需由急迫性及公平效率的角度，適當配置

資源，除了造成有限資源的浪費外，也可能違背社會正義及效率的原則。

對策：

1.  建議進行災後的社會經濟衝擊評估及研

究。除了直接災損的總量評估外，亦應評

估後續的間接災損，例如：魚苗流失後

對養殖產業的影響。除了量外，亦宜兼

顧對質的評估，包含社會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及災害衝擊，以點出政府資

金扮演社會安全網的角色下，政府的災後

復原重建資源應該投注之方向。

2.  建議進行災後重建之財務規劃。部門依規劃、執行、監督三個單位加以區分，

以利業務推動及管理考核。

（主辦單位／機關：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行政

院農委會等）

課題15： 災害保險類別、減災誘因及覆蓋率有限，未能因應此次居民損失

及促進減災

說明： 

1.  災害保險的推動有諸多好處，其可分攤

各別家戶/企業的天然災害衝擊，加快受

災居民/企業的重建速度及品質，並可減

少政府災後短期的財政負擔、資源分配

的政治壓力及社會正義議題。

2.  目前政府僅推動地震災害保險，此外，

災害風險和區位有關，如某一天然災害

社會脆弱性

社會脆弱性指的是個人或群體

的預測、因應危害及從災害衝

擊中復原重建的能力。同樣的

規模的危害對不同的個人或群

體可能有不同的衝擊。如低收

入者所住的房屋可能比較老

舊，較易受地震損壞；而同樣

的房屋損壞，低收入者也因為

缺乏資源，需要比高收入者更

久的時間才能完成住宅重建。

災害保險

災害保險是指對災害損失予以給付

的保險制度，如針對洪水、地震、

火災損失給付所設計之保險。保戶

若蒙受保單所載之災害，則可依契

約申請理賠。災害保險可分擔風

險，有助於受災者在獲得較多災後

復原的資源。雖然單純的保險給付

不能降低災害損失，但其可透過風

險評估、減災作為、差別費率等制

度設計，來降低風險，如美國的

「國家洪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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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低的家戶或企業，將缺乏購買單一天然災害保險的誘因，僅有位於風險高

地區之家戶或企業才有意願購買，使得民眾的投保意願受限。

3.  目前的地震保險僅著重風險分攤，採無差別之單一費率機制，無法如同美國洪

災保險計畫，更積極地促進減災。

對策：

1.  建議推動颱洪災害保險制度。中長期可結合既有地震險並予以擴充，使其成為

涵蓋主要災害，包含地震、淹水、坡地災害、風災、火災等的全災害保險。制

度設計上可以漸進及半強制性的方式或補貼之方式推展保險，並提供部分弱勢

者之補貼。

2.  考量災害保險，除考量風險分攤外，亦應考量透過誘因的提供，促進風險之降

低。保險之內容建議提供多樣的理賠設計，並考量實際風險訂定差別費率之保

費，以鼓勵家戶及企業進行減災措施，並減少在高風險地區的開發行為。此

外，亦可考慮提撥保費收入之一部分進行減災，以積極地降低保戶及未來財務

支出之風險。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財政部、相關災害主管部會）

課題16： 災害防救法之復原重建法令仍待強化， 未能因應大規模災害之

重建

說明： 

1.  復原重建在促進社會正義與效率的考量下，往往希望能快速有效的推行重建工

作。然而，重建相關工作之推行，或會與平時之法令有所抵觸。如重建採取最

有利標的政策下，公務人員仍多有適法性之疑慮。

2.  目前的災害防救法雖然涵蓋災害預防（包含減災與整備）、應變措施及復原重

建三部分，但實際執行上仍偏重於緊急應變及與硬體採購相關的整備，較少著

50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Disaster Reduction



墨於減災及復原重建之推展。面對大規模災害，往往需另立特別法加以因應。

3.  既有體制的災害應變成效在莫拉克颱風災害的考驗下，亦暴露出諸多缺點。應

藉此重新檢視及調整應變相關制度，以因應下一次規模類似或更大的災害。

對策：

1.  為使災害發生時之緊急處置措施執行時能具彈性，回應實際所需，建議參考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中簡化行政程序及不

受法律限制之規定，並檢視災後重建之實際需要及諮詢專家意見，透過災害防

救法的修法，對應於災時採取彈性措施之法令規定，如政府預算、採購規範、

水利、水保、土地使用等既有法令，進行適當之調整或排除，讓公務人員在促

進重建的效率與社會正義原則下，得以保持業務推行的彈性。

2.  建議經由莫拉克颱風災害之災害成因、復原重建經驗，檢討及強化災害防救法

之災害預防（特別是減災部分）、復原重建之相關規範。檢討內容宜涵蓋如何

在災前降低未來的災害風險（含國土規劃）、災後復原重建過程之社會正義及

效率、藉由重建過程降低未來的災害風險等。此外，宜檢視及評估既有以危害

（hazard）類別區分之災害防救體制之災害管理成效及政府業務權責疑義。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內政部、相關災害主管部會）

課題17： 應研究新世代公共媒體與網路社群的災害資訊傳播形態，並建立

各界對災害管理的共識

說明： 

1.  在當前的社會氣氛中，諸多民眾認為災害的發生是政府的責任，而較忽略個人

決策下所需面對的環境風險及應負擔的自我責任。由於政府的資源來自於全民

之納稅，當要求政府有完全的責任避免災害發生時，即產生個人風險外部化之

效應。例如淹水事件發生後，居民即認為政府應提高堤防設計標準，而忽略其

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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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災相關之工程設計有其標準。當極端事件發生，亦可能超過及設計標準而發

生災害。此外，提高工程設計標準也可能造成安全的假象，使得更多的人口及

資產暴露在環境風險下。例如台北200年的頻率的防洪設計，反而促成許多緊鄰

河岸的發展。一旦溢堤或潰堤，將造成更大之損失。

3.  新世代公共媒體與網路社群的災害資訊傳播形態，使災害資訊能更快、更即

時、更具渲染性的傳播。而對災害訊息與情境的論述與主導，已掌握於訊息傳

播者之手中。如對災害風險溝通未能有專業共識，易導致政治與社會不安與恐

慌。目前我國對災害風險傳播之研究及實務成果仍有限，也缺乏在（災前進

行）民主社會下環境風險溝通與宣導之執行。

對策：

1.  宜掌握台灣社會的環境風險態度現況，強化相關研究以瞭解現實中政府—民眾

的災害管理責任認知之落差。在建立上述社會現況及風險溝通知識後，透過對

民眾的溝通（與宣導），在公共利益（兼顧社會正義及效率）的原則下，建立

政府—民眾的災害管理權責共識。

2.  宜鼓勵新世代災害媒體傳播、風險、脆弱性分析及災害管理相關研究。技術層

面，應包含氣候及環境變遷（如極端氣候、地形、危橋等，結合降雨、環境特

性、製圖、遙測等資訊）之相關研究分析；在社會科學領域，應加強新世代災

害媒體傳播方式、社會脆弱性、風險意識、風險溝通、保險與財務管理、國土

規劃、政治與社會等在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等面向之研究分析，以提

供民主社會下風險管理所需之知識。

（建議處理單位／機關：行政院國科會、相關災害主管部會）

為利於前述課題分析及對策建議間之閱讀及比較，謹整理其內容大要詳如表3。

52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Disaster Reduction



表3 課題分析與對策建議一覽表

階
段

課題 對策建議

減
災
與
整
備

1.  環境調查及危害潛勢資
訊公開及流通不足，難
以支援減災及整備作
為。

1.  對莫拉克颱風災情嚴重區域、山區已發展聚落
及重要基礎設施周邊，進行全面性之地質調查
及測量。

2.  建議將地質潛勢災害資料納入國土規劃制度。
3.  各縣市政府及鄉鎮市政府成立災害防救辦公室
時，宜增聘地質、坡地、洪旱、氣象等專職人
員。

2.  環境監測及觀測網未完
整佈建及資訊彙整，影
響具地方特性的災害預
警能力。

1.  對高風險潛勢河川、淹水區、土石流崩塌地等
進行國土監測，投資必要之氣象觀測設施。

2.  研擬災害防救科技應用方案，提出整體災害防
救科技管理策略，統整相關部會建置環境監測
網，加入即時觀測系統的機制。

減
災
與
整
備

3.  風險溝通的知識缺乏，
政府專責單位發佈的預
測及預警訊息難以有效
轉成民眾因應災害的具
體行動。

1.  積極投入災害風險溝通（含中央與地方間、政
府與民眾間、橫向部門間）等科研計畫，特別
是實務應用層面之研究。

2.  評估並調整颱風之定量降雨分級訊息之發布方
式。

4.  既有學術研究成果有助
於減災，惟因缺乏與實
務之良好橋接，未能切
實落實應用。

1.  應強化災害防救之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間的銜
接並整合各部會署防災相關委託研究之聯結。

2.  加強國土規劃研究、環境科學研究之成果整
合，選取適當規劃工具（如分區管制、發展
權、發展許可等）及進行環境資訊之整合，透
過土地使用規劃進行減災。

5.  降雨之模式預測與專業
研判，尚需強化多模式
的預報結果的交互比
對。

建議支持國家實驗研究院規劃成立颱洪研究中
心，並評估成立災害環境模擬中心之可行性。強
化下列研究項目：氣象的多模式預報系統之運
用、颱風之大尺度環境特徵、改善系集預報、增
加水砂監測、洪水淤泥研究、加強河流氾濫與淹
水潛勢分析、極端災害天氣進行大尺度環境特徵
研究。

6.  莫拉克颱風造成曾文、
南化等重要水庫造成嚴
重淤沙，改變高屏溪等
河流之河相，影響未來
之供水、防洪能力。

1.  建議於曾文水庫及南化水庫建置如同石門水庫
之水砂監測系統，並研擬庫容淤積之因應方
案。

2.  針對河流之防洪設計議題，重點包括：建立特
大豪雨洪水之預警方法、分析特大洪水期間，
越堤現象之河段及越堤流量，並引入於淹水潛
勢區分析、進行河道測量調查、逐年進行淤泥
分佈及淤泥性質調查，建立洪水淤泥沉積演算
模式、推動台灣中上游及下游沖積河流河相研
究、進行高屏溪河床淤積對橋梁安全之研究，
並進行相關改善措施。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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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課題 對策建議

減
災
與
整
備

7.  缺乏災害預防管理系
統，難以有效預估災害
情勢及監測損害狀況。

建議中央採取科學化災害預防管理系統（其執行
步驟詳對策說明）。

8.  政府災防體系無法有效
地在緊急災難中，進行
大量物流、人流、金
流、資訊流之整合調
度，亦未能充分利用民
間的創意與動能。

1.  建議以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系統化的方法，對災害緊急救
難體系重新分析檢視。

2.  應善用國內良好的資通訊基礎設施及民眾的創
意與動能，將政府與民間的力量統整規劃，以
擴大救災之能量。

9.  疏散撤離未能具體落實
執行，造成災害傷亡規
模擴大，並衍生後續收
容及物資運籌之困境。

1.  持續有系統的支持並推動社區防災，並研究常
規化預警訊息傳播之機制。

2.  對地方政府對防災人力配置及資源有其不足之
處，建議強化既有各大學的協力機構制度

3.  透過事先的交通、住宿、飲食之規劃，降低居
民疏散避難的成本及障礙，提高自願性疏散避
難比例。

10.  官方災情資訊受通聯影
響，在災害規模擴大後
無法全面掌握災情資
訊、資訊公開及投入救
災資源。

1.  研議適切的多管道災情通報系統，並增加高風
險地區之通訊系統（衛星、微波、無線電等，
並包含硬體、人員及程序訓練）投資及應變階
段之部署。

2.  資訊蒐集之呈現及災情通報問題，中央、地
方、NGO須兼顧縱向及橫向之聯繫。建議研議
災情管理與資訊整合平台之設置。其架構可參
考Sahana，進行分散式與行動式之技術開發。

11.  可見光波段遙測資訊受
天候影響，無法即時提
供災情影像，難以進行
災害研判及救災資源之
運籌帷幄。

1.  鼓勵相關防災單位及大專院校，建立多管道之
遙測資訊來源。除持續善加利用福衛二號影像
外，亦應加強SPOT、日本ALOS、雷達等資訊
整合，來提供災害之全貌資料。

2.  推動新航遙測技術（無人飛機UAV、空載光達
LiDAR、機載合成孔徑雷達SAR等）於防災之應
用研究。

12.  中央災害主管機關於災
害緊急應變期間之統整
機制，尚待強化。

1.  建議提升災害防救層級，行政院下設置災害管
理之專責幕僚單位（如規劃中之行政院災害防
救辦公室）。

2.  降低政府單位間之資訊落差及指揮衝突。

13.  缺乏符合災害情境的大
規模災害收容安置計
畫，導致災害初期之收
容安置作業紊亂。

1.  推動關於莫拉克風災後之疏散、收容安置（包
含決策、地點選擇及設施配置、物資運籌、行
政管理等），以台灣在地經驗，建立台灣大規
模災害後收容安置相關議題之知識。

2.  建議進行「收容站設置之標準配備規範及運作
要點」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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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課題 對策建議

減
災
與
整
備

14.  災後財務仍待妥善規
劃，並需強調社會正義
及兼顧效率之公共利益
原則。

1.  建議進行災後的社會經濟衝擊評估及研究。除
了直接災損的總量評估外，亦應評估後續的間
接災損，例如：魚苗流失後對養殖產業的影
響。

2.  建議進行災後重建之財務規劃。部門依規劃、
執行、監督三個單位加以區分，以利業務推動
及管理考核。

15.  災害保險類別、減災誘
因及覆蓋率有限，未能
因應此次居民損失及促
進減災。

1.  建議推動颱洪災害保險制度。中長期可涵蓋主
要災害，包含地震、淹水、坡地災害、風災、
火災等的全災害保險。制度設計上可以漸進及
半強制性的方式或補貼之方式推展保險，並提
供部分弱勢者之補貼。

2.  考量災害保險，除考量風險分攤外，亦應考量
透過誘因的提供，促進風險之降低。

16.  災害防救法之復原重建
法令仍待強化， 未能
因應大規模災害之重
建。

1.  為使災害發生時之緊急處置措施執行時能具彈
性，回應實際所需，建議參考九二一震災重建
暫行條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中簡
化行政程序及不受法律限制之規定，並檢視災
後重建之實際需要及諮詢專家意見，透過災害
防救法的修法，對應於災時採取彈性措施之法
令規定。

2.  建議經由莫拉克颱風災害之災害成因、復原重
建經驗，檢討及強化災害防救法之災害預防
（特別是減災部分）、復原重建之相關規範。

17.  應研究新世代公共媒體
與網路社群的災害資訊
傳播形態，並建立各界
對災害管理的共識。

1.  宜掌握台灣社會的環境風險態度現況，瞭解現
實中政府—民眾的災害管理責任認知之落差。

2.  宜鼓勵新世代災害媒體傳播、風險、脆弱性分
析及災害管理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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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災害的課題分析與政策建議
颱洪組

顏清連教授 水利署顏清連教授

林美聆教授

蔡長泰教授

許晃雄教授

陳台琦教授

水利署

氣象局紀水上副局長

水保局吳輝龍局長

建議的連續性

‧應該檢視專諮會過去
所提建議落實與應用

‧定期進行後續評估個別建議
之進度及成效，保持專資會所提建議落實與應用

的情形？其成效如何？
有沒有具體影響？

之進度及成效 保持專資會
建議的連續性。

‧如對於過去坡地災害所提國
土監測的議題，應該重新提
出，並納為優先課題。

‧如檢視90年代國家型防災計
畫國土監測規劃內容。

附錄一、全體大會颱洪分組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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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合理設定防洪標準程序(顏清連教授)

‧建議召開設訂防洪標
準會議

‧因為工程設計有其標準，
超過設計標準會發生災害；準會議 超過設計標準會發生災害；
而若要提高防禦標準，則
成本將大幅增加。

‧防洪工程或讓居民有安全
感的錯覺，例如：增蓋了
堤防後，沿岸大樓興建林
立，反而更危險。因此，立 反而更危險 因此
不應在沒有評估風險效益
下提升防洪標準。

加強全面性國土監測分析及防洪設計
(林美聆教授)

‧增加氣象、地質、水文、
水土保持等基本國土監測

‧針對高風險潛勢河川、淹水區、
土石流崩塌地等進行詳細監測，
並跨領域全面配合規劃可以永提供淹水、土石流、崩塌

詳細資料以供分析研判

並跨領域全面配合規劃可以永
續之防洪建設。

‧如(1)詳細地質資料調查監測
(2)國土長期定期遙航測、衛
星影像的連續監測(3)追蹤崩
坍地變遷(4)土地使用管理(5)
整體流域治理規劃

‧例如應建立更完整的雨量
站及雷達觀測網

整體流域治理規劃。

‧水利署與水保局已與氣象局積
極合作評估站址建置及維運相
關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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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專業防災機構人力

‧建議儘速成立颱洪研究中
心，提升颱洪應用研究並
給予經費支持

‧提供氣象水文水保整合性基
礎及應用研究，提升預報能
力 目前仍在審查中給予經費支持

‧建議中央成立災害環境模
擬中心，以整合作業化的
大氣與水文狀態模擬。

力，目前仍在審查中。

‧此專責單位集合各領域專業
人員，負責海面、海下、大
氣、地表、地下即時環境之
搜集與相關防災技術的發展
及天然災變結果衝擊之分析

‧縣市增設氣象水文水保防
災專業人員災變時可聯繫
解讀研判建議應變措施

(紀水上博士)

及天然災變結果衝擊之分析，
災變時為中央災變中心主要
人力。

‧可由上述單位訓練。

水砂監測、洪水淤泥研究及
特大豪雨洪水減災因應對策 (蔡長泰教授)

‧ 本次災區中之曾文水庫及南化水庫 ‧ 有關石門水庫之水砂監測系統亦應本次災區中之曾文水庫及南化水庫
也發生如同石門水庫用水濁度之災
情。

‧ 台南大內鄉、屏東林邊鄉等地極為
嚴重的平原淤泥災害，處理十分困
難，應研擬對策。

有關石門水庫之水砂監測系統亦應
於曾文水庫及南化水庫進行建置

‧ 逐年進行淤泥分佈及淤泥性質調查
;建立洪水淤泥沉積演算模式;研擬
淤泥處理對策。

‧ 八八豪雨為超過200年，甚至為可
能最大豪雨之異常事件，各項防洪
設施並不能完全抵擋，需有因應對

策

‧

‧ 逐年進行八八豪雨洪水之水文分析
; 特大豪雨洪水之洪氾淹水研究;
建立特大豪雨洪水之預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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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治水對策(蔡長泰教授)

‧加強河流氾濫與淹水潛勢
分析，推動提升預報及分
析能力之研究。

‧ 分析現況防洪排水能力，研訂短、
中長期治理計畫。短期計畫旨在強
化堤防，避免潰堤。

‧ 分析特大洪水期間，越堤現象之河析能力之研究。

• 荖濃溪、旗山溪、高屏溪
河道累積大量土石泥砂淤
積 需由對防洪保護標準

分析特大洪水期間 越堤現象之河
段及越堤流量，並引入於淹水潛勢
區分析。

‧ 國科會推動提升預報及分析能力之
研究，包括雨量預報、水位預報、
淹水預報等。

‧ 河流主管機關進行河道測量調查，
比對歷年測量資料，瞭解河相演變積，需由對防洪保護標準

的影響及由河相演變理論
進行分析，研究浚渫改善
對策

比對歷年測量資料，瞭解河相演變
情形，並進行計畫洪水演算，瞭解
防洪能力。

‧ 國科會推動台灣中上游及下游沖積
河流河相研究。(整體流域)

‧ 橋梁主管機關進行高屏溪河床淤積
對橋梁安全之研究。

定量降雨預測領先時間瓶頸
(氣象局紀水上博士)

‧水利署水保局針對颱
風之預警，須要在24

‧但氣象局目前在颱風警
報( arning)發布後 即風之預警，須要在24-

48 小時前(Watch)，提
供定量降雨預測。

報(warning)發布後，即
颱風影響台灣18-24小
時之前提供定量降雨預
測。(原因24小時路徑
誤差100km,48小時
180km， 24-48 小時180km 24 48 小時
前定量降雨預報超過預
報能力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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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大尺度環境特徵、改善系集預報
(許晃雄教授)

‧颱風雨量的預測應該
考量大尺度大氣環境

‧建議國科會針對極端災
害天氣進行大尺度環境考量大尺度大氣環境

狀況，運用用多模式
方式進行。若多種模
式的結果有其一致性，
應該對模式的預報更
有信心。

害天氣進行大尺度環境
特徵研究。

‧但氣象局目前發展系集
預報並評估系集權重驗
證證。

颱風依雨量分級

‧發布預報時可考慮將颱風
含水量、降雨多寡等因素

‧颱風依雨量分級 極易造成
誤導，因為颱風雨量在台含水量 降雨多寡等因素

納入，如雨量豐沛的颱風，

而不是僅只考量風力強度。

誤導 因為颱風雨量在台
灣地區同時受到颱風系統
及外在大尺度環境影響，
並有雨量區域分布差異，
可考慮再審慎評估定量降
雨分級而非颱風依雨量分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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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整合預警訊息發布及雙向通訊

‧增加對大眾發佈結合
‧透過好的資訊整合方式及

傳播媒介，將資訊從中央
雨量預測、土石流、
淹水潛勢的預警資訊

傳播媒介 將資訊從中央
傳遞到地方。

‧另應該妥善利用公共電視、
防救災專用廣播及無線電
等傳播媒介。

‧可推動災害現場回報義工
組織(包括基本訓練及專業
連絡平台)

對體系組建議

‧應推動多災害(multi-hazard)
的災害保險的災害保險

‧應重新檢討災害防救法，
強化減災、整備、復原重
建方面的規範

‧對既有應變體制應重新檢
視。法令能否強制疏散？

應變作為應有回報機制

‧例如：重建應該納入減災
的概念，結合整體流域環
境特性及潛勢圖等資訊，
如高潛勢風險區應更加仔
細評估全面性考量而不僅‧應變作為應有回報機制

‧檢視目前通訊體系在極端
天氣下之能力

細評估全面性考量而不僅

止於復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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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建議(蔡長泰教授)

1.短期施政措施
(1)強化山區及平地易淹水村落之耐災能力以待救援：儲水

存糧、安全避難所、通訊設備、柴油發電機、醫療藥品、
簡易衛生設備、取暖衣物與燃料、簡易淨水設備或藥物等
。

(2)強化山區村落之自救能力以對外聯絡並輸運傷病居民：
配備搭橋開路設備。

(3)訓練防災專員，每年防災演習。

2.中長期施政措施
(1)自然災害(水災、土石流、山崩地滑等)之情境模擬，攝(1)自然災害(水災、土石流、山崩地滑等)之情境模擬，攝

製動畫宣導。
(2)改善防災硬體設施。
(3)研發建立預警系統。
(4)安置與重建區之強化耐災與自救能力。
(5)檢討強化防災體系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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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全體大會公安衛分組報告資料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公安衛組 議題與政策建議

莫拉克颱風災害的課題分析與政策建議

分組委員 劉佩玲（召集人）分組委員 劉佩玲（召集人）
林素貞、郭旭崧、黃季敏
許須美、張有恆、謝得志

課題一：（減災與整備）
政府應建立一套完整之災害預防管理系統，依據災害風險研究如何預

防、偵測與矯正處理 (PDC)，以期達到消除風險的目標。

說明：
與災害發生後的慘重損失相比，事前預防遠比事後的修復來得重

要，如何將災害的損失降到最低，取決於是否有能力預先見到災

害所造成的損失，即災害預防管理。

災害預防管理系統之要義是將所有可能產生的災害窮舉列出。針災害預防管理系統之要義是將所有可能產生的災害窮舉列出。針

對每一項可能形成損失的災害狀況，先行加以預測其風險及分析

可能會產生的機率與影響，再派專人負責監控並定期向主管報告

，除將可能發生的災害狀況進行預報及評估外，同時提高主管的

危機意識及緊急應變能力，以期將損失減輕或消弭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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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中央政府應建立一套災害預防管理系統，其執行步驟如下:

1. 先界定(Define)災害類型，把可能發生的災害損害狀況一一列出。

2. 利用失效模式與影響分析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
，建立所有可能發生損害的狀況，並予以評估及排序風險指數(Risk 
Priority Number, RPN)，即每種狀況的嚴重程度(Severity)、發生機率

(Occurrence) 與難檢度(Detection)三者的乘積:RPN =  Severity×
Occurrence × Detection。

3. 將災害可能的所有損害狀況之風險排序後，依照其排序而發掘風險

較高的損害狀況，再研究如何預防(Prevention)、偵測(Detection)與矯

正(C ti )處理（即PDC處理程序) 以期達到消除風險的目標正(Correction)處理（即PDC處理程序)，以期達到消除風險的目標。

4. 平時應強化民眾教育宣導，進行災害情境演練，落實法規之執行。

5. 長期而言，應進行常態性災害損害評估，及建立反饋機制。包括配

合地理資訊系統(GIS)強化並更新資料庫災害預防與偵測相關參數及

門檻值，以及評估演習及動員救災速度，將結果納入資料庫，進行

週期性更新。

第八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

子題6.1 氣候變遷評估與災害消減管理

重要措施四：關鍵基礎設施風險控制方面

建立關鍵基礎設施之災害調查與知識管理機制

關鍵基礎設施之風險評估與管理技術提昇

因應防減災需求之關鍵基礎設施規劃與管理

風險管理為基礎之跨部會資訊分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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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災害應變）
政府災防體系無法有效地在緊急災難中，進行大量物流、人流、

金流、資訊流之整合調度，亦未能充分利用民間的創意與動能，

未來應以服務科學系統化的方法重新檢視 以建立較有效能之緊未來應以服務科學系統化的方法重新檢視，以建立較有效能之緊

急救難系統。

說明：
現階段我國已有中央災害防救體系負責災害緊急救難工作，但由於

緊急救難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及極艱困的環境中，進行大量物流、

人流 金流 資訊流之整合調度 因此難度極高 由此次洪災經驗人流、金流、資訊流之整合調度，因此難度極高。由此次洪災經驗

，可看出政府體系的整合度及效能均有待改善。

此次救災過程中，可看到民間的創意與動能不可忽視（例如各慈善

團體動員、莫拉克Google地圖呈現災情及求援情況，媒體協助災情通

報、連鎖商店協助救災等），未來如何結合政府與民間的力量，以

建構新一代的災害緊急救難體系，值得深入探討。

對策：

災害緊急救難不應該純粹仰賴經驗的累積，應將災害緊急救難體

系視為服務體系的一種 以服務科學（S i S i系視為服務體系的一種，以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系統化的方法，對災害緊急救難

體系重新分析檢視。列出災害緊急救難體系的相關單位或個人

(stakeholder)，訂定緊急救難的架構，並規劃最佳處理程序及運

作方式。應檢視規劃之項目包括：災防通報網立（整合政府、媒

體、社團組織、個人，及網路、手機等各種通訊設備）、災害處

理流程（含政府與民眾）、災後關鍵基礎設施之提供、災民緊急理流程（含政府與民眾）、災後關鍵基礎設施之提供、災民緊急

避難、政府與民間金流、物流、人流、資訊流之整合調度、救災

隊伍之編制、訓練及標準作業程序等。

善用國內良好的資通訊基礎設施及民眾的創意與動能，將政府與

民間的力量統整規劃，以擴大救災之能量，提昇救災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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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醫療價值鏈與流程分析

7

國際醫療評鑑（JCI）標準

第一部份： 病人為中心的標準（Patient-Centered Standard）

ACC： Access to Care and Continuity of Care(可進行及連續性的ACC： Access to Care and Continuity of Care(可進行及連續性的

醫療照護服務)

PFR ： Patient and Family Rights(病人及家屬權益)

AOP ： Assessment of Patients (病人評估)

COP ： Care of Patients (病人之醫療照護)

PFE ： Patient and Family Education(病人及家屬教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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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評鑑（JCI）標準

第二部分：醫療機構管理（Health Care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tandards）

QPS：Quality Improvement and Patient Safety(品質改善與病人

安全)

PCI：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fections(院內感染的預防與控

制)

GLD：Governance, Leadership and Direction(醫院領導者的領

導與決策)

FMS ：Facility Management and Safety(設施管理與安全)

SQE ：Staff Qualification and Education(員工資格與教育)

MOI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資訊管理)

9

‧使用開放系統工具整合

Google Map MyGoogle e mail

八八水災民間救災資訊平台為例

Google Map, MyGoogle, e-mail, ⋯
‧志工快速自發組織

–平台建置與強化

–資訊查證(?)

–資訊公告

‧多元(即時)資訊來源

10

‧多元(即時)資訊來源
–電話, 電子郵件, 官方公告(轉貼), ⋯

‧提供者與使用者共創共享(co-creation 
and co-provision)

‧高活力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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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復原重建）

缺乏符合災害情境的大規模災害收容安置計畫，致使災害初期之

收容安置作業紊亂。收容安置作業紊亂

說明：

重大災害發生後，常有大量災民家園受損不堪居住。在其另覓居

所或重建家園之前，常須由政府或民間團體設置收容所，以暫時

安置災民。由此次88水災經驗可看出災民安置作業缺乏先前規劃

，尚有改善空間。

對策：

為使災民安置更加迅速妥適，應進行「收容站設置之標準配備規

範及運作要點」之制定，其內容應涵括：」

政府與民間救災資源之整合與調度。

收容所之規劃必須考量食、衣、住、衛浴(廁所及簡便盥洗)設施及

容量，此外其對外交通、通訊及後備收容站等均應一併妥為規劃。

收容站並應規劃配置有醫護人員及心理諮商人員、社會濟助服務諮

詢等人員之聯合服務系統，且應對量表、人力資源、作業程序加以

規劃。

應建立災區衛生防疫標準作業程序，採行適當之防疫、消毒措施，

以免爆發群體感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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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全體大會體系分組報告資料

報告人：分組召集人 周碧瑟

2009/11/04

2009/8/24 召開體系組分組會議，
討論莫拉克颱風災害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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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理及心理衛教及篩檢建議

結核病篩檢之執行結核病篩檢之執行

災後創傷篩檢之執行

可以地區醫院為核心，推行災後身心衛教工作

醫事處已於災後開始執行

衛教單張宣導衛教單張宣導

量表之調整及人員訓練

既有災情傳遞的體系架構仍有缺陷

發生大規模災害時，災情可能無法上傳發生大規模災害時 災情可能無法上傳

若無法有效掌握資訊，指揮就無法進行

事務執行的指揮及資訊仍待規範

如心理重建，多個部會署同時執行，但缺乏橫向聯繫

建議改善既有的資訊落差及加強聯繫

建議從科技及及制度面著手，改善災情傳遞缺陷

建議災後事務應指定主管機關統籌，其他的單位必須
向主管單位彙報資訊，以利事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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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法及相關子法、災害防救相關法令
政府的權利義務關係、經費籌措法源
應利用這次災害加以檢視其合宜性應利用這次災害加以檢視其合宜性

災後法令鬆綁及公務人員之裁量權
重災時，法令之行政裁量是否應用寬鬆的方法？是否
要鬆綁？
如何保障公務人員進行相關決策的彈性、決策合理性
及適法性？

災後重建相關議題災後重建相關議題
土地：遷村之以地易地、台糖等事業單位土地之運用
文化：原住民文化
民主程序與科技之平衡：場址安全評估與重建參與

建議以此次災害衍生之議題為師，檢討既有法令

風險溝通內容待強化

如在做氣象報告時，災民不一定瞭解這樣的事情會不
會對其造成災害

接收到災害預警訊息時，也未必會真的採取諸如疏散
等行動

風險溝通傳遞方式、內容與可靠性議題

資訊內容如何有效傳達及溝通

如何避免假警報的錯覺、不必要的恐慌

如何讓民眾採取有效應變行動

建議應加強風險溝通之研究及強化風險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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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進行財務需求的調查
不同於災損調查不同於災損調查

可依公共部門、災民救助、重建貸款等面向討論其需
求，並納入重建小組之議程

評估成立專門的基金，並檢討財源如何分配

應涵蓋時效性議題
如何將足夠數量的資源及時送達，亦是財務規劃內容

應兼顧執行及監督面

建議朝向多災害(multi-hazard)保險
擴大保險的份額，以提高納保率及分攤風險擴大保險的份額 以提高納保率及分攤風險

可考慮強制納保，政府介入，並補貼部分保費

應建立災害衝擊評估技術
如農漁業損失農政單位有統計出數額，但間接衝擊如
種苗流失可能影響未來幾年的產業發展

災損評估結果亦可回歸保險內容災損評估結果亦可回歸保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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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全體大會資訊分組報告資料

行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資訊分組 議題與政策建議

召集人 李委員德財

莫拉克颱風災害的課題分析與政策建議

召集人 李委員德財

何委員全德

李委員雪津

陳委員良健

莫拉克颱風後所面臨之資通訊問題
通訊層面
防災通訊系統在惡劣天候下，有線通訊容易中斷，無線通
訊易受電力及天候影響，難以發揮功能。訊易受電力及天候影響 難以發揮功能
災情通報管道仍嫌不足及緊急求救通報線路不足，造成大
規模災害時災情通報困難。

資訊層面
災害之緊急應變事務涉及多平行及垂直之政府單位，目前
系統在面對如莫拉克颱風災害規模時，面臨資訊、應變指
揮無法整合之窘境。
中央災情資訊除無法全面掌握外，填報之災情亦缺乏空間
資訊；另外 政府的災情資訊必須在確認後才能公布 在資訊；另外，政府的災情資訊必須在確認後才能公布，在
救災資訊揭露速度太慢，被負面宣導，並影響後續民眾對
政府的觀感。
部分遙測資訊在災後初期缺乏統一窗口發佈，並缺乏多管
道資訊，包含航照、衛星、災情彙報等之整合。而事後的
單一發佈窗口政策，在缺乏分工合作的默契與規範下，亦
造成衛星影響處理單位之媒體壓力及角色定位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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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組綜整議題

防救災資訊之蒐集、整合及呈現應結合中央、地方
政府以及非官方組織並有效共享。

災情資訊應考量大規模災害發生時之偏遠地區資訊
難以傳遞問題，並建立相關標準作業程序

應利用新遙測科技，並多管道蒐集應用相關資訊。

政府資訊之發佈建議結合新網路平台及公民參與等
方式，讓資訊能公開透明傳遞給大眾週知。

議題與建議對策(一)

議題
防救災資訊之蒐集、整合、分析及呈現應結合中央、
地方政府以及非官方組織並有效共享地方政府以及非官方組織並有效共享。

建議對策
建立防救災圖資整合平台，整合單位基本及動態資料。

建立防救災圖資交換共享機制與標準，提升應變決策
效能。
降低政府單位間之資訊落差及指揮衝突。透過部會署
及地方政府間之會報 交換各部會署與地方推展中之及地方政府間之會報，交換各部會署與地方推展中之
相關業務資訊，並進行業務資源的分享、整合。
資訊蒐集之呈現及災情通報問題，中央、地方、
NGO須兼顧縱向及橫向之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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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與建議對策(二)
議題

災情資訊應考量大規模災害發生時之偏遠地區資訊難以傳遞問題，並
建立相關標準作業程序

建議對策
建議全面檢視各級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資訊
系統、通信系統，以及災情通報體制，災時發生時，大量災情湧入，
可否發展自動化系統，自動定位、查核災情的正確性?另，可考慮｢區
域聯防｣之方式，由未受災的縣市消防單位，分攤受災縣市的大量災情
處理工作。
研議適切的多管道災情通報系統，加強災情資訊之傳遞，因地制宜，
整合軍方、警政、消防、電信、郵政、民政等通報系統，採取適切的
多管道災情通報系統，並增加高風險地區之通訊系統（衛星、微波、
無線電等 並包含硬體 人員及程序訓練）投資及應變階段之部署無線電等，並包含硬體、人員及程序訓練）投資及應變階段之部署。
災情之反應管道應該是雙向的。地方若沒有定期回報災情，上級單位
應主動查詢，甚至判斷是否已經受災，而非被動接受災情。
建議發展｢手搖式固定頻道之無線電通信設備｣(如早期軍中早已使用的
77無線電)，而不是使用昂貴而付不起通信費的衛星電話。
建議發展能在吵嘈環境下的｢救災專用語音辨識系統｣，內建一些
keywords，以及重要地標之坐標。讓救災人員能在混亂的災區環境下，
通報災情及位置。

議題與建議對策(三)

議題

應利用新遙測科技，並多管道蒐集應用相關資訊

建議對策

多管道之遙測資訊建立，持續善加福衛二號影像，但
亦透過SPOT、日本ALOS、雷達等資訊，來提供災害
之全貌資料。

透過防災相關單位及福衛分送中心建立，制訂災時衛
星影像分區處理、資料整合及資訊公開之規範。星影像分區處理、資料整合及資訊公開之規範。

研究新航遙測技術（無人飛機UAV、空載光達LiDAR、
合成孔徑雷達SAR等）於防災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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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與建議對策(四)

議題

政府資訊之發佈建議結合新網路平台及公民參與等政府資訊之發佈建議結合新網路平台及公民參與等
方式，讓資訊能公開透明傳遞給大眾週知，同時也
可藉此獲得災害相關資訊。

建議對策

政府災情資訊應透明化及促進災害防救。透過適切
的展示平台，提供民眾關心的資訊。

研發運用網路新科技，並思考如何善用web 2 0，結研發運用網路新科技，並思考如何善用web 2.0，結
合twitter、 plurk等新技術，結合民間力量，適時反
應災情，並需在災情的｢正確性｣和｢時效性｣之間妥
善取得平衡。

建議評估運用類似SAHANA分散式、行動式系統等
相關技術做為災情管理平台的發展基礎之可行性

議題與建議對策(五)

議題

環境調查及危害潛勢資訊公開及流通不足，難以支援
減災及整備作為

建議對策

建議結合國土資訊系統建立防救災圖資整合平台，整
合各部會相關調查及潛勢資料，共享運用相關圖資，
促進環境基礎資訊及災害潛勢資料的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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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與建議對策(六)

議題

環境監測及觀測網未完整佈建及資訊彙整，影響具地
方特性的災害預警能力

建議對策

建議檢討現有觀測網不足處，儘速研議統整相關部會
建置環境監測網，加入即時觀測系統的機制，並促進
即時監測資訊的整合及分享。

議題與建議對策(七)

議題
既有學術研究成果有助於減災，但因缺乏與實務之良
好橋接 未能切實落實應用好橋接，未能切實落實應用

建議對策
建議建立防災知識庫，並加強運用網路等傳播媒介，
強化對居民的災害宣導與演習，並瞭解地方之環境及
社經特性，以降低災時風險溝通之障礙。
建議發展｢災害(颱風、水災、地震、土石流...)應變
處理模擬系統｣，設定不同情境，針對指揮官、救災處理模擬系統｣，設定不同情境，針對指揮官、救災
人員、相關工程、醫療人員等，平常即可預演災情研
判、物資調度、後勤支援等事項，並可將學術成果透
過系統落實至實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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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ANA 介紹

Sahana背景
2004年12月24日南亞海嘯發生後，一片混亂，斯里蘭卡的學界、
開放軟體社群及斯里蘭卡電信的工程師們從美國FEMA的CIO辦公
室知悉，美國方面並沒有救災相關的軟體可用，在IBM的危機應室知悉，美國方面並沒有救災相關的軟體可用，在IBM的危機應
變小組及蘭卡軟體基金會贊助下，著手規劃建置。一星期之後就
有初步系統上線使用。三個月後告一段落。

為了開發一個「現代」的救災平台，IP-based同時也可以在行動
通訊網路中使用，甚至在網路斷線時都可以發揮功效，需要經費
支持。開發團隊獲得了瑞典國際開發署(SIDA,Swedish 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的資助（約8萬5千美元），得以將Sahana重
做，於2005年八月Sahana啟動第二階段。做 於 年八月 啟動第二階段

為了持續維持程式開發的能量，Sahana決定走向開放源碼，讓
Open Source社群的開發人員一同來維護這套系統，也讓沒有能力
投入資源的國家可以享用開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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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ana在國際上應用的實例

海嘯：斯里蘭卡 2005（斯里蘭卡政府，國家運作中
心 CNO）‧ 亞洲地震：巴基斯坦 2005（巴基斯坦
政府，NADRA）‧ 南禮智省泥流災：菲律賓 2006
（菲律賓政府 NDCC 與 ODC）
印尼 Yogjakarta 地震：印尼 2006（由ACS、
urRemote 與印尼白水協會、印尼救援組織等）

秘魯地震：秘魯 2007（以西班牙文建置與運作）

緬甸熱帶氣旋風災：緬甸 2008（以緬甸文建置與在緬甸熱帶氣旋風災：緬甸 2008（以緬甸文建置與在
地化）

四川汶川地震：2008成都警察局（開始有簡體中文）

Sahana@Taiwan 的建置狀況
莫拉克颱風（八八水災）

8/10 架設Sahana系統，從網路上取得的套件只有英文與簡體中文介面

8/11 投入正體中文的翻譯，8/13 正體中文上線8/11 投入正體中文的翻譯 8/13 正體中文上線

8/14 同仁南下高雄擔任資訊志工，實際瞭解救災的需求，並透過線上平台與現場

招募三資訊志工團隊協助高雄縣政府 http://morakot.pbworks.com/
8/18 台灣IBM向消防署介紹Sahana系統，同仁提供正體中文的檔案給IBM使用

8/31 行政院科顧組鄭進練先生與我們聯繫，瞭解我們投入Sahana的情況，提供張政
委參考

9/4 資策會柯執行長向張政委報告資訊科技對於防災/救災的概況，創研所徐志浩組
長也

來電約訪，瞭解資創中心投入救災網路平台Sahana的工作。來電約訪 瞭解資創中心投入救災網路平台 的工作

9/17 與長老教會總會同仁開會，確定先依長老教會救災的需求對Sahana進行在地化

9/22 與法鼓大學李禮孟教授，討論與公益學院合作Sahana救災系統結合之構想

9/27 ICOS 2009國際研討會於介紹Sahana的工作進度

10/6 獲台灣IBM捐贈主機一台，10/16完成sahana.tw網域申請，並在IBM捐贈的主機
上開始下一階段的工作

11/25 將赴紐西蘭與Sahana NZ的團隊交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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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全體大會地震分組報告資料

六龜新開部落 專諮會地震組報告
辛在勤
林朝宗
蔣偉寧
羅俊雄羅俊雄
馬國鳳

陳于高

科學資訊在防災之運用

‧短短期策略：

–整合既有之防災科技研究成果，提出具體可行的成果–整合既有之防災科技研究成果，提出具體可行的成果
與技術，推動落實應用。

–建立航遙測影像緊急勘災機制，以利於災後掌握即時
災情。

‧中中長期策略：

–研發各種航遙測技術（無人飛機UAF、空載光達
合成 雷達 等） 災 應LiDAR、合成孔徑雷達SAR等）於防災之應用。

–以國家全面性、長期性的防災觀點，規劃各部會防災
科技計畫，以避免資源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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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測量及監測結果在國土規劃之應用

‧短短期策略: 

–成立勘災調查團調查災因，提供復原重建之參考。–成立勘災調查團調查災因，提供復原重建之參考。

–參考各溪流特性，重新檢討土石流警戒標準。

‧中中長期策略

–進行全面性之地質調查（含大地測量、歷史土石流及
河域調查等），保留完整資料，提供國土規劃之參考。

–進行國土規劃時，確實參考相關地質資訊，由立法來
推動各縣市政府增雇地質專業人員

–強化危險區域（山崩、土石流等）之預警及監測

小林村

from 陳于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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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陳于高 教授

四社土石流 古土石流遺跡

0.7cm/yr

froom 陳于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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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陳于高 教授

from 陳于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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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測量及監測結果在國土規劃之應用

‧短短期策略: 

–成立勘災調查團調查災因，提供復原重建之參考。–成立勘災調查團調查災因，提供復原重建之參考。

–參考各溪流特性，重新檢討土石流警戒標準。

‧中中長期策略

–進行全面性之地質調查（含大地測量、歷史土石流及
河域調查等），保留完整資料，提供國土規劃之參考。

–進行國土規劃時，確實參考相關地質資訊，由立法來
推動各縣市政府增雇地質專業人員

–強化危險區域（山崩、土石流等）之預警及監測

災情資訊及防災資料庫之
蒐整及公開

‧短短期策略: 

–整合相關部會之環境監測資訊–整合相關部會之環境監測資訊

–建立環境基本資料庫及分享機制，使科學家及工程能
源能有效的提供其專才回歸政府，以整合警政、消防、
電信、郵政、民政等通報系統。

‧中中長期策略: 

–落實防災教育，教育民眾如何解讀相關資訊，採取適
當的應變作為當的應變作為。

–各級單位及民眾確實進行地震及風災水災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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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資訊及防災資料庫之
蒐整及公開

‧短短期策略: 

–整合相關部會之環境監測資訊–整合相關部會之環境監測資訊

–建立環境基本資料庫及分享機制，使科學家及工程能
源能有效的提供其專才回歸政府，以整合警政、消防、
電信、郵政、民政等通報系統。

‧中中長期策略: 

–落實防災教育，教育民眾如何解讀相關資訊，採取適
當的應變作為當的應變作為。

–各級單位及民眾確實進行地震及風災水災防災演練

總結及具體建議:

–台灣應進行全面的古土石流及地形調查，重新規劃國
土的危險區域，次危險區域，及安全區域。土的危險區域 次危險區域 及安全區域

–科學研究成果與實際政府施政，缺乏重要的平臺溝通，
建議積極成立此平臺，使科學及行政能有快速有效的
交流。

–明確建議行政立法，於各級鄉鎮縣等政府單位，聘僱
地質相關專業人員，對於其區域的發展有具體的把關。

每年舉行防災演練 使 般民眾明瞭天然災害在台灣–每年舉行防災演練，使一般民眾明瞭天然災害在台灣
的潛在威脅，及隨時應該準備的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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